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竹里》
获金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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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隔一年，顾连医疗第二次走上川港澳合作周的舞台。
去年合作周前后，顾连医疗获得香港新风天域集团的10亿战略融

资，今年合作周，与电子科大签约校企合作项目，过去一年里，顾连医疗
扎根成都，产业规模实现了飞速扩张。旗下7-8家医院落地，其主干机构
成都顾连康复医院在今年3月正式开业，成为西南规模最大的国际康复
专科医院。

“规模增长了近十倍。”顾连医疗联合创始人兼联席执行长袁帅在香
港的签约仪式现场向记者介绍。

而另一位联合创始人兼联席执行长徐宸，因为工作多次往来香港用
完了签注，从机场折返回成都。昨天下午，徐宸在看起来仍然崭新的顾连
康复医院接受了成都商报-红星新闻的专访。

当谈到过去一年里的飞速发展时，徐宸说，在川港澳合作周与成都
大力发展新经济两大风口下，“我们是最直接的受益者和参与者。”

说到康养
成都很“港”

资本合作天时地利人和
一口气获10亿港资青睐

产业合作落地可行性强
全流程嫁接香港康养产业

教育合作引入香港教育
培育高质量本地人才

成都培育了
良好环境
香港注入了
新鲜血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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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资康养企业在蓉规模
一年扩张近十倍——

顾连医疗联合创始人徐宸

今日起，为期4天的“第五届
成都创意设计周”将在成都上
演一场“设计奥斯卡”的盛宴，
作为本届创意设计周的主体活
动之一，“第五届成都创意设计
周开幕式暨2018金熊猫创意设
计奖颁奖典礼”昨晚在金沙遗
址博物馆举行。

现场，揭晓了城市空间创
意设计类、工业创意设计类、旅
游文化创意设计类、乡村民间
艺术创意设计类、美丽乡村创
想奖五大类别的175个奖项，成
都市民熟悉的、具有复合功能
的乡村社区文化创意展示交流
中心《竹里》获得了城市空间创
意设计类金奖；通过电脑分析
脉象的《中医经络检测仪》获得
工业创意设计类金奖；旅游文
化创意设计类金奖则花落以文
化、可持续性和社区为中心的
设计建造项目《Shelter》；乡村民
间艺术创意设计类金奖颁给了
用白色棉布和多层次的传统手
工染制手法进行制作的桌旗

《映现》。

4386件全球创意设计
角逐175个奖项

“2018金熊猫创意设计奖”
作为本届创意设计周的主体活
动之一，自作品征集开始就受
到了全世界的广泛关注。至9月
下旬，主办方收到了来自全球
的创意设计作品4386件，并邀请
到原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连辑
坐镇评委会主席，清华大学教

授柳冠中、成都许燎源现代设
计艺术博物馆馆长许燎源担任
副主席，联合多名对口领域的
行业领军人共同组建具有国际
权威的评审委员会，对参赛作品
进行了认真严格的审核并选出了
优秀的获奖作品。最终，175个优
秀作品脱颖而出，获得城市空间
创意设计、工业创意设计、旅游文
化创意设计、乡村民间艺术创意
设计以及美丽乡村创想奖（特别
奖）等五大类奖项。

《竹里》获城市空间
创意设计类金奖

成都市民熟悉的、具有复
合功能的乡村社区文化创意展
示交流中心，承载着公益讲座、
创意活动举办、文创产品展览
等多元化功能的《竹里》获得了
城市空间创意设计类金奖。“这
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最好的作品，
与当地乡村的环境交融在一
起。”这是城市空间创意设计评
审组为《竹里》给出的评语。而在
原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非遗中
心主任，“2018金熊猫创意设计
奖”评委会主席连辑看来，好的创
意设计生动而富有建设性，它们
将改变我们的生活，年轻而新锐
的成都创意设计周已经有了很好
的开始，成都创意设计周已成为
成都产业与文化的又一“金质名
片”，更为成都建成独具人文魅力
的世界文化名城增添助力。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李彦琴 摄影记者 陶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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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一起巨额投资事件引发
了全国医疗圈和投资界的关注
——新风天域把一根价值10亿的
橄榄枝伸向了顾连医疗。

其中，新风天域是香港财政司
前司长、现南丰集团董事长梁锦松
与黑石集团前董事总经理吴启楠
等投资者成立的创投公司，而顾连
医疗，是两名成都“80后”小伙子聚
焦目前尚为“冷门”的康复领域，在
成都创办的康养产业。

这笔数额巨大的港资给顾连医
疗注入了极大的活力。徐宸认为这笔
巨款并非如外界看来那么不可思议，
而是一个天时地利人和的资本选择。

天时，即川港澳合作的不断深
入，给了两地企业、资本充分的对接

机会，以及随着人们对生活质量的
期望不断提高，康养产业眼下正处
于上升期；地利，除了“5·12”之后
四川患者对康养产业的认识与消费
意识走在全国前列这样的偶然因
素，更主要的是四川对民营医疗的
开放包容，成都对康养等新经济产
业接连释放的政策红利；人和，四川
大学华西医学中心和中医大、省医院
等本地高校人才的直接接入，以及成
都力度颇大的人才新政，都将给顾连
医疗提供最核心的人才保障。

天时地利人和背后，站着蓉港
合作的深入推进和成都对新经济
产业的大力支持，站着拢聚人才的
成都。顾连医疗在这样的洪流中，
成为实实在在的受益者。

但是，与港资的合作并不是一
锤子买卖，在过去的一年里，顾连医
疗几乎将香港康养产业全流程嫁接
到了成都，并且还将继续下去。

“这是因为和其他合作相比，
与香港的合作更容易落地，速度非
常快。”徐宸告诉记者，顾连康复医
院是顾连医疗的主干机构，于今年3
月正式开业。医院的建成开业除了
需要资本，也需要理念、技术、人才。
其中的每一项，香港力量都有注入。

“香港的康养产业在全亚洲都
是一流的，已经比较成熟了。”徐宸
和袁帅多次赴港，与投资方新风天
域商谈，最后将香港的康养理念、
技术甚至人才引入到了成都。

顾连康复医院总经理杨前程告
诉记者，目前医院有一整支从香港

来的治疗团队，其中包括香港理工
大学的学科带头人，“香港理工大学
的康复系，在亚洲排名第一。”昨天
下午，记者没有见到正在为患者进
行治疗的医生团队，但在医院的运
动康复训练区，见到了来自香港的
康复机器人。杨前程告诉记者，这是
目前最为先进的技术之一，目前四
川只有两台，另外一台在华西。

全流程嫁接，使得顾连医疗不
断靠近与香港同质的高标准医疗
服务，也让其在全川甚至西南地区
都得以实现差异化发展。徐宸告诉
记者，今年3月开业以来，康复医院
开放的第一期床位在开业3月后就
已全部住满，提前开放了第二期床
位，剩余的100余张床位将于明年
初开放。

徐宸说，在担任受益者的角
色时，顾连医疗也在蓉港合作、新
经济产业发展中担当着参与者的
角色。

采访进行的时候，一批顾连医
疗的医疗工作者正和一部分来自
全省各地的医疗工作者一起，在医
院的5楼进行培训，而给这些医疗
工作者培训的，正是来自香港理工
大学的教授们。

“当然这也是得益于之前提
到的落地快，可行性强，香港的教
授们来内地非常方便。”徐宸告诉
记者，这是第一期短期培训，不仅
是希望能提高自己医院的人才专
业素质，也希望能敞开门，提高成
都甚至全川康养产业人才的专业
素质，营造一个更好的产业氛围。

“这期结束后，我们在12月还会举
行，希望用这种一期一期短期的
培训，组合成为一个长期的、系统
的培训。”

徐宸告诉记者，在此之前，他
们也请到明爱医院的护理人员到
四川护理学院进行了“川港护理培
训”，也和中医药大学建立了合作
关系。“在康养产业中，人才是核
心，要具备高质量的专业素养，在
目前的爬升期，越多的专业人才，
能更有力地助推产业发展。”

此外，此次在川港澳合作周
上，顾连医疗还与电子科大机器人
研究中心完成了签约，双方将在康
复机器人研究、应用、推广等领域
深入合作，也进一步延伸了产业在
成都的“根脉”。

在成都大力发展新经济的风口
下，康养产业风头正劲。

在徐宸的口中，顾连医疗的产业
布局将趁势继续扩张，像一个人一样，
有主干、有肢干、也有毛细血管，直到
覆盖到这座城市的角落。同时，扎根成
都、立足四川、辐射西南，成为其他地
区的标杆样本。

目前，作为主干机构的顾连康复医
院已步入正轨，老年康疗院完成了第二
期规划，将于2021年完成900张床的扩
建，位于天府新区的康养医学中心预计
将于2020年建成投用，主干将完成康复
与老年康养服务体系的覆盖。肢干目前
也已在图上。徐宸告诉记者，他们已规划
在都江堰、绵阳、泸州建设区域级的医养
综合体。

值得一提的是“毛细血管”，徐宸告
诉记者，目前顾连医疗在成都几个区设
了社区级的业态，包括成华区的护理站、
武侯区玉林街道的康复门诊，以及华西
医院附近的芒果儿童健康中心。

其中位于成华区的护理站，将结
合长期照护险，为行动不便的市民提
供家庭式护理服务，预计下个月就能
正式开业。记者了解到该护理站刚于
前几日拿到了成都市卫计委发放的执
业许可证，这将成为西南地区第一个
通过相关部门认可并在其指导之下开
展上门居家护理业务的机构。

“可以看出，社区级医疗我们正在
努力尝试，成熟后会铺开，复制到城市各
个区域，甚至为之后我们在其他城市的
布局提供样本。”徐宸告诉记者，成都为
新经济产业培育了良好的发展环境，与
香港的合作给他们注入了新鲜的血液，
他们得以自在地完成创业梦想。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尹沁
彤 摄影记者 陶轲

第五届成都创意设计周今日开幕
“2018金熊猫创意设计奖”获奖作品出炉

11月8日，成都顾连医疗旗下的顾连康复医院

城市空间创意设计类金奖作品：四川省中瑞锦业文化旅游有限
公司的《竹里》

川港合作

天时
川港澳合作的不断

深入，给了两地企业、资
本充分的对接机会，以及
随着人们对生活质量的
期望不断提高，康养产业
眼下正处于上升期；

地利
四川对民营医疗的

开放包容，成都对康养
等新经济产业接连释放
政策红利；

人和
四川大学华西医学

中心和中医大、省医院
等本地高校人才的直接
接入，以及成都力度颇
大的人才新政，都将给
顾连医疗提供最核心的
人才保障。

紧接01版 彭清华说，“三”“九”
“大”，分别是指三星堆、九寨沟、
大熊猫，这是四川悠久的历史文
化和丰富资源禀赋的集中体现。

“四”“五”“六”是指四川户籍人
口9100万，在全国排第四位；幅
员面积48.6万平方公里，居全国
第五位；去年全省经济总量3.698
万亿元人民币，列全国第六位。
铁、公、机是指四川铁路、公路、
航空业等基础设施建设现状和
前景。“1+3”是指习近平主席提
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新
一轮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发
展、“9+2”泛珠三角区域合作三
个国家区域发展战略，这些重大
政策机遇在四川交汇叠加，为四
川发展进一步注入了强大动力。

彭清华说，习近平主席高度
重视四川工作，今年2月来川视
察时要求我们推动内陆与沿海
沿边沿江协同开放，打造立体全
面开放格局，建设内陆开放经济
高地。落实习近平主席的要求，
省委作出了实施“四向拓展、全
域开放”的战略部署，全力推动
四川加快由内陆腹地变为开放
前沿。香港是四川最大的外资来
源地和第四大贸易伙伴，是四川
开展对外开放合作首选之地。四
川是天府之国、香港是东方之
珠，川港合作可谓珠联璧合，一
定会结出丰硕的成果。

彭清华最后说，常言道“百
闻不如一见”。我认为“一见不如
小住、小住不如常驻”。热忱欢迎
大家到四川走一走看一看，有条
件的投资兴业、开展合作，暂时
不具备条件的可以观光旅游、考
察交流，相信大家一定会爱上这
片美丽神奇的土地。

王志民在致辞中表示，今年
是国家改革开放40周年，改革开
放给祖国内地带来了翻天覆地
的变化，也进一步巩固了香港国

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的三大
地位。“天府之国”四川与“东方
之珠”香港既有着深厚的渊源，
更有着特殊的情缘。我们坚信，
围绕两地民众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和期盼，川港双方一定能坚守
一国之本、善用两制之力，携手
同行谱写新时代高质量协同发
展的区域合作新篇章。

致辞环节结束后，董建华、
林郑月娥、彭清华、王志民、黄柳
权等共同登台启动“蓉港青年创
新创业梦工场”，该项目学习借
鉴“前海深港青年梦工场”成功
经验，立足蓉港两地创新创业优
势，聚焦文化创意、金融科技、智
能硬件等领域打造专业化众创
空间，服务港、澳、台及国际青年
创办的创新创业项目。

参加论坛的嘉宾纷纷表
示，本次活动在香港社会各界
引起热烈反响。彭清华书记对
四川的介绍语言生动、简洁明
了，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也
进一步增添了我们在经贸投
资、文化旅游、基础设施互联互
通、陆海联运大通道建设、现代
物流、现代金融等领域与四川
深化合作的信心。愿以此次活
动为契机，乘着川港合作的浩
荡东风，积极寻求新的合作机
遇，实现互利共赢。

香港特区政府律政司司长
郑若骅，香港中联办副主任黄兰
发、仇鸿，香港特区政府商务及
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香港特
区政府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
聂德权，四川省领导范锐平、王
宁、王铭晖、李云泽，部分香港特
区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
和社会知名人士，香港知名企
业、商协会和地区社团负责人，
四川各市（州）和省直有关部门
负责人，省属国有企业及在港企
业负责人等参加论坛。

上接01版 创新“蓉桂港”陆海
联运模式，共建泛欧泛亚开放
新通道；欢迎香港供应链运营
商、物流服务商进驻成都，拓
展国际物流网络，共同提升国
际 物 流 组 织 服 务 能 力 ，共 建

“一带一路”供应链新枢纽；欢
迎香港投资机构、贸易企业、
跨境电商来蓉发展，发挥香港
商品双向中转、资本双向流动
的独特作用，共建国际投资贸
易新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