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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药品监督管理局公布的数据，

截至 2021 年底，广西已注册医疗器械生产企业 350 家，

其中桂林市 82 家，数量居全区第二位。

桂林市已注册医疗器械生产企业中：可生产一类产

品的企业 43 家，以冷敷材料与器具、辅料、防护用品、

口腔用其他器械、口腔治疗器具及理疗用电极为主；可

生产二类产品的企业 57 家，以血液分析设备、生化分

析设备、尿液分析系统、口腔综合治疗仪器、超声治疗

设备、定制式义齿、牙钻机及附件、避孕器械、手术手

套为主；可生产三类产品的企业 4 家，以激光手术和治

疗设备、超声治疗设备为主。

桂林市现有规模较大医疗器械生产企业 8 家，主要

有桂林优利特医疗电子有限公司、桂林市啄木鸟医疗器

械有限公司、桂林登普乐医疗器械有限公司、桂林奥泰

医疗科技有限公司、桂林恒保健康防护有限公司、桂林

市威诺敦医疗器械有限公司、桂林紫竹乳胶制品有限公

司、桂林恒保健康用品有限公司，其中优利特和啄木鸟

属于“专精特新”企业。同时，全市还拥有光隆光电、

信通科技、斯壮微电子、科创精密模具等一批医疗器械

配套企业。

1    产业发展前景、产业链主要环节及招商对象分析

1.1    产业发展前景
随着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居民对医疗保健

的意识逐步增强，对医疗器械类产品的需求也随之提高，

再加上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和政策对医疗器械行业的

支持，我国医疗器械市场有着良好的发展潜力。医疗器

械逐渐朝精细化、专业化、高端化、数智化、国产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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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医疗器械通常是集机械、电子于一体的复杂装置 , 其对精密性、可靠性和安全性要求较高。基于医
工融合的医疗装备的开发和应用已成为现代医学的发展趋势 , 对医疗技术的进步产生重要影响，属于知识
密集型、资金密集型高技术产业。随着我国老龄化趋势上升和国民对健康保健服务的意识、要求不断提升，
加之后疫情时代的到来，医疗器械行业将成为最具发展潜力的高技术行业之一。基于此本文针对桂林市医
疗器械的行业发展现状、产业链条构建等展开研究，力图促进桂林市医疗器械行业的可持续发展，成为经
济社会发展的新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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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等方向发展，机械设计制造也更具有难度 [1,2]。

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有关部门起草的《医疗装备产

业发展规划（2021 － 2025 年）》（征求意见稿）中提出，

2019 年我国医疗装备市场规模达 8000 亿元，到 2025 年

推进医疗装备产业体系基本完善，高端医疗装备规上企

业营业收入年均复合增长率超 15％。

《广西大健康产业发展规划（2021 － 2025 年）》提出，

2025 年全区大健康产业总产值达到 4500 亿元。桂林市

属于规划中桂北生物医药与医疗器械制造基地的重点组

成部分，健康产业的发展为医疗器械产业提供大量机遇。

桂林市还是广西唯一的国家健康旅游示范基地，规

划到 2025 年，桂林市健康旅游产业总规模将达到千亿，

并将建成 15 个以上的市级以上健康旅游集聚区。健康

旅游集聚区的建立将为桂林市医疗器械产业发展带来广

阔的市场。

1.2    产业链主要环节及招商对象分析
产业的前端主要是医用原材料、零部件供应、设备

供应、加工商、软件研发等；产业中端主要是医疗设备

制造；产业后端为各级医院、各类体检中心和家庭用户

等 [3]。

（1）产业链前端龙头企业：医疗器械产业的上游主

要为医用原材料、设备供应、零部件供应、加工商、软

件研发等各类供应商。医用原材料供应龙头企业为安泰

科技、金路集团及金发科技等；设备供应龙头企业为黑

格智造、海天、迈得等；零部件供应龙头企业为明阳电路、

美的连、优凯特、昆山康龙等；加工商龙头企业为安保、

捷普、伟创力等；医疗软件研发龙头企业为金仕达、天

方达、东软集团等。

（2）产业链中端龙头企业。口腔诊疗设备主要龙头

企业为拜瑞口腔、梅生医疗、瑞通生物、蓝野医疗、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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藤齿科等；高性能诊疗设备主要龙头企业为迈瑞生物、

联影医疗、美亚光电、东软医疗、朗视仪器、开立生物等；

康复医疗设备主要龙头企业为理邦精密、宝莱特、谊安

医疗等；高值医疗耗材主要龙头企业为威高集团、乐普

医疗、嘉恩医疗及优医基等。

（3）产业链后端龙头企业：医疗器械产业链下游主

要为各类医院、体检中心及家庭用户等。国内知名医院

主要有协和医院、华西医院、中山一院等；各类体检中

心主要有通策医疗、瑞尔齿科、佳美口腔、好牙依口腔等；

家庭用户主要分为婴幼儿、成人、老年人和特殊人群。

桂林市医疗器械产业链前端的主要缺失环节在原材

料领域、零部件领域和设备供应领域。在原材料领域，

桂林市目前尚无专业的医疗器械原材料供应商，大多数

原材料从外地购买；在零部件领域，桂林市配套率仍较

低，缺乏大型零部件配套商及口腔医疗器械的零部件供

应商；在设备供应领域，桂林市虽然有机床股份、正菱

机床、广陆测控等老牌设备供应商，但专业针对医疗器

械的数控设备较少。产业链中端的主要缺失环节在康复

医疗设备和高值医疗耗材。桂林国家健康旅游示范基地

的建设为康复医疗设备带来大量的机遇，桂林市目前康

复医疗设备仅有威诺敦一家；桂林市现有医疗耗材附加

值较低，暂无专业的口腔科高端医疗耗材及血管介入类、

非血管介入类等专业化医用高值耗材生产企业。医疗器

械产业链全景图如图 1 所示。

桂林市医疗器械产业链招商建议按照产业链全景

树，按照“强龙头、补链条、聚集群”的原则，围绕产

业链上、中、下游各环节招大引强，重点围绕啄木鸟、

优利特、奥泰医疗等口腔医疗器械、高性能诊疗设备、

康复医疗设备及高端医疗耗材产业链上中下游，有针对

性地扩大产业规模，积极引进引入配套基础材料行业、

新材料行业、电路板、芯片及基础仪器等零部件供应企

业。

同时加强本土企业与国内知名医院的合作和创新研

发，并积极引入华光认证、致众科技等第三方服务平台，

在桂林建立专业的医疗器械检验检测平台。

2    产业发展存在问题及制约因素

2.1    医疗器械生产企业规模普遍偏小，市场竞争力不强
当前桂林市医疗器械行业呈现出生产企业数量多、

规模普遍偏小的特点，截至 2021 年底，桂林市已注册

医疗器械生产企业中规上企业占比不足 15％。企业规模

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产业的市场竞争力，影响产业的做

大做强。

2.2    龙头企业带动不强，集群效应尚未显现
桂林市在医疗器械产业拥有一定的产业基础，拥有

优利特、啄木鸟、奥泰医疗等一批在国内外具有较高知

名度和市占率的企业，但企业分布较分散，七星区、临

桂区、叠彩区、秀峰区、象山区及各县（市）等均有分布，

桂林市医疗器械生产企业分布区域如图 2 所示。现有企

业分布以七星区居多，占企业数量的 53％，但七星区现

阶段可用工业用地紧张，可拓展空间不足，企业申请用

地困难。现国内医疗器械产业主要分布在珠三角、长三

角及环渤海地区，其医疗器械生

产企业占全国总数的 3/5，以上地

区均建设有专业医疗器械产业园

区。桂林市专业化的医疗器械产

业园区还未完全建成，规划布局

有待进一步优化，龙头企业带动

作用没有完全发挥，集群效应尚

不显现。

2.3    政策支持力度尚待加强，招

商环境有待优化
虽然桂林市将生物医药作为

大力扶持的优势产业，但“药强

医弱”格局仍然存在，对医疗器

械产业在政策和资金支持等具体

措施上力度还不够，招商引资有

待加强，多部门共同推进产业发

展的投资环境仍需改善。

2.4    服务平台有待完善，创新机

制需要更新
以江苏医疗器械科技产业园图 1    医疗器械产业链全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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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例，园区联合浙江大学苏州工业技术研究院等开展产

学研协作，并建设和引进一批权威检测平台、工程技术

中心和咨询服务机构，为园区企业提供了良好的服务平

台和创新体制机制，有效促进医疗器械产业企业在园区

的聚集。桂林市目前还没有专业的医疗器械产业服务平

台，产学研合作有一定基础，但仍需进一步加强。

2.5    项目和人才引进难度较大 
长三角、珠三角等地区医疗器械产业发达，加之“虹

吸效应”，项目和人才正加速向先进地区转移，桂林市

医疗器械产业招商引资、引进技术、引进人才存在一定

的难度。

 
3    产业发展主要措施建议

3.1    建设医疗器械产业示范园
建设医疗器械产业示范园，并且高起点、高标准、

科学地编制医疗器械产业示范园发展规划，优化产业布

局，建立品牌效应，融合产业、科技、生态、文化、金融、

基础设施等要素，明确示范园的建设思路、目标和重点

等，协同推进示范园建设。同时，完善基础设施和标准

厂房的建设。加大力度建设标准厂房，助力企业实现即

租即用即投产；按照“七通一平”标准开展基础设施建设；

着力推进学校、医院、物流、人才公寓等配套设施的建设，

优化营商环境。

3.2    培育龙头骨干企业
依托医疗器械产业核心企业的品牌、技术、资金等

优势，扶持培育有基础、有专业的重点企业，提升企业

质量品牌及核心竞争力。以优利特、啄木鸟、奥泰及威

诺敦为龙头，重点发展智能化口腔诊疗设备和技术、高

性能诊疗设备、康复医疗设备及高端医疗耗材产业。重

点关注产业领域的龙头、骨干企业与成长性高潜力公司，

重点扶持其产品线的更新和延伸，鼓励采取并购重组、

合作出资等方法做大产业规模。重点支持登普乐医疗器

械、优利特、啄木鸟、奥泰医疗、天和药业等一批本土

企业做大做强。

3.3    实施招大引强工程
分析研究医疗器械全产业链，进一步完善《医疗器

械产业链全景图》，按照“强龙头、补链条、聚集群”

的工作目标，大力开展招大引强工作。重点围绕啄木鸟、

优利特、奥泰医疗等口腔医疗器械、高性能诊疗设备、

康复医疗设备及高端医疗耗材产业链上中下游，有针对

性地扩大产业规模，积极引进引入配套基础材料行业、

新材料行业、电路板、芯片及基础仪器等电子行业。一

方面，有针对性地选择重大项目招商落地，瞄准国际国

内先进医疗器械生产制造企业，鼓励国内外企业在基地

内建设医疗器械产业相关项目。围绕龙头企业着力引进

一批实力较强的配套企业等相关项目入园聚集发展。另

一方面，支持现有企业加大投入，开展改造升级，加大

对迁建项目的服务保障力度，引导医疗器械产业项目入

园建设发展。鼓励企业通过自主或联合研发、技术引进、

校企合作、集成创新等手段，掌握医疗器械产业领域关

键工艺和技术，提升产业的竞争力，全面推进示范园建

设，将医疗器械产业作为桂林市工业发展的新引擎。

3.4    制定一套政策
从项目用地保障、标准厂房建设、基础设施建设、

技改创新、科技研发、人才引进、招商引资等多方面出

发，制定一套专门性政策，加强对医疗器械产业发展的

扶持力度。一是加大对符合产业要求企业的用地支持力

度，优先保障重点项目的用地需求并给予一定的优惠；

二是对企业使用园区标准厂房给予一定的优惠；三是对

基础设施建设给予一定的资金补助；四是项目投产运营

后，根据项目对地方财力增长贡献，安排专项资金采取

补助、贴息等方式，支持企业技术改造、科技创新、人

才引进等；五是政府可采取购买服务方式，鼓励国内外

组织和个人参与委托代理招商。

3.5    成立产业基金
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引导作用，设立医疗器械创投

基金，重点支持桂林市医疗器械领域的成长性和高新技

术企业，以及园区“医疗器械”产业发展、提质升级、

项目运营，并由具有专业医疗健康产业投资经验的专业

公司负责运营管理。

3.6    发展创新联盟
充分发挥桂林市科教发达、医院聚集的优势，联合

国内及区内重点企业、重点高校建立广西医疗器械创新

联盟，实现人才、资源、平台共享，合作共赢。

3.7    建设服务中心
围绕医疗器械重点领域，建立由企业主导、多方协作、

投资多元、成果共享的发展新模式，整合产业链上下游创

新和服务资源，建立三个服务中心，即企业服务中心、国

图 2    企业分布区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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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服务平台表

序号
平台
名称

作用

1
科技服
务平台

引进国内外高科技项目，对接入园企业；建立孵化器，为企业提供创新孵化服务；指导园区企业申报科技项目，争取
扶持资金和产业化资金；为园区企业提供专利服务，助力园区企业建立专利池

2
金融服
务平台

管理广西医疗器械创投基金，支持初创企业和高科技项目；举办银企对接会，使一批企业获得银行贷款；举办企业与
资本对接会，为企业融资搭建桥梁

3
市场服
务平台

完善产业孵化和对接，举办院企校对接会、产销对接会，全力打造医械供需双赢平台；搭建医疗器械展示平台，举办
基于全国的医疗器械产业产品博览会

4
培训服
务平台

针对企业需求，定期举办各类专业培训，如生产企业法人代表培训、注册申报员培训、内审员培训、知识产权培训等

5
人才服
务平台

建立医疗器械管理、技术、营销三大人才库，针对企业需求定向推荐人才；联合政府人力资源中心、医疗器械产业协会、
知名招聘网举办医疗器械人才招聘会，为企业招贤纳士

6
物流服
务平台

联合物流企业，建立集系统管理、专业仓储、快捷配送于一体的专业服务平台，执行医疗器械经营质量管理规范，对
经营配送过程实施全过程的质量控制

际合作与技术交流中心、医疗器械检测与服务中心。

3.8    建立服务平台
整合区内资源，引进国内外先进企业和机构，搭建

涵盖科技、市场、金融、人力、培训、物流六大服务平

台（见表），完善产业孵化、服务和对接机制，全力打

造医械供需双赢平台。

3.9    降低要素成本
深化要素能源领域市场化改革，运用更灵活的价格

机制降低企业电、水、气、蒸汽等成本。对引入的龙头

企业及重点企业实行“一企一策”，制订个性化优惠扶

持办法，降低企业用工、用地、用能和物流成本。

3.10    支持市场应用
鼓励医疗器械生产企业与流通企业开展深度合作，

提高医疗器械商业公司配送能力，健全完善流通体系，

扩大产业园生产的医疗器械产品终端销售，提升市场占

有率。

3.11    加快人才队伍建设
支持高等院校加强医疗器械及其相关配套领域学科

建设，培养现代化科研人才；整合职业教育资源，培养

工程技术人员和专业技能人才。强化科技人才和管理人

才引入，鼓励企业、院校引进国内外医疗器械产业一流

人才。通过设立十大工匠评选、举办行业技能大赛等项

目建立有效的奖励机制。

4    结语

桂林市医疗器械产业发展应综合考虑产业技术发展

趋势、发展前景、产业链条完善、产业规模壮大等因

素，以问题为导向，以桂林市较为健全的医药产业基础、

基因生物研发技术和初具规模的医疗器械产业体系为

支撑，发挥临床检验设备及配套试剂、口腔器械等医

疗器械的技术优势，融合广西口腔医疗设备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桂林电子科技大学生物医学传感及智能仪

器重点实验室、桂林医学院生物医药星创空间等创新

资源，把握广西大健康产业发展及桂林国家健康旅游

示范基地建设的契机，与自治区共同建设、共同招商，

打造以智能数字化口腔诊疗设备、高性能诊疗设备及

配套诊断试剂、生物医药产业为主导的医疗器械产业

集群，打造立足广西、辐射东盟、欧盟的具有区域特

色的医疗器械生态产业园，成为在广西乃至全国有影

响力的示范产业园区。

参考文献：

[1] 姚佳烽 , 邓琪 , 刘凯 . 基于医工融合的高端医疗装

备研究进展 [J]. 机械制造与自动化 ,2022,51(02):1-

4+8.

[2] 王正发 , 栾强厚 . 机械可靠性设计在医疗器械产品

中的应用研究 [J]. 大众标准化 ,2021(24):230-232.

[3] 滕悦含 , 张琪峰 , 徐盛鑫 , 等 . 浙江省医疗器械产

业发展调研报告 [J]. 医疗装备 ,2022,35(09):50-55.

作者简介：赵慧（1987.01-），女，汉族，河南洛阳人，

本科，工程师，研究方向：机械工程及自动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