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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起了
轻拂脸面、那一丝丝温柔
吹过树梢、绿叶点缀枝头
吻着大地、青草儿绿油油
啊，又是春回大地的季节
又是新的开始的时候

清晨的阳光叩开春的纱窗
映入眼帘的、光明的大道就在前方
那里，无数的青春在绽放
那里，无数的翅膀在翱翔
就在这又一个新的节点开始处
一个新的希望成长的地方

遥想冰雪覆盖下的泥土里
早已孕育了、孕育了一粒种子
那突如其来的一次次意外没有将它侵蚀
严寒更没有将它冻伤
经历了一番番寒彻苦
终于再次迎着春风、在煦日里萌芽

萌芽、那一抹碧绿、鲜妍
还是如此天真、如此庄严
又无比坚强
纵使前方依旧荆棘遍地
但这正是每一个开始时所必须面对的
它，是新的希望

就是这样的希望
在征程开始的地方便吹起了号角
角声里，是每个人踏浪而上、拼搏的顽强
从而在生命的舞台上闪烁着万丈光芒
角声里，那更是时代的强有力的召唤
前行着，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挡

它，劈波斩浪，扬帆在大海
探索这新的希望之中的奥秘
它，冲上九霄，俯瞰神州
追逐这新的希望之中的未来
它，遨游四海，踏遍青山
只为求得那希望开始时的本来面目

原来，它经历了春夏秋冬
在四季循环的洗礼下长成
原来，它经历了无数个日日夜夜
在消逝岁月的磨砺中绽放未来
就是这样的艰难困苦
而今却只是一颗柔嫩的芽儿

我们无法探知那柔弱的根茎有多坚强
就是这样的一根嫩茎
承受着未来的一切
原来，在一个新的希望开始时
都是如此渺小、脆弱
总是在不经意间走向了远方

这也许就是人生的一种意义吧
无论自己的舞台多么绚烂
无论自己的成就多么伟大
无论前方多么美好
这一切终将回溯到破土之时
这才是一个完整的生命轮回

所以，当希望破土萌发之时
我们的未来也已经开启
而构成这一圈完整轨迹的⸺
正是一段段征途上的印记
那每一个印记里都充满一个希望
当交汇时,互放着光亮

它，照亮了一个又一个前方
直到生命的尽头之处
在那芳草鲜美、落英缤纷的时节里
仿佛又在开启新的未来的世界
而那入口处
只有一颗刚刚出土的绿芽儿

此刻，不需要任何言语的诠释
此刻，不需要任何物品的修饰
静静地，静静地
欣赏这绿芽长成参天大树
品味着树上酸甜的果实
靠在枝干最粗放的地方

伴着这参天的大树
直到它叶黄而落之时
直到它慢慢枯萎
只有这样，才是完整的生命的一遭
好像刚刚开始，萌发希望
转瞬间到达了未来⸺这生命的尽头

既然人生如此丰富多彩
那就在希望开始时
呵护它、捍卫它
用尽上苍所赐予的一切力量
伴着这希望
伴着它、伴着它⸺走向未来

在未来的大道上
不管是否依旧会袭来寒风冷雨
抑或是平坦、泥泞
这都是生命的色彩
从来不会嫌弃
总是加倍珍惜

那么既然在这春意浓密之时
我们选择了希望的大道
我们踏上了未来的征程
就让一切该发生的都在瞬间出现吧
而我只有俯首感激⸺
感激所有事物的相助

最后，就让匆匆而过的昨天、那些意外的烦扰
留在背影里
直到太阳落山之时
直至消失在地平线下
而那留下的
是希望，是未来，是踏浪而上的璀璨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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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迎十四运，开启新征程
陕西基蛋趣味运动会圆满落幕

【亲子俱乐部】
春暖花开，一起“趣”采茶

齐心协力 凝聚团队力量

巧手包汤圆，灯谜庆元宵

美味“指挥家”选你所爱

砥砺笃行 荣誉载途
热烈庆祝基蛋生物成立��周年

基蛋生物送温暖，本地过年不孤单

首发！全自动化学发光测定
MAGICL����首发上市

总结Q� 规划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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砥砺笃行
 

荣誉载途
热烈庆祝基蛋生物成立19周年

���� 年 � 月，南京基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正式成立，整个团队仅有十几人，和所有的初创公司一样，经费、

人员都是不可忽略的难题。苏恩本博士作为公司的领头人，一步一个脚印，坚守“追求卓越，传递健康”的企

业理念，始终以匠心精神专注于试剂的研发，不断壮大团队与生产规模。几经更名，几经迁址，���� 年基蛋

生物于上交所主板上市，开启全新旅程。

时光荏苒，转眼已经 ���� 年，基蛋生物成立至今已经 �� 年了，公司员工达到 ���� 余人，研发团队超 ��� 人，

缔造了 POCT 行业不可替代的标杆地位。基蛋生物成长为如今的参天大树，离不开一路砥砺前行的同伴们，

让我们看看公司对他们的寄语。

陆严静

 快诊生产部部长    入职 �� 年

我在基蛋的成长
“在这么多年的工作中，我收获了个人的成长，也

收获了一群并肩作战的伙伴。”

我对公司的祝福
“突破创新，再攀高峰。”

杨世梅

生产技术员    入职 �� 年

我在基蛋的成长
“在变化中前进，促使我不断学习，系统地掌握

了许多专业技能与知识。”

我对公司的祝福
“希望公司在未来的发展越来越好！”

张    武

包装组组长    入职 �� 年

我在基蛋的成长
“公司给我提供了广阔的平台，让我经历了许多工作。在此过

程中，自己的专业技术能力得到了很大的提升，帮助我完成了

从学生到职业人的转变。”

我对公司的祝福
“祝愿公司的未来创新不止，继续稳步持续健康的发展 ！”

杜  晗

发光研发部组长    入职 � 年

我在基蛋的成长
“在化学发光部做试剂研发快 � 年了，我逐渐也可以负责起一些项目的研发工

作，通过市场的不断反馈，让我对产品研发也有了一些自己的心得体会。”

我对公司的祝福
“希望公司可以一直保持高速发展，同时也希望我们的化学发光产品可以接下

大旗，为公司提供新的增长点。”

宰云峰

研发总监    入职 � 年

我在基蛋的成长
“在这里，我完成了从技术宅到技术管理的转变。”

我对公司的祝福
“希望公司早日成为国内 IVD 行业龙头企业。”

总经办 谷秋露/文



无论多远，回家过年，这是每个中国人血液里的一种传统。

今天是除夕，是大年夜，本应是所有离乡人最为期盼的日子，但为做好冬春疫情防控工作，许多省市倡导外地人员 “就地

过年”。于是，许多来自五湖四海的基蛋生物员工们放弃了回家与亲友团圆的机会，选择留在南京，度过一个不一样的春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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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蛋生物

本地过年不孤单

送温暖送温暖
总经办 谷秋露/文

仪器研发部 李祥/文

家在远方，也在基蛋

� 月 �� 日上午，基蛋生物中高层代表首先前往公司，

向春节期间坚守岗位的门卫师傅送上新春礼盒，道上最

诚挚的节日问候，是他们的坚守，让厂区更加安全。

心系员工，情暖人心。中高层代表们随后前往员工

宿舍，向留宁的蛋友们送上来自“大家庭”的温暖与关

怀，并和他们就春节期间宿舍生活情况与安排进行交流，

通过灵活机动的后勤服务，保障蛋友们在宿舍能够度过

这个舒适、愉快的假期。

MAGICL����全自动化学发光测定仪
苏械注准 �����������

� 月 �� 日，全自动化学发光测定

仪 MAGICL���� 正式首发。

MAGICL���� 集操作简便、占用空

间小、快速取得诊断结果等优势于一身，

能够大大缩短疾病诊治时间，可以很好

地满足医院对心肌、炎症及肿瘤等系列

标志物检测的需求。

参数类别 功能描述

检测方法

检测时间

试剂位

标本类型

磁微粒化学发光免疫分析法

甲状腺功能标志物、炎症标志物、心肌标志物、性激素标志物、骨代谢标志物、
糖代谢标志物、肿瘤标志物、传染病标志物、贫血诊断标志物、免疫球蛋白

���T/h

��个

全血、血清、血浆、尿液

检测试剂

仪器操作

大小

应用场景

双份耗材，不停机更换耗材（一次性Tip、反应杯），连续装载样本/试剂，自动
摇匀、脱帽，支持急诊检测

小型化

��� mm(L)×��� mm(W)×��� mm(H)

采用集成化设计，适用于中心实验室、门/急诊检验、各临床科室等多种场合



河南基蛋 亓尧/文总结Q1 规划Q2
河南基蛋第一季度会议圆满结束

笃行而致远，惟实且励新。追逐梦想，蓄势前行。回

首第一季度的工作，有硕果累累的喜悦，也有大家协同攻

关的艰辛；展望第二季度，我们征战新程，共创卓越成绩。

� 月 � 号至 �� 号，河南基蛋举行 ���� 年第一季度总

结规划会。会议伊始，由河南基蛋总经理申香枝进行市场

分析和会议总结以及制定下阶段工作目标及措施。申总指

出，下一季度以目标为导向，持归零心态，重新再出发。

期间，申总以鹰的重生为切入点，喙断鹰死，经历挫折才

会浴火重生，我们每个人都要有重新开始的勇气，求其上

者得其中，天道酬勤，以此态度面对 Q�，我们必将开启

新篇章。

销售部销售总监、销售部豫东、豫西、豫南、豫北各

区域大区经理以及销售人员分别发表了各自的 Q� 季度规

划与总结。销售数据的分析与销售指标完成情况，二季度

开发任务的发展，在行项目的更优化方案，医院持续开发，

整体目标的把控，关注政策导向，捕捉商机，心得体会与

自我评估，一项项分析的列明，会让前进的方向更加坚定。

相信 Q� 季度我们定能厚积薄发，完成既定任务目标。

河南基蛋副总经理徐洪军为大家耐心解答售后与销售

常见问题。针对 POCT 荧光免疫定量分析仪的报错分析，

仪器常见问题分析，仪器推介，以及销售售后联动机制进

行了详细的讲解。销售售后不分家，技术性支撑分析以及

给力的销售联动才是赢胜的关键。

郑州基蛋杨趁霞主任继续为大家介绍基蛋规范化实验

室的现运行情况。以临床细胞分子遗传学，临床化学检验，

临床免疫血清学为业务主导的郑州基蛋发展可谓蒸蒸日

上，互补现行医院检验科的不足情况，新业务形态发展如

火如荼。

结束了紧张的会议内容，申总带领基蛋伙伴们驾车到

达黄河边开启户外烧烤，琳琅满目的食材在各位伙伴们精

心劳动下，变成烤炉上香味扑鼻的山珍海味。一处绿荫，

伴随着欢声笑语，好个轻松愉快，人生一串，无肉不欢，

尽显一片吃心。

此次会议还进行销售技巧分享环节，四位大区经理通

过生动有趣的内容为大家分享了自身总结的宝贵销售经

验，销售总监秦少林则为大家进行访前计划的培训，在场

的各位同事兴趣盎然，收获满满。

05 焦点 06 焦点



市场部 谷世满/文

市场部 谷世满/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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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基蛋生物第一场线下展会顺利举办

���� 年 � 月 �� 日 -�� 日，基蛋生物的首场线下展会⸺第十八届中国国际检验医学暨输血仪器试剂博览会（CACLP）在

重庆召开。

本次展会基蛋生物携新品 METIS��� 急诊血球流水线、MAGICL���� 小型全自动化学发光测定仪、GETEIN��� 便携式生化

免疫分析仪以及心脏康复全流程解决方案系列产品首次亮相展会，并成功举办“凝心聚力，共品未来”���� 基蛋生物新品发布会。

在发布会现场，基蛋生物邀请到全国卫生产业企业管理协会医学检验产业分会会长宋海波先生；重庆市第五人民医院（仁

济医院）黄长武教授；中国康复医学会理事、心脏康复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王乐民教授；与基蛋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长苏恩本先生、基蛋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营销总监朱刚先生一同开启新品发布会启动仪式。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基蛋生物必将踏实奋进，书写更好篇章。

迸发新能！
2021第一季度获八项医疗器械注册证

迸发新能！
���� 年第一季度，基蛋生物共获八项医疗器械注册证。

在今年接下来的计划中，已有超过 �� 款产品将陆续规划上市，涉及肿瘤系列、传染病系列、激素系列、甲状腺系列、生

育系列、免疫系列等，基蛋生物将不断完善拓展产品细分，服务于更多一线场景应用，为公司业绩成长增添动力。

类  别 方法学 产品名称 简  称

贫血系列

肿瘤系列

心肌炎症

心肌炎症

心肌炎症

甲状腺系列

心肌炎症

仪  器

化学发光

化学发光

化学发光

化学发光

免疫荧光

免疫荧光

免疫荧光

化学发光

铁蛋白检测试剂盒（化学发光免疫分析法）

糖类抗原 ��� 检测试剂盒（化学发光免疫分析法）

B 型利钠肽检测试剂盒（化学发光免疫分析法）

白细胞介素 -� 检测试剂盒（化学发光免疫分析法）

肌钙蛋白 T 检测试剂盒（干式免疫荧光法）

促黄体生成素检测试剂盒（干式免疫荧光法）

白介素 � 检测试剂盒（干式免疫荧光法）

全自动化学发光测定仪

FER

CA���

BNP

IL-�

CTNT

LH

IL-�

MAGICL����



基蛋生物新冠抗原检测试剂
通过德国BfArM自测白名单！

� 月 �� 日，基蛋生物（股票代码：������）研

发的新型冠状病毒抗原检测试剂盒产品获得德国联邦

药品和医疗器械管理局（BFARM）批准，进入自测清单。

病毒不分国界，是全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

基蛋生物作为中国企业，开放怀抱，全力支持全

球抗疫行动，推出的新型冠状病毒

（SARS-COV-�）抗原检测试剂盒（胶体金法）

（ONE STEP TEST FOR SARS-COV-� ANTIGEN 

(COLLOIDAL GOLD)），可由个人自行采集鼻拭子

操作，无需借助任何检测设备， ��-�� MIN 便可

获得检测结果，方便个人及家庭进行新冠病毒的

快速检测。这标志着更多人能够快速获得病毒检

测机会，让无症状感染者尽早发现病毒感染，更

快地切断感染链，阻止病毒传播风险。

（图片来源：德国联邦药品和医疗器械管理局（BFARM）官方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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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早。三者相比，IL- � 敏感性优于 PCT 与 CRP，但它特异性

差于 PCT，而 PCT 与 CRP 正好弥补它的不足，它们敏感性不

高，但特异性高，因此，联检项目可以优势互补，联合诊断

价值更高。

肌钙蛋白 T检测试剂盒（干式免疫荧光法）
在心梗诊断方面，CTNI 与 CTNT 拥有较好的一致性。但

CTNI 与 CTNT 相比还是有一定区别的。对于有胸痛或其他

ACS 症状 � 小时以上且 HS-TNT 水平极低的患者，发生急性

心肌损伤的可能性很低，可被排除。但对于症状发作 <�H 的

患者（即早期出现者），不应使用单一检测结果排除。鉴于肌

钙蛋白释放需要时间，建议在症状发作后 �H 或更晚进行第二

次测量。如果临床仍然高度怀疑或是患者出现复发性胸痛，

应连续测量 HS-TNT 水平。因此肌钙蛋白 T 的动态检测更利

于临床的判断。

促黄体生成素检测试剂盒（干式免疫荧光法）
促黄体生成素（LH）是由垂体产生的一种糖蛋白类促性

腺激素。对于女性来说，能够与促卵泡激素（FSH）共同作

用促进卵泡成熟，分泌雌激素、排卵，以及黄体的生成和维持，

分泌孕激素和雌激素。

临床应用

增高
·多囊卵巢综合症、原发性性腺功能低下、卵巢功能早衰、

卵巢切除术后等；

·更年期综合征或绝经期妇女。

降低
·常见于下丘脑 - 垂体促性腺功能不足；

·长期服用避孕药；使用激素替代治疗 后，可见促黄体生

成素（LH）与促卵泡激 素（FSH）同时减低。

重磅新品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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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蛋白检测试剂盒（化学发光免疫分析法）
铁蛋白作为一种肿瘤标志物，对临床某些恶性肿瘤的诊

断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临床上已经证实 ��NG/ML 的 FER 

在隐性缺铁前兆的检测中是有用的。该值能够可靠的提示可

被动员合成血红蛋白的储存铁的耗竭。如果铁蛋白水平下降

伴随血红蛋白减少 , 那么则证实出现了铁缺乏。铁蛋白水平

升高并且排除铁蛋白分布障碍的可能时，可证实体内铁负荷

过重。

糖类抗原 ��� 检测试剂盒（化学发光免疫分析法）
糖类抗原 ���（CA���）是 ���� 版《健康体检基本项目

专家共识》推荐的结直肠癌高危人群体检应检查的肿瘤标志

物、中华医学会检验分会肿瘤标志专业委员会建议胰腺癌、

结直肠癌应检测的肿瘤标志物之一。CA���，是由 ���� 年由

瑞典科学家 LINDHOLM 等首次发现的一种肿瘤相关糖类抗

原。

在临床应用中，CA��� 升高常见于胰腺癌和结直肠癌等。

CA��� 在临床上主要被用于对消化道恶性肿瘤尤其是胰腺癌、

结直肠癌的辅助诊断，进行动态监测以辅助判断疾病进程或

治疗效果，以及预后随访。其灵敏度和特异性都相当的高，

它与肿瘤局部的宿主抗肿瘤免疫反应有关 , 机体免疫抑制越

明显 , 血清水平越高。临床上多将其联用其他标志物，以提

高恶性肿瘤诊断的敏感性和特异性。CA��� 受良性病变影响

更小，因此对恶性肿瘤更具特异性。

白细胞介素 -� 检测试剂盒（化学发光免疫分析法）
在炎症反应中，IL-� 的升高早于其他细胞因子，也早于

CRP 和 PCT，而且持续时间长，因此可用来辅助急性感染的

早期诊断。与高特异性的 PCT 联检，可早期预警脓毒症，反

映感染的严重程度，评估治疗效果，帮助临床快速判断患者

情况，以便对症下药。

IL-� 参与许多疾病的发生和发展，其血液水平与炎症、

病毒感染、自身免疫疾病密切相关，它的变化比 CRP 和 P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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