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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云端-个人医疗数据信息库的
“三步走”战略，逐步实现了家庭移动
医疗护理概念的落地。
4、 通 过 打 造 健 康 城 市 让 理 念 落
地。世界卫生组织于 1984 年首次提出
“健康城市”理念，逐渐成为各国涵盖
经济、社会、规划以及公共卫生等诸
多领域的系统性工程。发达国家在城
市空间设计中强调健康元素的运用，
强调居住、办公、学校、零售、文化
和社区空间、娱乐设施等土地的混合
使用，强调居住空间品质、公共空间
设计、基础设施可达性和食品商店可
达性等。
中国大健康产业尚处于初级发展
阶段，在 GDP 总量中仅占 4%至 5%。
但随着近年来国家公共医疗开支的增
加和健康产业相关支持政策的连续出
台，整个产业迎来了高速发展阶段。
2017 年，大健康服务业规模已达 6.2
万亿元。近年来，健康保险、养老地
产、康养旅游等跨领域产业，也在政
策 和 资 本 的 支 持 下 迅 速 发 展 。 2017
年，我国仅健康险保费收入就达
4389.46 亿元，2013 年至 2017 年健康
险增速为 40.6%，远高于同期保险行
业 20.7%的平均增速。
中医作为中国的特色医疗产业也
受到越来越多重视。与西医偏重对疾
病问题的诊断和治疗不同，中医从诞
生之初就蕴含了大健康理念，中医药
健康养生文化也成为中国发展具有本
国 特 色 健 康 产 业 的 重 要 内 涵 。 2017
年，中医类医疗机构诊疗人次突破 10
亿人次，中医诊疗量占总就诊量和总
出院人数的比例不断上升；中药工业
产值不断攀升，预计到 2020 年有望达
到万亿规模。
如今，随着“健康中国 2030”战
略的落地，国内多个省市也开始积极
布局，纷纷将大健康产业发展列入省
市重点规划，从产业布局和科研创新
等角度加大投资力度。比如，北京建
设了北医健康产业园，成为集产品研
发、中试孵化、生产制造等综合性园
区；广州深度开发生物岛，力争打造
千亿级生物与健康产业集群；苏州设
立了中国唯一以健康产业链整合概念
为主题的国际化行业园区——环球国
际健康产业园；广东组建现代健康产
业研究院，涵盖健康产业学术研究、
技术成果孵化、大健康产业总部经济
等全产业链。此外，张江药谷、天津
国际创新药谷、成都药谷、杭州药
谷、海口南国药库等一批国家级医药
产业基地已经具备特色优势。
不过，国内大健康产业的发展还
存在诸多问题。如相关法律法规的建
设和监管还没有跟上行业发展的步
伐，包括保健品在内的部分产业存在
夸大宣传等问题，以及产业创新能力
不足、缺乏高端产业孵化和服务平台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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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健康产业面临发展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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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多年发展，宁波大健康产业已具有一定产业
基础，总体上形成了以医疗健康服务业为主，食品药
品、医疗器械的制造流通业为辅的发展格局。2016
年，全市健康产业产值 864.19 亿元，增加值 329.76 亿
元，占 GDP 的 3.8%，同比增长 10.6%。2018 年前 11 个
月，宁波生物医药规模以上核心制造业产值达 83 亿
元，
同比增长 9.9%。
从细分产业看，宁波企业在体外诊断产品、磁共
振成像系统、婴儿培养箱、口腔医疗设备、中药材、化
学药品制剂等领域，已经具有较大的国内优势和国际
竞争力。其中，美康生物和瑞源在临床生化诊断领域
位居全国前列；鑫高益的永磁型磁共振设备已占全国
市场 40%，健信核磁的永磁共振磁体掌握全球一半以
上份额；蓝野医疗的口腔设备产品在国内占主导地
位；戴维医疗的婴儿保育设备在国内市场占有率也超
过 75%；在中药材领域中，宁波已成为浙贝母主产地，
产量占全国 70%左右，
年产值亿元以上。
在产业创新集聚方面，宁波已启动建设中科院慈
溪生物医学工程研究所、浙江省医疗器械检验院宁波
实验室、宁波国际生物医药研发培训中心、中科院上
海药物所宁波生物产业创新中心等科研创新实验平
台。同时，启动了宁波“千人计划”生命健康宁海产业
园、杭州湾生命健康产业园、梅山康达医疗产业园、宁
波国际牙科产业园等平台载体的建设，产业集聚效应
日益凸显。
此外，根据 2015 年居民健康素养调查，宁波市居
民健康素养高出全国平均水平近 6 个百分比，居民的
基本健康知识和理念素养水平、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
素养水平、基本技能素养水平均远高于全国平均水
平，
在省内也位居前列。
在大健康产业蓬勃发展的背景下，作为以制造业
为主的城市，宁波发展大健康产业无论在政策层面还
是市场层面都面临巨大机遇。
首先，从政策机遇看，在“健康中国 2030”战略的
大框架下，浙江省先后发布了《健康浙江 2030 行动纲
要》和《浙江省健康产业发展规划（2015-2020 年）
》，明
确宁波都市区为浙江健康产业三大增长极之一，重点
推进医疗服务、健康旅游和文化的专业化发展，发展
壮大医疗器械设备、生物医药和健康食品等产业集
群，支持宁波建设成为我国诊断试剂领域重要的生产
和研发中心。

其次，从市场机遇看，老龄化产生了
对健康养老产业的巨大需求。近年来，宁
波老龄化程度迅速上升，2017 年全市老
龄化程度接近 25%，比全国平均水平搞
出 7 个百分点。由于老龄化导致老年病与
慢性病发病率逐年升高，本市传统的医疗
机构已无法充分满足老年人长期照顾和
治疗需求，亟待社会资源的更多投入，促
进健康服务模式的创新和服务范围的扩
大。
再者，从个性化健康服务的需求来
看，提倡个性化、定制化、即时性的互联网
医疗产业成为大健康产业发展的新高地，
尤其在移动治疗领域具有较大发展空间，
远程医疗、在线问诊、慢病管理等已成为
产业投资和技术创新的重点方向。
当然，与此同时，宁波大健康产业的
发展也面临不少问题和挑战。第一，宁波
大健康产业的要素基础相对不足。
虽然宁
波的人均医疗资源相比国内大部分地区
已经较为丰富，但与杭州比还存在明显差
距，千人床位数仅位居省内第 4（见表 3）。
同时，受国家资源布局等因素的影响，相
比上海等大健康产业高地，宁波的高端优
质健康服务资源较少，专科性健康服务供
给不足，也缺乏优秀的生命科学和健康医
疗领域的高校院所，科研力量和人才储备
相对薄弱；第二，宁波大健康产业的发展
程度相对滞后，无论产业增速还是 GDP
占比均处于全省下游水平。从企业情况
看，还存在产品同质化、创新能力弱、领军
人才少、注册周期长等问题，本市的行业
龙头企业多为单项冠军，产业链布局能力
较为单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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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012 年-2017 年宁波全市及市区老龄化人口和比例
全市 60 岁及以上
人口（万人）
全市 60 岁及以上
人口比例（%）
市区 60 岁及以上
人口（万人）
市区 60 岁及以上
人口比例（%）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112.5

118.7

125.5

131.7

138.1

145

19.47

20.45

21.49

22.45

23.37

24.29

44.19

46.85

49.82

52.41

66.93

70.42

19.54

20.58

21.7

22.58

23.55

24.31

据浙江省统计局

表 3：2017 年浙江省各地级市每千人口医疗卫生资源情况
杭州
宁波
嘉兴
金华
绍兴
舟山
湖州
衢州
丽水
温州
台州
宁波排名

千人床位数
10.07
6.25
7.42
6.26
6.06
5.89
5.89
5.4
4.95
4.84
4.68
4

千人卫技人员数
14.64
10.45
9.32
8.76
8.28
9.5
8.55
6.82
7.09
7.73
7.06
2

千人医生数
5.55
4.07
3.2
3.37
3.4
3.69
3.04
2.69
2.94
3.23
2.86
2

千人护士数
6.15
4.22
3.91
3.44
3.37
3.62
3.53
2.77
2.85
3.15
2.84
2
据浙江省卫计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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