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透支的黄金

———深圳水贝黄金珠宝市场调查

本报记者 官平

明年正月孔志祥就要在老家结婚了，12月的第一个星期六，他带着未婚妻到深圳水贝珠宝城挑选金饰，大半天逛下来，虽有很多满意的，但还是打算再等段时间，因为他觉得金价还会下跌，且自己买近500克也不是小数目了。

在中国农村，这种现象再平常不过，黄金是嫁娶的必需品。 在一年多以前，老百姓还在因价格高“望金兴叹”，但自去年4月金价暴跌以来，他们有时数百克甚至数千克地“疯抢”，当然不是为了结婚需要。

深圳水贝，中国最大的金银珠宝加工基地，几乎业者人人知晓。 数据显示，今年前十月水贝金银珠宝类商品零售累计值超过2400亿元。 本报记者调研发现，相比去年一拥而上的抢购狂潮来说，今年消费者购金趋向理性化，结婚“刚需”占了不小比例，投资用途的购金消费较去年来说有所减少。

疯狂后的理性

12月6日，南国的深秋阵阵寒气袭来。 中国证券报记者来到位于深圳罗湖东北一隅的水贝村，与去年底的人山人海的抢购潮相比，周末的生意显得冷清了不少，不少首饰店在中午12时还未开门迎客。

据水贝村记载，公元1410年，先祖张远开村水贝，至今已经走过了600多年的历史。 “因水得财，因贝而富。 ”如今的“水贝”意味着黄金、财富，也让人联想到占据中国黄金交易70%以上、在中国乃至世界都赫赫有名的水贝珠宝工业区。

俗话说，“中国珠宝看深圳，深圳珠宝看罗湖，罗湖珠宝看水贝。 ”今昔不同往昔，12月被认为是中国黄金珠宝的传统消费旺季，但今年还没见到半点旺季的表现。

“我是去年5月份来水贝店做经理的，感觉今年的生意根本没法和去年比。 ”位于水贝二路的一家黄金首饰批发兼零售的商家经理陈先生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进入12月份以来，黄金消费已经要比11月好多了，今年和去年相比差距很明显，零售这块相比去年至少下降三成。

本报记者在这家面积超过200平方的商铺看到，货柜里现货非常齐全，金条甚至堆成了一个小山形状，而黄金项链更是摆成了堆。 今日金价显示每克243元。 从价格水平来看，目前的价格已经和去年底相差不大。 据林经理介绍，目前加工费是每克10元，如果是批发的话有折扣。

回忆起去年的情况，林经理说，特别是上半年五六月的时候，几乎来从早上开工忙到晚上，一直站着根本没时间坐下来休息一下，新进的货也根本没机会摆上货柜，货柜几乎都是空着的，因为货一到就被抢购一空。

林经理说，深圳与内地不同，是一个移民城市，很多人都会选择回内地老家过春节，因此旺季往往比内地要提前一个月左右，如果这一两个月市场还好不起来的话，今年的影响会比较大。

在商铺里，在深圳工作的江西小伙孔志祥带着未婚妻来选结婚首饰。 他说，去年同事朋友几乎都去抢购黄金，很多人不仅买首饰，金条也是一公斤一公斤的买，现在看来亏了不少，“但我们老家结婚也要买个几万块钱，也不少了，我们离回家还有一个多月，还想再等等，看金价还会不会下跌”。

纵观今年的黄金市场，上半年金价连续两季上涨，下半年则出现4个月连续回调，目前金价与去年同期相比，仅有微幅下跌。 实际上，持这种观望态度的消费者也不在少数。

“以前很少人问行情的，直接看中就买的，但现在很多买主显得没有那么豪爽了，可是我们也不是专家。 ”据另一位黄金首饰批发商告诉记者，虽然有比较大的折扣让利，但今年这个时候的订单相比往年下降不少。

“不能和去年相比”

平日在新加坡或者香港的郑良豪也常常到水贝来逛逛，感受一下黄金市场的变化。 郑良豪是世界黄金协会远东区董事总经理。

比本报记者到水贝前几天，郑良豪又一次造访水贝。 他喜欢每一家展厅都挨个看一看，这一次还拜访了几个加工厂。

“老实讲，今年对某些大的加工厂来说，影响不会太大。 ”郑良豪说，因为金饰品加工是这些大加工厂的主业，影响大的是刚刚加入的人，要么技术差，要么资金出状况，或者客人不够。

据其透露，很多新的入行者在去年在寻找客人的时候，可能没有太严谨，有些客人可能信用不太好，市场好的时候，每个人都赚钱的时候没有问题，市场不好的时候，有些信用差一点就会跑路，这些都是后来者的问题。

这些现象陆续浮现，在市场好的时候，有些问题看不出来，市场不好的时候问题就出来，浮出来的往往都是新加入的业者。

郑良豪说，如果情况变得坏了，就会淘汰这些新业者，生意不好的时候，这些业者第一件事情是减价，减价当然影响原有业者，但刚入行的业者可能损失更大，因为减价不一定生意会多一点，可能大家都会萎缩。

资金的逐利性在任何角落的显露无疑。 本报记者在水贝市场了解到，很多做足金加工厂，往往做周边相同的业务，比如首饰、铂金，适应能力很快，另外加工费也减少了，恶性竞争将工钱拉低了。

一位不愿具名的金饰品加工厂人士透露，去年最低他们卖给这些批发商一克3块6毛加工费，今年低到两块四毛钱，下降三分之一，商场利润更加薄，可能去年利润好，去年利润好吸引人进来。 现在薄了，还能做到这个量还好，如果做不到这个量，利润薄就亏了。

中国证券报记者还发现，水贝珠宝市场的品牌也比较杂乱，令消费者戏谑，水贝也被认为是“珠宝山寨一条街”。 除人尽皆知的香港周大福、周生生外，还有周大生、周六福、周生福、周大金、周金生、周大发等众多“周家”品牌遍地开花，另外金大福、正大福、六福等品牌也令人眼花缭乱。

郑良豪指出，突然间冒出一个牌子念都不知道怎么念，去年很多，一个行业改一个不懂得名字，就可以卖，或者商字也雷同可以卖，像这些都会被挤出，但是实力好会继续下去。 因为中国消费市场还是体量很大，占全球四分之一，但是体量大对市场掌控是很重要，掌控不好就会死掉。

在位于贝丽花园对面的一家珠宝店里，经理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今年水贝的黄金珠宝市场整体不行，根本不能与去年相比，估计金银首饰比珠宝类的日子还好过一些，今年还听说有不少的珠宝店倒闭的，“贵金属市场的流通性更好，这应该是一个原因”。

相比黄金白银，钻石今年的表现更胜一筹。 位于贝丽北路的一家金饰、钻石批发兼零售的商铺的女性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今年钻石卖得比较好，而且现在传统嫁娶消费特点也在发生变化，很多人都开始选择消费钻石。

中国向来是大型钻石的主要需求来源，与美国人拥有钻石首饰相比，目前只有20%的中国城市居民拥有钻石首饰，因此，中国的钻石销售市场还有很大的开拓空间。 上述女性工作人员说：“钻石代表恒久远，寓意比较好，特别是农村，越来越多的人选择钻石作为结婚首饰。 ”

水贝珠宝指数发布的研究报告也显示，今年1-9月份，钻石镶嵌类产品在4月份和9 月份旺季达到增长最高点，除旺季之外，其他期间镶嵌钻石市场表现较乐观。

从水贝市场看金价

2014年，随着美国经济的复苏，美联储量化宽松政策的结束，黄金延续了去年低位振荡的态势，价格持续下跌，最低跌至1150美元/盎司以下。

不过，尽管金价在下半年持续下跌，但水贝市场也不乏亮点。 特别是今年9月份，“金九”成色十足。

“所有品类均呈现明显上升趋势，以项链、耳饰表现尤为明显。 ”上述黄金首饰批发商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由于传统节假日及婚庆佳节，外加深圳珠宝展期间，9月份黄金珠宝行业迎来进入旺季时期，黄金市场整体行情转好，黄金批发量出现大幅上升，比七八月份大幅增长。

据水贝珠宝指数显示，2014年9月水贝珠宝市场黄金价格指数为85.10点；黄金成交量指数为110.56点，较8月75.60点上升34.96点，涨幅为46.2%。 在7、8月份市场形势保持较长时期稳定之后，9月份市场呈现出行业旺季现象。

不过，好景不长。 由于传统旺季已过，10月份黄金市场整体行情变淡，水贝市场黄金批发量出现大幅下降。 据水贝珠宝指数官网显示，相比9月份黄金批发量下降25.2%，上海黄金交易所统计显示黄金Au99.95成交量比9月份减少8.90%，Au99.99比上月减少11.46%。

另外，水贝市场人士表示，中国中产阶层的崛起，使得中国的钻石市场趋于成熟，消费者对于功能性钻石的需求成为主流，例如作为订婚戒指，加上中国消费者近年来对小型钻石偏爱度增加，使得过去用于炫耀、展示的大型钻石需求有所下降。

上述业内人士还表示，除钻石外，黄金价格的上涨以及人民币走软抑制了中国消费者对于黄金的需求，国内黄金销量的增长主要以结婚、送礼等刚性需求为主，而投机性需求并不显著，消费者因为黄金价格波动不大以及经济增长放缓等原因对于黄金仍处于观望状态。

去年，金价经历了断崖式下跌，百姓购买黄金的热情空前高涨，中国黄金消费量同比增长41.36%，至纪录高位1176.4吨。 今年，受黄金价格走低预期，以及透支消费黄金因素的影响，中国黄金消费量或出现下滑。

“虽然和去年40%的消费增长量没法比，但中国黄金消费量和2010年相比，仍是有轻微增长的。 ”纵观全球黄金市场的变化，郑良豪认为，2014年，还是一个“中国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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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支的黄金

———深圳水贝黄金珠宝市场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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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官平

明年正月孔志祥就要在老家结婚了，12月

的第一个星期六， 他带着未婚妻到深圳水贝珠

宝城挑选金饰， 大半天逛下来， 虽有很多满意

的，但还是打算再等段时间，因为他觉得金价还

会下跌，且自己买近500克也不是小数目了。

在中国农村，这种现象再平常不过，黄金是

嫁娶的必需品。在一年多以前，老百姓还在因价

格高“望金兴叹” ，但自去年4月金价暴跌以来，

他们有时数百克甚至数千克地“疯抢” ，当然不

是为了结婚需要。

深圳水贝，中国最大的金银珠宝加工基地，

几乎业者人人知晓。数据显示，今年前十月水贝

金银珠宝类商品零售累计值超过2400亿元。 本

报记者调研发现， 相比去年一拥而上的抢购狂

潮来说，今年消费者购金趋向理性化，结婚“刚

需” 占了不小比例，投资用途的购金消费较去

年来说有所减少。

疯狂后的理性

12月6日，南国的深秋阵阵寒气袭来。 中国

证券报记者来到位于深圳罗湖东北一隅的水贝

村，与去年底的人山人海的抢购潮相比，周末的

生意显得冷清了不少， 不少首饰店在中午12时

还未开门迎客。

据水贝村记载，公元1410年，先祖张远开村

水贝，至今已经走过了600多年的历史。“因水得

财，因贝而富。 ”如今的“水贝”意味着黄金、财

富， 也让人联想到占据中国黄金交易70%以上、

在中国乃至世界都赫赫有名的水贝珠宝工业区。

俗话说，“中国珠宝看深圳，深圳珠宝看罗

湖，罗湖珠宝看水贝。 ” 今昔不同往昔，12月被

认为是中国黄金珠宝的传统消费旺季， 但今年

还没见到半点旺季的表现。

“我是去年5月份来水贝店做经理的，感觉

今年的生意根本没法和去年比。 ” 位于水贝二

路的一家黄金首饰批发兼零售的商家经理陈先

生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进入12月份以来，黄金

消费已经要比11月好多了， 今年和去年相比差

距很明显，零售这块相比去年至少下降三成。

本报记者在这家面积超过200平方米的商

铺看到，货柜里现货非常齐全，金条甚至堆成了

一个小山形状，而黄金项链更是摆成了堆。今日

金价显示每克243元。 从价格水平来看，目前的

价格已经和去年底相差不大。据林经理介绍，目

前加工费是每克10元，如果是批发的话有折扣。

回忆起去年的情况，林经理说，特别是上半

年五六月的时候，几乎从早上开工忙到晚上，一

直站着根本没时间坐下来休息一下， 新进的货

也根本没机会摆上货柜，货柜几乎都是空着的，

因为货一到就被抢购一空。

林经理说，深圳与内地不同，是一个移民城

市，很多人都会选择回内地老家过春节，因此旺

季往往比内地要提前一个月左右，如果这一两个

月市场还好不起来的话，今年的影响会比较大。

在商铺里， 在深圳工作的江西小伙孔志祥

带着未婚妻来选结婚首饰。他说，去年同事朋友

几乎都去抢购黄金，很多人不仅买首饰，金条也

是一公斤一公斤的买，现在看来亏了不少，“但

我们老家结婚也要买个几万块钱，也不少了，我

们离回家还有一个多月，还想再等等，看金价还

会不会下跌” 。

纵观今年的黄金市场， 上半年金价连续两

季上涨，下半年则出现4个月连续回调，目前金

价与去年同期相比，仅有微幅下跌。 实际上，持

这种观望态度的消费者也不在少数。

“以前很少人问行情的，直接看中就买的，

但现在很多买主显得没有那么豪爽了， 可是我

们也不是专家。 ” 据另一位黄金首饰批发商告

诉记者，虽然有比较大的折扣让利，但今年这个

时候的订单相比往年下降不少。

“不能和去年相比”

平日在新加坡或者香港的郑良豪也常常到

水贝来逛逛，感受一下黄金市场的变化。郑良豪

是世界黄金协会远东区董事总经理。

比本报记者到水贝前几天， 郑良豪又一次

造访水贝。他喜欢每一家展厅都挨个看一看，这

一次还拜访了几个加工厂。

“老实讲，今年对某些大的加工厂来说，影

响不会太大。 ”郑良豪说，因为金饰品加工是这

些大加工厂的主业，影响大的是刚刚加入的人，

要么技术差，要么资金出状况，或者客人不够。

据其透露， 很多新的入行者去年在寻找客

人的时候，可能没有太严谨，有些客人可能信用

不太好，市场好的时候，每个人都赚钱的时候没

有问题，市场不好的时候，有些信用差一点就会

跑路，这些都是后来者的问题。

这些现象陆续浮现，在市场好的时候，有些

问题看不出来，市场不好的时候问题就出来，浮

出来的往往都是新加入的业者。

郑良豪说，如果情况变得坏了，就会淘汰这

些新业者，生意不好的时候，这些业者第一件事

情是减价，减价当然影响原有业者，但刚入行的

业者可能损失更大， 因为减价不一定生意会多

一点，可能大家都会萎缩。

资金的逐利性在任何的角落显露无遗。 本

报记者在水贝市场了解到，很多做足金加工厂，

往往做周边相同的业务，比如首饰、铂金，适应

能力很快，另外加工费也减少了，恶性竞争将工

钱拉低了。

一位不愿具名的金饰品加工厂人士透露，

去年最低他们卖给这些批发商一克3块6毛加工

费，今年低到两块四毛钱，下降三分之一，商场

利润更加薄，可能去年利润好，去年利润好吸引

人进来。 现在薄了，还能做到这个量还好，如果

做不到这个量，利润薄就亏了。

中国证券报记者还发现， 水贝珠宝市场的

品牌也比较杂乱，令消费者戏谑，水贝也被认为

是“珠宝山寨一条街” 。 除人尽皆知的香港周大

福、周生生外，还有周大生、周六福、周生福、周

大金、周金生、周大发等众多“周家” 品牌遍地

开花，另外金大福、正大福、六福等品牌也令人

眼花缭乱。

郑良豪指出， 突然间冒出一个牌子念都不

知道怎么念，去年很多，一个行业改一个不懂

的名字，就可以卖，或者商字也雷同可以卖，像

这些都会被挤出，但是实力好会继续下去。 因

为中国消费市场还是体量很大，占全球四分之

一，但是体量大对市场掌控是很重要，掌控不

好就会死掉。

在位于贝丽花园对面的一家珠宝店里，经

理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 今年水贝的黄金珠宝

市场整体不行，根本不能与去年相比，估计金银

首饰比珠宝类的日子还好过一些， 今年还听说

有不少的珠宝店倒闭的，“贵金属市场的流通

性更好，这应该是一个原因” 。

相比黄金白银，钻石今年的表现更胜一筹。

位于贝丽北路的一家金饰、 钻石批发兼零售的

商铺的女性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今年钻石卖得

比较好， 而且现在传统嫁娶消费特点也在发生

变化，很多人都开始选择消费钻石。

中国向来是大型钻石的主要需求来源，与

美国人拥有钻石首饰相比， 目前只有20%的中

国城市居民拥有钻石首饰，因此，中国的钻石销

售市场还有很大的开拓空间。 上述女性工作人

员说：“钻石代表恒久远，寓意比较好，特别是

农村，越来越多的人选择钻石作为结婚首饰。 ”

水贝珠宝指数发布的研究报告也显示，今

年1-9月份， 钻石镶嵌类产品在4月份和9月份

旺季达到增长最高点，除旺季之外，其他期间镶

嵌钻石市场表现较乐观。

从水贝市场看金价

2014年，随着美国经济的复苏，美联储量化

宽松政策的结束， 黄金延续了去年低位震荡的态

势，价格持续下跌，最低跌至1150美元/盎司以下。

不过，尽管金价在下半年持续下跌，但水贝

市场也不乏亮点。特别是今年9月份，“金九”成

色十足。

“所有品类均呈现明显上升趋势， 以项

链、耳饰表现尤为明显。 ” 上述黄金首饰批发

商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 由于传统节假日及

婚庆佳节， 外加深圳珠宝展期间，9月份黄金

珠宝行业迎来旺季时期， 黄金市场整体行情

转好，黄金批发量出现大幅上升，比七八月份

大幅增长。

据水贝珠宝指数显示，2014年9月水贝珠宝

市场黄金价格指数为85.10点；黄金成交量指数

为110.56点，较8月75.60点上升34.96点，涨幅为

46.2%。 在7、8月份市场形势保持较长时期稳定

之后，9月份市场呈现出行业旺季现象。

不过，好景不长。 由于传统旺季已过，10月

份黄金市场整体行情变淡， 水贝市场黄金批发

量出现大幅下降。据水贝珠宝指数官网显示，相

比9月份黄金批发量下降25.2%， 上海黄金交易

所统计显示黄金Au99.95成交量比9月份减少

8.90%，Au99.99比上月减少11.46%。

另外，水贝市场人士表示，中国中产阶层的

崛起，使得中国的钻石市场趋于成熟，消费者对

于功能性钻石的需求成为主流， 例如作为订婚

戒指， 加上中国消费者近年来对小型钻石偏爱

度增加，使得过去用于炫耀、展示的大型钻石需

求有所下降。

上述业内人士还表示，除钻石外，黄金价格

的上涨以及人民币走软抑制了中国消费者对于

黄金的需求，国内黄金销量的增长主要以结婚、

送礼等刚性需求为主，而投机性需求并不显著，

消费者因为黄金价格波动不大以及经济增长放

缓等原因对于黄金仍处于观望状态。

“虽然和去年40%的消费增长量没法比，但

中国黄金消费量和2010年相比， 仍是有轻微增

长的。 ” 纵观全球黄金市场的变化，郑良豪认

为，2014年，还是一个“中国年” 。

2014年11月， 美国心脏协会将其2014年

的基本研究奖项颁发给了梅奥诊所医学博士

安德烈·泰尔奇（Andre� Terzic,� M.D.），因

其开拓性地应用新科技推动心脏衰竭的诊断

与治疗。泰尔奇博士于2014年美国心脏协会在

芝加哥麦考密克展览中心举办的科学研讨会

的开幕式上接受了该奖项。 协会主席艾略特·

安特曼 （Elliott� Antman） 为泰尔奇博士颁

奖，高度认可其在基础心血管科学领域取得的

杰出成就。 颁奖时，安特曼主席说，“这位来自

明尼苏达州罗彻斯特市的科学家发明的高度

先进和强有力的检测治疗手段，为基础科学打

开了振奋人心的道路。 ”

“在超过500份的论文发表中，泰尔奇博

士及团队的多项论文脱颖而出。” 安特曼主席

说。 其中一项推动是心脏麻痹技术的更为安

全的运用方法， 通过在心脏手术中刻意让心

脏功能暂时停歇， 来减少人体组织对氧气的

需求。 还包括其对人类扩张型心肌病和房颤

背后的基因的发现， 以及在定义心肌保护和

心肌再生的法则和运用方面的卓有成效的努

力。 泰尔奇博士近期致力于对下一代心脏修

复的再生医学治疗方法的探索和发展， 他的

研究论文已经被引用超过了11000次。安特曼

主席还强调说，“这位梅奥的科学家是测试用

干细胞疗法治疗心衰的多中心临床实验的杰

出领导者。 ”

“在庆祝梅奥诊所心血管疾病部门成立

100周年之际， 我们因团队中的一员获得了如

此具有威望的国家奖项而感到由衷的骄傲。 ”

梅奥心血管疾病部门的主席查兰吉特·里哈尔

（Charanjit� Rihal）博士如是说。 “泰尔奇博

士真正地推动了医学前沿。 作为心肌再生医学

的领路人，他和他的团队已经成为了医疗行业

的先锋。 ”

作为梅奥医疗集团再生医学中心主任，泰

尔奇博士多年积极从事再生医学的创新型研

究。 在过去的15年，在耗资4亿美元的投入后，

泰尔奇博士发明了干细胞治疗心力衰竭的

C-Cure技术， 这将使目前缺乏有效治疗方法

的心力衰竭患者重获生之希望。 泰尔奇博士表

示，梅奥诊所与中国香港麦迪舜医疗集团合作

将C-Cure技术带入中国。 “我们基本上将在

欧洲、美国和中国同时开展临床三期试验。 中

国市场的需求同样巨大， 中国市场绝对重要。

麦迪舜集团的实力也将很大地推动C-Cure技

术在中国的各项进展，从临床试验到最终产品

上市。 ”

C-Cure这一新锐技术针对心力衰竭。 心

力衰竭是指各种心脏病发展到终末期的临床

综合症状，也是心血管疾病导致死亡的主要原

因。 全世界心力衰竭患者数量为1.17亿人，其

中中国心衰患者数量为2997.1万，占全世界心

衰患者总数的25.6%。

C-Cure的技术机理是， 从病人的骨髓中

提取间充质干细胞，用其独有的技术方法把这

类干细胞在体外培育成具有自我修复潜能的

前体心肌细胞， 并通过专利心导管C-Cath植

入患者受损心脏部位，这些细胞将发挥修复功

能，使心脏恢复新生。 与目前已被发现的胚胎

干细胞、IPS诱导多能干细胞相比，骨髓干细胞

的优势非常明显，在扩增的过程中，可以控制

其生长的方向，从而克服了干细胞研究界一直

深受困扰的“致瘤性” 副作用。C-Cure技术与

导管两项新技术分别获得了2014年欧洲医药

科学大奖的“突破奖” 和“最佳技术奖” 两项

提名。

香港麦迪舜医疗集团与梅奥诊所共同投

资的cardio3生物科技有限公司（Cardio3� �

BioSciences）的产品正在欧盟及美国FDA进

行III期临床实验， 并同步进入中国的III期临

床试验， 包括北京安贞医院、 阜外心血管医

院、上海东方医院等知名医疗机构。 该公司在

比利时和法国已上市。 Cardio3执行董事及

cardio3亚洲控股公司主席汪晓峰先生表示，

泰尔奇博士荣获此项大奖， 充分表明美国心

脏界对该技术及产品的认可， 也是对其临床

试验的极大鼓励。 此外，汪主席还表示，麦迪

舜将与梅奥诊所继续合作推出更多的再生医

学技术和产品。

背景材料

美国梅奥诊所

总部位于美国明尼苏达州罗切斯特市的

梅奥诊所

(Mayo Clinic)

已有

150

年历史。作为

集门诊住院、教学、科研于一体的医疗集团

,

梅奥诊所在国际医疗界享有崇高的声誉

,

连

续

20

年在《美国和世界新闻报道》的“最佳医

院”名单上名列前茅，

2014

年超出哈佛麻省总

医院和约翰霍普金斯医院， 被评为全美最佳

医院。 百年多来

,

梅奥诊所在新治疗手段的研

发、 管理创新及新一代的远程医疗等领域均

占居全球行业领导地位， 被誉为医学领域的

“最高法院”。 梅奥的科学家和医生发现可的

松治疗关节炎的功能，为此获得诺贝尔奖。可

的松至今任然是治疗关节炎首选药物之一

美国梅奥诊所是一所拥有悠久历史的

综合医学中心，其历史最早可追溯到

19

世纪

中期。 从

20

世纪初开始

,

梅奥诊所逐步创设

了一套新的医学管理模式、医学理念和治疗

手段，成为一家多专科协作治疗医院。 梅奥

诊所还首创了住院医生

(

专管病房的医生

)

培

训系统。 如今，梅奥诊所在佛罗里达州和亚

利桑那州也设有分所，拥有自己的医学院和

涵盖周边几个州的数十家医疗诊所。其临床

专家及科学家已达

3800

多名， 并拥有

50900

名专职医疗人员，年收入近

100

亿美元。

香港麦迪舜医疗集团

麦迪舜医疗集团有限公司总部位于香

港， 是致力于投资全球再生医学产品的研

发和商业化， 以及顶级医院和治疗中心的

专业医疗投资集团。 香港上市公司国盛投

资基金（

1227.HK

）拥有其

30%

股权。 麦迪舜

医疗集团在美国、比利时、日本、中国香港

和中国内地等地区发展再生医学产业。 集

团引进了美国梅奥诊所的产品技术及管理

模式， 旗下拥有多项干细胞治疗的临床专

利技术。 集团规划未来五年内将投资五家

分布于北京、上海、成都、西安、广州等地的

心血管专科医院， 总投资额预计将超过人

民币

100

亿元。

—CIS—

梅奥诊所与麦迪舜医疗集团联手推出的

干细胞治疗心脏衰竭技术及产品获全球业界首肯

美国梅奥诊所科学家安德烈·泰尔奇博士荣获今年美国心脏协会研究大奖

国盛投资基金（

1227.HK

）主席、卡迪奥

3

执行董事兼亚洲控股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汪晓峰

与安德烈·泰尔奇博士在“心力衰竭干细胞治疗国际论坛”上交流

安德烈·泰尔奇 博士

梅奥诊所医疗系统再生医学中心主

任，以及马里奥特家族心血管疾病的教授。

在梅奥诊所， 泰尔奇博士在心血管研究部

门担任副主席， 同时也是心血管研究实验

室和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心血管培训计

划的主任。 泰尔奇博士是有针对性诊断与

治疗科学咨询委员会的成员。 他是梅奥医

学院的教授， 主讲医学与分子药理学及实

验治疗。 泰尔奇博士曾先后就读于巴黎大

学、贝尔格莱德大学及伊利诺伊大学，随后

在法国国家卫生研究院、 托马斯杰斐逊大

学及梅奥诊所接受专业培训。 泰尔奇博士

在国内及国际上都因其对心血管科学及医

学的贡献而被广泛认可。在梅奥诊所，他被

授予“杰出教学奖”、“杰出研究者”和“杰出

心血管研究导师” 等称号。 泰尔奇博士是

C-Cure

技术的发明人，同时也是

C-Cure

技

术临床试验的领头人。

安德烈·泰尔奇

,

梅奥诊所再生医学中

心主任，

C-Cure

技术发明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