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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范区部分
签约项目介绍

希望之城 健康之都
——
—中日（天津）健康产业发展合作示范区揭牌
2020 年 6 月 30 日，位于静海区团泊
新城的天津中医药大学内宾客云集， 专家
学者、媒体大咖、国际友人、企业负责人同
聚一堂，共同见证中日（天津）健康产业发
展合作示范区揭牌。
健康产业是静海区近年来着力打造
的重点产业。 2008 年，静海区规划建设了
天津健康产业园，逐步发展集教育、医疗、
康养、 体育等特色板块于一体的京津冀大
健康产业。 2020 年 1 月，静海区正式启动
以天津健康产业园为载体申报中日地方发
展合作示范区工作， 聘请中日咨询机构编
制了健康产业规划、 总体方案等申报基础
材料，并与日本国立国际医学中心、日本健
康养老协会、日立集团等机构、企业进行积
极对接，确定了一批合作项目。 2020 年 4

月，国家发改委正式批复设立中日（天津）健
康产业发展合作示范区。 该示范区聚焦健康
产业，强化创新要素集聚、高端生产制造、健
康生活示范，引进培育优质企业，创新国际化
医疗康养机构合作模式， 带动京津冀健康产
业高质量发展。 2020 年 6 月 30 日，中日（天
津）健康产业发展合作示范区揭牌。中国神农
谷、静海湾智慧小镇、中国国际足球技术目的
地大区级中心、 肿瘤质子治疗国际医学中心
等 13 个项目集中落户示范区， 协议投资总
额近 500 亿元。
中日（天津）健康产业发展合作示范区对
标健康产业优势领域， 顺应未来健康产业发
展趋势，选择对日合作重点产业领域和项目。
示范区围绕教育、医疗、康养、体育四大主导
产业，坚持创新、开放、智慧、活力的发展理

念。以创新为引领，发挥天津中医药大学及国
家重点实验室作用，推进中医药现代化、中药
新药创制研究、 先进中医器械和中药制药设
备研发推广，探索形成融预防保健、疾病治疗
和康复于一体的中医药服务体系， 促进中医
药与现代康复技术融合。 建设院士和长江学
者成果转化基地、中试基地、总部基地，聚焦
医药、医疗、康复器械等产业，推动健康科技
创新，实现示范区与静海开发区、大邱庄工
业区协作配套， 促进创新成果与健康产业
精准对接。 以开放为动力，依托天津中医第
三附属医院、天津医科大学附属医院、血液
病医院、国际体检中心、肿瘤质子医院等医
疗机构建设， 建立多个学科综合性国际医
学中心。“公立 + 民营”融合发展，支持建立
产业基金，全方位推进国际合作，支持开发

中国神农谷项目
健康领域产品。 依托康宁津园和院士康养
村，打造康养结合的高端养老示范样板。 以
智慧为支撑， 培育健康医疗大数据应用新
业态，以互联网 + 中医药健康为重点，运用
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重点
发展高端医疗与康复、健康科研、教育培训
产业，配套建设商业服务、金融服务、社区
医疗服务、社区健康文化体育等区域。 以活
力为导向， 借助国家体育产业示范基地优
势，依托国际足球体育运动中心建设，以西
班牙皇家足球协会、德国足联双 IP 产业化
落户为目标，打造一站式国际足球全栖体验
目的地。 发挥团泊体育中心和团泊湖自然生
态作用，引进举办国内外体育赛事、体育健
康与体育会展服务，建设面向全民、覆盖全
生命周期的康养服务。

投资 45.5 亿的中国神农谷项目规划内容主要
包括中医药诊疗集聚区、中医药养生区、中药研发
孵化区、数字医药区、对外交流展示区等板块。 项目
预计 2023 年 7 月完工。
神农论坛 （湖心岛） 项目将以论坛为媒带动旅
游、餐饮、康养、体育等产业，为地方经济发展助力；
神农伯礼院士村将邀请以张伯礼院士为首的中医药
专家、顶尖研究人员、中医药高端人才团队进驻，打
造一片中医药领域创新创业的理想热土， 建成后将
极大地推动健康产业规模化、集约化、园区化发展；
中医药博物馆将填补神农谷在中医药对外文化历史
展示、基地教育的空白，在中医史教学、普及中医科
学知识、医学科普互动、促进中外医学交流等方面发
挥重要作用。

协和博精第三方医学诊断项目
该项目坐落于静海区团泊新城西区健康产业
园北华北路 1 号，由天津健康产业园发展有限公司
投资，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学医院组织专业团队运
营。 以血液学特检项目的检测与诊断等为核心业
务，可以为全国各地的患者提供精准、完整的个体
化诊疗方案，协助医生进行临床诊断、治疗及判断
预后。 同时，以血液特检为优势检测项目，通过形态
学、免疫学、遗传学和分子生物学等各类检测手段，
根据 WHO 提出的 MIGM 综合诊断模式， 对各类
血液病进行精确诊断。

中日国际健康体检中心项目
该项目建筑面积 8 万平方米， 总投资约 7 亿
元。 项目引进日本顶级医疗研究机构健康体检项
目、管理理念，配置国际高精尖的医疗仪器设备，为
消费群体提供全面监测、分析、评估、干预等全过程
高端健康体检服务。 体检中心以疾病预防、疾病愈
后干预、亚健康和慢病管理、远程医疗等为主要方
向，发展远程在线问诊、咨询、随访和管理，构建覆
盖诊前、诊中、诊后的线上线下一体化医疗服务模
式。 面向国内外，覆盖京津冀，提供高品质、个性化
的精准健康体检和健康管理服务。 项目整合国际专
家资源和健康管理技术成果，创建国际化健康管理
学术交流平台和互访机制，将国际最前沿的科研成
果引进中国。 同时，积极探索适合中国人群的健康
管理的创新模式、创新路径和创新机制，以科技创
新推动健康管理领域的产业革新，研究“旅游＋体
检＋健康管理”“保险＋体检＋健康管理” 模式，为
静海区健康产业发展注入新活力。

静海湾项目

中国工程院院士、天津中医药大学校长张伯礼在揭牌仪式暨项目签约推介会上致辞

刘鑫 摄

示范区重点打造六个功能分区
医疗康养区（国际医学中心） 围绕现
有资源优势，聚焦高端、打造品牌，着力发
展高水平的康养、医疗、健康管理服务，联
动发展健康金融保险服务和商业服务等
相关产业， 构建从孕育阶段的健康预防、
成长阶段的疾病治疗康复到养老阶段的
养生健体这一覆盖全生命周期的大健康
产业体系。
教育科研区 依托“
京津冀协同发展卫
生技术培训标准化建设与认证示范区”建设，

开展中日健康教育国际合作， 发展健康教育培
训业，推动健康人才教育产业国际化，加大融合
IT 和健康人才与服务创新人才的教育培训，推
进健康教育、科研、医疗服务联动发展。
创新孵化区（智慧中心） 开展科研成果
转化和推广应用服务， 建立中日健康产业孵化
中心、创业创新企业联合办公区、大数据中心；
推动物联网、无线传感、人工智能、移动医疗等
新一代信息技术应用于医疗服务。 调动区内高
等院校、科研院所、综合医院和特色专科医院、

医药检测机构、 生物医药和医疗器械龙头企业
等各类创新主体，对接日本医疗科技资源，联合
打造国际一流的共性技术研发平台、 科技创新
平台和资源共享平台。
健身休闲区 打造集运动、健康、休闲于一
体的健身休闲区。 以团泊足球场、网球中心、保
龄球馆、射击馆、自行车馆、棒垒球馆、曲棍球馆
等体育场馆为载体， 引进国际优质体育赛事运
营商、 体育专业人才， 完善高端体育赛事及训
练、体育休闲活动、场馆运营服务、体育会展服

务、 体育健身休闲等于一体的国际知名的环团
泊湖体育健身休闲集聚区。
健康生活示范区 以居民身体素质提高为
重点，以医养结合为核心，以智慧康养为亮点，
为人民群众提供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 加快
布局中高端酒店、商业及金融服务业，大健康会
展服务的商业配套服务能力。 搭建完备的公共
卫生和应急管理体系，打造集预防性、诊疗性和
康复性为一体的智慧化、人性化、多元化全生命
周期健康管理体系。 探索国际合作、产城融合的
发展模式， 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人居环境和
健康生活示范区。
高端制造区 围绕产业联动发展， 构建
“一体两化”产学研用一体化发展格局。 加强
示范区大健康产业与静海经济开发区生物医
药产业、 大邱庄工业区器械制造等区域产业
的上下游联动发展、协作发展，推进区域产业
发展大融合。

项目位于中日（天津）健康产业发展合作示范区
创新孵化区，总投资 120 亿元，项目一期正在建设
中，预计 2028 年整体建设完成。 该项目以大健康、
医养、高端装备、高新技术、高新材料为主导产业，按
照健康城市、 智慧城市、 海绵城市设计理念， 结合
5G、大数据、人工智能、先进管理系统、环保材料和
绿建技术的实际应用，以产城深度融合、持续健康发
展为原则，全面打造理念先进、智慧健康、配套完善、
服务便捷、环境友好的新型城市综合体。

肿瘤质子治疗国际医学中心项目
肿瘤质子治疗就是用质子加速器产生高能质
子束，在精确控制下摄入人体，将能量准确地释放
到病变部位，达到治疗效果，同时保护附近的健康
组织并最大限度地减少副作用。 肿瘤质子治疗国际
医学中心项目位于中日（天津）健康产业发展合作
示范区医疗康养区，总投资 13 亿元。 按照三级专科
医院标准建设，主要建设制作中心、肿瘤医院、康复
中心、科研中心等设施，通过引进迈胜小型化集成
质子治疗系统， 开展以质子治疗为特色的肿瘤诊
疗、肿瘤个性化康复与护理、基于人工智能的全生
命周期健康管理。 同时，计划与国际粒子治疗协作
组联合举行国际质子治疗专家峰会，打造肿瘤治疗
领域的国际交流中心。

嘉宾寄语示范区发展
此次中日（天津）健康产业发展合作
示范区揭牌仪式暨项目签约推介会的召
开， 标志着静海区进入全面加速建设的
新阶段，一幅健康产业高地的新蓝图，正
在徐徐展开……示范区的揭牌吸引了社
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众多参会嘉宾、各方
与会者畅所欲言， 对示范区的发展前景
充满信心。
国家发改委地区经济司副司长安利
民：希望天津市静海区以此为契机，抢抓
机遇、凝心聚力、稳步推进，聚焦健康产
业，着力优化营商环境，着力深化体制改
革，着力完善政策体系，着力推动重点项
目落地， 带动京津冀健康产业高质量发
展， 在中日地方发展合作示范上做出特
色、做成典范。
中国工程院院士、 天津中医药大学
校长张伯礼：作为天津中医药大学能有
机会直接参与到中日健康产业园合作
区的建设，也愿意为示范区发展做出奉
献。 坐落于示范区的天津中医药大学实
验室作为国家重点实验室，是全国中医
药研究规模最大， 设备最全最先进、水
平最高的，必将为示范区发挥重要引领
作用。 只要是驻区的企业，我们都愿意

服务。 依托这个基地，我们愿意为整个
中日健康产业合作发展示范区做出自
己应有的贡献。 同时，我们也愿意和广
大有识之士共享这份健康产业带来的
“健康”。
日中经济协会北京事务所所长岩永
正嗣： 我们日中经济协会和天津市有很
深的渊源。 2009 年签订了能源和环境保
护领域的备忘录，以此为开端，加深了双
方交流。 当时的生田专务理事于 2015 年
3 月访问了静海区进行了交流。 2007 年
末，当时的福田康夫首相访问天津，与当
时的市领导就环境领域的合作达成一
致，多次访问静海。 健康医疗领域是今后
两国经济交流发展的重要支柱。 这次揭
牌的中日（天津）健康产业发展合作示范
区，是继循环经济之后，再次致力于以健
康产业为主题的项目， 我对此表示期待
和敬意。 希望示范区的发展，以及两国的
交流进一步深化。
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研究所所长
常子奎：我院拟与诺贝尔奖获得者、京都
大 学 IPS 细 胞 研 究 所 所 长 山 中 伸 弥 教
授开展合作，共同打造再生医学协同创
新中心。 这些合作将为我们深度参与中

日健康产业发展合作示范区建设，推动相
关单位合作交流， 创新健康产业发展模
式奠定良好的基础。 天津市委、市政府和
静海区委、 区政府对中国医学科学院血
液病的发展一直给予极大地关注和支
持。 作为中央驻津单位，血液病医院将肩
负起应有的使命和担当， 充分发挥我院
在医疗、科研、教育、产业等方面的资源
优势，加强与天津市各有关单位的合作，
积极参与中日示范区的建设， 为带动京
津冀健康产业高质量发展， 推动一批重
点项目的落地，提升中日地方合作水平做
出应有的贡献。
深圳市宝泽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负责人
张燊：中日（天津）健康产业发展合作示范区
为企业走出国门、走向国际舞台提供了一个
很好的跳板，为国际上的创新协同、高端人
才聚集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空间， 同时，也
为我们天津乃至京津冀地区打开了一扇走
向国际的大门。
日中未来研究财团中国代表朱利国：中
日（天津）健康产业发展合作示范区的区域
优势很强，所以，我们决定把项目引进到静
海。这其中包括教育培训，推广我们的‘神户
模式’，加强我们双方的学术交流。
中日（天津）健康产业发展合作示范区揭牌仪式暨项目签约推介会现场

袁广齐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