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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实 创新 包容 共赢

“创新 变革 拥抱下一个十年”股份公司举办战略共创工作坊
本报讯 浙江京新药业股份有限公
司已步入集团化发展初期袁为提升股份
公司管理能力袁 顺利实现 2028 年进入
中国医药工业 50 强的目标袁 于 9 月 29
日至 30 日在研究院会议室召开战略共
创工作坊袁对各业务板块和股份公司战
略规划进行深入研讨遥
这次战略共创工作坊是公司集团
化发展道路上的新起点袁各位高管齐聚
一堂袁共同探讨股份公司未来发展的路
径袁成品药尧原料药尧中药及器械四大板
块未来三年的重点行动规划袁股份公司
与各业务板块协同发展的有效方式遥
本次研讨共持续两天袁首先从运营
管理改革袁基础能力提升袁客户定位及
选择改进三个维度进行研讨袁分析各业
务板块现在发展中存在的问题袁对标行
业标杆做法袁 思考自身所想达成的状

态及目前存在的差距袁 并提出具体的
行动及目标袁经充分研讨袁大家对各业
务板块的战略发展达成了共识袁 形成
了各业务板块的战略地图及未来三年
重点行动规划曰 然后大家将各业务板
块战略地图进行整合袁 并探讨股份公
司通过总部职能提升有效支撑业务板
块发展的方式袁 形成了股份公司战略
地图袁为实现股份公司的健康长效发展
奠定了基础遥
本轮工作坊在短期内袁现场产出了
叶京新药业四大业务板块战略地图曳尧
叶京新药业四大业务板块三年战略行动
计划曳尧叶京新药业股份公司战略地图曳
等草案袁 为股份公司 2028 年进入中国
医药工业 50 强提供了明晰的指引袁让
我们野变革袁创新袁拥抱下一个十年冶浴
渊邹磊 吕媛媛冤

巨烽全球布局又落一子
香港巨烽医疗器械公司注册成立
本报讯 9 月 18 日袁 香港巨烽医疗器
械公司注册成立袁该公司是深圳市巨烽显
示科技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袁将为巨烽的
全球业务拓展及支持提供高效支撑遥
秉持野树品牌 精专业 强执行冶的营
销理念袁 巨烽近两年加速了全球布局步
伐袁旨在保持创新领先袁快速响应客户需

求遥 继 2017 年在上海成立了巨烽的第三
个研发中心后袁今年中秋前夕袁香港子公
司也正式开业遥 未来巨烽将进一步加大在
国内国际的布局袁致力于成为全球医疗显
示和人机界面 ODM 领导者袁中国医疗影
像一体化解决方案领航者遥
作为中国最早进入医用显示领域的

企业袁深圳巨烽通过 15 年的耕耘袁在全球
与 70%以上的医疗设备厂商建立了长期
合作关系袁在国内医疗影像显示终端超过
50%的市场占有率遥 我们将继续坚持做好
产品袁力争为用户提供超预期的产品和服
务遥
渊张晓婷冤

京新药业首届内训师 TTT 培养班开课
本报讯 9 月 8 日至 9 日袁京新药
业首届内训师 TTT 培训班在鹤群大
酒店开课袁 药品销售管理中心总监
雷新权袁公司党委副书记尧办公室主
任孔庆丰袁 中财管道人力资源部经
理陈双明和万丰锦源商学院杨洁参
加此次课程培训并担任评委遥
此次培训由国内八段锦教学方
法首创者王志刚博士的 叶培训师的
台前幕后曳 课程和公司内部讲师现
场课程 PK 两个部分内容组成遥 通
过两天的专业化课程培训袁 公司首

届内训师们不仅强化了自身的专业
知识能力袁更新了课程设置等的知识
库存袁也为今后更好开展内部培训积
累经验遥
内训师培训旨在为公司储备和
培养优秀的培训人才袁创新性的改变
公司以往单一依靠外部机构培训的
模式袁进而有效传承公司企业文化理
念袁打造具有专业化水准的内训师团
队袁为公司未来的人才储备提供一种
全新的培养模式遥
渊梁 丰 吕媛媛冤

研究院组织召开 2018 届大学生座谈会
本报讯 9 月 4 日袁 研究院开展 2018 届
大学生座谈会遥 会议开始袁研究院副院长唐
飞宇博士向 2018 届大学生介绍了研究院目
前的情况以及未来的发展前景袁 同时向同
学们展示了研究院各类先进的设备仪器袁
使大家对以后工作中所接触的设备有了更
深入的了解遥 随后袁唐博士向应届大学生们
详细介绍了公司新的企业文化内容袁 期望
大家在务实尧创新尧包容尧共赢的价值观导
向下携手共创美好的明天遥
新进的大学生们在对公司有了初步认

识后袁做了简单的自我介绍袁使各部门领导
对每个人有了初印象袁 接下去是热烈的自
由交流时间袁 从开始的拘谨到后来的畅所
欲言袁氛围越来越轻松袁话题也渐渐地多了
起来袁 在欢声笑语中有不少伙伴们提出了
比较中肯的建议袁 赢得了院领导的一致认
可遥
会议过半袁 研究院的两位首席科学家
奚博士和高博士分别就自己丰富的工作经
验和人生阅历给新进的小伙伴们上了生
动的一课袁 体现了前辈对晚辈们的仁爱

教诲袁 也表达了前辈对晚辈们的殷切期
望遥
会议最后袁研究院院长侯建博士总结
了这次座谈会袁对于小伙伴们提出的问题
和困惑袁侯院长也表达了自己的观点遥 八
山半水分半田袁一条道路通庄园袁希望新
来的小伙伴能够爱上新昌这座城袁爱上研
究院这个大家庭袁 认同京新的企业文化袁
在工作中秉承满足临床需求袁 创造市场价
值的研发理念袁不断进步袁快速成长遥
渊胡舟英冤

殊荣再加持 京新药业荣获
“中国医药十大领军品牌”
“2018 年绍兴市百强企业”称号
本报讯 9 月袁在北京尧绍兴相继召开的 2018 第
十二届中国消费经济高层论坛暨中国医药行业未来
发展峰会尧绍兴市企业联合会和企业家协会联合揭晓
的 2018 年绍兴市百强企业名单中袁京新药业荣获野中
国医药十大领军品牌冶 和 野2018 绍兴市百强企业冶称
号遥
在国家野健康中国冶战略和鼓励创新政策引导下袁
京新药业秉承着野精心守护健康冶的使命袁以科研创新
为突破口袁紧跟行业发展趋势袁以野京新药袁精心造冶的
质量理念袁陆续推出京诺尧唯他停尧京必舒新尧京常乐
等知名药品品牌遥
未来袁京新药业将聚焦心脑血管尧精神神经细分
领域袁积极主动应对国际国内环境深刻变化带来的挑
战袁坚定不移地走创新驱动发展道路袁以野务实尧创新尧
包容尧共赢冶的企业核心价值观为基石袁深入推动质量
变革尧效率变革尧动力变革袁为推进绍兴经济高质量发
展作出新的贡献袁助力中国医药健康事业的发展遥
渊吕媛媛冤

公司党委被命名为绍兴市首批 "
五星双强 " 两新组织
本报讯 作为一家集研发尧生产尧销售于一体的医药
上市公司袁 京新药业建立健全党工团妇等群团组织袁积
极发挥党员尧职工代表尧团员青年的工作积极性袁有效推
动企业经营尧文化体系建设曰以精心守护健康为使命袁以
务实尧创新尧包容尧共赢为核心袁不断推进企业文化与企
业党建协同发展遥
去年以来袁京新药业党委严格按照上级党委统一部
署袁在公司内部深入开展两新组织野五星示范尧双强争
先冶创建工作袁并顺利通过绍兴市首批五星双强两新组
织创建工作遥
未来袁公司党委将继续发扬党的优秀传统和优良作
风袁珍惜荣誉再接再厉袁充分发挥示范表率作用袁全面巩
固并不断提升五星双强两新创建成果袁切实加强公司党
建工作引领两新组织全面发展袁全力服务和助推京新二
次腾飞遥
渊吕媛媛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