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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上高质量发展

专业跑道

同心故事

三诺生物：

讲好湖南故事 助力湖南发展

做“
中国糖尿病管理专家”

全省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代表热议家乡发展

湖南日报记者 胡信松 通讯员 李小华 余乐乐

6秒时间， 检测人体眼睛晶状体中晚期糖
基化终末产物（AGEs）积聚水平，便能实现糖
尿病风险的无创筛查。
在手指上轻轻一扎，通过试条吸取指尖血
滴，连接检测设备，不到2分钟，血糖、血脂等10
项指标数据便显示在电脑屏幕上。
11月28日，记者在三诺生物传感股份有限
公司（简称“三诺生物”）的“分钟诊所”，体验了
一回慢病检测的便捷与轻松，感受到了科技创
新的魅力。据介绍，由三诺生物开发的“分钟诊
所”，目前已在全国各地的乡镇卫生院、社区诊
所等设置了4000多个网点， 为众多糖尿病患
者提供了便利。
依靠科技创新，三诺生物逐步从“血糖仪
普及者”向“中国糖尿病管理专家”的目标迈
进；仅用17年时间，公司从3个人发展到3400
多人，产品从湖南走向130多个国家和地区，成
为中国第一、世界第五大血糖仪企业。
今年10月， 三诺生物成功入选2019年国
家技术创新示范企业。

心无旁骛地坚守，做到中国第一

20年前，我国血糖仪90%依赖进口，每台
价格高达2000多元。价格昂贵、操作复杂等原
因使得普通患者尤其是农村的糖尿病患者无
法自我监测血糖。
2002年8月， 研究生毕业的李少波组建只
有3个人的团队，在长沙高新区一个不到50平方
米的实验室里创办三诺生物， 研发血糖监测设
备。 他们通过把血滴到试纸上改为试纸吸血技
术的微创新，开启了三诺生物检测创新之路。
2004年， 三诺生物研发的首款血糖仪上
市，价格是进口产品的一半。
与国外产品相比， 三诺的这款血糖仪简
单、经济、准确：将复杂的界面变换成可一键操
作，指尖滴血升级为试纸自动虹吸吸血。甚至
将专用纽扣电池改为7号干电池， 因为他们担
心一些乡村可能买不到纽扣电池。
“今天看来，我们的方向选对了，就是要心
无旁骛地做血糖仪的普及推动者， 走向基层，
做让老百姓买得到、 买得起、 测得准的血糖
仪。”三诺生物董事长兼总经理李少波表示。
“简单、经济、准确”的三诺血糖仪渐渐替
代了进口产品，2012年， 三诺生物在创业板上
市。2017年， 三诺生物血糖仪市场占有率全国
第一。

糖尿病是一种世界范围内患者甚广的慢
性疾病。临床研究表明，控制糖尿病危害最有
效的办法就是早诊断、早干预，而血糖监测是
完成治疗目标的重要环节。

创新与并购，成为世界第五

三诺生物的研发投入逐年递增，研发费用占总
营收的比重从上市初期的3.5%上升至现在的
10%左右，2018年研发投入达1.6亿元。
三诺生物先后搭建了医疗大数据应用技
术国家工程实验室、 湖南省工程研究中心、湖
南省企业技术中心等创新平台，并牵头承担了
多项国家、省部级科技攻关项目。
研发上舍得投入，使三诺生物的许多产品
已走在全球同行业前列。
一台便携式全自动多功能检测仪，仅家用
打印机大小，能快速检测出包括血糖、血脂等
在内的37个指标，适用于基层医疗机构、医院
急诊等。
新研发的AGEscan晚期糖基化终末产物
荧光检测仪，对人体眼睛一扫，就能检测出晶
状体中晚期糖基化终末产物的积聚水平，可提
前数年筛查出糖尿病风险。既能“预见未来”，
又“无创”，将传统有创采血方法转变为无创安
全、高效便捷的体验，开启糖尿病全程管理新
入口。
“三诺生物还推出了智能慢病监测系统，解
决糖尿病患者数据的记录、 整理和分析等问
题。”三诺生物董事会秘书兼财务总监黄安国介
绍，通过血糖仪与智能手机相结合，当个人的检
测数据积累到一定程度之后， 能形成一个定制
化的血糖监控方案， 帮助患者摸清自己血糖变
化的规律，对血糖进行个性化的精准调控。
2016年，三诺生物先后参与收购了Trividia和PTS两家美国公司， 基本完成全球化布
局，成为世界第五大血糖仪企业。
今年前三季度， 三诺生物实现营业收入
12.6亿元，利润2.13亿元，占据60%以上的国内
市场、20%的国际市场。

上市之后，企业如何持续成长？李少波提
出通过实施“内部创新”和“外部并购”两大策
略，将公司打造成为“全球糖尿病
检测专家”和“中国糖尿病管理专
家”。
“创新是企业成长的根基，研
发就是企业的生命。”李少波介绍，
!"#$%&'()*+,-. !! / "# 0'123
456789:;<=>?@ABCDEFGHIJ
KLMN,-OPQRST. 67MNUVWXYZ
C[9:\7MN]^_`A[<=>V>abcd[<
=>e)fghij-kkalmnopqrQRS
T.
STs'YZC[_`A[lmntuvwxyz
{'|}'~YZC[bcdxR'123
4567KLMN,-OP Ty.
?@ABCDEFGH11e
[13,-OP'1234567K
LMN,-OP8y'*+,-OP%
&['( ¡¢£¤[¥¦$§
W¨,-©ª«I¬'®¯°±²j³´^µ¶
·¸!¹'º»¼L½¾'¿JÀÁ'ÂÃ23
45ÄnÅÆµÇ'ÈÉªÊË(Ì©ÍÎ.
9:;23457ÏÐÑÒÓÔBP*+ÕÖ©
MN×,-ØÙ'ÚÛµÜÝOP©,-Þß[àá±
²â'¯°±µãä ¡¢£¤[¥¦$§W¨,
-©åâæç'èé!"*+Oê'µ¶·¸!¹'¯
°ëì íîÍï§'º» íîè½§'ðñò¤[ó
11月28日，观众在欣赏书法作品。当天，由中国硬笔书法协会主办的湘川陕大书法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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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展在湖南省文化馆启幕，展出湖南、四川、陕西3省书法家的作品255件，其中硬笔书法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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篆刻作品130件、毛笔书法作品125件。
湖南日报记者 傅聪 龙文泱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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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川陕大书法艺术联展长沙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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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8日至29日，全省484名归侨侨
眷代表和145名海外侨胞齐聚长沙，出席
湖南省第八次归侨侨眷代表大会。与会嘉
宾叙情谊谈体会，大家纷纷表示，要在实
际工作中充分发挥桥梁和纽带作用，讲好
湖南故事，助力湖南高质量发展。
旅美中国科学家工程师专业人士协
会会长肖小林是第一次回湖南参加省侨
代会。“心情很激动，听了工作报告很受鼓
舞。 ”她说，作为海外侨胞，要根据自身社
团的特点，发挥优势和独特作用。 肖小林
特别提到，近几年湖南实施创新引领开放
崛起战略，发展很快，机遇也很多，在交通
轨道、电子科技、生物制药等方面很有优
势。 希望通过协会，把湖南的产业优势和
海外的资源结合起来，把更多人才、项目、
资金、技术带到湖南。
在非洲打拼30年的科特迪瓦华人联
合总会创会会长欧阳日坪，则在帮助更多
的湖南企业“走出去”。“受当地政府的委
托，承揽了该国一些项目，在国内寻找企
业带到非洲发展。”此次回湘，通过侨联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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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欧阳日坪考察了湖南建工、湖南火电
等企业，“非洲的建筑和光伏发电市场前
景广阔，希望能帮助更多湘企走进非洲。”
“拳拳之心，心中想的就是祖国。 ”长
沙妹子田伟是国歌词作者田汉先生的侄
女，也是日本湖南同乡会会长。 作为一名
演员，她成立了艺术团，用歌声为中日友
好“搭桥”。 通过举办70多场大型文化活
动，在日本宣传中华文化、湖湘文化和田
汉文化，同时也将日本友好人士带到中国
各省市，了解中国文化。
新西兰侨领联合会会长陈水珍，同样
也是一位推动中外文化交流的使者。她告
诉记者，今年在新西兰举办了第一届中国
民族文化日活动，舞狮、快闪、文化表演、
非遗展示等一系列活动，在当地引起热烈
反响。特别是当五星红旗冉冉升起的那一
刻，现场很多华人华侨都热泪盈眶。“明年
第二届活动将重点推介湖南，我们已邀请
湖南侨联组团到新西兰做文化交流活
动。 ”陈水珍说，要把湖南的非遗产品、地
方民族文化，像花鼓戏、杂技、常德丝弦等
带到新西兰， 让更多的海外民众了解湖
南、认知湖南。

3名省管领导干部
严重违纪违法被“
双开”
湖 南 日 报 11 月 29 日 讯 （记 者 刘 燕 娟
通讯 员 蒋 伟 ） 日前，经省委批准，省纪委

监委对颜海林、李可波、金彪进行了立案
审查调查。
经查， 颜海林在担任永州市委常委、
市委秘书长等职务期间，违反政治纪律和
组织纪律，大搞政治攀附，热衷跑官买官，
与他人串供，伪造证据，对抗组织审查；违
反廉洁纪律，收受礼金；违反生活纪律。利
用职务上的便利和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
条件，在债券发行、工程承揽、土地出让金
减免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巨额
财物，涉嫌受贿罪；与不法商人勾结，在债
券发行中徇私舞弊，致使公共财产遭受巨
大损失，涉嫌滥用职权罪。
李可波在担任岳阳楼区区长、区委书
记，岳阳市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等职
务期间，违反政治纪律，转移隐匿涉案款
物，对抗组织审查；违反组织纪律，在组织
谈话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隐瞒不报个
人房产事项，在干部选拔任用方面为他人
谋取利益并收受财物； 违反廉洁纪律，违
规持有非上市公司股份， 从事营利活动，
收受礼金。 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在工程承
揽、企业经营、职务晋升等方面为他人谋
取利益并收受巨额财物， 涉嫌受贿罪；其
家庭财产和支出明显超过合法收入，涉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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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刘燕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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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
金彪在担任永州市城市建设投资发展
有限公司董事长，祁阳县委副书记、县长等
职务期间，违反政治纪律，与他人串供，对抗
组织审查；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廉洁纪
律，收受礼金，违规持有非上市公司股份；违
反组织纪律， 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
题；违反生活纪律。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在债
券发行、工程承揽、环评审批等方面为他人
谋取利益并收受巨额财物， 涉嫌受贿罪；与
不法商人勾结， 在债券发行中徇私舞弊，致
使公共财产遭受巨大损失， 涉嫌滥用职权
罪。
颜海林、李可波、金彪身为党员领导
干部，背离初心使命， 丧失党性原则， 政
治上钻营攀附， 思想上滑坡蜕变， 经济
上贪得无厌， 与不法商人勾肩搭背， 甘
于被“围猎”，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构成职
务违法并涉嫌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
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
严肃处理。 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
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 等有关规
定，经省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省委批
准， 决定给予颜海林、 李可波、 金彪开
除党籍、 开除公职处分， 将其涉嫌犯罪
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收缴其
违纪违法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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