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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医药市场信息月报 

 

                                   2020年 10月 

为了让关注医药产业发展的行业人士及时的了解目前的发展形势，健康网推出了《中国医药市场信

息月报》电子版。该电子刊物汇集了当前中国医药市场发展的信息精华，是综合性的行业信息集粹，也

是行业人士了解医药业发展动态的快捷窗口。 

主要栏目介绍如下： 

 政策法规：关于医药行业的重大医药政策，通知和行政文件报道，对重大影响政策进行分析解读。 

 企业动态：对在华的国内外医药企业生产、研发、流通、经营、发展等方面进行动态报道。 

 终端销售：采集药房零售数据，对常用的重点医药品种终端销售情况进行连续的跟踪分析。 

 行业观察：从行业发展角度对当前医药领域发生的前沿，热点事件进行分析。 

 科研信息：汇集国内外最新科研信息和技术资讯，跟踪新药上市情况。 

 市场分析：根据市场热点，结合研发、市场数据对特定医药品种进行市场分析。 

 商业营销：介绍医药企业经营管理实际经验、商业营销模式。 

 医药原料：介绍医药原料药产品价格、进出口情况，对热点品种分析。 

 药品招标：跟踪目前国内各省市招标动态，对中标品种进行详细分析。 

 

 

 

 

北京东方比特科技有限公司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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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法规 

做好重点品种信息化追溯体系建设工作的公告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以下简称《药品管理法》）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重要产品

追溯体系建设的意见》（国办发〔2015〕95 号），切实保护人民群众用药安全，现就做好重点品种信息化追溯有关事宜

公告如下： 

  一、总体要求 

  贯彻落实《药品管理法》和国务院关于药品追溯的部署要求，积极推动药品信息化追溯体系建设，提高药品监管工

作水平和效率，切实保障药品质量安全。 

  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应当落实全过程药品质量管理的主体责任，建立信息化追溯系统，收集全过程追溯信息，于 2020

年 12月 31 日之前，基本实现国家药品集中采购中选品种、麻醉药品、精神药品、血液制品等重点品种可追溯。 

  二、任务安排 

  （一）国家药监局负责制定统一的药品追溯标准和规范。目前，药品信息化追溯体系建设的 8 个标准已全部发布实

施，包括《药品信息化追溯体系建设导则》《药品追溯码编码要求》《药品追溯系统基本技术要求》《药品上市许可持

有人和生产企业追溯基本数据集》《药品经营企业追溯基本数据集》《药品使用单位追溯基本数据集》《药品追溯消费

者查询基本数据集》《药品追溯数据交换基本技术要求》。 

  国家药监局建设药品追溯协同服务平台（以下简称协同平台），不断完善药品追溯数据交换、共享机制。协同平台

提供药品追溯码编码规则备案和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药品信息化追溯系统（以下简称追溯系统）地址解析服务，辅助实

现不同追溯系统互通互享，实现药品全过程可追溯。 

  国家药监局建设国家药品信息化追溯监管系统，各省级药品监管部门根据监管需要建设本省药品信息化追溯监管系

统，进行数据采集，监控药品流向，充分发挥追溯信息在日常监管、风险防控、产品召回、应急处置等监管工作中的作

用。 

  （二）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药品经营企业应当按照《药品信息化追溯建设导则》等标准和规范要求，建立并实施

药品追溯制度，提供追溯信息，保证药品可追溯。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承担追溯系统建设的主要责任，可以自建追溯系

统，也可以委托第三方技术机构建设，按照统一的药品追溯编码要求，对药品各级销售包装单元赋以唯一追溯标识。同

一药品追溯码，只允许在同一追溯系统中实现追溯。如企业要变更追溯码或追溯系统，可按照要求在协同平台进行变更。

在生产入库时，应在追溯系统中保存入库信息，在销售药品时，应通过追溯系统向下游相关企业或医疗机构提供相关追

溯信息，以便下游企业或医疗机构验证反馈。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要做到及时、准确获得所生产药品的全过程信息。 

  进口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可委托进口药品代理企业履行追溯系统建设责任。 

  药品经营企业在采购药品时，应通过追溯系统向上游企业索取相关追溯信息，在药品验收时进行核对，并将核对信

息通过追溯系统反馈上游企业；在销售药品时，应通过追溯系统向下游企业或有关机构提供追溯信息。 

  三、工作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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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立并实施建设药品追溯制度，是《药品管理法》的明确要求，是国务院的重要决策部署，是保障人民群众用药安

全的重要手段。各相关方必须高度重视、抓紧部署、加快落实。 

  各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要依法依职责加强对本辖区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进口药品代理企业、药品经营企业的行政

指导和监督检查，督促其按照《药品管理法》和药品信息化追溯建设标准要求落实追溯责任；要将追溯系统建设情况、

追溯信息提供情况纳入日常监督检查项目，确保重点品种信息化追溯工作顺利开展，按时完成。国家药监局将加强统筹

协调和技术指导，并适时组织督导检查。 

国家药监局 

2020 年 10 月 10 日 

---------------------------------------------------- 

关于做好重点品种信息化追溯体系建设工作的公告解读 

  一、药品信息化追溯体系建设的时限要求是什么？ 

  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应当落实全过程药品质量管理的主体责任，国家药品集中采购中选品种、麻醉药品、精神药品、

血液制品等重点品种上市许可持有人，需在 2020 年 12 月 31日前，完成追溯系统建设，并收集全过程追溯信息，基本实

现国家药品集中采购中选品种、麻醉药品、精神药品、血液制品等重点品种可追溯。 

  二、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如何备案基础信息和追溯码编码规则？如何对产品进行赋码？ 

  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可登录药品追溯协同服务平台备案基础信息和追溯码编码规则，也可以使用追溯系统通过接口

备案基础信息和追溯码编码规则。鼓励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使用追溯系统进行信息备案，备案内容包括企业基础信息、

药品基础信息和追溯码编码规则信息（药品追溯码发码机构基本信息、编码规则、药品标识码、生产企业、药品通用名、

剂型、制剂规格、包装规格等）。在备案通过后，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才可对产品进行赋码。对于产品最小销售包装体

积过于狭小或属于异型瓶等特殊情况，无法在产品最小包装上赋码的品种，可在最小包装的上一级包装上赋码。 

  三、药品经营企业和使用单位应如何获取和上传药品追溯信息？ 

  药品经营企业和使用单位应接入药品所在的追溯系统。药品经营企业在采购药品时，应通过追溯系统向上游企业索

取相关追溯信息，在药品验收时进行核对，并将核对信息通过追溯系统反馈上游企业；在销售药品时，应通过追溯系统

向下游企业或相关机构提供相关追溯信息。药品使用单位在采购药品时，应通过追溯系统向上游企业索取相关追溯信息，

在药品验收时进行核对，并将核对信息通过追溯系统反馈上游企业；在销售药品时，应保存销售记录明细，并及时在追

溯系统更新售出药品的状态。 

  四、各省级药品监管部门的主要任务是什么？ 

  各省级药品监管部门一是要根据监管需求，建设本省药品信息化追溯监管系统进行数据采集，监控药品流向，充分

发挥追溯信息在日常监管、风险防控、产品召回、应急处置等监管工作中的作用；二是要依法依职责加强对本辖区药品

上市许可持有人、进口药品代理企业、药品经营企业的行政指导和监督检查，督促其按照《药品管理法》和药品信息化

追溯建设标准要求落实追溯责任，要将追溯系统建设情况、追溯信息提供情况纳入日常监督检查项目，确保重点品种信

息化追溯工作顺利开展，按时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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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注册分类及申报资料要求发布 

        2020 年 9 月 27 日国家药监局关于发布《中药注册分类及申报资料要求》的通告（2020 年第 68 号），中药注册

分类如下。 

中药是指在我国中医药理论指导下使用的药用物质及其制剂。 

       1.中药创新药。指处方未在国家药品标准、药品注册标准及国家中医药主管部门发布的《古代经典名方目录》中

收载，具有临床价值，且未在境外上市的中药新处方制剂。一般包含以下情形： 

       1.1 中药复方制剂，系指由多味饮片、提取物等在中医药理论指导下组方而成的制剂。 

       1.2 从单一植物、动物、矿物等物质中提取得到的提取物及其制剂。 

       1.3 新药材及其制剂，即未被国家药品标准、药品注册标准以及省、自治区、直辖市药材标准收载的药材及其制

剂，以及具有上述标准药材的原动、植物新的药用部位及其制剂。 

       2.中药改良型新药。指改变已上市中药的给药途径、剂型，且具有临床应用优势和特点，或增加功能主治等的制

剂。一般包含以下情形： 

       2.1 改变已上市中药给药途径的制剂，即不同给药途径或不同吸收部位之间相互改变的制剂。 

       2.2 改变已上市中药剂型的制剂，即在给药途径不变的情况下改变剂型的制剂。 

       2.3 中药增加功能主治。 

       2.4 已上市中药生产工艺或辅料等改变引起药用物质基础或药物吸收、利用明显改变的。 

       3.古代经典名方中药复方制剂。古代经典名方是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规定的，至今仍广泛应用、

疗效确切、具有明显特色与优势的古代中医典籍所记载的方剂。古代经典名方中药复方制剂是指来源于古代经典名方的

中药复方制剂。包含以下情形： 

       3.1 按古代经典名方目录管理的中药复方制剂。 

       3.2 其他来源于古代经典名方的中药复方制剂。包括未按古代经典名方目录管理的古代经典名方中药复方制剂和

基于古代经典名方加减化裁的中药复方制剂。  

       4.同名同方药。指通用名称、处方、剂型、功能主治、用法及日用饮片量与已上市中药相同，且在安全性、有效

性、质量可控性方面不低于该已上市中药的制剂。 

       天然药物是指在现代医药理论指导下使用的天然药用物质及其制剂。天然药物参照中药注册分类。 

       其他情形，主要指境外已上市境内未上市的中药、天然药物制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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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观察 

728 个申报药品通过医保目录调整形式审查 

        9 月 18 日晚，国家医保局官网公布了《2020 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调整通过形式审查的申报药品名单》，共有

728 个目录外西药和中成药通过形式审查。 

        这些药品符合《2020 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调整工作方案》提出的可以纳入 2020 年药品目录拟新增药品范围的

七大条件，其中满足“2019 年 12 月 31 日前，进入 5 个（含）以上省级最新版基本医保药”要求的药品最多，达到了 493

个药品。 

        根据医保目录调整方案安排，符合条件的药品目录外西药和中成药，一律由企业按程序提出申报，经审核通过

后纳入拟新增范围。此次公告也提出，社会各界可以对此次公示药品的资格条件及形式审查结果进行监督，公示期为 1

周。 

        与此同时，国家医保局还在名单中公布了阿卡波糖咀嚼片、阿昔替尼片和枸橼酸伊沙佐米胶囊等 15 个处于协议

有效期内，且按照协议需重新确定支付标准的谈判药品，以及阿达木单抗注射液、奥拉帕利片和甲磺酸奥希替尼片等 8

个处于协议有效期内，经国家药监部门批准，适应症或功能主治发生重大变化的谈判药品。 

        按照方案部署，2020 年药品目录调整分为准备、申报、专家评审、谈判和竞价、公布结果 5 个阶段。而这份名

单的正式公示，意味医保目录调整工作即将步入专家评审环节。进入了动态调整时代的首个医保药品目录结果如何，值

得产业期待。最终结果将在 2020 年 11 月-12 月公布。 

这些制药相关企业入选第五批绿色工厂名单 

      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关于开展绿色制造体系建设的通知》（工信厅节函〔2016〕586 号）、《关于开展

第五批绿色制造名单推荐及前两批名单复核工作的通知》（工信厅节函〔2020〕30 号）要求，现将拟入选第五批绿色制

造名单进行公示。 

      其中制药企业如下： 

1、 绿色工厂公示名单入选制药企业 

序号 地区 工厂名称 第三方评价机构名称 

2 北京 拜耳医药保健有限公司 天津市联合环保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3 北京 赛诺菲（北京）制药有限公司 天津市联合环保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7 北京 北京康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天津锐锟科技有限公司 

9 北京 北京协和药厂 北京爱企邦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12 北京 北京北陆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爱企邦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13 北京 华润双鹤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国润创投（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16 北京 中农华威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天津锐锟科技有限公司 

17 北京 北京北大维信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国润创投（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24 北京 北京振东康远制药有限公司 中国电子工程设计院有限公司 

28 天津 天津力生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天津国际工程咨询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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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天津 天津宏仁堂药业有限公司 天津国际工程咨询公司 

84 山西 国药集团威奇达药业有限公司 天津市节能中心 

85 山西 山西振东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电子工程设计院有限公司 

86 山西 
亚宝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风陵渡

工业园 
) 

114 内蒙古 内蒙古中牧生物药业有限公司 福建省计量科学研究院 

115 内蒙古 内蒙古常盛制药有限公司 
内蒙古蒙正工程咨询服务有限责任

公司 

124 内蒙古 内蒙古亿利制药有限公司 中钢集团鞍山热能研究院有限公司 

133 辽宁 沈阳三生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辽宁省电子信息产品监督检验院 

198 上海 上海上药中西制药有限公司 上海市能效中心 

199 上海 上海上药第一生化药业有限公司 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集团） 

200 上海 上海凯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集团） 

201 上海 上海新亚药业闵行有限公司 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集团） 

202 上海 上海微创医疗器械（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集团） 

227 江苏 正大天晴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质量认证中心 

245 浙江 浙江九洲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国发节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246 浙江 浙江华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大学工业节能与绿色发展评价

中心 

260 浙江 浙江佐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中节能咨询有限公司 

269 安徽 华佗国药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焓谷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316 福建 漳州片仔癀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华测国际认证有限公司 

345 山东 齐鲁安替制药有限公司 济南杰易达能源发展有限公司 

347 山东 山东鲁维制药有限公司 山东亚华低碳科技有限公司 

350 山东 山东绿叶制药有限公司 山东亚华低碳科技有限公司 

363 山东 山东绿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亚华低碳科技有限公司 

371 山东 山东赛托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济宁市节能技术服务中心有限公司 

386 河南 仲景宛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南阳大阳节能技术有限公司 

409 湖北 真奥金银花药业有限公司 中国船级社质量认证公司 

427 湖北 湖北康沁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 

443 湖南 株洲千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柯林瀚特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444 湖南 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节能评价技术研究中心 

445 湖南 湘北威尔曼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中瑞环保科技咨询服务有限公

司 

468 广东 珠海润都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省清洁生产协会 

526 四川 四川汇宇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四川省工业环境监测研究院 

529 四川 
扬子江药业集团四川海蓉药业有限公

司 
四川省工业环境监测研究院 

570 云南 昆明源瑞制药有限公司 云南韬略科技有限公司 

617 甘肃 武威牛满加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甘肃省轻工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659 新疆 新疆银朵兰维药股份有限公司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节能技术服务中

心 

718 深圳 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节能与资源综合利用专家联

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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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9 深圳 深圳市海滨制药有限公司 深圳市冠智达实业有限公司 

724 深圳 深圳博纳精密给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冠智达实业有限公司 

2、绿色供应链管理企业入选制药企业 

序号 地区 单位名称 

11 天津 天津宏仁堂药业有限公司 

30 江苏 江苏豪森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国务院力挺网络售药、处方流转、互联网医疗 

        9 月 21 日，中国政府网官方发布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以新业态新模式引领新型消费加快发展的意见》（简

称《意见》），随后中国政府网官方微信于 9 月 22 日同步全文转发了这一政策通知。 

        值得关注的是，此次发布的《意见》，提出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旨在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

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以新业态新模式为引领，加快推动新型消费扩容提质，努力实现新型消费加快发展，积

极推动发展“互联网+服务”，围绕互联网医疗和药品网络销售等线上服务新模式给予重点扶持。 

        新市场格局加速形成 

        近年来，我国以网络购物、移动支付、线上线下融合等新业态新模式为特征的新型消费迅速发展，特别是今年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传统接触式线下消费受到影响，新型消费发挥了重要作用，有效保障了居民日常生活需要，推

动了国内消费恢复，促进了经济企稳回升。 

        不过，在新型消费领域市场快速发展的同时，基础设施不足、服务能力偏弱、监管规范滞后等突出短板和问题

同样存在。为进一步培育壮大各类消费新业态新模式，国务院办公厅此次下发文件，可以说为“互联网+”医药服务提供

了顶层政策支撑。 

        《意见》要求：建立健全“互联网+服务”、电子商务公共服务平台，加快社会服务在线对接、线上线下深度融

合；积极发展互联网健康医疗服务，大力推进分时段预约诊疗、互联网诊疗、电子处方流转、药品网络销售等服务。 

        事实上，通过互联网获取药品因为方便、快捷受到公众青睐，由于药品销售环节直接关系到公众切身利益，事

关社会稳定，坚持“线上线下一致”原则，始终贯彻“底线思维”，抓好药品经营监管工作，对于维护医药市场安全、

保障公众健康权益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方面，发展“互联网+医疗服务”（含远程医疗）是推进区域医疗资源整合共享、促进优质医疗资源下沉、降

低患者就医成本的重要举措，更是方便患者，维护患者与医疗机构合法权益的重要举措。 

        另一方面，医药分家、医保控费、带量采购、药占比控制等多措并举，医药行业监管制度改革不断落地，进一

步压缩了院内市场空间，一系列针对医生处方和药品品规的限制性政策无疑给传统的院内医药营销带来了压力。 

        行业普遍认为，在院外医药零售市场，患者已经从关注价格到关注疗效，从关注可及性到在乎专业性，以及不

断升级的多元化服务需求，零售终端面对全新的线上线下全场景竞争，合规发展、开放融合，多维度满足市场需求，全

新的市场格局正在形成。 

        支付端改革进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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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医药电商、互联网医院等在线医疗用药服务市场发展，线上服务逐步延伸出视频、语音通话、O2O 送药等

多种方式，但收费和医保支付相关问题始终让部分患者保持谨慎态度。 

        可喜的是，支付制度结构性调整正处在改革进行时。 

        今年 3 月，国家医保局、国家卫健委联合印发《关于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开展“互联网+”医保服务的指

导意见》，在特殊时期积极探索打通互联网医疗支付通道，进一步从支付端为“互联网+医疗服务”提供制度支持。 

        今年 5 月，国家卫健委官网发布《关于做好公立医疗机构“互联网+医疗服务”项目技术规范及财务管理工作的

通知》（简称《通知》），就技术项目、定价收费、财务核算等提出规范要求，巩固“互联网+医疗服务”在疫情防控形

式中的优势作用，规范公立医疗机构“互联网+医疗服务”行为。 

        今年 7 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医疗保障局等 13 个部委联合发布《关于支持新业态

新模式健康发展激活消费市场带动扩大就业的意见》，提出一系列政策措施，重点扶持线上服务新模式，积极推动发展

互联网医疗，鼓励在线购药模式。 

        业内专家分析表示，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医药平台新增的大量新用户不会到医院去看病再到药店买药，部

分慢性病患者和常规轻症病患者会通过在线问诊后直接通过平台购药。 

        由于医疗机构管理和费用支付为属地管理，特殊时期线上诊疗取得的积极成果，支付制度改革或将逐步向全国

各个城市铺开。据初步统计，目前江苏、贵州、甘肃、四川等省份全省或部分地区已出台远程医疗价格、报销等政策，

将符合条件的诊疗服务纳入医保支付范围。 

药企纷纷进行战略、经营策略转型大调整 

       近年来，在集采背景下，医药行业出现了较大变化。各大药企专利过期药要再拿到‘豪华版’价格已经不现实。

因此，随之而来的是，各大药企纷纷开始了战略、经营策略转型大调整。 

       其中，院外市场就成为了众多药企争夺市场份额的新战场。如辉瑞在第三批集采落标后，就已经做了相关战略的

重新分析，还做了一个“一品双规三剂型”的策略，意图帮助医院建立合理用药目录。除此之外，拜耳、阿斯利康等跨

国药企也都设立了专门的市场团队，瞄准基层市场和处方外流。而在处方外流市场中，以专业化服务著称的连锁药店、

DTP 药房更是不少跨国药企的选择。 

       总得来说，作为处方外流的承接方，近年院外市场处方药增速规模不断增加，一直保持较高速度增长。而在这一

发展趋势下，中外药企都开始争相布局，那面对越加激烈的市场竞争，国内药企又该如何在院外市场提升、保持竞争力

呢？ 

       建设互联网渠道 

       从“4+7”带量采购模式落地起，众多药企就开始加速寻求院外分销的出路。有业内人士称，在大量的处方和药

品正在流出公立医院的背景下，一些正着力发展互联网医院业务的药企，刚好可以从线上和线下承接外流的处方和药品

流通。据公开数据显示，到 2020 年中国处方外流的市场规模应该会突破 6000 亿，这无疑是对互联网医疗企业或者医药

电商平台非常利好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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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互联网销售模式虽然暂时无法完全取代传统打法，但却是一个线下渠道的良好补充，能让药物能在更短的时间内

触达到更多的地方，也能使药企扩大销售渠道。因此，国内药企在布局院外市场时将其与互联网医疗相结合，或将有更

多发展的可能。 

       布局大品种、高利润慢病药 

       品种选择对于院外处方药营销既是根基，也是头一步。价格过低、缺乏空间的品种无论院内院外都难以获得渠道

平台尊重，而且并不是只要有费用，无论什么药都卖得出去。 

       从药企目前布局来看，以心血管、糖尿病、呼吸等为代表的慢病品种，和以肿瘤、免疫炎症为代表的高利润空间

专科药品种，以及独 家品种、中药品种，将可能是院外处方值得挖掘的潜力领域。其实这类药物都有个特点，就是处方

量大，种类多。 

       建设与管理专业营销团队 

       长期来看，带量采购品种会逐渐扩展，涉及品类会越来越多。药企急需拓展有潜力的院外渠道，作为抢占市场份

额的有力抓手。同时，药店进货渠道将得到拓宽，且销售的品种也将更加多元化。在此过程中，直接对接生产企业，且

专业服务能力更强的业态--DTP 药房更有可能承接利好。 

       在这种情况下，药企 DTP 营销团队建设与管理将变得至关重要。但值得注意的是，营销团队的转变确实是药企非

常难的转变，因为人的转变是很难的。因此越大的企业，产品力越强的，转型可能越大。AZ(阿斯利康)是药企中转型做

DTP 较成功的企业之一，这类企业的特点是产品好和坚定——公司要对转型的制度设置、奖励和培训定下严谨周密的计

划。 

多省市第三批国采中选品种进行挂网 

      截至目前，上海、北京、山西、江苏、辽宁、内蒙古、重庆、河北、黑龙江、青海、江西、湖北、云南、广东、

福建 15 个省市已经开启了第三批国采中选品种的挂网工作。 

        针对第三批国采中选品种的挂网，不同省份之间的安排略有不同。比如有的省份规定未在本省中选的其他中选

企业也可以挂网；有的省份规定中选企业挂网后，其他同通用名药品暂停挂网；有的省份规定中选企业挂网后，其他未

中选药品的挂网价格需降到全国最低价；有的省份规定已经挂网的中选企业无需再次挂网，有的省份规定已经挂网的中

选企业需要再次挂网。 

       结合各省市的通知可以看到，多数省市基本会在 9 月完成挂网申报、配送关联，10月会完成供货前期的工作，

11 月可能会正式执行中选价格。部分地区已经明确第三批国采中选结果的正式执行时间为 11 月 1 日。 

我国开始从仿制药为主进入模仿创新阶段 

      过去，我国药品市场以仿制药为主，真正的创新药大多来自进口，国产创新药份额很小。大专项实施以来，我国

开始从仿制为主进入模仿创新的阶段。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上海药物所研究员陈凯先看来表现在这些方面。 

      一是国内药企对研发越发重视，重金投入研发，研发层次也不断提升，在基因治疗、细胞治疗和溶瘤病毒等方面

都紧随国际潮流，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逐渐缩小。而且，2016-2020 年全球销量最高的抗癌药物，国内企业均已有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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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比如，跨国药企百时美施贵宝开发的抗癌药 PD-1 单抗欧狄沃（Opdivo），君实生物、信达生物、恒瑞医药、百济神

州等国内药企都有同靶点产品上市。 

      二是生物创新药开始收获，创新水平不断提高。单抗药物方面，虽然开发靶点集中度较高，但仍有不少创新药相

继上市，且价格优势明显，实力抗衡进口药。同时，我国药企紧跟国际前沿，有 40 多个双特异性抗体药物在研。在抗体

药物偶联物方面，国内 ADC药物也已经起步，有些已经取得可喜的进展。例如荣昌生物研发的 ADC药物纬迪西妥单抗（RC48）

治疗尿路上皮癌，近日已获得美国 FDA“突破性疗法”的认定。 

      三是国产小分子靶向药陆续上市，正在打破进口靶向药对国内市场的垄断，国内市场格局将重构。例如，BTK 抑

制剂方面，百济神州自主研发的泽布替尼今年 6 月获批上市。第三代 EGFR 抑制剂、PARP抑制剂、CDK4/6 抑制剂等热门

靶向药物，也都有国产跟进。 

      四是生物类似药迅速发展，多个单克隆抗体生物类似药已经或即将上市，大大改善国内患者因原研药物价格过高

而无法负担的情况。例如，2019 年以来，复宏汉霖的利妥昔单抗，百奥泰和海正药业的阿达木单抗，齐鲁制药、信达生

物的贝伐珠单抗等先后获批上市，还有不少药物紧随其后，即将上市。 

      五是我国药企不断增强的创新实力，正在吸引大量国内外基金投入。 

      六是本土创新药竞相在境外开展临床研究，还有不少药企选择与国外药企合作，共同在全球开发本土创新药，利

用外企成熟的研发体系和境外资源优势，加速产品在境内外上市。 

四川完善药品和医用耗材集中采购制度的指导意见 

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完善药品和医用耗材集中采购制度的指导意见 

川办发〔2020〕62 号 

   各市（州）、县（市、区）人民政府，省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有关单位： 

   为深入贯彻国家关于深化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各项决策部署，进一步完善我省药品和医用耗材（含体外诊断试剂，

以下简称药械）集中采购制度，以药械集中采购和使用为突破口进一步推进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经省政府同意，现提出

如下指导意见。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

关于完善医疗保障制度的安排部署，坚持以人民健康为中心，深入推进药械集中采购制度改革，健全医保支付标准与药

械集中采购价格协同机制，发挥医保基金战略性购买作用，推动药械价格回归合理水平，协同推进医药服务供给侧改革，

不断增进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二）基本原则。坚持市场机制和政府作用相结合，健全药械集中采购机制和以市场为主导的价格形成机制。坚持

一个平台、上下联动、分类采购，实行招标、采购、交易、结算、监督一体化管理。坚持系统集成、协同高效、整体推

进，增强医保、医疗、医药联动改革的整体性、系统性、协同性，保障群众获得高质量、有效率、能负担的医药服务。 

   （三）工作目标。2020年，在全省推行新的药械分类采购政策。2021 年，全省公立医疗机构在省药械集中采购及

医药价格监管平台（以下简称省药械采购平台）实现全品种全类别采购。2023 年，全省医药机构（含公立医疗机构、医

保定点社会办医疗机构、医保定点零售药店，下同）基本纳入药械集中采购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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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完善药品和医用耗材分类采购政策 

   （四）积极推进带量采购。坚持量价挂钩、招采合一，将质量疗效确切、临床用量较大、采购金额较高、竞争较为

充分的药械分步纳入带量采购。全面参与和落实国家组织的药械带量采购，确保各批次带量采购结果落地见效；按照省

委“四向拓展、全域开放”战略部署，推动建立省际区域带量采购联盟并积极参与；结合我省实际组织开展省级带量采

购，在省级医疗保障部门统筹下开展市（州）级或市际区域联盟带量采购。公立医疗机构应当认真落实国家、省有关要

求，切实做好药械带量采购和使用工作。 

   （五）实施价格联动采购。将未被纳入带量采购的医药机构常用药械纳入价格联动采购范围，综合参考全国省级中

标价（挂网价），核算我省相关药械联动参考价格。建立价格动态调整机制，根据最新的全国省级中标价（挂网价）及

时调整我省相关药械联动参考价格，推动我省药械价格在全国保持较低水平。鼓励医药机构在联动参考价格内与医药企

业自行议价，在同品种同类别药械中选择质优价廉的产品，促进药械合理使用。 

   （六）严格开展备案采购。对临床急需的药械、新上市的创新药械、国家和省直相关部门公布的短缺药品、急抢救

药品和血液制品等实行备案采购。医疗机构采购大型医用设备和二类疫苗，根据相关部门审核确认的采购结果，在省药

械采购平台实施备案管理。在突发疫情等紧急情况时，省级医疗保障部门应根据卫生防疫和医疗卫生临床需要开通绿色

备案采购通道，医药机构也可对急需药械实行先采购后备案。 

   三、建立全省统一的药械采购平台 

   （七）药械集中采购全部实行平台管理。公立医疗机构在用药械必须全口径通过省药械采购平台进行采购，禁止一

切形式的非平台采购。医保定点社会办医疗机构、医保定点零售药店根据定点协议，在省药械采购平台完成相关药械采

购。省药械采购平台为医药机构、药械生产及经营企业（以下简称医药企业）提供价格申报、订单下达、货款结算等全

流程服务，综合开展价格监测、执行监督、信息发布等工作，对药械集中采购的货款资金流、订单信息流、货物物流实

行“三流合一”综合管理。 

   （八）构建融通一体的医药服务网络。推动省药械采购平台与医药机构、医药企业及相关部门信息系统对接，稳步

实施药械采购、使用、支付等环节规范编码的衔接使用，积极推动医药机构处方、医保结算、工伤医疗康复费用结算、

医疗服务监管、药品追溯、预算管理、税务监管等信息互联互通。完善省药械采购平台与外省平台之间信息共享、价格

联动机制，积极参与全国统一开放的药械公共采购市场建设。 

   （九）提升平台综合公共服务能力。以省药械采购平台为载体，强化健康服务、医疗保障、医学研究等领域数据的

深度挖掘和综合运用，构建医疗健康和大数据智慧服务体系，为政府科学决策和有效监管、医药机构运营发展、参保患

者就医治疗提供参考。鼓励医药机构、医药企业通过省药械采购平台，开展“互联网+”送药、门诊慢病用药管理、国家

谈判药品和高值药品“双通道”供药等延伸业务。 

   四、优化供应和货款支付结算管理 

   （十）强化供应保障主体责任。医药生产企业按规定建立应急储备、库存和产能报告制度，自主选定有配送能力、

信誉度好的经营企业配送产品，各地各部门和医疗机构不得指定配送企业。完善医药生产企业供应能力调查、评估、考

核和监测体系，指导做好生产、供应特别是偏远、交通不便地区的药械配送。落实短缺药品保供稳价工作重点任务清单，

保障短缺药品市场供应。 

   （十一）改进药械货款结算方式。医药机构应将药械收支纳入预算管理，严格履行按时结算货款责任。省药械采购

平台设立药械货款集中支付监管账户（以下简称监管账户），医药机构应在药械交货验收合格 30 天内，将药械货款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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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监管账户，监管账户收到货款后及时支付给医药企业。参加带量采购的医保定点医疗机构，应按规定委托医疗保险经

办机构使用医保基金预付药械货款，医疗保险经办机构应及时与相关医疗机构做好带量采购医保预付款的清算工作。 

   （十二）动态调整医保支付标准。完善医保支付标准与药械集中采购价格协同机制，省级医疗保障部门根据省药械

采购平台汇集的交易信息，动态调整发布药械医保支付标准。实行带量采购的药械，原则上以中选价格作为医保支付标

准；非带量采购的药械，逐步根据省药械采购平台实际交易信息动态确定医保支付标准。探索实施药械医保支付分类结

算。医保定点零售药店医保结算方式按现行规定执行。 

   五、加大对药械集中采购工作综合监管 

   （十三）加强价格和履约情况监管。实时监控药械采购品种、价格、数量等信息，综合运用成本调查、函询约谈、

提醒告诫、信息披露等手段，促进医药机构和医药企业加强价格自律。严格药械购销合同管理，全程监测药品配送率、

货款结算等情况，推动医药机构按时结算货款、医保基金及时预付费用。强化对异常药械集中采购信息的监测分析，通

过信息互通、部门联动等方式，开展高值医用耗材整治、打击医药机构内外勾结欺诈骗保等工作。 

   （十四）强化临床用药监管。医疗机构按规定优先使用带量采购中选药械，不得以药占比、费用控制、药事委员会

审定等为由影响中选药械的供应保障与合理使用。推动建立以基本药物为主导的“1+X”（“1”为国家基本药物目录、

“X”为非基本药物）用药模式，健全价格高、用量大、非治疗辅助性等重点药品使用监控制度，落实医疗机构处方点评

和医师约谈制度，强化医务人员合理用药培训和考核评估，优化用药结构，促进合理用药。 

   （十五）实行严格的激励惩戒机制。建立药械集中采购信用评价制度，推行信用积分和诚信等级管理，根据医药机

构和医药企业诚信等级实施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将医药机构信用评价结果与医保定点资格、医保总额控制、医疗机构

等级评审、医疗机构负责人目标责任考核等工作挂钩。医药企业出现不按合同供货、不能保障质量和供应等情况时，及

时采取相应赔偿、备选和应急保障等措施，并对应给予暂停挂网、取消集中采购资格等信用惩戒。 

   六、协同推进“三医”联动改革 

   （十六）促进医疗机构改革发展。完善多元复合式医保支付方式，引导医疗机构主动控制成本，优先使用质优价廉

的药械，进一步节约医疗费用。对全面履行带量采购合同、完成约定采购量的定点医疗机构，不因带量采购费用下降而

降低医保总额控制指标。对参与带量采购且考核合格的医疗机构，从节约费用中按一定比例予以结余留用。鼓励医疗机

构就非带量采购药械与医药企业自行议价，对低于医保支付标准采购药械节约医保基金的，研究相应办法予以激励。 

   （十七）推动医药行业创新发展。顺应医药产业发展需要，进一步增加挂网频次、优化挂网流程，建立常态化便捷

化的药械挂网机制。开通绿色挂网通道，对符合要求的创新药械及通过（视同通过）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药品，

实行随时申报、及时挂网，推动尽快进入临床使用。严格落实医药机构按时结算药械货款和医保基金预付带量采购货款

政策，降低医药企业财务成本。推进医保基金与医药企业直接结算，充分发挥医保基金战略性购买作用，助力医药产业

高质量发展。 

   七、组织实施 

   （十八）加强组织领导。各地要高度重视药械集中采购工作，严格履行主体责任，认真落实各项保障措施，有力推

动实施。要完善药械集中采购工作机制，强化工作调度和评估，及时研究解决重大问题，确保药械集中采购制度改革落

地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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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九）强化协同配合。建立部门协同机制，加强医保、医疗、医药制度政策之间的统筹协调和综合配套。省级医

疗保障部门负责省药械采购平台建设、使用和维护，统筹推进我省药械集中采购制度改革；及时会同有关部门研究解决

改革中跨部门、跨区域、跨行业的重大问题。 

   （二十）做好宣传引导。各地各部门（单位）要加强政策解读和舆论引导，充分调动各方支持和配合改革的积极性

主动性，凝聚社会共识。要充分宣传药械集中采购工作的意义、措施和成效，积极回应社会关切，营造良好社会氛围。

遇到重大情况，及时向省政府请示报告。 

   本文件 2020 年 9 月 28 日起施行，有效期 5 年。 

   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2020 年 9 月 25 日 

第二批抗癌药品和罕见病药品降税清单 

         9 月 30 日，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药监局联合发布《关于发布第二批适用增值税政策的抗癌药品和

罕见病药品清单的公告》，39个抗癌药制剂、6 个抗癌药原料药以及 14 个罕见病药品制剂被纳入。同时明确，自 2020

年 10月 1 日起，按照规定执行相关增值税政策。 

         此次纳入的 14 个罕见病药品制剂中，包括重组人干扰素β-1b、特立氟胺、芬戈莫德、西尼莫德四种多发性硬

化用药，加上第一批纳入的重组人干扰素β1a 注射液，至此，国内已获批的五种多发性硬化用药已全部纳入罕见病药品

增值税政策。 

         2019 年 2 月 22 日，首批 21 个罕见病药品和 4 个原料药正式公布。同时明确相关罕见病药品增值税政策。 

         自 2019 年 3 月 1 日起，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生产销售和批发、零售罕见病药品，可选择按照简易办法依照 3%征

收率计算缴纳增值税。上述纳税人选择简易办法计算缴纳增值税后，36 个月内不得变更。  

         自 2019 年 3 月 1 日起，对进口罕见病药品，减按 3%征收进口环节增值税。 

一、抗癌药 

1、制剂 

一、抗癌药 

1、制剂 

序号 活性成分通用名称 已获准上市的剂型 

1 达可替尼 片剂 

2 哌柏西利 胶囊剂 

3 奥拉帕利 片剂 

4 呋喹替尼 胶囊剂 

5 甲磺酸艾立布林 注射剂 

6 甲磺酸仑伐替尼 胶囊剂 

7 马来酸吡咯替尼 片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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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塞瑞替尼 胶囊剂 

9 阿来替尼 胶囊剂 

10 安罗替尼 胶囊剂 

11 地加瑞克 注射剂 

12 苯达莫司汀 注射剂 

13 伊沙佐米 胶囊剂 

14 兰瑞肽 注射剂 

15 纳武利尤单抗 注射剂 

16 达雷妥优单抗 注射剂 

17 地舒单抗 注射剂 

18 帕博利珠单抗 注射剂 

19 帕妥珠单抗 注射剂 

20 特瑞普利单抗 注射剂 

21 信迪利单抗 注射剂 

22 卡瑞利珠单抗 注射剂 

23 美法仑 注射剂 

24 曲美替尼 片剂 

25 马来酸奈拉替尼 片剂 

26 甲磺酸氟马替尼 片剂 

27 甲磺酸阿美替尼 片剂 

28 曲氟尿苷替匹嘧啶 片剂 

29 恩扎卢胺 胶囊剂 

30 甲苯磺酸尼拉帕利 胶囊剂 

31 达拉非尼 胶囊剂 

32 阿帕他胺 片剂 

33 度伐利尤单抗 注射剂 

34 维布妥昔单抗 注射剂 

35 恩美曲妥珠单抗 注射剂 

36 替雷利珠单抗 注射剂 

37 阿替利珠单抗 注射剂 

38 泽布替尼 胶囊剂 

39 伊尼妥单抗 注射剂 

2、原料药 

序号 活性成分通用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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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呋喹替尼 

2 马来酸吡咯替尼 

3 甲磺酸氟马替尼 

4 甲磺酸阿美替尼 

5 甲苯磺酸尼拉帕利 

6 泽布替尼 

二、罕见病药品制剂 

序号 活性成分通用名称 药品名称 已获准上市的剂型 

1 重组人干扰素β-1b 注射用重组人干扰素β-1b 注射剂 

2 特立氟胺 特立氟胺片 片剂 

3 诺西那生钠 诺西那生钠注射液 注射剂 

4 芬戈莫德 盐酸芬戈莫德胶囊 胶囊剂 

5 司来帕格 司来帕格片 片剂 

6 依库珠单抗 依库珠单抗注射液 注射剂 

7 艾美赛珠单抗 艾美赛珠单抗注射液 注射剂 

8 波生坦 波生坦分散片 片剂 

9 氘丁苯那嗪 氘丁苯那嗪片 片剂 

10 西尼莫德 西尼莫德片 片剂 

11 阿加糖酶β 注射用阿加糖酶β 注射剂 

12 依洛硫酸酯酶α 依洛硫酸酯酶α注射液 注射剂 

13 拉罗尼酶 注射用拉罗尼酶浓溶液 注射剂 

14 人凝血因子Ⅸ 人凝血因子Ⅸ 注射剂 

安徽省常用药品集中带量采购谈判议价征求意见 

       10 月 9 日，安徽省医药集中采购平台发布《关于征求<2020 年安徽省公立医疗机构临床常用药品集中带量采购谈

判议价工作公告>意见的通知》（以下简称“征求意见稿”），将对临床常用呼吸系统用药、抑酸药、肝胆疾病用药及医

学影像对比剂四类药品进行集中带量采购谈判议价，拟谈判药品总数多达 231 个。这些药品将分别选取占 2019 年度该省

公立医疗机构四类采购额前 90%的产品，并结合临床实际组织专家遴选确定。 

       多轮谈判形成带量采购最终价格 

       对于企业较为关注的入围细则，安徽在征求意见稿中作出详细说明。根据谈判流程，安徽首先会让企业确认由专

家议定的产品入围价，企业若不接受此价格，将不接受该产品谈判。不过，征求意见稿并未对产品入围价的形成机制加

以解释，在业界看来，此价格或将是对应产品有一定成交量的历史较低实际交易价格，这第一道门槛或将直接导致部分

企业率先出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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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受谈判的产品将依据专家论证列入相应产品竞争组，从分组情况可以看到，呼吸系统用药无疑将会是竞争最为

白热化的小组，其四个竞争组合计的拟谈判药品数将多达 88个。分组完成后的企业将按产品申报降幅，并填报《谈判自

愿降价承诺函》，以确定谈判基准价[产品谈判基准价=该产品谈判入围价×（1-申报降幅）]。 

       具体分组及药品总数 

 

       紧接着，安徽将根据竞争组内有效申报降幅产品数，结合产品申报降幅从大到小排序进行淘汰、确定谈判药品及

企业。当出现申报最小降幅相同的情况时，在 2019 年度全省网上采购额最小的产品将被淘汰。或是出于临床客观存在的

患者需求考量，安徽淘汰机制并不激进，给予了药企一定的降价空间。 

 

  最后，在谈判基准价的基础上，入围谈判产品还将继续与专家组经过两轮的谈判议价，谈判成功后才得以形成带量

采购谈判价。征求意见稿提出，带量采购谈判价即为企业的实际供货价，应包括税费、配送费等在内的所有费用。 

（具体见：http://www.ahyycg.cn/homepage/showdetailnew.aspx?infoid=1936） 

       地方带量采购加速探索 

       在第三批国家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即将落地的背景下，省级和地方的药品带量采购亦在加速探索中。 

       除安徽以外，广西于近日正式发布该省药品集团采购（第二批）采购产品清单，涵盖头孢哌酮钠舒巴坦钠、哌拉

西林钠舒巴坦钠、奥拉西坦等 100 个品种。值得注意的是，名单中的主力军仍是目前过评数量不多的注射剂，品种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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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达 84 个。而采购主体除了已加入该药品采购集团的所有公立医疗卫生机构外，广西也鼓励医保定点社会办医疗机构、

零售药店加入参与。 

       由四川、山西、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海南、西藏等六省二区组成的省际采购联盟也发文，决定开展

2020 年省级联盟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工作，涉及曲克芦丁注射剂、七叶皂苷注射液、烟酸注射剂、硫辛酸注射剂、雷尼替

丁注射剂、咪达唑仓注射剂、环磷腺苷葡胺注射剂等 17 个药品，而具体的约定采购量、采购方式以及采购要求还有待进

一步确认。 

       而山东省内的临沂、枣庄、济宁、菏泽四个城市则组成鲁南经济圈采购联盟，从 10月 1 日起推行省内集中采购

结果的价格联动。根据四市医保局联合发布的《鲁南经济圈公立医疗机构药品（耗材）采购联盟关于推动市域药品（耗

材）集中采购价格政策联动的通知》，对山东省内其他地市级联盟开展的药品（耗材）集采结果，经鲁南经济圈联盟市

采购联合体共同研究认定联动产品后，以联盟市公立医疗机构同产品不低于年度使用量的 50%进行跟标。 

       值得注意的是，鲁南经济圈采购联盟也将推动相关产品降价。按照四市要求，对此前山东省内各市级带量采购过

的品种，当出现院内有在用其他未中选厂家产品的情况时，应根据该省内地市级集采中选产品价格和支付标准，与厂家

议价谈判，确保保留使用的产品在合理价格水平。当院内在用品种厂家不同意降价的，采购联合体成员单位将根据中选

产品规格、质量、型号、行业集中度、临床使用要求等因素，替换选取 1-2 种联动产品。而医疗机构配备同类产品达到

2 家或以上的，价格最低的产品年度用量份额不低于 40%。 

       药品带量采购已逐渐成为医药产业的新常态，对参与药企而言，尽快熟络各地招采细则和入围条件，方能从容应

对，实现效益最大化。 

山东 40 个药品带量采购量发布 

      10 月 10 日，山东正式发布对于 40 个药品的带量采购文件。公布了采购流程、采购品种及约定采购数量基数。相

关企业进行申报时间: 2020 年 10 月 12 日 8:30 至 10 月 19 日 17:00。 

表 1：40 个带量采购品种及约定采购数量基数（单位：片/粒/支） 

序号 品种名称 规格 全省 

1 阿司匹林口服常释剂型 

25mg 65419877 

50mg 10267423 

0.1g 339424903 

2 

硝苯地平缓释控释剂型（缓释） 
20mg 166458676 

30mg 358677 

硝苯地平缓释控释剂型（控释） 
30mg 58698115 

60mg 282774 

3 美托洛尔口服常释剂型 
25mg 104630061 

50mg 25896288 

4 碘克沙醇注射剂 
50ml:16g(I) 61798 

100ml:32g(I) 255547 

5 氟桂利嗪口服常释剂型 
5mg 59249162 

10mg 1249620 

6 奥美拉唑注射剂 20mg 37445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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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mg 8194546 

60mg 676141 

7 格列吡嗪口服常释剂型 
2.5mg 13821204 

5mg 53306858 

8 胞磷胆碱口服常释剂型 
0.1g 47403364 

0.2g 1723924 

9 维生素 C 注射剂 
0.5g 43804391 

1g 31693248 

10 泮托拉唑注射剂 

40mg（以泮托拉唑计） 5567758 

60mg（以泮托拉唑计） 890137 

80mg（以泮托拉唑计） 581511 

11 雷贝拉唑口服常释剂型 
10mg 12849737 

20mg 12817792 

12 他克莫司口服常释剂型 
0.5mg 4606707 

1mg 4697519 

13 复方甘草酸苷口服常释剂型 25mg 39399602 

14 兰索拉唑注射剂 30mg 1253936 

15 维生素 B6 注射剂 0.1g 40903977 

16 罂粟碱注射剂 30mg 1444261 

17 艾司奥美拉唑注射剂 
20mg 1368378 

40mg 641341 

18 莫沙必利口服常释剂型 5mg 41084621 

19 碘海醇注射剂 

50ml:15g(I) 27732 

50ml:17.5g(I) 47924 

100ml:30g(I) 130519 

100ml:35g(I) 327388 

20 依诺肝素钠注射剂 
4000AxaIU（40mg） 1945561 

6000AxaIU（60mg） 825504 

21 甲泼尼龙注射剂 
20mg 152574 

40mg 4586643 

22 
还原型谷胱甘肽（谷胱甘肽）注

射剂 

0.3g 693052 

0.6g 3118343 

0.9g 1434337 

1.0g 90682 

1.2g 375728 

1.5g 185610 

1.8g 10285 

23 苯磺顺阿曲库铵注射剂 

5mg 290826 

10mg 1055674 

20mg 40970 

24 多索茶碱注射剂 

0.1g 3066136 

0.2g 1876379 

0.3g 1049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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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那曲肝素钙（那屈肝素钙）注射

剂 

3075AxaIU 364364 

4100AxaIU 953727 

6150AxaIU 237023 

26 

重组人促红素（CHO 细胞）注射

剂 

3000IU 983467 

4000IU 630323 

重组人促红素（CHO 细胞）注射

剂 
10000IU 518524 

27 盐酸托烷司琼注射剂 
2mg 631535 

5mg 1073333 

28 丙泊酚中/长链脂肪乳注射剂 

0.1g 81928 

0.2g 1002286 

0.5g 139907 

29 胞磷胆碱（胞二磷胆碱）注射剂 

0.1g 900200 

0.25g 11756178 

0.5g 681809 

30 奥曲肽注射剂 

0.1mg 844745 

0.15mg 77418 

0.2mg 312777 

0.3mg 23218 

31 丙泊酚注射剂 

0.1g 52917 

0.2g 1196491 

0.5g 536514 

1.0g 12857 

32 泮托拉唑口服常释剂型 
20mg（以泮托拉唑计） 2622114 

40mg（以泮托拉唑计） 10203718 

33 吉西他滨注射剂 
0.2g 405657 

1.0g 45720 

34 帕洛诺司琼注射剂 0.25mg 706845 

35 左卡尼汀注射剂 

0.5g 453527 

1.0g 2319638 

2.0g 28671 

36 生长抑素注射剂 
0.75mg 302304 

3mg 523724 

37 左氨氯地平口服常释剂型 
2.5mg 16464252 

5mg 1153913 

38 奥沙利铂注射剂 
50mg 299124 

0.1g 34228 

39 
羟乙基淀粉 130/0.4 氯化钠注射

剂 

250ml：15g 羟乙基淀粉

130/0.4 与 2.25g 氯化钠 
220537 

500ml：30g 羟乙基淀粉

130/0.4 与 4.5g 氯化钠 
758112 

40 帕瑞昔布注射剂 
20mg 345464 

40mg 681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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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一、品种名称的表述参见医保目录，其中剂型凡例解释包括：1.口服常释剂型:普通片剂（片剂、肠溶片、包衣片、薄膜

衣片、糖衣片、浸膏片、分散片、划痕片）、硬胶囊、软胶囊（胶丸）、肠溶胶囊；不包括口腔崩解片（口崩片）；2.

注射剂：注射剂、注射液、注射用溶液剂、静脉滴注用注射液、注射用混悬液、注射液无菌粉末、静脉注射针剂、水针、

注射用乳剂、粉针剂、针剂、无菌粉针、冻干粉针；3.缓释控释剂型：缓释片、缓释包衣片、控释片；缓释胶囊、控释

胶囊。二、兰索拉唑注射剂约定采购量计算基数限于适应症为“口服疗法不适用的伴有出血的十二指肠溃疡”的药品。 

原文见：

http://ggzyjyzx.shandong.gov.cn/003/003002/003002001/20201010/a524a86b-0687-4aa2-86fc-19a76da69ba6.html 

内蒙古 24 家药企 52 个药全国停供 

      10 月 16 日，内蒙古药采中心发布《关于取消黑龙江省济仁药业有限公司等企业生产的部分药品挂网资格的通知》。 

      通知显示，有 24 家药企申请取消药品挂网资格，并递交全国统一不供货承诺函，共涉及 52 个药品。其中有 25

个是中成药，27 个是化学药，大多数都是低价药、廉价药。从通知内容看，这 52 个药申请全国停供，原因包括生产线

整改升级、停产等。 

http://ggzyjyzx.shandong.gov.cn/003/003002/003002001/20201010/a524a86b-0687-4aa2-86fc-19a76da69ba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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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内蒙古取消挂网品种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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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省 11 月起执行第三批国家带量采购 

       从江苏省医保局获悉，11 月 1 日起，我省执行第三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结果。 

        日前，省医保局下发了《关于做好第三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结果执行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

《通知》指出，省药品（医用耗材）阳光采购平台会按规定将经中选企业确认的中选药品按相应中选价格挂网，自 2020

年 11月 1 日起，我省执行第三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结果。据悉，第三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共有 50 多个品种，

拟中选产品平均降价约 53%，药品品种数量接近前两批之和。这次有白血病药品、抗肿瘤药品、精神类药品等，都是患

者普遍使用的一些药物。医疗机构可否采购未中选药品？对此，《通知》明确，医疗机构在确保可以完成中选药品约定

采购量的前提下，可根据临床实际需求和使用习惯，适量采购使用省平台挂网的价格适宜的未中选药品，避免出现非理

性“一刀切”停用未中选药品现象。 

重庆贵州等 5 省市联合带量采购 18 品种公布 

       10 月 14 日，重庆、贵州、云南、湖南、广西等 5 省医保局发布第一批常用药联合带量采购文件的征求意见稿， 

18 个“临床用量大、采购金额高且竞争较为充分”药品被列为第一批带量采购目录，10 月 16 日为征求意见稿最终截止

日期。 



北京东方比特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医药市场动态月刊 

联系方式：北京西城区阜外大街 2 号万通新世界广场 A 座 20 层 2001 室 北京东方比特科技有限公司 

电话：010-68012929 转 2118    传真：010－68052505    邮编：100037 

29 

 

      约定采购量计算基数，以 2019 年 1 月 1 日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重庆市、贵州省、云南省、湖南省、广西

壮族自治区医疗机构上报采购需求量的 70%累加确定。 

         其中，哌拉西林钠他唑巴坦（8:1）、哌拉西林钠他唑巴坦（4:1）、头孢他啶、盐酸川芎嗪、奥硝唑氯化钠、

美洛西林、头孢噻肟、丙戊酸钠、替加环素约定采购量计算基数，以 2019 年 1 月 1 日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医疗

机构上报采购需求量的 60%累加确定。 

         联合采购地区各品种采购量按照以下原则进行分配：实际中选企业为 1 家的，产品采购量不少于该质量层次

约定采购量计算基数的 100%；同质量层次实际中选企业为 2 家的，从第一顺位企业交替选择，每个拟中选企业每次选择

1 个地区（市、州、盟），重复上述过程，直至所有地区（市、州、盟）选择确认完毕。如同通用名药品其中一个质量

层次无中选药品，该质量层次约定采购量的 50%划分到另一质量层次。 

         医疗机构 2019 年采购使用的药品相关企业未参与本次集中带量采购，或无法对应第一质量层次评审组申报企

业的，按第二质量层次评审组测算该医疗机构约定采购量。中选结果产生后，根据医疗机构 2019 年实际用药的企业情

况和用量情况，由联合采购地区自行测算并分解各地区医疗机构约定采购量。 

         本次集中带量采购药品品种分为第一质量层次和第二质量层次。 

         第一质量层次：专利药、原研药品、参比制剂、化学药品新注册分类批准药品和纳入《中国上市药品目录集》

的药品、获得欧盟 CGMP、英国 MHRA、美国 FDA、日本 JGMP 认证证书并出口欧、英、美、日主流市场的国产药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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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质量层次：除第一质量层次外的其他进口药品和国产仿制药。 

46 家中国药企进入 Torreya 全球药企排名 200 强 

       过去 8 年来，全球投行 Torreya 通过对全球 30000 家制药企业进行追踪研究，于近期发布了《全球千强药企报告》。

榜单中，中国药企占了 208 家，并且有 21 家中国药企跻身百强。 

      报告按估值对全球前 1000 家药企进行了排名。其中就国内药企来看，恒瑞医药以估值 690 亿美元从上年的 30 名

提升至 21 名，不仅是上榜中国药企的头位，也是此次成功闯入前 25 名的中国药企。而且在肿瘤领域，恒瑞医药排名第

8 位。 

       在肿瘤领域，豪森制药排名第 12 位，仅次于恒瑞，并以 260 亿美元的市值和 11 亿美元的营收总体排名第 37 位。

今年 3 月，豪森制药上市了头个国产第三代自主研发的 EGFR-TKI 抑制剂阿美替尼。7 月，豪森与 EQRx 达成战略合作并

订立许可协议，将阿美替尼的海外研究、开发、生产和商业化权利许可给 EQRx。 

   今年上半年，豪森制药新申报及获得临床批件 10 件，申请上市 10 件，获批 6 个新药，所有仿制药均过评。目前在

研项目百余个，其中进入临床 II 期及之后阶段的创新药 5 项，开展人体生物等效性试验(BE)(含申报生产)22 项。 

       以下为健康网整理的进入前 200 名的中国制药企业。 

排名 企业 
估值（10

亿美元） 

收入（10 亿

美元） 

21 恒瑞医药 69 3.4 

27 扬子江药业 44 12 

31 石药 33 5 

32 智飞生物 31 1.7 

37 豪森药业 26 1.1 

43 齐鲁药业 24 3.6 

46 长春高新 23 1.1 

49 片仔癀药业 22 859mn 

50 科伦药业 22 6 

52 百济神州 20 224mn 

54 济民可信 19.3 5.3 

59 云南白药 17.6 4.4 

60 康泰生物 17.3 283mn 

62 复兴医药 16.7 42 

74 华兰生物 13.1 521mn 

77 沃森生物 12.5 169mn 

81 上海医药 12.1 3.3 

82 天津医药集团 12 3.3 

90 信达生物制药 10.5 238mn 

94 君实生物 10 147mn 

98 哈药 9.7 2.7 

102 甘李药业 9.3 445mn 

104 人福医药集团 8.8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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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康美药业 8.4 825mn 

112 华海药业 8.4 855mn 

116 上海莱士 8.2 367mn 

117 康希诺生物 8.2 2.2mn 

121 天坛生物 7.5 463mn 

140 华东医药 6.4 4.7 

144 南京健友生化 6.2 380mn 

148 上海绿谷制药 5.9 8.7 

149 广药集团 5.9 900mn 

152 康弘药业 5.8 443mn 

160 再鼎医药 5.5 28mn 

161 悦康药业 5.4 1.5 

165 亿帆医药 5.1 775mn 

168 丽珠制药 5 1.3 

170 天士力药业 5 2.5 

179 我武生物 4.4 88mn 

180 东宝生物 4.4 398mn 

181 步长制药 4.4 2.1 

183 康华生物 4.3 104mn 

184 以岭药业 4.3 1 

185 华药 4.3 1.5 

195 普洛药业 4 1 

199 海正药业 3.8 1.5 

(mn: 百万美元) 

全国药品共享价格数据表正在制定中 

       10 月 15 日，国家医保局官网发布《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第 4696 号建议的答复》，对“完善医保跨省异

地就医即时结算工作的建议”予以答复。 

       其中，披露了备受关注的国家医疗保障信息平台的进展：目前通过医疗保障信息平台的药品和医用耗材快速集采

功能模块系统建成全国统一的药品集中采购信息库，已收集 2019 年全国各省、各医院药品交易价格和交易量，现正制定

全国共享价格数据表，拟尽快完成后发各省，为开展价格联动工作提供数据。 

       信息化一盘棋布局成形 

       “全国医保信息化一盘棋”，可以说是自 2018 年国家医保局挂牌就已定下的方向。早些时候医保局在对另一则

提案答复中，也对代表们反映的各省招标采购平台建设不统一，包括平台信息不共享、平台归属不统一、平台多而散等

问题，答复重申，要建立全国统一、覆盖到省的医药招标采购平台。 

       据了解，今年 9 月份国家医疗保障信息平台的 14 个业务子系统已完成初验进入试运行阶段。其中，药品、医用

耗材招标采购作为医疗保障的主要职能，将依托该平台实现挂网、招标、采购、交易、结算、支付、评价等全过程服务

管理功能。同时，还将发挥科学管理、数据监测、信息联通、政务服务、统计分析及决策支持等功能。目前各省药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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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用耗材的挂网、招标、采购、交易、结算、监督管理等基础功能均已在省级平台得以实现，且省内数据标准也已基本

统一。 

       而针对备受业内外关注的价格数据共享问题，医保部门采用通过国家平台实现信息的传递。国家医保局在此次答

复中披露，目前依托医疗保障信息平台建设了药品和医用耗材快速集采功能模块系统（简称快采系统），印发《关于开

展全国药品和医用耗材集中采购数据快速采集的通知》（医保办发〔2019〕49 号）开展数据快速集采工作。 

       药品方面，目前通过快采系统建成全国统一的药品集中采购信息库，已收集 2019 年全国各省、各医院药品交易

价格和交易量，现正制定全国共享价格数据表，拟尽快完成后发各省，为开展价格联动工作提供数据；在医用耗材方面，

国家医保局也印发了《关于开展高值医用耗材集中采购数据快速采集与价格监测的通知》（医保价采函〔2020〕30 号），

充分利用医用耗材医疗保障分类编码，收集全国高值医用耗材的交易数据，建立医用耗材明细交易信息库，目前正对各

省第 1 批医用耗材编码比对并整理数据，完成采集数据收集和数据库建设后，拟尽快开展全国价格联动等工作。 

       对此，有行业人士提醒，在医保控费的背景下，全国共享价格数据表的制定，将加剧医院终端市场变化。 

       标准化加速联动落地 

       “全国医保信息化一盘棋”远不只共享价格数据表那么简单。按照国家医保局的规划，到 2021 年底，按照标准

全国统一、数据省级集中、平台分级部署、网络全面覆盖的医疗保障信息化建设要求，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将初步

建成，信息实现互联互通，全国医疗保障业务经办系统一体化应用格局基本形成，公共服务会更加便捷，医疗保障治理

能力现代化水平进一步提高，将从根本上解决系统分散、标准不统一、信息孤岛等问题。 

       分析人士指出，全国平台的建成将为后续进行更大范围、更多品种的药品集采打下基础，随之而来的是区域性、

全国性联盟集采常态化，药品价格下降在所难免。 

       此外，国家医保局推动的全国医保用药支付范围统一进展也符合预期。按照国家医保局去年印发的通知要求，各

地须严格执行医保目录，不得自行制定目录或用变通的方法增加目录内药品，也不得自行调整目录内药品的限定支付范

围。对于原省级药品目录内按规定调增的乙类药品，应在 3年内逐步消化。目前，大部分省份第一批 40%品种已经消化

完成。 

       据悉，下一步国家医保局将印发《基本医疗保险用药管理暂行办法》，指导各省做好增补品种消化工作，逐步统

一全国医保用药支付范围；以《医疗保障医用耗材分类与编码》为基础，逐步统一全国医用耗材的支付范围；此外，将

根据中央统一部署，完善医疗服务项目医保管理。 

安徽省药品集中带量采购谈判议价实施方案发布 

       安徽省医疗保障局安徽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安徽省财政厅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印发安徽省公立医疗机构临

床常用药品集中带量采购谈判议价实施方案的通知。 

安徽省公立医疗机构临床常用药品集中带量采购谈判议价实施方案 

       为进一步完善药品集中带量采购谈判议价机制，推动带量采购常态化，根据《关于以药品集中采购和使用为突破

口 进一步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若干政策措施》（国医改发〔2019〕3 号）、《国家医保局 财政部关于国家组织药

品集中采购工作中医保资金结余留用的指导意见》（医保发〔2020〕26 号）精神，现就开展全省公立医疗机构临床常用

药品集中带量采购谈判议价工作，制定本实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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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总体要求 

       （一）目标任务。实施临床常用药品的集中带量采购谈判议价，降低药品采购价格及企业交易成本，净化流通环

境，促进临床规范使用，减少医保基金支出，减轻患者费用负担，增强群众就医获得感。  

       （二）基本原则。一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原则。保障临床使用需求，切实减轻患者负担，确保药品质量及供应。

二是坚持依法公开公平公正原则。严格执行相关政策规定，确保集中带量采购工作程序规范、公开透明，全程接受各方

监督。三是坚持带量采购、招采合一原则。实行谈判议价，量价挂钩、以量换价。四是坚持市场机制和政府作用相结合

原则。既尊重以市场为主导的药品价格形成机制，又更好发挥政府搭平台、促对接、保供应、强监管作用。  

       （三）实施范围。全省县级及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国有企业（含国有控股企业）等举办的非营利性医疗机构。紧

密型医共体内医疗机构可由牵头单位统一参加。原则上采购周期不少于二年。采购周期内如遇国家组织药品谈判、集中

采购等有关政策调整，将按照最新政策有关规定执行。 

       二、采购范围 

       （一）参加带量采购的药品。选择临床使用量大、采购金额较高、符合临床诊疗规范、竞争较为充分的临床常用

未过评药品及通过一致性评价小于 3 家的药品，分类分批开展集中带量采购。具体遴选类别另行公告。  

       （二）参加带量采购的企业。经国家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批准、在中国大陆地区销售的、省药采平台集中采购目录

内药品生产企业（进口药品全国总代理视为生产企业）。 

       三、公告方式 

       省级带量采购谈判议价所有公告、信息通过省药采平台（http://www.ahyycg.cn/）发布。 

       四、采购方式 

       （一）设定谈判入围价。参考全国省级中标价、挂网限价、带量采购价的最低价，全省公立医疗机构实际采购价

的中位数价、平均价、最低价及“两票制”的第一票价格，由专家论证议定带量采购谈判议价药品的入围价。  

       （二）企业申报降幅，确定谈判基准价。按照成分、剂型与药理功效等，由专家对带量采购药品进行归类分组。

接受入围价的药品列入相应药品竞争组。企业按药品申报降幅（以百分比计算，保留小数点后两位），根据竞争组内有

效申报降幅从大到小排序进行淘汰，同时确定谈判基准价。  

       （三）带量采购谈判议价。省医疗保障局在省公共资源交易专家库中抽取专家，由安徽省医药集中采购服务中心

（以下简称“省药采中心”）组织集中带量采购谈判议价具体工作，经专家组在谈判基准价基础上进行两轮谈判议价，

对谈判议价成功药品（以下称为“谈判成功药品”），形成带量采购谈判价。 

       五、采购配送使用 

       （一）落实采购数量。参考谈判成功药品的上年度同期采购量（以下简称“参考期”），公立医疗机构与谈判成

功药品生产企业或进口药品全国总代理商签订带量购销合同，年采购量不低于参考期该药品采购量的 70%，并确保一年

内完成年采购任务量。剩余用量，公立医疗机构仍可在省药采平台采购其他价格适宜的挂网药品。  

       （二）保障药品供应。坚持“两票制”，鼓励“一票制”。药品生产企业作为保障药品质量和供应的第一责任人，

可直接配送，也可委托有配送能力、信誉度好的的经营企业配送。除不可抗力外，如出现企业不按合同供货、不能保证

质量和供应等情况，将纳入省、市级医药集中采购不良记录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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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临床优先使用。省药采平台将谈判成功药品直接纳入“谈判药品”集中交易目录。公立医疗机构应根据临

床需求，简化采购程序，优先采购使用谈判成功药品，确保完成合同用量。对执行合同不力的公立医疗机构，医疗保障

部门将对其主要负责人进行约谈。 

       六、保证按时回款 

       公立医疗机构作为药款结算第一责任人，应按合同约定与企业及时结算，降低企业交易成本。公立医疗机构自药

品交货验收入库并取得发票之日起，应在 90 天内支付药款。 

       七、政策配套保障 

       （一）重点监控预警。对于已列入谈判议价范围的药品，如企业不参加谈判或谈判不成功，该药品所属生产企业

同通用名、同剂型的所有规格及包装药品均列入监测预警目录，对药品采购及使用情况进行重点监控。  

       （二）严禁二次议价。省药采平台将对谈判成功药品设立单独采购交易模块，并进行标注标识，公立医疗机构对

谈判成功药品必须网上采购，按照带量采购谈判价实行“零差率”销售，不得进行“二次议价”。 

       （三）实行单项预算清算。各统筹地区医保经办机构在年度医保基金清算时，对合规使用谈判成功药品造成定点

医疗机构医疗费用合理超支部分，医保基金可予以适度分担；在制定定点医疗机构年度住院付费总额控制方案时，对上

一年度带量采购使用量，按一定比例增加预算额。  

       （四）医保基金专项预付。各统筹地区医保经办机构在拨付医保基金时，对因采购谈判成功药品增加的医保基金

预算额可一次性预付。  

       （五）单病种付费定额费用不变。原则上对于纳入单病种付费的谈判病种，在合规使用谈判成功药品时，付费定

额不变；并适时优化调整过低的单病种付费定额及医疗服务价格。 

       八、节约资金的使用 

       对纳入省级带量采购的医保目录内药品，带量采购节约资金的 40%用于激励公立医疗机构，由各地医保经办部门

与公立医疗机构进行结算，具体结算办法另行制定。公立医疗机构合理使用谈判成功药品提供医疗服务形成的收支结余，

纳入医疗机构财务统一管理，不得设置“小金库”，并接受相关部门监督检查。可按照“两个允许”（允许医疗卫生机

构突破现行事业单位工资调控水平，允许医疗服务收入扣除成本并按规定提取各项基金后主要用于人员奖励）的要求，

统筹用于人员薪酬支出。 

       九、组织形式 

       （一）成立集中带量采购工作领导小组及办公室。  

       由省医保局、省卫生健康委、省财政厅、省药监局组成临床常用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工作领导小组（以下简称“领

导小组”），领导集中带量采购工作。适时召开医药招采工作联席会议，研究重大事项，部署落实重点任务。领导小组

办公室设在省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处，协调部门之间以及部门与公立医疗机构之间相关工作，做好宣传引导和政

策解读，负责专项采购日常工作全程监管及申诉投诉处理工作。  

       领导小组办公室下设集中采购小组、专家组和监督组。  

       1．集中采购小组。负责集中带量采购具体实施工作，由领导小组办公室对集中采购小组成员进行培训。 

       2．专家组。组织若干领域专家成立专家组，负责具体谈判议价工作，提供临床规范使用等业务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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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监督组。负责对集中带量采购工作进行监督，并与参加谈判议价的专家签订廉洁、保密承诺书和利益回避声

明等，及时受理、处理相关检举和投诉。 

       （二）成立省医药联合采购办公室。  

       各市医疗保障局牵头，成立以市为单位的公立医疗机构医药采购联合体；各省属公立医疗机构组成省属公立医疗

机构医药采购联合体。在带量采购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领导下，成立省医药联合采购办公室。省医药联合采购办公室由

省属、市公立医疗机构医药采购联合体牵头单位组成，负责组织全省医药集中带量采购工作，执行带量采购结果并进行

政策宣传。省医药联合采购办公室委托省药采中心承担医药集中带量采购日常工作并负责具体组织实施。 

国家医保局解释国家集中采购竞价规则 

      9 月 24 日，国家医保局公布了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第 1680 号建议的答复。从答复可以看出，全国人大代

表李杰的建议应该是要合理设置国家集中采购目录中的低价基药限价。 

      在回复中，国家医保局表示，药企主动选择降价三个方面的原因，并不是国家医保局刻意压缩企业的合理利润。  

      同时，在回复中，国家医保局对 1.8 倍以及降价 50%的中标规则进行详解，分析了出台这些竞价规则出台的原因。 

      药企今后报价时，熟悉一下这个规则，或许不会再报这么低了。 

以下是原文： 

      李杰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合理设置国家集中采购目录中的低价基药限价的建议收悉，经认真研究，现答复如下： 

      一、关于完善药品集中采购规则，确保合理利润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和使用改革。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

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试点方案》，指出试点目的是探索完善药品集中采购机制和以市场为主

导的药价形成机制，降低群众药费负担，规范药品流通秩序，提高群众用药安全。国家医保局成立以来，会同卫生健康

委、药监局等有关部门，按照“国家组织、联盟采购、平台操作”的思路和“量价挂钩、招采合一”的原则，选择通过

一致性评价的品种，集中公立医疗机构药品用量，在确保质量和供应的前提下，先后成功开展了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

和使用试点、试点扩大区域范围采购、第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和第三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显著降低了药品

虚高价格，净化了市场流通环境，促进“三医联动”改革。党中央、国务院、人民群众高度肯定改革成果。 

      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并未刻意压缩企业的合理利润，降价空间主要来自以下三方面。一是通过带量采购“确保

使用”，企业已经获得了采购量承诺，不必再为药品进医院而公关，营销费用大幅度节约。二是“确保回款”极大缩短

了医疗机构结算药品货款的周期，减轻了企业资金成本。三是中选产品的市场销量迅速扩张，生产成本得到分摊，平均

成本更低。总的来说，是通过改革释放了制度性成本，打开了降价空间。 

      开展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完善以市场为主导的药品价格形成机制，因此始终坚持符合条件的

企业“自愿参与、自主报价、公平竞争”，政府不干预企业参加集采以及具体报价，充分尊重企业意愿，尊重市场规则。

政府的作用在于通过制定规则和组织集中采购，提高市场竞争效率，更迅速、更准确地发现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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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研究和制定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规则过程中，高度重视并充分听取了企业和专家意见，也在历次集采中不断

优化完善采购规则。您提到的合理设置低价药品限价方面，我们也在不断完善规则，一方面，最高有效报价是有一定成

交量的历史实际交易价格，而非政府制定， 

      另一方面，在第二、三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时，为均衡区域间价格水平，避免中选价格差距过大，在中选价

格中明确了中选品种价差不超过 1.8 倍。为了防止非理性竞争行为，联采办专门明确当企业报价降幅大于等于 50%（以

《采购品种目录》对应规格最高有效申报价为基数进行计算）时，即使价差超过 1.8 倍仍可中选，这实际上是为了让更

多企业中选，促进理性报价的保护性措施，如果没有这一条款，中选价格将会更低，会有更多企业落选。在实践操作中，

参与企业都较好地理解并支持引入这一条款。   

      下一步，我们将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推进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常态化制度化，不断完善采购规则，加

快推动集中带量采购成为药品和高值医用耗材采购的主导模式，扩大改革效应。 

      二、关于短缺药品保供稳价工作 

      2017 年 6 月，原卫生计生委等 9 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改革完善短缺药品供应保障机制的实施意见》，采取国家和

省两级建立 9 部门会商联动工作机制、国家和省两级建立短缺药品清单管理制度、建设全国短缺药品多源信息采集和供

应业务协同应用平台、实施定点生产、协调应急生产和进口、加强供需对接和协商调剂、完善短缺药品储备、打击违法

违规行为、健全罕见病用药政策等精准措施，一揽子有效保障短缺药品供应。政策出台以后，我国短缺药品供应保障取

得积极成效，但仍面临药品供应和价格监测不够及时灵敏，药品采购、使用、储备以及价格监管等政策有待完善，违法

操纵市场抬高价格现象在一些地方仍较突出等问题。2019年 9 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短缺药品保供稳

价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19〕47 号），提出将进一步提高监测应对的灵敏度和及时性、加强医疗机构基本药物配备

使用和用药规范管理、完善短缺药品采购工作、加大药品价格监管和执法力度、完善短缺药品多层次供应体系等。 

      国家医保局成立以后，高度重视短缺药采购和价格相关工作，指导各地落实短缺药品直接挂网采购政策，开展短

缺药品价格形势评估分析。下一步，我局将完善短缺药品挂网采购。对于国家和省级短缺药品清单中的品种，允许企业

在省级药品集中采购平台上自主报价、直接挂网，医疗机构自主采购，保障企业合理利润和供应。省级药品集中采购平

台上无企业挂网或没有列入本省份集中采购目录的，允许医疗机构自主备案采购，通过更加灵活自主的价格调节手段，

使短缺药品尽快恢复供应。建立短缺药品价格和采购信息监测预警机制，提高应对的前瞻性和主动性。同时，完善药品

采购和价格机制，促进药品价格回归合理水平。 

      感谢您对医疗保障事业的关心和支持。 

      国家医疗保障局 

      2020 年 9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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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动态 

华北制药狂犬病毒单抗注射液“迅可”品牌发布 

       9 月 16 日，全国药品交易会前夕，由中国疫苗行业协会狂犬病防控分会、中国动物致伤联盟主办，华北制药股

份公司协办的狂犬单抗学术研讨暨华北制药“迅可”品牌发布会在广州举行。 

       狂犬病是目前世界上病死率最高的传染病，一旦出现临床症状，病死率几乎是 100%，因此狂犬病预防一直是全

球疾病预防领域关注的焦点。 

       2020 年 4 月，历时 16年研发的华北制药重组人源抗狂犬病毒单抗注射液，完成三期临床试验。试验结论为：该

药达到了设定目标，是安全、有效的。8 月被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纳入优先评审名录，预计很快就会获得

批准。该产品商标“迅可”于 2019 年 11 月完成注册。 

       这款重磅产品，将开启狂犬病被动免疫制剂的新时代，也再次引起业界对狂犬单抗产品的热切关注。“狂犬单抗

不仅产品质量更稳定均一，而且能打破血清来源受限造成的市场空缺，挽救更多生命。”中国动物致伤防治联盟主席王

传林激动地说。 

       云南省疾控中心疫苗临床研究中心主任刘晓强亲身经历了华药狂犬单抗产品的临床试验过程，他从专业角度介绍

了产品的优势和特点，并对华北制药致力于“一切为了人类健康”的做法表示了赞赏。 

       华北制药中央研究院院长介绍了华北制药重组人源抗狂犬病毒单抗注射液的研发历程及产品特点。 

石药欧欣妥（盐酸度洛西汀肠溶胶囊）举行上市会 

      据卫生部数据显示，我国各类精神疾病患者人数现已超过 1.8 亿，精神疾病已经成为危害人民健康的常见病。根

据世界卫生组织的预计：到 2030 年，抑郁障碍的疾病负担将超过缺血性心肌病，成为全世界疾病负担排名第一的疾病，

给患者及社会将带来愈加沉重的经济负担。 

9 月 19 日，石药集团欧欣妥（盐酸度洛西汀肠溶胶囊） 全国上市会在中华医学会第十八次全国精神医学大会暨广东省

医学会第十八次精神医学学术会议期间隆重召开！ 

      在会议开始之际，石药集团董事、执行总裁、创新药事业部总裁王振国先生表示，欧欣妥是石药集团在精神疾病

领域推出的首个产品，于 2018 年 10 月取得美国 ANDA 批件，在今年 7 月 21 日，获得了国家药监局的药品注册批件，其

药物质量和生产流程等先后经过中国和美国严格的药品审评，并且是国内第一个也是目前唯一通过中美双报的盐酸度洛

西汀，这意味着与其他国产仿制品相比，我们的产品执行着更为严格的质量标准，具有更好的安全性。 

      石药集团始终坚持“创新引领、仿创结合”的发展战略，每年研发投入约 30 亿元，持续研发临床急需的新药产品。

未来几年，石药集团在精神神经领域，还将陆续上市国家 I类新药--盐酸阿姆西汀肠溶片，和高端仿制药琥珀酸去甲文

拉法辛缓释片、氢溴酸伏硫西汀片、帕利哌酮缓释片、帕罗西汀缓释片（中美双报）等药物，用实际行动践行石药集团

“做好药，为中国，善报天下人”的企业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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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制药的盐酸地尔硫片首家通过一致性评价 

       新华制药 9月 21 日晚间公告，公司全资子公司高密公司于近日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盐酸地尔硫

片（30mg）《药品补充申请批准通知书》，该产品通过仿制药一致性评价。高密公司成为国内盐酸地尔硫片（30mg）首

家通过仿制药一致性评价的企业。 

       盐酸地尔硫?片是国家医保目录乙类药，为处方药品。地尔硫?为苯并噻氮?类钙离子通道阻滞剂，是第三代抗心

绞痛药和第四代抗心律失常药，主要用于冠心病，心绞痛，以及轻、中度高血压，对伴有冠心病，心绞痛的高血压患者

尤为适用。 

       中国境内上市的盐酸地尔硫?片生产厂家 26 家，申请仿制药一致性评价的企业有 2家(另一家为上海信谊万象药

业)，新华制药（高密）有限公司目前已完成审评审批。盐酸地尔硫?片 2018 年、2019 年在国内重要城市医院用药金额

分别为 7,751 万元、7,823 万元；2017 年、2018 年全球销售额分别为 7.39 亿美元、6.60亿美元。 

益普生就是想在零售上做一番事业 

       “我们始终服务中国医疗改革，十分关注中国医疗的发展。随着国家分级诊疗的推进、医联体制度的建设和基层

医疗机构问诊水平的提升，基层存在着大量未被满足的医疗需求，为了进一步推动优质医疗资源进入基层，我们选择与

百洋、上药等国内企业合作，希望双方能够共同探索创新的市场发展模式。” 

       8 月 24 日，益普生中国与百洋医药旗下青岛百洋医药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两家将开展多渠道合作，满足中国在

肠道准备用药领域的医疗需求。 

       实际上，益普生与百洋等的合作或许是跨国药企在国内战略的一个“缩影”。 

       第三批集采后，“跨国药企几乎集体离场”成为业界常谈，与第二次集采以及本土企业拼命厮杀差别显著的是，

本轮集采多家跨国药企报价降幅较小、仅保留少部分原研中标，默沙东原研氯雷他定口服常释剂型以超出限价 1.56 倍出

局、罗氏原研卡培他滨口服常释剂型以超出限价 2.23 倍出局……GSK、礼来、诺华等跨国药企也有产品纷纷出局。 

       01 三个考虑 

       一时间，跨国药企为何陪跑？跨国药企现在如何面对集采？业界讨论声迭起。 

       对于跨国药企在面对集采时的考虑，陈家麟在接受 E药经理人采访时提出了三大原则。“很多跨国药企都已经明

确，在中国院内市场专利过期原研药要拿到‘豪华版’价格是不可能的，需要思考中标后，如何平衡院内外市场价格；

落标后，应该如何调整等。” 

       ?第一是考虑产品在医院的市场份额，市场份额较大的产品代表已经在医院取得很好的成绩，如果这一产品进入

集采，受到的影响就会很大，很多公司会慎重考虑。 

       第二个要考虑当集采已经拉动了增长，还要将这一增长与公司进行学术活动的成本作比较。陈家麟认为若价格无

法支撑高质量的学术活动，企业则会更多的考虑在新产品上发力，“已经把产品价格降到很低的时候，就很难维持为医

生提供有学术价值的活动，企业通常会为其他新的产品提供学术支持，或者在零售端协助药店提供更多有医学价值的活

动”。 

       第三个考虑是新产品的销售是否可以弥补成熟产品在院内市场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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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合这三大原则，陈家麟认为第一种影响相对较大，因为直接影响损益表的表现，这是跨国药企总部非常关注的。 

       从本次第三轮集采前后跨国药企们的动作中可以明显看出基于三大考虑的策略调整已经打响。观察跨国药企们的

动作，“在国内布局创新药，转向院外市场”等这些动作中已初见端倪。 

       02 布局新药研发 

       观察跨国药企在国内布局创新药的体现，一是与本土 Biotech“抱团”，另一则是在国内建立研发中心。 

       此前 E 药经理人曾统计，截至 7 月底，MNC 与本土 Biotech 的交易，仅新药间的授权合作交易就已经接近 40 笔，

上半年的交易数量已经接近 2019 年全年。 

       最具代表性的像艾伯维、礼来、拜耳。月初，艾伯维宣布与天境生物在抗癌药 CD47单克隆抗体 lemzoparlimab

（TJC4）的开发和商业化达成全球战略合作，最高潜在价值可达 30 亿美元；2019 年 3 月，本土 Biotech 企业信达生物

与礼来合作成功将信迪利单抗推向商业化；华领医药与拜耳就新一代糖尿病药物 dorzagliatin 达成最高 44.8 亿元的商

业化合作协议…… 

       本土 Biotech 通过合作交易获取新药，MNC 业绩承压获取新增长点，“新药潮”环境下国内新药竞争或已进入“2.0

时代”。 

       而在华建立或调整研发中心也是跨国药企的策略。据 E 药经理人不完全统计，类似罗氏在张江建立创新中心、拜

耳在江苏建立健康消费品中国研发中心的动作在 2019 年几乎每月一起，而这些动作在 2020年上半年甚至更为频繁。 

       益普生也在进行新产品布局，陈家麟透露，从罕见病到肿瘤，到 OTC 再到保健食品都在益普生的发展范围里。 

       “益普生也很关注并看重罕见病领域”，陈家麟表示国内很需要有一个和罕见病有关的联盟，通过联盟将企业和

患者等多方建立起联系来，这样可以帮助和促进很多公司把罕见病产品更快的带给中国患者。 

       在国家卫健委的支持下成立了中国罕见病联盟推动中国罕见病诊疗和保障。以前罕见病患者孤立无援，很多时候

国内根本没有药。 随着政府对罕见病的关注，越来越多的患者可以有药可用，很多企业开始在中国做临床，审批等各个

流程的速度也加快了很多，接下来大家还在共同努力支付问题，解决用药可及和可负担性。益普生治疗罕见病肢端肥大

症的药物索马杜林（预充式）今年已经在中国上市，深耕患者需求，从用药的耐受性和方便性上提升疾病的解决方案，

提供创新的产品。我们可能已经走了一大步了，我觉得可以慢慢走下去，总有一天会走到一个最好的状态。” 

       除了罕见病，益普生的布局还围绕着其在全球已经拥有 45 年市场经验的“大 IP”思密达，陈家麟透露益普生将

发挥思密达的品牌效应，加快进行布局，不仅仅在处方药和 OTC，还会拓展到保健食品，“我们觉得太多人使用过思密

达，思密达这个品牌对他们已经不单单是一个拉肚子的药，是一个从小开始信任的品牌，这个品牌影响很广，设想我们

的患者有一天看到一盒益生菌或者其他产品，发现是思密达这家公司做的，我们希望思密达给他们的好感和信任能延申

到其他相关产品”。 

       不仅在新产品上，转向集采外的零售、基层以及互联网平台也是益普生甚至诸多跨国药企的选择。 

       03 放眼院外 

       “我们跟上药、百洋合作的原因是希望他们的网络渠道让我们更多的下沉和开拓”。包括在社区、渠道以及电子

平台的开拓和下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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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8月 24 日的签约仪式上，益普生与百洋合作的一个备受关注的点就是益普生将同时布局传统与线上“双渠道”，

陈家麟在会上表示，“面对新型业态的出现，企业希望与医生携手，通过电子平台更好的服务患者，在电子平台让患者

得到更多的服务和益处。” 

       对于益普生在数字化的发展的细节，陈家麟透露，我们十分关注患者可以在线与医生的互动，通过线上平台医生

可以每天跟患者进行进行简单沟通，并给他们针对性的帮助，益普生目前有 5 个项目在中国开展。  

       而在零售方面，陈家麟表示益普生本身就具备零售的“DNA”，他透露，益普生在零售端与医院的比例相对接近，

零售占比 30%~40%，所以益普生很愿意在零售渠道投入，“我们把零售不单单看成为集采后的补充办法，我们根本就是

想在零售上做一番事业”。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为“下沉市场”，益普生还与药师帮有合作和互动。 

       去年 9 月，拜耳与药师帮的合作也证明了药师帮这类平台企业在“下沉市场”上的助力。对于益普生而言，药师

帮的价格不仅对益普生的产品影响不大，甚至有力地帮助益普生监测市场。陈家麟认为价格要寻求全国稳定的可能性已

经不高，因此益普生“只要在核心渠道控制好就可以了。我们的策略就是控制主要渠道，让想开花的百花齐放”。自 3

月份疫情促使医药电商红火，益普生与药师帮的对话就一直在进行，“我们一直有很好的沟通”，陈家麟说。 

       数据也说明了益普生“一番事业”的利好开端。陈家麟透露，益普生在零售增长十分明显，4 年来有 20%的增长，

“我们的产品在全国有不错的表现，假如可以继续往更广阔的益生菌、或更多的保健食品发展，我们希望有一天零售的

渠道可以成倍增长，这个是我们期待的”。 

罕见病药物将加大力度纳入医保 

  自从今年 8 月罕见病药物一针 70 万的事件再次引起社会对罕见病的关注后，国家层面也在全力为罕见病患者纾困。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有代表提出的“关于戈谢病列入罕见病医保目录的建议”“关于建立罕见病医疗保障机制的建议”

也已得到最新回复。 

  9 月 21 日，针对此议案，国家医保局网站公布了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第 1104 号建议以及第 2217 号建议的答

复。据悉，国家医保局将着手研究建立健全罕见病患者用药保障机制，通过多渠道筹措资金，合理减轻患者负担。 

国内已上市罕见病药物近八成纳入医保 

  2018 年 5 月，国家卫健委等 5 部门联合制定了《第一批罕见病目录》，有业内人士将之看作是罕见病药物全面发展

的新起点。 

  国家医保局表示，为做好罕见病患者的医疗保障工作，目前职工医保、城乡居民医保政策范围内住院费用报销比例

分别达到 80%以上和 70%左右，统筹基金最高支付限额分别达到当地职工年平均工资和居民可支配收入的 6 倍左右。此外，

大病保险已覆盖城乡居民医保参保人群，政策范围内支付比例达 50%左右。2019 年大病保险起付线降为上年人均可支配

收入的 50%，政策范围内医疗费用支付比例提高到 60%，并对贫困人口实行倾斜支付政策。 

  引人注意的是，2020 版医保目录调整正在进行中，从已公布的文件来看，罕见病药物也是被重点关注的领域。按照

国家医保局的思路，会逐步将符合条件的罕见病药纳入医保药品目录范围。 

  国家层面先后发布了 5 版医保药品目录，目录内药品数量从 1535 个增加到 2709 个。2019 年国家医保目录调整中重

点考虑罕见病等重大疾病治疗用药，将原发性肉碱缺乏症、青年帕金森等罕见病用药新增纳入目录，并通过准入谈判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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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动脉高压、C 型尼曼匹克病等罕见病用药纳入目录，价格大幅下降。据统计，121 种罕见病治疗药物中，目前已在我国

上市且有适应症的 50 余种药品中，已有 40 余种纳入了国家医保药品目录。 

  不过，目前临床上数千种罕见病，绝大部分仍面临着无药可用的窘境。这也是医保下决心要提高罕见病患者用药保

障的核心动因。 

  罕见病药物集采或扩面？ 

  罕见病药物有特殊性，这也造成要么无药可用，要么有药用不起的尴尬。如戈谢病特效药伊米苷酶，此前有媒体报

道，年治疗费用约为 300 多万元。一旦停药，患者会因骨痛彻夜难眠，严重的会造成终身残疾，甚至死亡。 

  国家医保局表示，一方面要发挥医疗救助兜底功能。通过资助包括罕见病患者在内的困难群众参加基本医疗保险，

并对其参保后个人及家庭难以承担的政策范围内医疗费用给予补助，进一步降低其医疗费用负担。原则上，低保对象、

特困人员、农村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等救助对象年度救助限额内政策范围内住院费用救助比例约 70%。 

  另一方面，开展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有效降低药品价格。目前，包括安立生坦在内的罕见病用药已纳入集采范围，中

选价格从 115.97 元/片下降到 20 元/片。现已实现从试点到全国扩围和常态化运行，逐步将罕见病用药在内的更多品种

纳入集采。同时，积极指导地方针对非过评药品及生物制剂等纳入集采。 

  言外之意，就是即便不纳入集采范畴，罕见病药物也要面临地方集采的考验。也就是说，除国家筹资兜底之外，以

市场换价格将是罕见病药物提高可及性的另一只手。 

  尽管符合条件的罕见病药品已基本被纳入了基本医疗保险支付范围，并为戈谢病等罕见病贫困患者提供了医疗救助

方面的解决渠道，但 2019 年我国城乡居民医保人均筹资仅 800 元左右，而庞贝病、戈谢病、SMA 等罕见病用药费用达到

每人每年数百万，基本医保难以承受。 

  从定价到准入到渠道，国家为罕见病药物开了绿灯，对高价孤儿药只要有竞争，集采也在扩大力度。只不过，大部

分罕见病用药不同其他常规用药领域，即便全国带量，市场空间仍可能狭窄。 

  全球孤儿药市场 2018 年有 1310 亿美元的销售额，国际制药企业在罕见病布局方面逐步形成了优势领域，中国孤儿

药市场也在发生变化，价格将是国内罕见病药物做大市场的核心考量因素。 

科兴控股与阿里健康联手打造“互联网+疫苗”数字化平台 

        9 月 17 日，科兴控股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下称“科兴控股”）与阿里健康科技（中国）有限公司（下称“阿里

健康”）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围绕“互联网+疫苗”数字化平台、疫苗在线预约、疫苗全流程追溯、疫苗接种后健

康状况随访、疫苗科普教育等领域开展合作。 

        根据协议，科兴控股将利用阿里健康的互联网平台，开展数字医疗、大健康产业升级、追溯码、疫苗预约延伸

服务等方面的多项业务；阿里健康将借助科兴控股在疫苗产品及相关资源方面的优势，助力其疫苗业务发展；双方合作

将持续提升疫苗在中国的可及性，加快促进医药产业发展，以更好地服务于社会。 

        据了解，阿里健康在成人疾病预防领域已有多年经验积累。近期，阿里健康陆续在北上广深杭等全国多城开通

带状疱疹疫苗、流感疫苗的线上预约接种服务，受到消费者热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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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此次双方的合作内容还包括新型冠状病毒疫苗（下称“新冠疫苗”）接种平台的搭建。平台包含新冠疫

苗的在线预约、基于阿里健康追溯码的人苗信息匹配、接种后健康状况随访、接种证明出具等几大功能。目前，部分高

风险暴露人群已经能够通过该平台实现新冠疫苗的接种预约及后续服务。 

        我国已于 2020年 6月 24 日批准《新型冠状病毒疫苗紧急使用（试用）方案》，由科兴控股旗下北京科兴中维

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研制的新冠疫苗克尔来福?已在多地用于紧急使用。根据相关法规，紧急使用（试用）限于暴露风险高，

且无法使用现行有效的防护措施实施防护的特定人群。医务人员、防疫人员、边检人员以及保障城市基本运行人员等特

殊人群是紧急接种的对象，以此可建立起免疫屏障，为社会运行提供稳定保障。此外，部分赴海外工作人员以及部分医

务人员、市场工作人员也已紧急接种新冠病毒灭活疫苗。 

        目前，科兴中维研制的新冠疫苗已在国内完成Ⅰ/Ⅱ期临床研究，并正陆续在巴西、印度尼西亚、土耳其等多个

国家稳步推进Ⅲ期临床研究。科兴中维已经完成疫苗产业化建设并已经投产，年设计产能达 3 亿剂以上。 

        在新冠疫苗上市后，阿里健康将与科兴控股继续推进已上市疫苗的在线预约平台建设项目合作，并在健康科普、

疫苗赋码、全程追溯等领域陆续落地相关合作。 

罗氏安维汀（贝伐珠单抗）获批用于胶质母细胞瘤 

       2020 年 9 月 21 日，罗氏宣布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NMPA）批准安维汀（英文商品名：Avastin；通用名：

贝伐珠单抗注射液）用于成人复发性胶质母细胞瘤（GBM）患者的治疗。目前，安维汀已先后在国内获批联合化疗用于转

移性结直肠癌的治疗，以及不可切除的晚期、转移性或复发性非鳞状细胞非小细胞肺癌患者的一线治疗。此次新适应症

获批将为中国胶质母细胞瘤患者带来新的治疗选择。 

       胶质母细胞瘤是成人最常见且恶性程度最高的原发性颅内肿瘤。2017 年中国肿瘤登记年报数据显示，我国脑瘤

的发病率为 7.61/10 万，其中胶质母细胞瘤占恶性脑肿瘤的 46.1%，年发病率约为 2.8/10万，具有发病率高、复发率高、

死亡率高和治愈率低的特点，被认为是神经外科领域治疗难度最高的肿瘤之一。 

       脑胶质瘤治疗过程中常见脑水肿和颅内压增高等症状，常用皮质类固醇激素进行相应对症治疗。但大剂量使用皮

质类固醇激素可能导致高血压、骨质疏松、胃溃疡等副作用，造成患者免疫力进一步下降，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患者的

生存质量。 

       安维汀（贝伐珠单抗注射液）获批用于治疗成人复发性胶质母细胞瘤主要基于一项多中心、开放标签、随机对照

的关键性 III 期临床试验 EORTC 26101。该研究结果证实，与单独化疗相比，基于安维汀?（贝伐珠单抗注射液）的治疗

延长了无疾病进展或死亡的时间（中位 PFS: 4.2 个月 vs. 1.5 个月, HR=0.52, 95%CI: 0.41-0.64），疾病进展风险可

降低 51%。在无进展生存期内，疾病缓解的患者与非缓解者相比，显示出更稳定的全球健康状况评分和认知功能。 

       贝伐珠单抗是继替莫唑胺后胶质母细胞瘤治疗中最重要的治疗药物之一。作为复发性胶质母细胞瘤患者的建议疗

法，目前被列入包括 NCCN、ESMO、国家卫健委《脑胶质瘤诊疗规范》、中国中枢神经系统胶质瘤靶向免疫和电场治疗专

家共识等在内的国内外权威指南及共识，也已在美国、瑞士、日本、韩国等 80 多个国家和地区获批用于胶质母细胞瘤的

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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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谊天平左炔诺孕酮片通过一致性评价 

        近日，上海信谊天平药业的左炔诺孕酮片两个品规通过一致性评价，且为全国首家过评。 

        左炔诺孕酮片，适应症为用于女性紧急避孕，即在无防护措施或其他避孕方法偶然失误时使用。 

        南通联亚药业已按照新注册分类报上市，目前尚未获批。此外，还有 武汉九珑人福药业、东北制药集团沈阳第

一制药、华润紫竹药业、华中药业、台湾美时化学制药 5 家企业正在开展临床试验，其中 4 家企业是按照新注册分类仿

制药开展，1 家企业（东北制药集团沈阳第一制药）是补充一致性评价仿制药。 

海普瑞孙公司成为美国市场依诺肝素钠制剂供应商 

        深圳市海普瑞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全资孙公司深圳市天道医药有限公司近日收到通

知，美国 FDA 已批准其注册成为美国一家依诺肝素钠制剂上市许可持有人（该持有人在仿制药销售领域拥有广泛的渠道

和丰富的经验，2019 年实现净销售收入近百亿美元）的药品及原料药供应商。 

        规格：100 mg/mL（30mg/0.3mL, 40mg/0.4mL, 60mg/0.6mL, 80mg/0.8mL）；150 mg/mL（120mg/0.8mL）。 

        至此，天道医药的 Inhixa、Neoparin 和 Prolongin 三个品牌的依诺肝素钠制剂产品，已合共在 35 个国家获批

并在 21 个国家实现销售；此外，天道医药亦可向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 15 个国家的客户供应依诺肝素钠注射液。此次获

批是天道医药依诺肝素钠原料药的药物主文件（DMF, Drug File）在美国首次被 FDA 批准激活应用。 

        美国是全球依诺肝素钠制剂销售的主要市场之一，根据弗若斯特沙利文发布的报告，2019 年美国依诺肝素钠制

剂市场销售额为 4.55 亿美元，约占全球市场销售额的 17%；预计美国市场将以 10.7%的年复合增长率于 2025 年达到 8.38

亿美元。 

        2020 年上半年，公司依诺制剂全球销售额同比增长 37%，达 6.4 亿元人民币。天道医药与美国依诺肝素钠制剂

上市许可持有人为战略合作伙伴，由天道医药供应药品，该合作伙伴负责所有销售与分销相关费用。本次获批注册是公

司制剂业务开拓美国市场的起点，预计将于 2020 年内实现销售，未来在美国的制剂业务增长将进一步巩固公司的全球布

局。 

阿斯利康获泛福舒 （细菌溶解产物胶囊）在中国经销权 

       近日，阿斯利康与瑞士欧姆制药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正式宣布获得对泛福舒 （细菌溶解产物胶囊）产

品在中国（不含港澳台）的进口经销权，为激活儿童与成人的固有免疫系统和适应性免疫系统提供选择，有效治疗急性

呼吸道感染，减少反复呼吸道感染急性发作。我国儿童反复呼吸道感染发病率达 20%左右；40 岁以上人群中慢阻肺患病

率高达 8.2%，慢阻肺患者每年发生约 0.5~3.5 次的急性加重，慢阻肺急性加重（AECOPD）是慢阻肺患者死亡的重要因素。 

      此次的长期合作将充分发挥双方的优势，借助阿斯利康专业的学术推广能力、强大的商业网络及团队，进一步扩

大细菌溶解产物胶囊在中国的市场覆盖，合作产品细菌溶解产物胶囊经大量临床试验数据证明其在儿童反复呼吸道感染

及成人 AECOPD 免疫治疗中的安全性及治疗获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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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金药业联合多家药企探索“医药电商品类共建” 

        近年来，医药电商发展迅猛，今年新冠疫情的爆发，更推动了互联网医疗的进程，进一步培育了用户在线购药

的习惯，同时，也暴露了线下门店单一渠道服务的短板，医药电商与线下实体药店融合发展已是大势所趋。传统的医药

电商运作以“拼价格”为主，忽视了全面满足消费者的药学需求。医药行业如何借助互联网优势，深挖顾客痛点，为顾

客提供可持续的医药健康服务，是医药企业当前关注的重点。 

        9 月 14 日，由株洲千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起，恩威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广誉远中药股

份有限公司等共 9 家药企共同参与的《2020 医药品牌工业电商交流会》在千金药业总部举行。 

        本次会议的主办方千金药业创建于 1966 年，系中国制药百强企业，中国主板上市公司价值百强企业。公司主导

产品妇科千金片(胶囊)是“国家秘密技术品种”、“国家中药保护品种”、“国家基本药物”、“国家医保目录甲类品

种”、《中国药典》收载品种;连续十余年保持妇科口服类中成药强势品牌的地位。近年，千金药业瞄准互联网+的发展

契机，发力新零售业务，实现线上与线下融合发展，2020 年集团全产品电商渠道销售将破亿元。 

        作为中国妇科洗液品类原创者——恩威医药，就洁尔阴洗液 7 亿瓶的累计销售经验，在会上分享了中国 OTC 用

药品类地图，以医药电商“品类共建”为契机，分析了企业在妇科品类上的现状及市场推广策略。 

        随后，在医药行业深耕多年的老品牌——九芝堂，以“传承中医药文化，共赴新零售浪潮”为主题，与参会众

企业分享了其 20 年的医药电商成长之路。 

        距今已有近 500 年历史的“中华老字号”企业——广誉远，从中药文化和全流程消费者服务角度提出了品类共

建与品类发展的策略与建议。 

        交流会上，千金药业、恩威医药、九芝堂达成“医药电商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三方达成一致，后期将秉着平

等互利的原则，多层次、多平台开展“品类共建”，通过资源共享、产品互补、联合推广、服务融合等方式全方位满足

消费者的购药需求。 

        消费者需求升级，使品类共建成为必然 

        随着消费者健康意识增强及消费水平升级，“上医治未病”的健康意识逐渐增强，“健康服务”这一概念将被

更广泛的应用。 

        品类共建的出发点就是全方位满足消费者的健康需求。医药企业可以通过电商渠道的药品分科全系列地图分析、

实时用药数据分析，结合药学专业与技术支撑，全面洞察消费者多层次、全方位的需求。相比实体药店，医药电商能将

互联网医疗、药品服务、疾病管理、医患教育等多方面服务进行数字化整合，满足消费者更加精细化的需求。品类共建

究竟能为消费者带来什么?答案是：“提供一站式药学服务解决方案”，通过品种互补、联合用药、治养结合，全面满足

消费者的健康需求。 

        引领电商品类发展新变革，实现药企、平台共赢 

        受制于产品限制，很少有一家药企能够提供满足消费者全面需求的完整产品线，这就意味着传统医药企业“单

产品服务”的运作模式会流失许多客户。而医药电商平台是药企与消费者之间信息化的桥梁，它可以通过广泛聚合医生、

药师的专业服务，让相关产品研发者、生产者，通过品类共建为消费者提供全面、优质的服务，为企业创造最大的价值，

为电商平台带来更多流量，实现多方共赢的局面。据了解，阿里健康与京东健康两大互联网电商平台都在大力引导、支

持和促进工业企业的品类共建。目前，千金药业与恩威医药已在两大平台落地实施了联合活动，成效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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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药电商品类共建是工业企业为消费者提供可持续、全方位医药健康服务的新路径，将成为医药电商行业增量

发展的新趋势。 

拜耳与 1 药网共拓互联网医药健康市场 

       9 月 24 日，1 药网主办的以“数字链接·科技普惠”为主题的第三届中国互联网医药健康高峰论坛在上海成功召

开。峰会期间，1 药网与拜耳医药保健有限公司（简称“拜耳医药”）签署了战略协议，双方将在全渠道药品商业化，

尤其是创新药商业化及慢病专业化管理、患者教育等领域实现深度合作，共同开拓“后疫情时代”互联网医药健康市场

的广阔蓝海。 

       智能供应链+云服务 实现更高效、全渠道的药品商业化  

       作为美股上市的互联网医药健康龙头企业，1 药网抓住新时代药品商业化的战略机遇，持续提升智能供应链技术，

建立中国最大的线上线下一体化医药健康平台，打造全渠道药品商业化能力，并通过云解决方案为行业赋能，已成为药

企开拓医药健康广阔市场的首选合作伙伴。公开数据显示，截至 2020年 6月 30 日，1 药网已搭建覆盖全国 28 万家药房

的网络，超过中国药房总数的 50%，其中 3-6 线城市药房覆盖率超过 63%。在经营成绩方面，1 药网二季报显示，自登陆

纳斯达克起，已连续 7 个季度营收增长在 100%上下。 

       拜耳集团是一家 150 多年历史的创新型跨国企业，在生命科学领域的健康与营养方面具有核心竞争力。作为拜耳

集团的子集团，拜耳医药的中国区业务专注于心脏病学、妇科学、肿瘤学、血液学和眼科学等专业治疗领域。目前，拜

耳处方药零售业务在全国设有 4 个销售大区，遍及 70+主要城市，在心血管疾病、感染、内分泌、泌尿系统等领域拥有

多种深受广大患者信赖的产品,包括治疗糖尿病的拜唐苹(Glucobay)、抗生素拜复乐 (Avelox)、治疗心血管疾病的拜新

同(AdalatGITS)等。 

       根据协议，拜耳医药丰富的创新药，原研药等资源，将依托 1 药网的全渠道药品商业化平台，在 3 到 6 线广阔市

场实现覆盖率提升；1 药网也将凭借丰富的销售网络帮助拜耳医药加强零售渠道管理能力，提升患者触达率，进一步促

进零售市场健康发展。 

       拜耳处方药事业部全国零售管理高级总监张靖川表示，双方的合作充分发挥了各自在医、药领域的独特优势，极

大提高了药品可及性，也为患者带来更好的疾病解决方案，实现了 1+1>2 的共赢效果。 

       探索数字化医患教育构建以患者为中心服务体系 

       根据《健康中国 2030战略规划纲要》，为应对人口老龄化加速和疾病谱变化，需大力提升消费者购药便利性，

不断优化健康服务，这为互联网医药健康行业发展提出战略指引和方向。 

       此次 1 药网与拜耳医药的合作，除了布局全渠道药品商业化以提升购药便利性和可及性之外，也加强了对优化健

康管理服务的探索。根据协议，双方还将在患者教育、在线药师培训方面建立合作，包括共建疾病教育内容，为患者提

供互动式差异化患教服务等。 

       通过共建优质的数字化患者教育内容及服务，双方将实现患者，医生（药师）和药企的高效沟通与链接，极大提

升医疗服务效率，提高患者尤其是心血管/肿瘤等慢病患者的生存质量，有力推动以患者为中心的健康管理服务体系构建。 

       1 药网首席运营官王海晖表示，对 1 药网和拜耳医药的战略合作充满信心，1 药网将与拜耳医药携手共进，以优

质产品、便捷服务，呵护社会大众健康，助力建设“健康中国”。未来，1 药网还将联合更多产业链伙伴，持续深化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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渠道药品商业化能力，探索患者全生命周期管理方案，打造以患者为中心，以赋能医生为导向，全流程数字化、智能化

的医药健康管理服务平台，以更大努力践行用数字科技将患者与药品和医疗服务有机连接的使命。 

天圣制药注射用盐酸头孢吡肟获批 

       9 月 26 日，天圣制药发布公告，全资子公司湖南天圣药业有限公司获注射用盐酸头孢吡肟《药品注册证书》，

为按老 6 类申报。 

       盐酸头孢吡肟是第四代半合成的广谱头孢菌素，由百时美施贵宝公司研制开发， 1995 年在日本上市，1996 年在

美国、法国等国家和地区上市。盐酸头孢吡肟通过抑制细菌细胞壁的生物合成而达到杀菌作用，其对革兰氏阳性菌和阴

性菌均具有抗菌活性，具有活性高、抗菌谱广及高度耐受多数-内酰胺酶的特点。临床上，该药可用于治疗成人和 2 月龄

至 16 岁儿童上述敏感细菌引起的中重度感染，包括下呼吸道感染(肺炎和支气管炎)、单纯性下尿路感染和复杂性尿路感

染(包括肾盂肾炎)、妇产科感染及中性粒细胞减少伴发热等，也可用于儿童细菌性脑脊髓膜炎。 

  天圣制药主要从事医药制造与医药流通业务，产品包括小儿肺咳颗粒、红霉素肠溶胶囊、银参通络胶囊、延参健胃

胶囊、氯化钠注射液、葡萄糖注射液、血塞通注射液等。 

上海朝晖药业奋乃静片首家通过一致性评价 

         近日上海朝晖药业的奋乃静片（ 4mg，2mg）的一致性评价补充申请获得批准。为首家通过一致性评价企业。 

         奋乃静，西药名。为抗精神病药。用于对幻觉妄想、思维障碍、淡漠木僵及焦虑激动等症状有较好的疗效。用

于精神分裂症或其他精神病性障碍。因镇静作用较弱，对血压的影响较小。适用于器质性精神病、老年性精神障碍及儿

童攻击性行为障碍。 

武田制药天津工厂扩建竣工 

        近期，武田中国天津工厂扩建项目正式竣工，天津工厂作为武田在全球的重要生产基地之一，主要聚焦于武田

四大核心治疗领域中的肿瘤和消化疾病两大疾病领域的创新药生产与供应。 

        扩建后，武田天津工厂仓储规模提升至原来 4 倍，药品出库效率提升 2.5 倍。扩建的生产辅助车间还引进了搭

载计算机系统的质检实验室，用于新产品、新剂型检验，有助提升工厂 GMP 管理水平。 

        作为武田全球供应链的重要一环，武田天津工厂的产品不仅提供给中国患者，也出口至欧洲多国。“通过与中

国卫生机构的合作，我们将为中国患者带来更多创新的药物。” 武田成长与新兴市场事业部总裁 Ricardo Marek 说。 

        武田全球生产与供应链负责人 Thomas Wozniewski接受界面新闻采访时表示，随着天津工厂的扩建，武田将把

全球核心的技术引入到天津工厂所聚焦的两个领域中。“未来五年，武田将在中国上市超过 15 款以上更加贴近中国患者

需求的创新药物，天津工厂承担着重要的角色。” 

        “如同我们在其他国家的市场一样，开始是完全进口产品，一旦在本地获批上市，我们会考虑适合本地化生产

的技术和条件进行生产供应。”Thomas Wozniewski 表示，随着未来武田更多新药在中国的逐步上市，公司将结合生产

技术和本地商业化运营情况等方面考虑药品是否适合本地化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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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12 月，武田制药的全新机制抑酸药物富马酸伏诺拉生片在在国内获批上市，用于治疗反流性食管炎。

Thomas Wozniewski 表示，该药此前在日本生产，但目前已经在武田天津生产基地成功出品。 

        2018 年底，国内带量采购政策开始从试点逐步向全国铺开，过期专利药、仿制药价格大幅降低，跨国药企也开

始剥离过专利期药品，出售在华成熟产品工厂等。但与此同时，随着中国药品审评审批不断改革及临床试验改革，在华

跨国药企也不断加强新药在中国的开发力度，助推新药快速上市。 

        另外，武田制药已经于今年 5 月同全球几大血浆领域生产企业合作组建第一个血浆衍生疗法 CoVIg-19 联盟，血

浆衍生疗法是使用康复者体内产生的抗体制成，在抗体进行浓缩后，再输注给患者，该联盟目前已于美国开始首批生产

并准备用于临床试验。 

        “我们正在与美国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院积极合作，希望能够与美国、欧洲、亚洲其他相关机构有更好的合

作，如果一切都顺利的话，我们将会是第一个能够为新冠疫情提供血浆衍生疗法的联盟。”武田全球首席战略官 Milano 

Furuta 介绍到。除血浆衍生疗法外，武田也正在对管线内 4种在研产品重新评估、研发，以验证产品是否可能有助于治

疗新冠肺炎。 

恒瑞医药格隆溴铵注射液首家获批 

      9 月 28 日，恒瑞医药 3类仿制药格隆溴铵注射液上市申请获得批准，为首家获批企业。国内目前仅有格隆溴铵片

（洞庭药业）获批上市。 

      格隆溴铵注射液是一种抗胆碱能药物，主要为麻醉前和术中用药，用于对抗肌松拮抗剂，如新斯的明药物等出现

的肠蠕动增强、分泌物增多、支气管痉挛和心率减慢等毒蕈碱样副作用。 

      国内临床术前使用的抗胆碱药有阿托品、东莨菪碱和盐酸戊已奎醚，阿托品作为临床经典药物用药至今，临床应

用广泛，但常用剂量的阿托品可引起心率增快，而东莨菪碱对呼吸道腺体分泌的抑制作用较阿托品稍弱，并且阿托品、

东莨菪碱和盐酸戊已奎醚均可透过血脑屏障。 

      与阿托品比较，格隆溴铵抑制唾液分泌作用强而持久，心血管不良反应较低；并且该药物类脂膜通过性较差，不

易透过血脑屏障，因而对中枢神经系统影响较小。格隆溴铵是理想的阿托品的替代产品。 

石药马来酸左氨氯地平片批量出口美国 

       2020 年 9 月 23 日，一辆辆货车开出石药集团欧意药业生产厂区，这里面装载的是石药集团生产的马来酸左氨氯

地平片（商品名：CONJUPRI），它们即将被发往北京，坐上飞往美国的货机到达大洋彼岸。这意味着，这个中国首个被

美国 FDA 完全批准新药（NDA）实现大批量出口美国！ 

       2019 年 12 月，石药集团马来酸左氨氯地平片正式获得美国 FDA 批准，成为国内首个被美国 FDA 完全批准的新药

（NDA）。NDA 玄宁于 2019 年 2 月提交美国 FDA 申报申请，仅用了十个月就完成了美国 FDA 的审核和批准工作，极大地

证明了该产品疗效的潜在优势。该产品的获批是对我集团制剂国际化战略升级以来工作的极大肯定。 

       在 NDA 玄宁获批以来，石药集团积极开展该产品在美国市场的营销工作。由于该产品在美国是新药，需要专业的

渠道推广和宣传。于是，石药集团与在 NDA 和高血压领域最有经验和渠道的经销商合作，开始了玄宁在美国的市场调研

和推广，同时也同步开展商标 CONJUPRI 在美国的注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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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种种不懈的努力和市场开拓，2020 年 6 月，石药集团接到 NDA 玄宁大批量订单。 

       为加快 NDA 玄宁批量订单实现交付，石药集团以周为单位来精确管理相关工作的进度。确认包装设计，完成美国

DSCSA 供应链法案要求的序列化连接确认、原辅料包材采购、生产投料、包装检验放行、发货安排，经过生产、质量及

销售系统的多方合作，NDA 批量订单经过三个月的时间顺利完成生产交付。 

       马来酸左氨氯地平片美国市场批量订单的顺利交付标志着我集团从美国仿制药市场正式进入新药高端制剂市场，

是石药集团迈向欧美高端制剂市场的重要的一步，为将来更多产品走向欧美高端市场积累了宝贵经验。 

中国制药企业在美国创建研发中心 

       据《华尔街日报》称，近期至少有先声药业、恒瑞医药等 6 家中国生物科技初创企业在波士顿和硅谷等地设立了

办事处，并通过丰厚的薪酬、更具创业精神的工作环境以及不需要离开美国等条件，从美国各大型制药公司挖掘有前途

的管理人员和医疗主管。 

       实际上，这些动向仅是中国生物医药企业正逐渐融入全球医药市场中动向的冰山一角。国内大型成熟药企早前已

尝试在海外建立基地，招揽人才，试图在世界生物药研发创新和市场需求中寻找机会。 

       恒瑞医药 

       早在 2005 年，恒瑞医药设立美国创新药研究中心，承担前沿靶点等创新药研究，同时也承担 ANDA、API 美国市

场准入及销售业务。这是恒瑞国际化战略的起点，不仅为进军美国市场提供基础，也表明恒瑞在研发体系打造上从对标

国内到放眼全球。此外，恒瑞还在美国建立了子公司 Hengrui Therapeutics.inc，专门负责海外项目的引进，而其高管

团队皆由在美国 GSK、诺华等大型制药公司有丰富管理经验的人员担任。 

       先声药业 

       先声药业凭借丰富的内部研发经验及广阔的国际化视野，建立独特的开放式创新模式，在全球范围内寻求生命科

学领域有激情、有抱负、有想象力的创新人才和创业团队，在南京、上海和美国波士顿建立了三个研发中心，并获国家

科学技术部批准建设转化医学与创新药物国家重点实验室。据报道，其波士顿创新中心将专注于研发以细胞治疗为代表

的先进疗法。 

       石药集团 

       石药集团近几年也在不断加速其国际化进程，不仅产品销售遍及全球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在研发上，也积极进

行国际化布局，建立了中美协同一体化的研发体系，国内研发体系侧重小分子创新药研发、生物药开发、新制剂研发及

仿制药研发，美国研发中心总部位于新泽西，在加利福尼亚、德克萨斯、新泽西三地分别建有三个研发中心，主要侧重

抗体创新药物的开发。 

       上海医药 

       上海医药也组建了美国上药费城实验室，作为海外高端制剂研发平台，借鉴美国在仿制药研发、申报、生产和销

售的成熟经验，以中美双报、满足临床需求为目标开展研发，加快上海医药在药物研发方面的转型升级。次年又在美国

生物药谷圣地亚哥建立研发中心，致力于开展生物药对外合作与股权投资。 

       类似先声药业这样的案例已数不胜数，一个清晰可见的趋势是，中国本土不管是传统的制药工业企业还是新兴的

生物技术公司，无一不在紧锣密鼓进行海外布局，建立海外研发中心、海外子公司已成为了接触海外人才及创新资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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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重要方式。从目前来看，在更多利好政策和资本助力之下，中国已逐渐成为汇聚全球医药人才的“蓄水池”，全球

布局的强弱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企业当前核心竞争力的强弱。 

辉瑞入股基石药业获舒格利单抗中国区权力 

        9 月 30 日，基石药业与辉瑞宣布达成总价值为 4.8亿美元（折合人民币约 32.64亿元）的战略合作。辉瑞公司

将以每股约 13.37 港元的价格购买价值 2 亿美元的基石药业股份，在此次股权投资的基础上，辉瑞将持有基石药业 9.9%

的股份。此外，辉瑞获得基石药业 PD-L1 产品舒格利单抗在中国大陆地区的独家商业化权利，基石药业将获得最高 2.8

亿美元的里程碑付款以及额外的分级特许权使用费。 

        此次高溢价与基石药业合作的 PD-L1 舒格利单抗，在中国正针对多个癌种开展一项多臂 Ib 期临床研究，一项针

对 NKT 淋巴瘤的 II 期注册临床研究，以及四项分别在三、四期非小细胞肺癌、胃癌和食管癌的 III 期注册临床研究。 

辰欣药业艾司奥美拉唑镁肠溶胶囊在美获批 

       辰欣药业公布，近日，公司收到美国 FDA 的通知，公司向美国 FDA 申报的艾司奥美拉唑镁肠溶胶囊简略新药申请

(Abbreviated New Drug Application,即美国仿制药申请)已获得批准。 

       艾司奥美拉唑(曾用名埃索美拉唑)是奥美拉唑的单一异构体，属于质子泵抑制剂，能有效一致胃酸分泌，临床上

用于治疗胃食管反流性疾病、糜烂性反流性食管炎等。艾司奥美拉唑镁肠溶胶囊由 ASTRAZENECA 研发，于 2001 年在美国

上市。目前，在美国境内，艾司奥美拉唑镁肠溶胶囊的主要生产企业包括 HORIZON、MYLAN等。2019 年，艾司奥美拉唑

镁肠溶胶囊在美国市场销售额约 8.7 亿美元。 

       截止目前，公司在艾司奥美拉唑镁肠溶胶囊上已投入研发费用约 779 万元人民币。 

辉瑞罕见病药氯苯唑酸软胶囊获批 

      10 月 9 日，辉瑞在中国提交的氯苯唑酸软胶囊上市申请获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用于治疗成人野生型或遗传型转

甲状腺素蛋白淀粉样变性心肌病（ATTR-CM），以减少心血管死亡及心血管相关的住院治疗。 

      ATTR-CM 是一种罕见的致死性疾病，由一种转运蛋白，转甲状腺素蛋白不稳定引起的。转甲状腺素蛋白由 4 个相

同的部分（四聚体）组成。当不稳定的转甲状腺素蛋白四聚物解离，就会导致错误折叠的蛋白形成淀粉样纤维沉积于心

脏，从而使心肌变得僵硬，最终导致心力衰竭。 

      2019 年 5 月，辉瑞 Vyndaqel（氯苯唑酸葡甲胺，tafamidis meglumine）和 Vyndamax（氯苯唑酸）获 FDA 批准上

市，这是转甲状腺素蛋白稳定剂氯苯唑酸的 2 种口服制剂，能够选择性地与转甲状腺素蛋白结合，稳定转甲状腺素蛋白

的四聚体。2020 年 2 月 5 日，辉瑞氯苯唑酸葡胺软胶囊（维达全，Vyndaqel）已率先获得 NMPA 批准上市，用于治疗转

甲状腺素蛋白淀粉样变性多发性神经病（ATTR-PN）I 期症状性成人患者，以延缓其周围神经功能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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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射用甲磺酸萘莫司他等 3 款注射剂获批 

        10 月 9 日，3 款注射剂获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并视同通过一致性评价，分别是：江苏盈科生物制药的丙泊酚中/

长链脂肪乳注射液、普利制药的注射用比伐芦定和江苏杜瑞制药的注射用甲磺酸萘莫司他。 

         丙泊酚中/长链脂肪乳注射液 

         丙泊酚中/长链脂肪乳注射液是一种短效、全身用麻醉剂，被广泛应用于围手术期的麻醉诱导、麻醉维持，以

及 ICU 病房的镇静。该品种国内目前有 4 家企业获批，市场份额大约为 20 亿元，市场格局主要以原研厂家费森尤斯卡比

为主。 

         丙泊酚中/长链脂肪乳注射液是目前注射剂申报一致性评价的热门品种，共有 9家企业申报一致性评价，其中

包括首仿厂家嘉博制药。江苏盈科生物制药于 2019年 4 月按 4 类提交该药上市申请，今日获批上市并视同通过一致性评

价，成为国内首家过评企业。 

         注射用比伐芦定 

         比伐芦定是一种人工合成的抗凝血药物，其注射剂由 The Medicine Company 研发，于 2000年 12 月获 FDA 批

准上市。普利制药注射用比伐芦定属于共线产品，于 2019 年 7 月按 4 类仿制药在中国提交上市申请，2020 年 1 月以“同

一生产线生产，已在欧盟国家上市”为由纳入优先审评程序。 

         国内目前生产销售注射用比伐芦定企业众多，其中，齐鲁制药已于 2020年 1 月首家通过一致性评价。普利制

药成为该品种第 2 家通过一致性评价的企业，剩余的双成药业、豪森药业、昂彪制药、信立泰、上海上药第一生化药业

几家公司仍处于一致性评价申请当中。 

         注射用甲磺酸萘莫司他 

         甲磺酸萘莫斯他为合成的蛋白酶抑制剂，由日本 Tobacco 公司研发，临床上主要用于治疗胰腺炎以及弥散性血

管内凝血(DIC)等。该药原研目前并未在中国申报，江苏杜瑞制药于 2017年 6 月按 3 类在中国提交首家上市申请，今日

获批上市则成为国内首仿。 

海思科降压药培哚普利叔丁胺片获批上市 

      10 月 9 日，NMPA 发布批件显示，海思科 4 类仿制药培哚普利叔丁胺片获批上市，成为该品种第二家国产获批，同

时视同通过一致性评价，成为首家过评。 

       培哚普利叔丁胺片(4mg)为公司开发的仿制药产品，用于治疗高血压与充血性心力衰竭。该品种为非巯基长效

ACEI 抑制剂，为第三代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ACE-I 抑制剂)，适用于治疗各型高血压和心力衰竭，与其他 ACEI 抑制

剂相比，起效慢但对脑中 ACEI 的抑制作用最强，本品耐受性好，不引起高血糖，对血脂亦无不良影响，安全性好。 

      培哚普利叔丁胺片的原研公司为法国施维雅，已在美国和欧洲多个国家上市销售，于 1999 年在国内上市。目前国

内有两家公司获批生产，施维雅(天津)制药有限公司，商品名为“雅施达”，规格为 4mg/片和 8mg/片；东英(江苏)药业

有限公司，规格为 2mg/片和 4mg/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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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福医药盐酸拉贝洛尔片在美获批 

        10 月 10 日，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发布公告称，人福医药全资子公司 Epic Pharma, LLC 收到美国 FDA 关于盐

酸拉贝洛尔片的批准文号。ANDA 批件号：212990；剂型：片剂；规格：100 mg, 200 mg, 300 mg。 

        盐酸拉贝洛尔片适用于各种类型高血压。Epic Pharma 于 2019 年提交盐酸拉贝洛尔片的 ANDA 申请，累计研发

投入约为 110 万美元。根据 IQVIA 数据统计，2019 年该药品在美国市场的总销售额约为 5,000 万美元，主要生产厂商包

括 PAR FORM、TEVA 等。根据米内网数据统计，2019 年度盐酸拉贝洛尔所有剂型在我国城市、县级及乡镇三大终端公立

医院的销售额约为 5,000 万元人民币，主要生产厂商包括江苏迪赛诺制药有限公司、海南灵康制药有限公司、郑州凯利

药业有限公司等。 

基石药业成功向辉瑞售出 2 亿美元股权 

       基石药业宣布，辉瑞公司的子公司与其签署的股权认购协议已完成，辉瑞成功认购总价约为 2 亿美元（约 15.5

亿港元）的基石药业新发股份。此举也标志着双方于 2020年 9 月 30 日宣布的多方位战略合作正式生效。 

       辉瑞以每股约 13.37 港元价格认购的 115,928,803 股基石药业股份，经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委员会批准上市。辉

瑞所购股份约占基石药业经配股后已发行总股本的 9.9%。 

       股权认购是基石药业和辉瑞战略合作框架中的一部分，将推进基石药业实现其战略目标、商业化目标及财务目标，

进一步转型成为一家具有全方位能力的生物制药企业。股权认购的完成也让双方可以继续推进合作框架中的一系列举措： 

       辉瑞获得舒格利单抗在中国大陆地区的独家商业化权利。舒格利单抗是由基石药业开发的 PD-L1 单克隆抗体，是

一款处于后期研发阶段的核心肿瘤产品。 

       基石药业和辉瑞将在大中华地区合作开发及商业化其他肿瘤产品。 

       基石药业和辉瑞也可以选择性地在大中华地区联合引进其他肿瘤产品。 

盈科生物丙泊酚中/长链脂肪乳注射液通过一致性评价 

     10 月 9 日，国家药监局官网显示，江苏盈科生物以仿制 4 类申报的丙泊酚中/长链脂肪乳注射液（受理号

CYHS1900274）获批生产并视同过评，为国内首家。米内网数据显示，该产品在 2019 年中国公立医疗机构终端销售额接

近 20 亿元，原研厂家独占 6 成市场。 

       丙泊酚中/长链脂肪乳注射液是由德国费森尤斯卡比研发的一种快速短效的静脉麻醉药，被广泛应用于围手术期

的麻醉诱导、麻醉维持，以及 ICU 病房的镇静。 

      目前国内有 3 家国产企业及 2 家进口企业拥有丙泊酚中/长链脂肪乳注射液生产批文，在 2019 年中国公立医疗机

构终端丙泊酚中/长链脂肪乳注射液厂家竞争格局中，原研厂家费森尤斯卡比独占 6 成市场，仿制药企业四川国瑞药业以

19.31%的市场份额紧接其后。广东嘉博制药所占份额为 13.74%，德国贝朗所占份额为 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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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医院回款要建立全国统一规范的结算模式 

        近日，国家医疗保障局发布《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第 4382 号建议的答复》。其中就医院回款问题，明确

提出要加强制度顶层设计，建立全国统一规范的结算模式和运行机制。 

        其中对于全国医院统一货款结算模式明确做出要求： 

        1 从交货验收合格到付款，不得超过 30 天 

        医院应将药品（耗材）收支纳入预算管理，严格按照合同约定的时间支付货款，从交货验收合格到付款不得超

过 30 天； 

        2 不按时回款全省内通报批评 

        各省（区、市）对本地区各地市支付药品（耗材）货款情况定期排名并以适当方式公开。对无正当理由不按时

支付医保基金的医保经办机构负责人和不按时支付药品货款的医疗机构负责人，定期在全省范围内通报批评； 

        3 明确预付药款或直接结算 

        一是明确医保部门向医疗机构预付货款。医保经办机构在试点工作正式启动前，按照不低于专项采购预算的 30%

提前预付医疗机构，并要求医疗机构按合同规定与企业及时结算，降低企业财务成本”。二是鼓励医保经办或采购机构

与企业直接结算或预付货款。 

        4 各省出新政，保证回款速度 

        各省份也相继出台了落实政策的相关细化规定，不断加大对医疗机构货款结算的监督力度，有效保证回款速度。 

        集招标采购、支付结算大权于一身的国家医保局，此次回复可以说是要真正开始从顶层设计到具体落地“彻底

动刀”，改变目前医院长期拖欠货款的问题。 

华领医药获多扎格列艾汀生产许可证 

       10 月 13 日，华领医药宣布，经过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MAH）体系审核和现场核查后，公司已获得由上海市药

品监督管理局颁发的在研全球首创新药多扎格列艾汀（dorzagliatin）《药品生产许可证》。 

       今年以来，华领医药成功完成两项 III 期新药上市注册临床试验的关键里程碑，其中包括在未用药 2 型糖尿病患

者中开展的多扎格列艾汀单药治疗 III 期临床试验 SEED（HMM0301），和在二甲双胍足量治疗失效的 2 型糖尿病患者中

开展的二甲双胍联合用药临床试验 DAWN（HMM0302）。临床研究数据表明，在相应治疗周期内，多扎格列艾汀展现出了

显著稳定疗效和安全性，并具有改善胰岛β细胞功能、促进胰岛素早相分泌和降低胰岛素抵抗的效果，有望从根本上治

疗糖尿病。8 月 17 日，华领医药与拜耳宣布建立战略合作，就多扎格列艾汀在中国达成商业合作协议。华领将负责产品

的临床开发、生产供应、一级商分销、注册和药物警戒等工作；拜耳作为多扎格列艾汀中国独家推销商，负责其在中国

的市场营销、推广和医学教育等活动，华领医药因此获得 3亿元人民币首付款，还将获得最高 41.8 亿元的里程碑付款。

获批《药品生产许可证》将进一步加速华领医药的新药上市申请（NDA）进程，为上市后药品的商业化生产供应做好了准

备，并为未来产能的逐步提升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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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了解，华领医药是 2019 年 12 月 1 日新版《药品管理法》实施以来首批获得《药品生产许可证》的生物技术公

司，取得《药品生产许可证》代表着华领医药和其委托生产的 CMO 已完成商业化生产准备的核心工作。华领医药在研全

球首创新药多扎格列艾汀获批进入商业化阶段后，可以委托现有 CMO 公司进行药品生产，充分保证了上市后的药品供应。

同时，《药品生产许可证》也是递交 NDA 的必要条件，将助力新药的获批进程。 

       作为国内首批 MAH 制度试点企业，华领医药建立了一系列与持有人相匹配的、符合国际、国内标准的药物安全和

药品质量管理体系。此次获得《药品生产许可证》，是对华领医药作为持有人管理能力和管理实践的进一步认可，意味

着华领医药将作为药品上市注册申请人和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在药品生命周期质量管理、受托方生产管理、药物安全

药物警戒管理、风险管理和产品上市后追溯体系和责任赔偿等方面完全具备持有人所必须的合规、高质量、高效率的管

理体系和管理能力。 

恒瑞医药肿瘤领域排名世界前十 

       近日，全球投行 Torreya 公布《全球 1000 强药企报告》，报告按估值对全球前 1000 家药企进行了排名，恒瑞医

药以估值 690 亿美元从去年的 30 名提升至 21 名，不仅是上榜中国药企的首位，也是唯一一家闯入前 25 名的中国药企。 

        除了总体排名，报告还对各治疗领域内的领军药企进行细分排名，在肿瘤领域，恒瑞医药排名更为靠前，为第

8 位。 

        Torreya 是一家全球性投资银行，为生命科学行业相关的公司提供技术服务。该机构评价恒瑞道：“恒瑞医药

在需要时将肿瘤药物带到了中国，没有通过并购，纯粹靠内部创新和遍布中国的强大营销。” 

        能够在全球排名中名列前茅，得益于公司对于创新研发的坚持。今年上半年，即使受到疫情影响，恒瑞的研发

投入依然保持了 26%的增长，取得创新药制剂生产批件 3 个，仿制药制剂生产批件 1 个，取得创新药临床批件 37 个，取

得 3 个品种的一致性评价批件，完成 2 种产品的一致性评价。 

        值得一提的是，恒瑞排名的提升不仅仅是一家公司的成就，也代表着中国药企的突进。榜单中，中国药企独占

208 家，全球制药产业价值正逐步转移。恒瑞作为国内药企的代表，将继续发挥领头作用，推动民族制药企业在国际舞

台上全面开花。 

百美特生物醋酸钙片首家通过一致性评价 

        10 月 14 日，百美特生物的醋酸钙片通过一致性评价，为国内首家。 

        醋酸钙片是一种磷结合剂，主要用于预防和治疗终末期肾病高磷血症。高磷血症是慢性肾脏病的常见并发症，

患者因为肾功能衰竭而出现排磷困难，从而导致高磷血症。如果高磷血症持续过久，体内过高的磷会造成钙质流失，使

血液中血钙降低，进而表现为低钙血症。目前中国成人慢性肾病的患病率为 10.8%，总数高达 1.2 亿人，其中终末期肾

病患者约为 200 万人。 

        国内目前上市的终末期肾病透析患者高磷血症治疗药物主要有司维拉姆、碳酸镧和醋酸钙等。IQVIA 数据显示，

2018 年司维拉姆和碳酸镧在中国境内的销售额约为 3.53 亿元，这两款药物国内已经均有首仿获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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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典制药尿酸结石药枸橼酸氢钾钠颗粒获批 

      10 月 16 日，九典制药发布公告，公司的枸橼酸氢钾钠颗粒获得药品注册证书，适应症为溶解尿酸结石，可预防

尿酸结石的复发。 

  碱化尿液是治疗尿酸结石的主要方法，已成为欧美治疗尿酸结石的“金标准”。与同类产品碳酸氢钠相比，枸橼酸

氢钾钠颗粒有更符合人体的生理离子配比，安全性高，不会引起电解质紊乱；人性化的设计，可根据 pH 值调整用药量，

服用更科学；生物利用度高、药效稳定。经过多个国家、几十年临床验证：安全、快速、无毒副作用、可长期服用。枸

橼酸氢钾钠颗粒是由德国马博士大药厂原研生产，于 1965 年首先在德国上市，2001 年进口至中国上市。 

  国家药监局数据库显示，截至目前，国内仅有 2 家企业取得枸橼酸氢钾钠颗粒的药品注册批文，除原研药外，国产

药此前只有武汉维奥制药一家获批。九典制药表示，这是国内首家按照新注册分类 4 申报的品种，视同通过一致性评价，

药品注册证书的取得，进一步丰富了公司制剂产品品种，优化公司产品结构。 

罗氏托珠单抗注射液新适应症获批 

     2020 年 10 月 17 日，罗氏制药中国宣布，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NMPA）批准其托珠单抗注射液新适应症获批

——成年和 2 岁及以上儿童患者由嵌合抗原受体（CAR）T 细胞引起的重度或危及生命的细胞因子释放综合征（CRS）。 

      罗氏托珠单抗新适应症此次免临床试验的极速获批，是基于全球两家 CAR-T 公司提供的 CAR-T 细胞疗法治疗血液

系统疾病的临床试验数据，其有效评估了罗氏托珠单抗治疗 CRS 的疗效。此次获批也将为中国患者的治疗提供更多的选

择。 

      托珠单抗于 2013 年首次在中国获批，用于治疗 RA，商品名为雅美罗。2016 年，该药以免 3 期临床的形式获批新

适应症，用于治疗全身型幼年特发性关节炎，它也由此成为中国首个获批用于治疗全身型幼年特发性关节炎的生物制剂。

根据药物临床试验登记与信息公示平台，托珠单抗在中国已登记了多项研究，适应症包括全身型幼年特发性关节炎和 RA。 

     根据罗氏此前发布的公告，2019 年 8 月，托珠单抗被正式纳入中国国家医保目录，用于全身型幼年特发性关节炎

二线治疗，以及诊断明确的 RA经传统 DMARD 治疗 3~6 个月疾病活动度下降低于 50%的患者。 

     另外，中国已有多家制药企业正在开展托珠单抗生物类似药的研发，包括百奥泰、金宇生物等。今年 5 月，CDE 发

布《托珠单抗注射液生物类似药临床试验指导原则（征求意见稿）》，以更好地推动该产品生物类似药的开发。 

齐鲁制药第 15 个制剂出口美国 

      近日，一批由齐鲁制药（海南）有限公司生产的非肿瘤类冻干制剂在美国上市，成为齐鲁制药第 15 个出口美国的

制剂产品。 

      从 9 月 8 日该产品（注射用福沙吡坦二甲葡胺）获得 FDA 批准到发运美国，仅历时三周。面对疫情影响下出口货

运舱位紧张、货物运输条件严格的情况，齐鲁制药海南公司克服困难，顺利完成交货。 

     齐鲁制药集团始终将国际化作为集团的核心战略之一，创造了高端法规市场出口的多个国内第一，目前已有 20 多

个产品先后获得美国 FDA 批准，多个产品位居美国市场销售份额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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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信息 

欧批准 Olumiant（baricitinib）用于特应性皮炎 

     礼来（Eli Lilly）与合作伙伴 Incyte 近日宣布，欧洲药品管理局（EMA）人用医药产品委员会（CHMP）已发布一

份积极审查意见，推荐批准口服 JAK 抑制剂 Olumiant（baricitinib），用于治疗适合系统治疗的中度至重度特应性皮

炎（AD）成人患者。现在，CHMP 的意见将递交至欧盟委员会（EC）进行审查，后者预计将在未来 1-2 个月做出最终审查

决定。 

      值得一提的是，来自 CHMP的积极意见，代表了 Olumiant在治疗 AD方面的第一个监管行动。如果获得批准，Olumiant

将成为治疗 AD 的第一个 JAK 抑制剂。 

      礼来高级副总裁兼礼来生物医药公司总裁 Patrik Jonsson 表示：“由于目前可供成人 AD 患者使用的治疗方案有

限，我们很高兴能进一步探索 Olumiant 对 AD 患者的潜在益处。在礼来，我们渴望提高皮肤病患者的治疗标准。今天的

CHMP 意见使我们更接近于为欧洲患有 AD 的成年人带来一种新的药物。” 

      Olumiant 的活性药物成分为 baricitinib，该药是一种每日口服一次的选择性、可逆性 JAK1和 JAK2 抑制剂，目

前处于临床开发，用于多种炎症性疾病和自身免疫性疾病的治疗，包括类风湿性关节炎（RA）、银屑病、糖尿病肾病、

特应性皮炎、系统性红斑狼疮等。JAK 酶有 4 种，分别为 JAK1、JAK2、JAK3 和 TYK2。JAK-依赖性细胞因子参与多种炎症

和自身免疫性疾病的发病过程，提示 JAK 抑制剂或可广泛用于治疗各种炎症性疾病。在激酶检测试验中，baricitinib

针对 JAK1和 JAK2 表现出的抑制强度要比 JAK3 高出 100 倍。 

      截至目前，Olumiant 已获全球 60 多个国家（包括美国、欧盟和日本）批准，作为一种单药或联合甲氨蝶呤，用

于对一种或多种疾病修饰抗风湿药物（DMARD）缓解不足或不耐受的中度至重度活动性类风湿性关节炎（RA）成人患者的

治疗。在临床研究中，与标准护理疗法（例如甲氨蝶呤单药疗法，阿达木单抗联合背景甲氨蝶呤疗法）相比，Oluminant

使 RA 症状和体征实现显著改善。 

今年已有多个抗癌药物获批 

       在近日举办的第 23 届中国临床肿瘤学会（CSCO）年会，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CDE)相关负责人

介绍了 2020 年中国肿瘤创新药的审评审批情况。根据会上分享，截止 2020年 9月 10 日，已经有 17 款抗癌创新药在中

国获批上市，包括 PD-1/L1 抑制剂、抗体偶联药物（ADC）、第三代 EGFR-TKI 等不同作用机制的创新疗法，以及 2 款生

物类似药，涵盖肺癌、乳腺癌、头颈部鳞癌、黑色素瘤、肝癌、胃癌、套细胞淋巴瘤等多种癌症。 

       值得一提的是，这些获批的创新药意义非凡。其中，至少五款创新药为所获批适应症领域的首个，例如，中国广

泛期小细胞肺癌患者迎来了首款免疫疗法，中国头颈部鳞癌患者迎来了首款获批的靶向药物等等。此外，在过去的九个

月多月里，中国还迎来了两款 ADC 药物、首个中国国产第三代 EGFR-TKI、以及首个中国国产 BTK 抑制剂等。 

2020 年在中国获批上市的抗癌创新药（截止 9 月 10 日） 



北京东方比特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医药市场动态月刊 

联系方式：北京西城区阜外大街 2 号万通新世界广场 A 座 20 层 2001 室 北京东方比特科技有限公司 

电话：010-68012929 转 2118    传真：010－68052505    邮编：100037 

56 

癌种 药品 作用机制/靶点 公司 

肺癌 

阿替利珠单抗 PD-L1 抑制剂 罗氏 

卡瑞利珠单抗 PD-L1 抑制剂 恒瑞医药 

甲磺酸阿美替尼 第三代 EGFR-TK1 豪林药业 

赛瑞替尼 ALK 抑制剂 诺华 

乳腺癌 

恩美曲妥珠单抗 靶向 HER2的 ADC 药物 罗氏 

马来酸奈拉替尼 泛 HER 靶点抑制药 北海康成 

伊尼妥单抗 HER2 单抗 三生国健药业 

头颈部鳞癌 西妥昔单抗 抗 EGFR 抗体 默克 

黑色素瘤 
甲磺酸达拉非尼 BRAF 抑制剂 诺华 

曲美替尼 MEK 抑制剂 诺华 

肝癌 卡瑞利珠单抗 PD-L1 抑制剂 恒瑞医药 

食管癌 
卡瑞利珠单抗 PD-L1 抑制剂 恒瑞医药 

帕博利珠单抗 PD-L1 抑制剂 默沙东 

胃癌 纳武利尤单抗 PD-L1 抑制剂 BMS 

尿路上皮癌 替雷利珠单抗 PD-L1 抑制剂 百济神州 

血液肿瘤 
维布妥昔单抗 靶向 CD30的 ADC 药物 武田 

泽布替尼 BTK 抑制剂 百济神州 

生物类似药 贝伐珠单抗 VEGF 信达生物 

 
曲妥珠单抗 HER2 复宏汉霖 

美批准 Nucala（mepolizumab）用于嗜酸性粒细胞增多综合 

      9 月 25 日，GSK 宣布美国 FDA 已批准 Nucala（mepolizumab）用于治疗持续≥6 个月、无可识别的非血液病继发原

因的嗜酸性粒细胞增多综合征（HES）12 岁及以上成人和儿科患者。此次批准使 Nucala 成为美国首个且唯一一个针对嗜

酸性粒细胞驱动疾病患者获批的生物治疗。 

      Nucala 于 2015 年首次批准用于严重嗜酸性哮喘（SEA）治疗，是针对 IL-5 的第一种类单克隆抗体。据信，该药

物能防止 IL-5 与嗜酸性粒细胞表面的受体结合，使血液嗜酸性粒细胞降低到正常水平。在正常水平下，嗜酸性粒细胞可

能在维持健康方面起作用。 

      Mepolizumab 已被开发用于治疗由嗜酸性粒细胞引起的炎症所驱动的疾病。该药已在 26 个嗜酸性粒细胞适应症的

26 项临床试验中对 3000 多名患者进行了研究，并已在美国、欧洲和其他 20 多个市场以 Nucala 品牌获得批准，用于 SEA

和嗜酸性肉芽肿合并多发性炎（EGPA）的附加维持治疗。预计 2020 年该药物治疗慢性鼻窦炎合并鼻息肉（CRSwNP）的监

管申请将有所进展。目前，mepolizumab 还在 COPD 中进行研究，尚未被批准用于缓解急性支气管痉挛或哮喘状态。 

日批准 Enhertu 用于 HER2 阳性胃癌 

        第一三共公司（Daiichi Sankyo）26 日宣布，日本厚生劳动省（MHLW）已经批准该公司与阿斯利康（AstraZeneca）

联合开发的 HER2 靶向抗体偶联药物（ADC）Enhertu（fam-trastuzumab deruxtecan-nxki）扩展适应症，用于治疗 HER2

阳性无法切除的晚期或复发胃癌患者。这些患者已经接受过化疗治疗，但是疾病继续进展。这是 Enhertu 在全球范围内

首次获批治疗 HER2 阳性胃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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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胃癌是全世界第五大常见癌症，也是第三大癌症死亡原因，转移性疾病的五年存活率为 5%。在中国，胃癌是仅

次于肺癌的第二大癌种，其发病数与死亡数分别占全球的 44%和 50%。80%的中国胃癌患者在确诊时已经处于晚期，治疗

选择有限。大约五分之一的胃癌是 HER2 阳性。HER2 是一种酪氨酸激酶受体，它表达在许多肿瘤类型中，包括乳腺癌，

胃癌和结直肠癌。 

        Enhertu 是采用第一三共专有的 DXd ADC 技术设计的抗体偶联药物，由靶向 HER2的人源化单克隆抗体通过一个

四肽连接子与一款拓扑异构酶 1 抑制剂连接而成。它在去年底获得 FDA 加速批准，治疗 HER2阳性乳腺癌患者。它曾经获

得三项美国 FDA 授予的突破性疗法认定，用于治疗 HER2 阳性乳腺癌、胃癌和非小细胞肺癌患者。 

美批准 Fetroja 用于医院获得性细菌性肺炎 

        日本药企盐野义（Shionogi）近日宣布，美国 FD 已批准新型抗菌药 Fetroja（cefiderocol，头孢地尔）的一

份补充新药申请（sNDA），用于 18 岁及以上成人患者，治疗由下列易感革兰氏阴性菌引起的医院获得性细菌性肺炎（HABP）

和呼吸机相关细菌性肺炎（VABP）：鲍曼不动杆菌复合群、大肠埃希氏杆菌、阴沟肠杆菌复合群、克雷伯氏肺炎菌、铜

绿假单胞菌、粘质沙雷氏菌。成人患者。 

        HABP 和 VABP 有时也被称为医院内肺炎（NP），这是最常见的医院获得性感染之一，越来越多的病例是由难以

治疗的病原体引起的，来自 III 期 APEKS-NP 研究的结果显示，Fetroja 可作为治疗由多重耐药革兰氏阴性菌引起的 HABP

和 VABP 患者急需的一个额外选择。 

        Fetroja 是第一个获得监管批准的具有铁载体功能的抗生素，能够克服革兰氏阴性菌针对抗生素的多种耐药机

制。在美国，Fetroja于 2019 年 11 月获得批准，用于治疗选择有限或没有治疗选择的 18 岁及以上成人患者，治疗由下

列易感革兰氏阴性微生物引起的复杂性尿路感染（cUTI，包括肾盂肾炎）：大肠杆菌、肺炎克雷伯菌、奇异变形杆菌、

铜绿假单胞菌、阴沟肠杆菌复合菌。在欧盟，Fetcroja（cefiderocol）于今年 4 月获得批准，用于治疗方案有限的成人

患者（18 岁及以上）治疗由需氧革兰氏阴性菌导致的感染。 

        Cefiderocol 是全球第一个利用细菌自身的铁吸收系统进入细菌细胞的铁载体头孢菌素，其方式类似于“特洛

伊木马（Trojan horse）”。cefiderocol 针对广谱需氧革兰氏阴性病原体具有广泛的体外抗菌活性。 

日批准 Enarodustat 用于肾性贫血 

     近日，深圳信立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收到日本 JAPANTOBAC COINC（下称“JT”）通知，其拥有

的创新化合物“Enarodustat”（2mg/4mg）在日本获得生产和销售许可。 

      Enarodustat”（恩那司他片）为 JT 拥有的抗肾性贫血口服小分子创新制剂，已开发的适应证为肾性贫血。JT 于

2019 年 11 月在日本提交上市申请，2020 年 9 月获批上市。2019 年 12 月，公司与 JT 签订协议，获得“Enarodustat”

相关知识产权、技术信息在肾性贫血适应证领域的中国市场独家许可使用权。 

      根据日本的 III 期临床研究，证实了“Enarodustat”在非透析、腹膜透析和血液透析的肾性贫血患者中的安全

性和有效性。本次“Enarodustat”在日本获批上市，进一步论证了该产品的成药性及临床价值。 

      公司引进该产品后，正按计划开展临床试验，待临床试验成功后按程序申报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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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9 月国内企业在美获批的 ANDA 

企业 品名 规格 日期 

齐鲁药业 注射用福沙吡坦二甲葡胺 150mg 9 月 8 日 

以岭药业 阿昔洛韦胶囊 200mg 9 月 14 日 

以岭药业 赖诺普利片 2.5mg、5mg、10mg 9 月 15 日 

人福医药 盐酸拉贝洛尔片 100mg, 200mg, 300mg 9 月 30 日 

2020 年 9 月美 FDA 批准新药 

商品名 通用名 类型 公司 适应症 日期 

Qdolo 盐酸曲马多口服液 3 Athena 偏头痛 09/01 

Onureg 
阿扎胞苷片 3 Celgene Corp 急性粒细胞

白血病 

09/01 

Detectnet 
COPPER DOTATATE 

CU-64 

1 Radiomedix 放射性诊断

试剂 

09/03 

Gavreto 
Pralsetinib 胶囊 1 Blueprint   Medicines 非小细胞肺

癌 

09/04 

Xeljanz 
柠檬酸托法替尼口服

液 

3 Pfizer Inc 青少年特发

性关节炎 

09/25 

Alkindi 

Sprinkle 

氢化可的松胶囊 3 Diurnal Ltd 肾上腺皮质

功能不全 

09/29 

Atropine 

Sulfate 

硫酸阿托品注射液 5 Accord   Hlthcare 毒蕈碱中毒 09/29 

美批准 Keytruda 用于经典型霍奇金淋巴瘤 

       10 月 15 日，默沙东（MSD）宣布其抗 PD-1 疗法 Keytruda(帕博利珠单抗)获得美国 FDA 批准扩大新适应症，单药

治疗复发性或难治性经典型霍奇金淋巴瘤（cHL）成人患者。新闻稿指出，Keytruda 是首个获批治疗接受过一线疗法的

复发/难治性 cHL 成人患者的抗 PD-1 疗法。FDA 同时还批准了 Keytruda 用于难治性 cHL，或经二线及二线以上治疗后复

发的 cHL 儿童患者。 

       默沙东公司开发的重磅 PD-1 抑制剂 Keytruda 通过抑制 T 细胞表明表达的 PD-1 受体与其配体的结合，激活 T 细

胞并增强其抗癌免疫反应。 

       此次批准，是基于 3 期临床试验 KEYNOTE-204 的结果，在该试验中，与目前标准疗法相比，Keytruda 使患者疾

病进展或死亡风险显著降低了 35%（HR=0.65，95% CI，0.48-0.88；p<0.0027）。此外，接受 Keytruda 治疗的患者的中

位无进展生存期（PFS）为 13.2 个月（95% CI，10.9-19.4），接受标准疗法治疗的患者的 PFS 为 8.3 个月（95% CI，5.7-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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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阳光甘精胰岛素注射液申请上市 

   10 月 17 日，东阳光发布公告称，子公司宜昌东阳光长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东阳光药”)自主研发的甘精胰

岛素注射液上市申请获国家药监局受理，用于治疗 I 型和 II型糖尿病。截至目前，东阳光药甘精胰岛素注射液累计研发

投入约 1.17 亿元。 

  甘精胰岛素是一种长效人胰岛素类似物，能够更长效、平稳地控制患者的血糖。据国际糖尿病联盟(IDF)2017 年报

告数据，中国大陆糖尿病患者数量约为 1.14 亿，20 岁-79 岁人群中发病率约为 10.4%。艾美仕数据显示，2019 年国内糖

尿病领域药物销售金额为 39.21 亿美元，较 2018 年增长 8.97%，其中 2019 年国内胰岛素及其类似物类药物销售金额的

份额为 42.52%，具有可观的市场潜力。 

  甘精胰岛素注射液的原研厂家为赛诺菲，商品名为“来得时”，2004 年在中国上市。国内甘精胰岛素注射液的主要

生产厂家除原研赛诺菲外，还包括甘李药业、珠海联邦制药、通化东宝药业。米内网数据显示，2019 年中国公立医疗机

构终端甘精胰岛素注射剂销售额突破 60 亿元，赛诺菲的市场份额位居首位。 

除东阳光药外，辽宁博鳌生物制药也已提交甘精胰岛素注射液的上市申请，并获得受理。东阳光表示，如甘精胰岛

素注射液通过上市审评审批，将有利于拓展分泌及代谢治疗领域业务，进一步丰富公司的产品组合。 

终端市场 

2019 年孟鲁司特钠药店企业份额 

   孟鲁司特钠咀用于哮喘的预防和长期治疗，包括预防白天和夜间的哮喘症状，治疗对阿斯匹林敏感的哮喘患者以及预

防运动诱发的支气管收缩；还适用于减轻季节性过敏性鼻炎引起的症状（2 岁至 14 岁儿童以减轻季节性过敏性鼻炎和常

年性过敏性鼻炎）。 

      2019 年药店销售额比 2018 年增长 14.81%。各剂型份额与各企业份额如下。 

表 1：各剂型份额 

剂型 2019 年份额 
2018 年份

额 

孟鲁司特钠咀嚼片 54.78% 55.67% 

孟鲁司特钠片 41.90% 41.09% 

孟鲁司特钠颗粒 3.32% 3.24% 

总计 100.00% 
 

 表 2：各企业份额 

企业名称 2019 年份额 
2018 年份

额 

杭州默沙东制药有限公司 81.58%  86.98% 

鲁南贝特制药有限公司 11.52% 6.45% 

四川大冢制药有限公司 6.76% 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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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民生滨江制药有限公司 0.08% \ 

长春海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0.05% \ 

总计 100.00% 
 

 

2019 年西地那非片药店企业份额 

        枸橼酸西地那非片由美国辉瑞制药公司研发，1998年月 4 月在美国上市，为首个治疗勃起功能障碍（ED）的药

物。是目前国内最畅销的 ED 药物。 

        齐鲁制药有限公司的刚获批枸橼酸西地那非片在第三批带量采购唯一中标，每片价格只有 2 元，彻底把价格按

到地板，作为“光脚企业”不需任何营销就进入了医院市场，。然而零售药店才是西地那非销售主要途径。预计齐鲁制

药也不会立即在所有药店都执行医院价格，而辉瑞一定是会保持价格最贵来保留对品牌敏感的客户。 

表 1：2019 年药店企业份额 

企业名称 份额 

辉瑞制药 68.75% 

白云山制药总厂 27.21% 

江苏亚邦爱普森药业有限公司 3.63% 

吉林金恒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0.34% 

常山生化药业(江苏)有限公司 0.04% 

成都地奥制药集团有限公司 0.03% 

总计 100.00% 

 

2019 年苯磺酸氨氯地平片药店企业份额 

      氨氯地平为目前国内最常使用的降压药物之一。在健康网药店数据中，氨氯地平单方制剂销售包括苯磺酸氨氯地

平片、甲磺酸氨氯地平片、马来酸氨氯地平片、苯磺酸氨氯地平分散片、马来酸氨氯地平分散片、门冬氨酸氨氯地平片、

苯磺酸氨氯地平胶囊、苯磺酸氨氯地平滴丸、马来酸氨氯地平滴丸。 

     其中苯磺酸氨氯地平片销售额在药店中占据了 92.93%销售份额。苯磺酸氨氯地平片国内获批企业众多，药店统计

中企业也众多。 

从份额看辉瑞制药 2019年的销售份额从 2018年 40.38%上升到 42.70%。而 2018年排名第二的白云山制药总厂份额从 2018

年的 13.63%下降到 5.06%。 

表 1：苯磺酸氨氯地平片销售额 TOP20 企业所占份额 

排名 企业名称 销售份额 
2018 年排

名 

1 辉瑞制药有限公司 42.70% 1 

2 华润赛科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10.2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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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扬子江药业集团上海海尼药业有限公司 9.66% 5 

4 苏州东瑞制药有限公司 7.30% 4 

5 广东彼迪药业有限公司 5.58% 6 

6 白云山制药总厂 5.06% 2 

7 江西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3.30% 7 

8 北京红林制药有限公司 2.36% 8 

9 南京海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1.59% 11 

10 浙江得恩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1.37% 9 

11 浙江为康制药有限公司 1.22% 10 

12 山东凤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1.08% 15 

13 辽宁康博士制药有限公司 0.90% 13 

14 沈阳管城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0.78% 17 

15 湖南千金协力药业有限公司 0.73% 12 

16 山西华元医药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0.57% \ 

17 北京福元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0.55% \ 

18 重庆科瑞制药(集团)有限公司 0.52% 18 

19 苏州俞氏药业有限公司 0.42% 19 

20 山西宝芝林药业有限公司 0.39% 14 

 

医药原料 

常盛制药 6-APA 及 7-ACA 产品结构升级柔性生产线建设项目 

    内蒙古常盛制药有限公司产品结构升级柔性生产线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公众参与公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有关

规定，现对《内蒙古常盛制药有限公司产品结构升级柔性生产线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进行环境影响评价第二

次公众参与公示，进一步收集和征求公众意见和建议。 

    一、项目概况 

    （一）现有工程概况 

    现有工程六-氨基青霉烷酸项目位于 601 车间和 602 车间，设计规模为年产 2000t/a 六-氨基青霉烷酸产品（6-APA）

和 2000t/a 青霉素钾工业盐（简称“工业盐”），实际年产 1825t/a6-APA 和 700t/a 工业盐。二者共用发酵、过滤、提

炼、冷脱、溶媒回收，6-APA独立配套碱化、脱脂、裂解、萃取、结晶、干燥包装工序，工业盐独立配套碱化、脱脂、

结晶、干燥包装工序。 

    现有工程内蒙古常盛制药有限公司产品结构升级项目位于 501 车间，设计规模为年产 7-氨基头孢烷酸产品（7-ACA）

1000t/a，实际年产 700t/a7-ACA。7-ACA 工艺流程为：发酵、过滤、提取、合成工序，同时配套建设溶媒回收、母液回

收、低单位套用、水回收、喷浆造粒或真节能岗位、多效蒸发等辅助工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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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有工程废气经“旋风分离+碱洗+次氯酸钠洗+水洗、生物除臭塔、活性炭纤维吸附再生装置”等处理后排空，对环

境影响较小；废水由厂区环保中心处理后，经青霉素工业水资源综合循环利用系统深度处理后全部回用，不外排；噪声

经基础减振、厂房屏蔽等措施减噪，对环境影响较小；固废均经综合利用和无害化处置等方式，合理处置。 

    （二）本次技改工程概况 

    本次拟进行的“产品结构升级柔性生产线建设项目”位于内蒙古常盛制药有限公司现有 501 车间和 602 车间。将厂

区现有工程 7-ACA 项目 501 车间的发酵、过滤工序和现有工程 6-APA 项目 602 车间工业盐的提炼、冷脱、碱化、脱脂、

回收和结晶工序，同时利旧工业盐闲置设备用于裂解、萃取工序整合为一条生产线，根据产品市场需求切换生产年产

1000t/a6-APA，同时停止 7-ACA和工业盐生产；亦可根据市场需要，501车间所有工序均运行恢复生产年产 1000t/a 7-ACA，

实现 6-APA 和 7-ACA 两种产品的柔性生产。 

    本次技改工程6-APA生产工艺与厂区现有工程601车间和602车间生产的6-APA完全相同，技改后501车间生产7-ACA

工艺保持不变。因此，本技改工程仅为实现 7-ACA 和 6-APA两种产品的柔性生产，不对其工艺、设备和环保设施进行技

改，亦不涉及现有工程六-氨基青霉烷酸项目的减产。项目不新增占地面积，总投资 58 万元。项目已于 2020 年 3 月开工

建设，于 2020年 4 月建成投产。截止 2020年 9 月，本次技改工程正在柔性生产 7-ACA 产品。 

严厉打击原料药及药品垄断涨价等各种形式的垄断行为 

       反垄断局 9月 23 日召开原料药和药品规范经营座谈会。中国药品监督管理研究会和中国化学制药工业协会及 12

家原料药和药品生产、经营企业参加会议。反垄断局要求原料药和药品生产、经营企业依法合规经营，不得从事《反垄

断法》禁止的垄断协议和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等行为。市场监管部门将持续加大原料药和药品领域反垄断执法力度，严厉

打击垄断涨价等各种形式的垄断行为。 

安徽泰格拟投资建年产 1000 吨 D-泛醇项目 

    一、建设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年产 1000吨 D-泛醇项目 

    单位名称：安徽泰格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建设地点：固镇经济技术开发区 

    建设内容：拟投资 5700 万元，依托现有车间及部分公辅、环保设施，建设年产 1000吨 D-泛醇生产装置。 

新疆合源正达生物要建年产 2 万吨二甲双胍项目 

    新疆合源正达生物化学有限公司二甲双胍项目环境影响评价首次公众参与 

    2020 年 9 月，受新疆合源正达生物化学有限公司的委托，东营天玺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承担新疆合源正达生物化学有

限公司二甲双胍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工作。为维护社会公众合法的环境权益，提高环境影响评价的科学性和针对性，提高

环保措施的合理性和有效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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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第 4 号）、《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公众参与（征求意见稿）》等文件的要求，现对该项目进行公众参与首次公示，

征求广大公众的意见和建议。公示材料如下： 

    （一）建设项目的名称及概要 

    （1）工程名称：新疆合源正达生物化学有限公司二甲双胍项目 

    （2）建设地点：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七师五五工业园北区。 

    （3）建设概要：总投资 81510 万元，建设 20000t/a 二甲双胍生产线，同步建设原料及成品仓库、原料罐区、循环

水站、消防水站、焚烧装置等设施。 

工信部将推进原料药园区化生产 

  近期，工信部官网登载了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第 9883 号建议的答复。对权太琦等 3 名代表提出的关于支持在

连云港建立国家级原料药生产基地的建议进行答复，工信部表示，将会同相关部门制定原料药生产基地认定标准和工作

程序，支持地域空间独立、环境承载能力较强的区域建设原料药集中生产基地。 

  工信部认为，原料药处于医药产业链上游，是保障药品供应、满足人民用药需求的基础。我国是全球最大的化学原

料药生产国，原料药生产企业 1500 余家，在产品种有 1600余个，2019 年产量达到 300 余万吨，主营业务收入 3800 亿

元，对促进经济发展、保障人民健康、维护社会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国际竞争中占有一定优势。 

  2020 年 1 月，工信部等四部门联合发布《推动原料药产业绿色发展的指导意见》，《意见》提出到 2025 年，采用

绿色工艺生产的原料药比重进一步提高，高端特色原料药市场份额显著提升;产业布局更加优化，原料药基本实现园区化

生产，打造一批原料药集中生产基地;清洁生产水平明显提高，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二氧化碳排放量、用水量以及二氧

化硫、氮氧化物、挥发性有机物等主要污染物排放强度逐步下降。 

  去年 12 月，为全面贯彻落实《医药工业发展规划指南》，工信部会同国家卫生健康委、生态环境部、国家药监局等

部门制定印发了《推动原料药产业绿色发展的指导意见》，进一步推进原料药产业绿色升级，助力医药行业高质量发展。 

  一是调整原料药产业结构。鼓励优化产业资源配置，推进绿色生产技术改造，提高大宗原料药绿色产品比重，加快

发展特色原料药和高端定制原料药，严格质量、环保、卫生等标准，依法依规淘汰落后技术和产品，逐步提高原料药产

业集中度和规模化生产水平。 

  二是优化原料药产业布局。按照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线、生态环境准入清单要求，合理规划

产业区域布局，逐步提升原料药主产区绿色发展水平，加快环境敏感区企业升级改造和产业转移，环境空气质量未达标

城市应制定更严格的准入标准。 

  三是加快技术创新与应用。聚焦产业绿色发展需求，加快推进绿色技术攻关和产业化应用，推广高效提取纯化、绿

色酶法合成、微通道反应等绿色工艺，突破一批关键核心绿色技术，培育一批高质量创新型企业，打造一批创新平台、

战略联盟、示范基地。 

  四是推行绿色生产标准。研究制定推行原料药绿色工厂、绿色园区、绿色管理标准，积极构建资源节约、环境友好、

生态文明的绿色生产体系，组织行业协会开展对标评价，发挥优质企业标杆引领作用，推动提升行业绿色发展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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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是推动建设集中生产基地。合理规划原料药产业布局，指导制定行业绿色园区评价标准，支持地方依托现有医药、

化工产业园区，通过结构调整、产业升级、优化布局，开展原料药集中生产基地建设，实现公共系统共享、资源综合利

用、污染集中治理和产业集聚发展。 

  下一步，工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制定原料药生产基地认定标准和工作程序，支持地域空间独立、环境承载能力较强

的区域建设原料药集中生产基地。工信部认为，江苏连云港近年来医药产业发展较快，具备一定产业基础和区位优势，

基础设施配套较好，将进一步指导地方加强原料药产业发展培育，鼓励该地区在具备条件的情况下积极申报国家级原料

药生产基地。 

  此外，工信部将组织开展小品种药集中生产基地建设，保障临床易短缺药品生产供应。一是依托已认定的 6 家小品

种药生产基地建设单位，支持组建短缺药品供应保障联合体，整合原辅料生产、流通配送等上下游产业资源，逐步实现

原料药与制剂的一体化生产，提高小品种药供应保障能力。二是加强小品种药生产供应监测，动态掌握小品种药生产、

销售、库存等情况，结合医疗卫生机构使用需求，加强小品种药供需信息对接，及时开展监测预警和分析研判，避免供

需信息沟通不畅导致供应短缺。三是研究利用现有资金渠道，支持优势企业开展短缺药品生产供应保障能力建设，协调

相关部门组织实施小品种药集中采购，加快办理小品种药注册申请事项，推动实现小品种药持续稳定供应。（中国化工

报） 

福斯特药业抗病毒奥司他韦中间体实现销售 1 亿元 

    日前，从高铁新区了解到，2020年 1—8 月，杭州福斯特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斯特药业）工业总产值实现 1.64

亿元，同比增长 79.6%。 

    福斯特药业成立于 2001年 9 月，是一家主要从事研发、生产、销售医药中间体和原料药的国家重点扶持高新技术企

业，经过多年努力，公司在自主研发领域取得 13 项有效专利。2020 年 1—8 月，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市场对抗病毒药

物的需求量猛增。公司仅一个抗病毒药物主打产品——奥司他韦中间体项目就实现销售产值 1 亿多元，占据公司销售额

的 60%，比去年增长 80%左右，占据国内 40%市场份额。 

    长期以来，福斯特药业注重产品研发投入和自身研发综合实力的提升，设有省级企业研究院，直接从事研发的科技

人员 29 人，占企业职工总数的 15%。同时，公司还在杭州成立了一个研发中心，研发中心总共 20 个人，硕士以上有 4

个，中心还与高校、科研院所进行广泛的产学研合作。 

    下一步，福斯特药业将继续加大研发投入，扩大现有产能，进一步拓展市场，做大做强医药产业。 

新和成维生素 D3 产品年产能 

    10 月 12 日新和成在互动平台表示，公司作为维生素 D3产品市场的重要参与者，公司根据市场情况制定发展计划，

目前公司该产品年产能为 2000 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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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监管总局原料药反垄断指导意见出台 

    10 月 13 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关于原料药领域的反垄断指南（征求意见稿）》（下称《指南》），向社会

公开征求意见。希望借此预防和制止原料药领域垄断行为，引导原料药领域经营者守法合规经营。但对于这份指导意见

的价值有多大，业内有不同的声音。 

    原料药反垄断指导意见出台 从严从重能否遏制垄断行为？ 

    01.原料药反垄断再进一城 

    实际上，打击原料药垄断已经成为医药行业整顿的重点内容之一。2017 年出台的《短缺药品和原料药经营者价格行

为指南》，成为中国反垄断法实施以来头一部针对医药行业这一特定行业的价格垄断指南；《进一步做好短缺药品保供

稳价工作的意见》中也明确加大对原料药垄断等违法行为的执法力度。 

    而此次的发布，则更加明确、且细化了相关情形。此前，国内原料药领域的垄断形式多样，包括包销、返点、拒绝

供应等多种形式。而滥用市场地位导致的结果就是一些常用药品短期内急剧涨价或者断供。 

    相关数据显示，我国的成品药有 1500 种原料药，其中 50 种原料药只有一家企业取得审批资格可以生产，44 种原料

药只有两家企业可以生产，40种原料药只有三家企业可以生产，10%的原料药只能由个位数的企业生产，原料药生产掌

握在少数企业的手中。 

    为此，《指南》指出原料药经营者应当遵守《反垄断法》相关规定，禁止与竞争者达成、实施横向垄断协议。 

    对于原料药生产企业，《指南》指出，应当避免与具有竞争关系的其他原料药生产企业达成联合生产协议、联合采

购协议、联合销售协议、联合投标协议等以商定原料药生产数量、销售数量、销售价格、销售对象等为主要内容的协议；

应当避免通过第三方(如原料药经销企业、下游药品生产企业)沟通原料药销售价格、产量规模、产销计划等敏感信息。 

    而对于原料药经销企业，应当避免与具有竞争关系的其他原料药经销企业就采购数量、采购对象、销售价格、销售

数量、销售对象等达成、实施经销合作协议、采购合作协议等横向垄断协议；应当避免向原料药生产企业透露其竞争者

的销售价格、产量规模、产销计划等敏感信息。 

    同时，《指南》也指出纵向垄断的具体情形，例如原料药生产企业通过合同条款规定下游企业的转售价格；或固定

经销商的利润、折扣和返点，通过对不遵守限定价格的下游企业取消返利、减少折扣、拒绝供货或解除协议等实施价格

限制。并指出，对于原料药领域纵向垄断协议的认定，可考虑药品关联审评审批有关规定。 

    此外，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原料药生产企业或经销企业，可能滥用其市场支配地位，例如，以不公平的高价销售原

料药、拒绝销售原料药、涉及原料药的限定交易、涉及原料药的搭售、涉及原料药的附加不合理交易条件、涉及原料药

的差别待遇、共同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认定涉及原料药的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适用《反垄断法》第三章规定。 

    02. 从严从重处罚能否解决根本问题？ 

    除了对垄断行为的清晰界定，《指南》也提出将依法从重处理原料药垄断行为：我国原料药领域垄断行为频发，经

营者对垄断行为认知程度较高，原料药经营者实施垄断行为，特别是明知有关行为违反《反垄断法》仍故意规避反垄断

调查的，反垄断执法机构将从严从重作出处理。 

    尽管原料药垄断已经成为医药行业整顿的重点内容之一，并自 2017 年开始接连出台相关政策文件，但在严厉的监管

下，原料药企业因垄断行为被处罚的案例并非少数，国家层面接连对原料药企业垄断案件开出罚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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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 2 月 10 日，国家工商总局发布公告，对垄断水杨酸甲酯原料药的武汉新兴精英医药有限公司开出 220 万元

的罚单。同年 2 月 13 日，国家发改委官网又通报了对有原料药垄断前科的山东潍坊隆舜和医药有限公司暴力阻碍反垄断

调查的处罚公告，这是国家发改委开出的首张阻碍反垄断调查罚单。两张罚单将原料药垄断问题再次曝光于公众面前。 

    2017 年 7 月 31 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对浙江新赛科药业有限公司、天津汉德威药业有限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以

不公平高价销售异烟肼原料药以及无正当理由拒绝交易一案依法作出处理决定，对两家公司罚款共计 44.39 万元。 

    但这样的处理结果仍然引起争议。以水杨酸甲酯原料药为例，对原料药生产厂家来说，环保和生产成本带来的压力

较大，垄断方抛出诱人的高价购买价格，就能买断药厂的全部产出，独占全国市场份额。据当时媒体估算垄断方顺通医

药从中获得的利益可能近亿元，而官方处罚通报罚款仅为数百万元。 

    为此，国家发改委于 2017 年 11 月发布《短缺药品和原料药经营者价格行为指南》，阐述原料药和短缺药品之间的

传导关系，并对原料药垄断涨价行为划出一条更加清晰的红线，便于强化对原料药的价格监督。此后，反原料药垄断的

力度显著加大，单次处罚额度从几万、几十万到几千万渐次升高，力度在不断加码。 

    今年 4 月 14 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对三家葡萄糖酸钙原料药经销企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违法行为作出行政处罚

决定，共罚没 3.255 亿。这是《反垄断法》实施以来，原料药领域反垄断案件最大的一笔罚单。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网站《行政处罚决定书》显示，山东康惠医药有限公司、潍坊普云惠医药有限公司、潍坊太

阳神医药有限公司等三家公司于2015年8月至2017年12月滥用在中国注射用葡萄糖酸钙原料药销售市场上的支配地位，

通过包销、大量购买或者要求生产企业不对外销售等方式，控制了中国注射用葡萄糖酸钙原料药销售市场。 

    上述三家生产企业的原料药是目前国内市场中主要的葡萄糖酸钙原料药来源。渠道被经营公司控制后，下游制剂企

业没有任何谈判空间，只能被动接受涨价。这三家经销企业均登记注册为独立法人，但均受康惠公司控制。 

    而此次《指南》的发布无疑是对原料药垄断行为的关注和举措形式，但业内仍然发出质疑，文件发布后监管部门将

会主动出击还是依靠举报等形式，从原料药垄断中获利颇丰的企业能否就此收手，仍然未知。有业内人士也曾呼吁，要

打破原料药垄断，除了加强监管外，另外需要降低原料药市场准入门槛，拓宽药用原料供应渠道。 

昂利康与川宁生物签订发酵法生产 7-ADCA 战略合作协议 

    10 月 14 日浙江昂利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订战略合作协议的公告 

    一、协议的签订情况 

    为进一步加强优势互补和业务协同，在头孢原料药全产业链上形成合作，近日，浙江昂利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昂利康”、“公司”或“本公司”）与伊犁川宁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川宁生物”）签订了战略

合作协议。 

    本次签订的战略合作协议仅为双方合作意愿和合作前提的框架性约定，不涉及合同具体金额，根据《公司章程》及

相关规定，无需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亦不构成关联交易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中规定的重大资

产重组。 

    二、交易对手方介绍 

    1、公司名称：伊犁川宁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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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法定代表人：邓旭衡 

    3、注册资本：200,000 万人民币 

    4、经营范围：粮食收购、销售；保健品研发；货物或技术进出口（国家禁止或涉及行政审批的货物和技术进出口除

外），并开展边境小额贸易业务；抗生素中间体及兽药非无菌原料药（硫氰酸红霉素）、熊去氧胆酸（非无菌原料药）

的生产、销售（不含药品、原料药、化学危险品及其他法律法规规定的前置审批和限制经营项目）；电力生产及销售（仅

限对新疆伊犁电力有限责任公司定向销售）；机械设备加工及维修；硫酸铵、氯化钠、氯化铵、硫酸钠、固定化头孢菌

素 C 酰化酶、玉米蛋白粉的生产；农副产品的加工与销售（具体以生产许可证为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5、注册地址：新疆伊犁州霍尔果斯经济开发区伊宁园区阿拉木图亚村 516 号 

    6、控股股东：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伦药业”）合计持有川宁生物 83.4944%股份。 

    7、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与川宁生物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本次交易不属于关联交易，川宁生物经营情况良

好，不存在合同履约障碍。 

    三、协议主要内容 

    （一）合作内容： 

    1、川宁生物应持续做好发酵法生产 7-ADCA（系生产头孢拉定、头孢氨苄和头孢羟氨苄所必需的医药中间体）的成

本控制和工艺改进，并充分利用发酵生产 7-ADCA 的成本优势，全力支持昂利康下游原料药的生产。 

    2、昂利康应全力协助川宁生物在 7-ADCA 建立产品标准、杂质研究、成本控制等方面的工作。 

    3、昂利康应充分利用川宁生物提供的优势，为客户提供稳定及有竞争力的产品。 

    （二）合作模式： 

    1、双方应加强交流合作，建立例行会议协商机制。 

    2、双方共同商讨市场策略，提高市场占有率。 

    3、双方应各自发挥其在产业链里的优势资源和核心竞争力，确保降低全产业链生产成本，实现互利共赢。 

    4、就后期具体合作的未尽事宜，双方届时将根据合作的具体进程，按照本协议已有规定的原则与宗旨，通过友好协

商另行签订具体业务协议，关于具体的合作事宜以具体业务协议约定为准。 

    （三）其他 

    1、本协议有效期为长期，本协议壹式贰份，经各方法定代表人或者授权代表签字并盖章后即生效。 

    2、双方应严格遵守本协议项下的合作事宜，任何一方未履行本协议项下义务或违反本协议约定，导致另一方受到损

失的，应当向另一方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3、因本协议引起的争议，就由双方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就当提交原告所在地人民法院。 

    四、协议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川宁生物是科伦药业的控股子公司，其在抗生素发酵产品系列的生产规模、技术水平、

环保处理等能力在全球具有领先地位，新开发的发酵法生产 7-ADCA 具有巨大潜力；昂利康在口服类头孢原料药市场具有

强大优势，从化学合成到生物酶法均具有长期的生产经验和领先的技术水平，也是国内门类较为齐全的口服头孢原料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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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商。双方在头孢原料药全产业链上达成的合作意向，将确保各自发挥其在产业链里的优势资源和核心竞争力，不仅

能降低全产业链生产成本，实现互利共赢，更能对公司未来在口服头孢原料药领域的海外和国内业务开拓及公司整体经

营业绩产生积极的影响。 

    公司目前头孢原料药生产过程中所需的 7-ADCA 均由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苏悦新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悦新”）

生产，与川宁生物达成战略合作后，公司一方面将在综合评估 7-ADCA 成本的基础上，合理安排 7-ADCA 的外购和自产规

模；另一方面公司将积极推动江苏悦新利用现有设施投产新的产品，提升盈利增长点。 

金达威获维生素 K2 食品生产许可证 

    10 月 13 日：厦门金达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内蒙古金达威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金达威药业”）于近日收到内蒙古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下发的《食品生产许可证》，新增生产许可品种“维生素

K2（发酵法）油剂”（类别：食品添加剂；类别编号：3201）具体情况如下： 

    一、证件的主要内容 

    许可证编号：SC13115012200410 

    生产者名称：内蒙古金达威药业有限公司 

    生产地址：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托克托工业园区 

    食品、食品添加剂类别：食品添加剂 

    发证日期：2020 年 09 月 30 日 

    有效期至：2022 年 04 月 26 日 

    二、相关情况说明 

    维生素 K2 又称为甲萘醌，是一种脂溶性维生素，也是人体不可缺少的重要维生素之一。金达威药业通过改扩建项目

推出新的原料产品维生素 K2，设计产能 100 吨/年，该项目已于近日取得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生态环境局关于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预计将于 2020年 10 月进行试生产。 

    三、对公司的影响 

    维生素 K2 取得食品生产许可证，丰富了公司的产品线，提升公司业务能力、增强核心竞争力，公司将按照相关经营

安排陆续投产，预计对公司未来的经营产生积极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