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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奥麦迪舜共建梅奥中国附属医院体系

以汪晓峰主席先生为核心的数十

位来自美国、欧洲、香港及中国内地的

麦迪舜高级管理人员积累了丰富的医

院建设和管理经验。在麦迪舜医疗集团

和梅奥集团展开全面合作之际，汪晓峰

先生指出：“麦迪舜的医疗专家团队将

与梅奥团队一起，利用麦迪舜在香港先

进的医疗机构， 结合香港健全的法律

体系及对中国市场的经验， 采用梅奥

先进的医疗管理体系和技术， 为中国

及亚洲患者提供更优质的服务。 同时

麦迪舜集团将进一步开发由梅奥专家

发明的居世界领先地位的治疗缺血性

心力衰竭产品C-Cure R ，在中国联合

北京阜外医院， 北京安贞医院和上海

东方医院，率先展开临床试验，填补中

国干细胞临床实验的空白。 麦迪舜深

信再生医疗将成为未来医学的基石，

而梅奥也是再生医疗研发的领军人，

为此双方将在这一领域探讨更多更广

的合作。 ”

梅奥诊所在国际医疗界享有崇高的声誉，

已经连续20年在 《美国和世界新闻报道》的

“最佳医院” 名单上名列前茅，被誉为医学领

域的“最高法院” 。 梅奥诊所作为世界一流的

非营利性综合医院，不仅为普通民众提供精湛

的医疗技术及无微不至的关怀，也得到了世界

各国领导人及政要的肯定和青睐。 在第一次世

界大战中，梅奥兄弟被威尔逊总统钦点配合军

医署长为伤员做外科手术。 150多年来，梅奥一

直担任白宫的医疗服务提供者，当总统富兰克

林、威尔逊、罗斯福、杜鲁门、艾森豪威尔、约翰

逊、尼克松、里根、克林顿、希拉里、布什等出现

健康问题时，都毫无例外地选择梅奥诊所。 现

任总统奥巴马更是称赞梅奥为“美国医学质量

的楷模” 。

尽管成为白宫的御用诊所，然而，梅奥诊所

始终倡导的以患者为中心的服务理念， 在普通

病患的体验中广为流传。 如今梅奥麦迪舜在中

国建立的梅奥附属医院体系， 将为患者带来高

质量的医疗服务， 让中国老百姓有机会享受到

美国总统级高质量的医疗待遇， 重获健康与生

命的尊严。

以2015年中国医疗改革元年为契

机， 梅奥与麦迪舜在此联手大举进军中

国医疗市场，可以说是正值其时。麦迪舜

医疗集团总裁， 曾任香港伊利沙伯医院

总经理及九龙中联网总经理并管理旗下

五大公立医院的曹圣玉博士说：“基于

我们过去二十年在香港与中国内地投资

兴办医院的经验， 时迎中国医疗体制改

革新环境， 麦迪舜有信心将梅奥先进医

疗服务体系引入中国、造福患者。根据合

作总协议以及多项具体工作协议的规划

进程，我们会逐步从香港到北京、上海提

供梅奥的医疗服务并建立梅奥附属医院

体系， 真正将梅奥的世界级医疗关怀带

到中国病人面前。 ” 曹博士曾任美国医

院社团HCA （Hospital� Corporation�

of� America） 中国区总裁， 负责建立

HCA在中国第一家中美合资医院。

麦迪舜医疗集团高级副总裁 ，美

国华尔街资深生物产业分析师张远鑫

博士， 因认同麦迪舜对再生医学和中

国医疗改革的期待而加盟麦迪舜。 他

说 ，“梅奥与麦迪舜的合作始于麦迪

舜对再生医学前沿技术的投资， 双方

在中国发展医疗服务的构想形成了高

度的共识。 梅奥看重麦迪舜立足香港，

连结东西的战略地位， 以及麦迪舜已

有的先进医疗设施和经验丰富的管理

团队，而和麦迪舜达成长期合作协议。

这种认知和理解为二者的合作奠定了

坚实的基础， 而真正受益的是中国的

患者。 ”

2014年底，梅奥附属医院网络高层

一行与北京市医院管理局领导进行了

深入交流。封国生局长指出：“中国大型

医院基本以公立医院为主体，当前医疗

改革的大环境下，我们非常希望社会资

本在医疗行业能更多投入。因此，麦迪舜

医疗集团成为梅奥认可的在中国及亚

洲开展附属医院计划最好的合作伙伴，

令我们感到非常欣喜。 我一直给医院系

统推荐《向世界最好的医院学管理》这

本书，我们每年也派人出国学习，都旨在

加强与国际知名医疗机构的交流，梅奥

此次来访我们非常荣幸。 ”

梅奥已着手筹备今年夏天与麦迪

舜医疗集团及北京市医院管理局合作

的医院院长培训计划， 这标志着以患

者为中心的梅奥医疗服务理念在中国

医疗市场得以发展。

梅奥团队与麦迪舜团队紧密合作

梅奥对中国医疗改革充满期待

梅奥让中国百姓享受美国总统医疗待遇

51岁的马先生在49岁才得知自己是

位患有矫正性大动脉转位，一种罕见的先

天性心脏病患者的时候，差一点就被这个

命运的急转弯击倒。 但是作为一个成功的

企业家， 不服输的他开始了求医的旅程。

国内顶尖的心内科医生将马先生的病例

在国际心脏病会议上分享，来自欧洲的专

家们认为心脏移植是唯一的治疗手段。

梅奥诊所预约排期漫长，经过麦迪

舜的医疗专家团队多次与梅奥医疗团

队会诊，沟通，讨论后，决定安排马先生

赴梅奥进一步治疗的48小时内，麦迪舜

便将马先生的预约安排妥当；因马先生

英文水平有限，他在麦迪舜的主治专家

亲自带领团队伴他共同赴美。

麦迪舜与梅奥细腻的服务，专业的

态度， 尖端的技术让马先生所钦服，从

餐饮的特殊需求到检测时候避开身体

旧伤而免于承受更多痛苦，每个环节上

都经过精心的设计与安排；让他得到最

体贴的照料。

因马先生个人时间调整，原本需要

三周的诊疗过程，在麦迪舜团队与梅奥

专家们彻夜沟通后被巧妙的压缩安排

在仅需一周。

虽然现在马先生的诊疗过程还没

有结束， 但是他多次对麦迪舜团队说，

你们让我完全没有那种在国外又不会

说当地语言的无助感，你们就像我亲朋

一样帮着我，我很开心。

当王先生看完梅奥的医生的诊断

报告，再也控制不住惊喜与感动相交的

泪水。

71

岁的王先生在一年前的体检中

被诊断为肝门部胆管癌，在残酷现实与

紧接而来的求诊难， 治病难的压力下，

他的身体越来越弱。

王先生在家人的陪伴下跑遍了

北京所有的知名医院， 千方百计的

去求见名医，但得到却是专家们重复

着聊聊几句确诊信息所带来的无助

与失望。 王先生终于在某顶尖肿瘤医

院做了肿瘤切除手术， 而老人的身

体已经再也承受不住化疗的冲击；

而医院却愈加迫切的要求王先生开

始二期化疗； 病人与家人被逼到了

绝望的悬崖。

王先生的家人找到了麦迪舜，带着

期待与希望王先生来到了美国明尼苏

达州罗切斯特市的梅奥总部就诊。经过

周全且紧密的诊断后，涉及多个科室的

专家团队会诊后，王先生和家人被梅奥

专家团队的平易近人， 检测诊疗技术

之精准所震撼！

而更让王先生和家人惊喜的是，

梅奥专家们告知， 王先生的身体里已

经没有残留的癌细胞， 所以不必承受

没有必要的化疗。 之前“持久战”的准

备已没有必要， 一周内王先生就踏上

了回国的飞机。

王先生是幸运的，但他的幸运却绝

非偶然，是梅奥先进的技术、精确的诊

断让王先生重获生命的希望。

中国患者在梅奥的体验

王先生：梅奥专家确切的告诉我不需要二期化疗了！

马先生：中美专家会诊于梅奥 待我如亲朋一般

梅奥、北京市医管局、麦迪舜三方深度合作

2014

年

12

月

22

日，国家卫计委

组织了第九次专家委员会讨论干

细胞临床管理办法，对干细胞临床

研究的相关技术标准和规范进入

了最后的讨论和修订。 业内人士普

遍认为

2015

年上半年相关政策即

将出台。 值此之际，我们专门走访

了麦迪舜医疗集团主席汪晓峰先

生，从全球各国再生医学产业的发

展和各国政策法规来分析比较该

产业的现状和趋势。

笔者：据了解，麦迪舜医疗集团

专门投资再生医学领域的技术与产

品，对于选择这样一个极具挑战性

且高风险的行业，您是如何考虑的？

汪晓峰：很多朋友都问我这个

问题，但实际上再生医学中的干细

胞、基因的产业在欧洲、美国、日本

已经拥有完善的临床试验监管体

系。 以美国

FDA

为例，已经有

600

多

个从一期到三期的临床阶段，其中

将近一半是做到二期、三期临床的

产品，因此可望在未来三到五年会

有更多产品和技术进入医疗市场。

而这些干细胞和基因治疗技术将

彻底颠覆传统医疗的治疗手段。 因

此，我认为这是投资再生医学最好

的时机。 一般投资三到五年便形成

投资回报的项目算不上高风险的

项目，关键在于项目选择和产品商

业化的体系是否建立在有效的运

作基础之上。

笔者：您如何看待中国干细胞

行业的发展？

汪晓峰：中国从事干细胞研究

的机构很多，在国际上发表的论文

数量也很多， 但影响力却微乎其

微，这归咎于中国干细胞临床法规

的滞后。 许多机构做了大量有价值

的研究，形成了有价值的数据而不

被承认。 我认为

2015

是关键的一

年，如果能够出台并实施干细胞临

床法规，我们将有望取得与国际同

步的发展水平。

笔者：据了解，麦迪舜投资了

多项再生医学的技术和产品，其中

一项是利用干细胞治疗缺血性心

力衰竭的技术。 您可否具体谈一谈

该产品的现状？

汪晓峰：这是美国梅奥诊所科

学家发明并拥有知识产权的技术，

独家授权于比利时

Cardio3 Bio－

science

公司 （卡迪奥

3

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我们第一期投资了

2500

万欧元， 并进一步投资

4500

万欧

元，目前该公司已在比利时和法国

上市。其干细胞治疗心衰的产品

C-

Cure

在欧洲和美国进行三期临床，

目前在北京安贞医院、阜外医院及

上海东方医院以国际多中心的形

式开展临床试验，如果中国干细胞

临床法规出台，我们这个处于全球

领先水平的治疗技术将成为中国

首批进入临床的技术。 这是一项革

命性的技术， 将为全球近

2

亿的心

衰患者带来福音。

汪晓峰主席

谈全球再生医学产业现状与趋势

麦迪舜医疗团队在梅奥总部培训

2015

年

1

月

22

日在梅奥和麦迪舜战略合作仪式， 上梅奥总裁杰佛里·伯顿先生率梅

奥高层接受麦迪舜主席汪晓峰赠送的中国宋代天圣针灸铜人

梅奥医疗集团简介

麦迪舜医疗集团简介

梅奥医疗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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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奥集团在国际医疗界享

有崇高的声誉，连续

20

年在《美国和世界新闻报导》的“最佳医

院”名单上名列前茅，

2014

年被评为最佳综合医院。梅奥集团在

新治疗手段的研发、管理创新及新一代的远端医疗等领域均占

居全球行业领导地位，被誉为医学领域的“最高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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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麦迪舜致力于：成为全球临床医生、科学研究者的支持者；

成为全球再生医学产品研发及临床试验的重要基地；成为全球

干细胞治疗和生物制品的主要供应商。

麦迪舜医疗集团有限公司总部位于香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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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中心的专

业医疗投资集团。 麦迪舜投资了比利时和法国的上市公司

Cardio3 BioSciences

，以及美国、日本、香港和中国大陆等地区

的再生医学产业。 集团引进了美国梅奧诊所发明的的产品和技

术，旗下拥有多项干细胞治疗的临床专利技术，其中干细胞治

疗缺血性心力衰竭产品

C-Cure

R已进入欧洲及美国

III

期临床

试验，并将于

2015

年在中国开始临床试验。

2014

年梅奥诊所被评选为全美医院综

合排名第一及

8

个专科排名第一

汪晓峰先生简介

汪晓峰先生为麦迪舜医疗集团创办人兼董事会主席。

1986

年至

1996

年旅居加拿大和美国，

1996

年移居香港至

今。 汪先生具有超过二十年国际资本操作经验，曾从事风

险投资、投资银行，涉足产业包括医疗、互联网、教育和传

媒。 汪先生还担任国盛投资基金 （港交所上市股票代码

1227

）和北京金融集团主席。

麦迪舜医疗集团主席汪晓峰先生对推动再生医学在全球的发展不遗余力

2015年1月16日，美国梅奥医疗集团与麦迪舜医疗集团在位于美国明尼苏达州罗切斯特市的梅奥总部，签署医疗服

务合作总体协议。

根据该合作协议，梅奥医疗集团与麦迪舜医疗共同建立梅奥在香港及中国内地的附属医院网络体系，并携手发展最

高医疗体验的理念。

2015年1月，麦迪舜首批管理团队及医生、主管护士等在梅奥总部进行了全面的培训，包括梅奥医疗集团的历史、文

化、服务理念及相关医疗技术，正式启动了梅奥中国附属医院网络计划。

2014年，梅奥医疗集团被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周刊评选为全美综合排名第一的医疗机构，再一次成为美国乃至全

世界最先进的医疗诊疗技术、高质量服务水平的领军者。 作为最值得信赖的合作伙伴，梅奥致力于为全球患者提供最好

的医疗服务体验。

梅奥医疗集团简介

麦迪舜与梅奥合作之香港医疗中心

成为内地高端客户的心想之地

梅奥一行对麦迪舜集团位于香港

的医疗中心印象深刻， 麦迪舜医疗拥

有优秀的医疗及管理团队。 麦迪舜医

疗集团在香港拥有大型干细胞GMP研

发生产基地和技术领先的医疗中心。

麦迪舜与梅奥医疗集团合作，在香港、

北京及上海建立梅奥附属医院， 为当

地患者提供具备梅奥标准的医疗诊断

和治疗服务。 2015年3月，梅奥服务于

亚洲及中国的医疗服务中心在香港投

入运营， 负责服务与管理亚洲的梅奥

附属医疗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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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文字：钟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