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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论 

1.1 项目概况 

项目名称：沃森生物科技创新中心项目 

建设单位：云南沃森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建设性质：新建 

建设地点：云南省昆明市高新区西区海源中路与科新路交叉口预留创新型产

业用地 

建设期限：项目于签订土地《成交确认书》并取得土地后 6 个月内开工建设，

建设周期为 24 个月。 

建设内容：按照云南沃森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发展规划的总体部署，建设

科技创新中心，包含研发中试楼和综合研发楼。项目为公司创新型疫苗的基础研

究、应用技术研究和项目开发能力提供重要支撑，建成国内领先的疫苗等生物技

术药的综合性研究开发、分析评价和中试平台，为公司长足发展提供重要保障。

项目用地面积约 18.1 亩（净用地面积以实测为准），计划用时 24 个月建成。 

投资与资金筹措： 

项目总投资 1.7 亿元，其中 1000 万元为昆明市高新区给予的疫苗产业发展

专项扶持资金，1.6 亿元由企业自筹解决。 

1.2 项目所在地区概况 

1.2.1 云南发展大健康产业优势突出 

云南拥有独特的自然环境、多样的立体气候、丰富的生态资源、众多野鲜生

物资源、优越的区位优势、绚丽多姿的民族文化和创新开放的大健康产业发展环

境，在全国范围内具备发展大健康产业的突出优势。云南具备打造国际区域性健

康生活目的地和康养胜地的优质条件和丰富资源。经过长期发展，云南大健康产

业质效日益提升，产业规模不断壮大，特色优势产业逐步凸显，品牌产品工程和

企业培育工程效果日益显现，创新能力不断增强，对外开放取得新突破，大健康

产业产值不断增长，新产品、新服务、新业态不断涌现，具备大健康产业较好的

发展基础。 

云南拥有深厚的生物技术文化底蕴，抗战时期中央防疫处由北平迁居至昆明，

为中国现代生物技术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中国首支青霉素便诞生于此。建国后，



  沃森生物科技创新中心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2 

医学科学院生物学研究所、中科院动物研究所落户昆明，为昆明的生物技术和科

研创新氛围注入了持久动能。 

1.2.2 选址地理位置概况 

该项目选址位于昆明高新区，地形较为平坦，属喀斯特地貌。高新区地处滇

池盆地，滇池流域位于扬子准地台西南边缘。流域中心及上部为第三系及第四系

地层，由碳酸岩、松散岩、碎屑岩和喷出岩组织，属于新生代第四纪以来沉积物，

沉积厚度达 40-50m,土壤类型为水稻土、红壤和冲积土。区内地质较好，完全可

以满足各类建筑的建筑条件。 

1.2.3 气候及气象特征 

项目区属北亚热带半湿润季风气候区，气候类型属低纬度高原山地半湿润季

风气候，冬无严寒，夏无酷署，四季如春，干湿分明。地区气候适合开展生物药

的研究开发工作。 

1.3 研究结论及建议 

（1）科技创新中心项目的建设与云南省生物医药大健康产业紧密相连，可

强化公司研发创新能力，提高公司疫苗研发的整体技术水平，拓展公司疫苗研发

平台及渠道，对推动云南省生物医药和大健康产业创新升级和快速发展，做大做

强生物医药和大健康产业打下基石，同时，对推动云南省新型疫苗产业发展大品

种、打造大品牌、构建大基地发挥重要作用，对稳增长、调结构、兴产业、促改

革、惠民生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具有重要意义。该项目可为公司产品参与国际市

场竞争创造有利条件，为中国疾病预防控制工作做出积极贡献。项目建成后将带

动我国疫苗产业和相关产业的发展，为企业创造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2）科技创新中心项目符合国家相关政策支持的范围。项目承担单位行业

经验丰富、管理水平高、企业运作规范有序，经过长期工程建设和产业化迭代，

具备丰富的项目建设管理能力和实施经验，足以支撑本项目的建设。 

（3）科技创新中心项目建设条件优越，原材料供应渠道畅通，社会协作条

件良好，符合国家现行土地管理、环境保护的有关规定。 

综上所述，沃森生物科技创新中心项目目标明确，实施条件充分，方案合理，

项目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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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项目建设背景及必要性 

2.1 项目建设背景 

2.1.1 生物制药成为 21 世纪科技发展的关键技术和新兴产业 

生物技术药作为一种高新技术，是 70 年代初伴随着 DNA 重组技术和淋巴

细胞杂交瘤技术的发明和应用而诞生的。三十多年来，生物制药技术的飞速发展

为医疗业、制药业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极大地改善了人们的生活。因此，

世界各国都把生物制药确定为 21 世纪科技发展的关键技术和新兴产业，同时也

被认为是 21 世纪世界知识经济的核心。根据预估，生物医药产业未来有望形成

6000 亿元至 8000 亿元市场规模，其中新型疫苗市场需求旺盛，可提升重大传染

性疾病防控能力，可以产生 1000 亿至 1500 亿元的疫苗市场规模。从全球市场来

看，疫苗市场未来重要的增长动力将是新型、重磅疫苗。受益于医疗模式转变、

政策扶持和新产品上市，预计未来几年我国疫苗行业将保持持续高速发展，新型

疫苗是未来发展方向之一。 

2.1.2 传染性疾病对人类健康有重大威胁，疫苗是预防传染性疾病的最有

效手段 

传染性疾病一直是人类面临的重大威胁，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数据，全世界每

年有约 1,700 万人死于各种传染性疾病。研制安全性高、有效性好的预防重大传

染性疾病的新型疫苗品种是我国亟待解决的迫切问题。疫苗免疫是最经济、有效、

安全和方便的疾病预防方式。从疫苗使用的历史经验来看，通过牛痘疫苗接种，

人类已经消灭了天花疾病，而脊髓灰质炎疫苗在全球的普遍接种已经使脊髓灰质

炎野毒株流行在绝大多数国家被消灭。 

随着 21 世纪医学模式从治疗疾病转向以预防疾病为主，疫苗的地位日益重

要。在人类交流更为频繁的全球化时代，高致病性禽流感、SARS、炭疽袭击、

AIDS、H1N1 新型甲型流感等新老疾病对人类健康的重大威胁使新型疫苗的研发

成为更紧迫的任务。 

2.1.3 新技术发展对新疫苗研发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从疫苗发展的历史来看，技术进步对于新疫苗出现非常重要。随着生物技术

进步，生物化学、分子生物学、生物工程学等学科理论和实践的迅速发展，越来

越多的疾病由于新疫苗的出现成为“疫苗可预防的疾病”，新技术也催生了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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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疫苗的问世，疫苗的作用的范围从传染病延伸到了治疗肿瘤和慢性病领域。新

技术出现和原有技术改造进步推动疫苗行业的整体发展是疫苗行业发展的大趋

势，为此沃森生物希望通过本项目实施建立功能完善的疫苗研发中试平台，提高

沃森生物疫苗研发技术水平，重点攻关制约疫苗研发的关键技术，研制一批具有

重大临床需求和社会价值的创新型疫苗，在支撑公司长期快速稳定发展的同时，

推动我国疫苗行业的前进和发展。 

2.2 项目建设的必要性 

2.2.1 支撑沃森未来可持续发展 

云南沃森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始建于 2001 年，位于昆明市高新

开发区北区云南大学科技园 2 期 A3 幢 4 楼，是由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财

政部、海关总署、国家税务总局 2011 年 11 月联合发文（2011 年第 29 号文）认

定的第十八批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技术中心经过十多年的使用，设施逐渐老

化，现有规模无法满足公司发展的需要，且技术中心现有场地已无扩展空间，因

此急需新建科技创新中心，进行科研创新能力的迭代升级，支撑沃森的长期可持

续发展。 

2.2.2 提升沃森的疫苗研发能力 

沃森生物是国家科技部“人用疫苗国际科技合作基地”，以及国家、省级和

市级三级一体的创新型试点企业。技术中心是昆明国家生物产业基地生物医药中

试生产中心，疫苗中试平台具体承建部门，是云南省疫苗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沃

森生物的疫苗研发能力在国内处于同行业领先水平，但是仍需要提升。科技创新

中心的建设将为沃森注入新的创新动力，为科研活动的开展提供保障，切实提升

沃森的疫苗研发能力，保证后续产品线的延续，科技创新中心将成为沃森可持续

发展的重要支撑。 

2.2.3 提升中国疫苗市场竞争力 

近年来，生物疫苗作为生物制药的核心部分，迎来了巨大的发展机遇。全球

生物疫苗市场以每年 13%的速度增长，中国市场每年的增长速度保持在 25%左

右，已发展成为世界最大的生物疫苗市场。但是，目前全球 80%以上的生物疫苗

市场被葛兰素史克、赛诺菲、默克、辉瑞、诺华等药企巨头垄断，中国企业的创

新能力还不够强，产业规模还不够大，市场话语权还较弱。沃森生物科技创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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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致力于加强疫苗研发核心能力建设，不仅可以推动沃森多个重磅在研产品加速

投产放量，助推沃森生物高质量快速发展，成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领军疫苗企业，

还将支撑沃森等国内企业实现疫苗研发的跨越式发展，以优质高效、平价的疫苗

品种来应对国际疫苗巨头的挑战，同时将沃森等国内企业生产的疫苗出口到国外，

参与国际疫苗市场竞争，提升中国疫苗的国际市场竞争力。 

 

 

3 项目承担单位概况 

3.1 项目承担单位概况 

3.1.1 公司概况 

云南沃森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1 年 1 月，注册地为昆明国家高

新技术开发区，是一家专业从事人用疫苗产品等的研发、生产、销售的现代生物

制药企业，由具有相关行业长期从业背景的专业团队创办并管理，通过自主创新，

致力于向国内外市场提供安全有效、品质优异、技术先进的生物技术药物产品。 

2010 年 11 月 12 日，云南沃森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简称：沃森生

物；股票代码：300142）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成功挂牌上市，成为云南省首家在中

国创业板挂牌上市的企业。 

3.1.2 科研创新平台建设 

沃森生物在昆明和上海各拥有一个疫苗研发和中试基地，公司已构建了传统

疫苗、新型疫苗的研发技术平台，拥有涵盖从分子生物学、生化与免疫学到动物

药理筛选等功能在内的工艺/质量研究、开发设施以及符合 GMP 标准的临床样品

生产基地。公司及子公司取得了包括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

国家创新型试点企业、国际科技合作基地、国家高技术产业化示范基地、国家级

工程实践教育中心等在内的多项国家级资质。目前，沃森生物已成为 25 个创新

平台的承担单位和主要参与单位。沃森生物研发过程中注重疫苗开发技术、生产

工艺的创新，建立了完善的知识产权管理体系。截止 2018 年，公司及子公司共

拥有国内外已授权的发明专利 53 项，另尚有数十项专利处于申请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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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沃森的快速发展和公司对科研创新能力要求的提高，公司现有的研发设

施无法满足公司未来发展的需求，因此急需建设新的科技创新中心，支撑沃森未

来的长足发展。 

 

 

4 项目建设方案 

4.1 项目建设内容 

按照云南沃森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发展规划的总体部署，建设科技创新中

心，包含研发中试楼和综合研发楼。项目为公司创新型疫苗的基础研究、应用技

术研究和项目开发能力提供重要支撑，建成国内领先的疫苗等生物技术药的综合

性研究开发、分析评价和中试平台，为公司长足发展提供重要保障。项目用地面

积约 18.1 亩（净用地面积以实测为准），计划用时 24 个月建成。 

项目具体建设内容如下： 

（1）建设研发中试楼和综合研发楼，打造综合性的生物药创新研究能力，

建成覆盖新型疫苗创新开发的完整技术体系的能力平台。满足基础研究、工艺技

术开发、检测分析开发与应用、佐剂与制剂开发、药学和安全性评价、中试技术

转移和样品制备、注册申报和临床管理、知识产权管理需求，还包括生物信息学

和疫苗研产销一体化的大数据挖掘应用对研发的支撑。 

（2）建设研发配套辅助设施和环保设施，包括：配电工程、消防工程及蒸

汽管道安装工程污水处理站等。 

（3）沃森现有的位于昆明高新区云南大学科技园 A3 幢 4 楼的技术中心经

历十多年的使用，设施逐渐老化，规模已不能满足公司的发展需要。待科技创新

中心项目建成后，现有技术中心将关闭并整体搬迁。 

4.2 项目建设地点 

本项目建设地点为云南省昆明市高新区西区海源中路与科新路交叉口，位于

保税店 A 座、保税监管区 B 座和高新保税库-C 座之间的预留创新型产业用地。

项目用地面积 18.1 亩（净用地面积以实测为准）。该地交通便利，外部协作条件

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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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建设期限 

项目于签订土地《成交确认书》并取得土地后 6 个月内开工建设，建设周期

为 24 个月。 

4.4 主要设备选型 

本项目将本着“科学、合理、实用”的原则优选设备，兼顾行业发展现实情

况，以提高研发的技术含量和效率，提升科研水平、适应公司发展需求。根据项

目配置需求，新购置用于工艺开发和分析检测的设备一批。 

 

 

5 环境保护与劳动安全、消防 

5.1 环境保护 

本项目严格遵循相关环保规范要求，严格遵循“三同时”原则，建设项目中

防治污染的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严格控制污

染物的产生，对于运营过程中产生的废水、废气及固体废弃物等，根据国家相关

法律、法规的要求，进行无害化处理。 

5.1.1 项目建设期环境保护 

项目建设期主要产污环节包括建筑施工产生的建筑垃圾、扬尘及少量施工机

械发动机的尾气；施工机械作业时发出的噪声；施工过程中，建筑材料如砾石、

水泥的水洗，水泥搅拌，混凝土预制材料的水喷洒，建筑机械的检修清洗以及施

工期的降雨过程，都会产生一定量的施工污水。 

项目建设期将做好水土保持工作，做好防尘降噪措施；固体废弃物将及时收

集，统一集中堆放，规范清运，按规定妥善处理；对于污水，将其汇流后经沉淀

池沉淀后再排放。 

5.1.2 项目运营期环境保护 

本项目部分研发工序会产生废水、废气及固体废弃物。 根据国家相关法律、

法规和环保局的要求，将对各研发环节产生的废水、生活废水、废气、固体废弃

物等有害排放物进行处理后排放。 

园区将进行全面绿化，多种植无花常绿乔灌木，既注意美化环境，又减少了

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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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劳动安全 

项目的建筑设计将严格按照相关的国家平面设计标准、卫生标准进行，并按

照国家职业卫生和安全标准规范运营。 

5.2.1 劳动安全卫生评价 

在项目技术方案、总平面设计方案及土建工程中，严格遵循相关规范要求，

遵循生物安全管理规范，保障员工人身安全。中试研发车间采用低噪声设备及消

声措施，热力管路设保护层并强化通风，改善操作环境等措施。做好安全保障措

施，凡传动设备必须加设防护罩，操作台加设防护栏，室内加设自动火灾报警装

备并配备必须的消防器材，供电线路必须保持完好无损。强化安全意识，完善管

理制度，制定切实可行的安全操作规程和管理办法，对上岗职工进行劳动安全及

消防培训，并定期进行监督检查。 

5.2.2 劳动安全卫生防护措施 

加强安全监督管理，强化安全事故处理力度，防止和减少安全事故。成立安

全运营领导小组，对公司安全运营、劳动保护、环境保护、消防管理等工作负全

面领导责任；制度上，制定劳动安全管理程序，各岗位制定安全操作指导书，以

此作为安全管理方面的依据，定期举行劳动安全培训，落实班前会的安全教育，

提高广大员工的安全意识；资源上，制定企业安全运营综合治理规划，确保提供

符合安全运营要求的工作场所和设施；安全措施上，对各施工单位做到有布置、

有检查、有落实，杜绝重大安全事故发生。 

5.3 消防 

本项目消防通道、建筑消防、电气消防和消防给水均按相关的设计规范进行

设计和施工，并进行严格管理管控。 

 

 

6 节能 

6.1 节能措施采用的标准和依据 

本项目的设计和建设严格遵循国家和行业合理用能相关标准及节能设计规

范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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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节能措施 

本项目将严格执行相关国家节能减排的法规，主要节能措施包括：选用节能

型设备、采用自动控制系统、回收利用资源、设计建筑节能、加强能源管理等。 

 

 

7 项目运行机制与管理模式 

7.1 组织机构设置 

为确保科技创新中心建设项目高效有序运转，按质按量按期完成，明确各相

关部门及人员的职责，以项目管理理念为基础，建立跨资源多专业的项目组织机

构。成立项目领导小组负责项目重大事项审批，包括资金筹措、进度计划、技术

方案选择、招投标、资金使用计划。项目管理部在项目领导小组与项目经理的领

导下工作，组织制订项目具体实施方案，依照经批准的制度、流程以及经批准的

方案实施项目管理，下设各专业工作组进行项目的具体实施。 

7.2 管理运行机制 

企业组织管理上实行研发创新为导向的运行机制，参照公司现行的制度建立

科技创新中心的管理制度和流程，企业内部实行工资、奖励、量化管理、竞争上

岗等人员激励和竞争机制。 

（1）建设期组织管理措施 

项目建设将遵循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建设部关于资金管理暂行办法和基本

建设投资管理要求，实行项目法人责任制，各项建设任务实行技术合同制。重大

工程项目实行招投标制。项目建设责任人对项目建设的组织负有责任，技术中心

业务部门做为科技创新中心需求部门与项目建设管理部门协作配合，保证项目建

设完成。 

（2）运营期组织管理措施 

项目按现代企业管理要求实施运营，引入先进的管理理念和手段，依托国际

质量体系标准和人力资源管理原则，设置适宜的工作及有效管理流程。 

7.3 工作制度及劳动定员 

7.3.1 工作制度 

根据项目的特点，年工作日执行国家法定 250 天计，每天工作 8 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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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2 劳动定员 

项目设备、工艺先进，自动化程度较高，所需人员较少，依据因事设人的原

则，预计初期需各级管理人员和技术工人约 300 人，长期运营需要各级管理人员

和技术工人约 500 人。 

7.4 技术培训 

本项目技术含量高，对人员技术水平要求高，需对企业的各级员工进行系统

培训。 

（1）针对本企业所处的领域，按质量管理的要求，对所有员工进行生物制

品基础知识培训及其他相关的医药背景知识培训。 

（2）在科技创新中心举办多种类型的培训班，按照研发和业务工作的具体

内容，分专业进行培训。 

（3）将培训工作纳入企业年度发展计划，做到制度化、经常化，定期考核。 

（4）定期组织开展学术交流活动，包括企业内交流对话会议和邀请外部专

家学者到企业进行培训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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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项目进度计划和招投标 

8.1 建设期限 

项目于签订土地《成交确认书》并取得土地后 6 个月内开工建设，建设周期

为 24 个月，预计在 2021 年 12 月前竣工。 

8.2 项目实施进度 

根据企业实际情况和项目实施内容，各项工作完成时间如下图所示： 

年度 第一年 第二年 

季度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前期规划                                                 

施工图设计                                                 

设备材料采购                                                 

建筑工程                                                 

洁净装修                                                 

设备安装                                                 

调试验证                                                 

投入使用                                                 

 

 

9 投资估算与资金筹措 

9.1 投资估算 

本项目总投资 1.7 亿元，其中建设投资 1.6 亿元，铺底流动资金 0.1 亿元，

按要求投资强度不低于 450 万元/亩。 

9.2 资金筹措 

项目总投资 1.7 亿元，其中 1000 万元为昆明市高新区给予的疫苗产业发展

专项扶持资金，1.6 亿元由企业自筹解决。 

 

 

10 财务分析 

10.1 财务估算分析依据 

按照国家现行企业财务管理制度和国家现行有关税收制度进行估算，以国家

项目经济评价规范做为分析评价方法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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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成本估算 

项目成本包括研发用原材料费用、固定资产折旧、无形资产和递延资产摊销、

工人工资、企业管理费用、维修费用以及技术中心设备设施搬迁费等。科技创新

中心在原技术中心基础上进行规模放大，在成本增加的同时创造更大的产出。 

10.3 盈利能力分析 

项目建成研发中试平台，用于疫苗等生物药的研发创新，可源源不断的为公

司输出后续产品，创造巨大的经济效益；平台可承接国内外委托项目，直接获得

可观的经济收益。 

 
 

11 项目效益分析 

11.1 经济效益分析 

科技创新中心项目进行生物药的自行研制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采用的

工艺具有先进性和较强的技术竞争力。所研制的疫苗品种均是市场急需的，是国

家为扩展计划免疫所需产品，市场潜力巨大。科技创新中心源源不断输出的创新

成果配合公司强大的产业化能力和营销能力可快速实现上市销售，并向全球市场

流通，可创造巨大的经济效益。 

11.2 社会效益分析 

11.2.1 推进健康中国建设 

我国社会发展进入新的时期，随着工业化、城镇化、人口老龄化、疾病谱变

化、生态环境及生活方式变化等，也给维护和促进健康带来一系列新的挑战，健

康服务供给总体不足与需求不断增长之间的矛盾依然突出，健康领域发展与经济

社会发展的协调性有待增强。国家在战略层面统筹解决关系健康的重大和长远问

题，部署《“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项目的建设将推动

沃森多个重磅品种和国内多个在研产品加速产业化，为计划免疫和疫苗接种策略

的落实提供资源保障，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全面提

升中华民族健康素质、实现人民健康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以及参

与全球健康治理、履行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国际承诺起重要的推动作用，对

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有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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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2 带动上下游产业发展 

沃森生物科技创新中心的发展将大力推动云南省生物医药行业的发展，与生

物制药行业有关的上下游产业如；装备制造业、冷链物流行业、医疗行业、等其

他相关产业也会受到积极影响，多个上下游相关产业的共同发展可有效促进昆明

市乃至整个云南省的经济增长。 

11.2.3 带动就业，培育人才 

项目建设有利于带动当地就业。项目需要大量劳动力实施建设，有利于解决

当前剩余劳动力问题，并且在项目建成后预计直接提供 300—500 个就业岗位，

并将带动一大批产业的发展，极大的改善了当地的就业环境。 

项目建设有利于培养高层次人才。项目采用国际领先的技术以及先进有效的

组织管理模式，有助于培养一大批熟悉疫苗行业，能在国际竞争中立足的专业技

术人才和管理人才。 

11.2.4 改善环境 

本项目所属的行业属高科技，高附加值，低污染行业，同时本项目在包括水

的循环利用、节能减排措施的应用等，将有利于推动中心向资源节约型、环境友

好型、节能减排型方向转变。同时，实现循环经济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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