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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品审评积压数量从近22000件下降到8200件——

审批审评改革为创新药“松绑”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吉蕾蕾

减少使用量，提升使用效率——

“零增长”目标倒逼化肥产业升级
本报记者 常 理

鼓励药物研发创新是我国

从医药大国走向医药强国的必

经之路，但目前审批时间过长

严重制约了药物创新的速度。

因此，一方面要改革药物临床

试验管理模式，加快新药临床

试验审批；另一方面，要加快临

床急需药品的上市审批，为更

多创新药品上市“松绑”——

在近日举行的全国药品注册管理
工作会议上，国家食药监总局副局长吴
浈介绍说：“自《关于改革药品医疗器械
审评审批制度的意见》发布实施一年多
来，我国医药行业政策环境明显改善，
医药产业发展势头良好，科技型企业不
断增加，药品创新风起云涌，创新药物
审评审批不断加快，扶优汰劣的效果正
在显现”。

具体来看，药品注册审评效率明显
提高。截至 2016 年底，待审评药品注册
申 请 数 量 由 2015 年 积 压 最 高 峰 时 的
22000 件减少到近 8200 件，注册申请积
压状况得到有效缓解。在去年受理的
4504 件药品注册申请中，品种申报结构
也明显优化。以化学药品为例，2016 年
接受化学创新药申请 240 件，较 2015 年
增长了 18%，完成新药临床试验申请和
新药上市申请分别较 2015 年增长 37%
和 81%。

同时，临床急需药品审评审批时限
大幅缩短，公众用药可及性明显提升。
其中，抗肿瘤药物瑞戈非尼片、抗感染药
物苹果酸奈诺沙星胶囊、内分泌系统药

物贝那鲁肽注射液、呼吸系统疾病及抗
过敏药物金花清感颗粒、预防用生物制
品 13 价肺炎球菌结合疫苗等一批应对
严重公共卫生难题和重大疑难疾病的创
新药和首仿药通过优先审评审批进入市
场，解决了部分患者无药可用问题，大幅
提升了公众对于药品审评审批制度改革
的获得感。

值得注意的是，在药品新注册分类
实施后，国内药物创新积极性显著提高，
一批具有国际研发前沿水平的创新药物
相继受理申报。截至 1 月 31 日，已经按
照新分类受理化学药品注册申请达 330
件，其中创新药 184件，占 55.76%。

“创新是医药产业发展永恒的主题，
是从医药大国走向医药强国的必经之
路，鼓励药物研发创新也是此次药品审
评审批制度改革的明确导向。”吴浈表
示，目前影响药物创新最为突出的问题
就是药物临床试验的审批时间太长，对
创新药物抢占市场的机会影响很大。

临床试验怎么改？吴浈认为，一方
面要改革药物临床试验管理模式，加快
新药临床试验审批。研究对新药临床

试验申请实行备案审查制，接受境外药
物临床试验数据，逐步实现境内外临床
数据的国际互认，降低企业的研发成
本。研究将药物临床试验机构资格认
定由审批制调整为备案制，提高临床试
验伦理审查效能，加强药物临床试验伦
理审查力度，切实保护受试者的安全和
权益。

另 一 方 面 ，要 加 快 临 床 急 需 药 品
上市审批，有条件地批准临床急需药
品。对于治疗严重危及生命且尚无有
效治疗手段的疾病、解决临床需求具
有重大意义的新药，申请人可根据已
获得的研究数据提出减免临床试验申
请；经早期临床试验结果显示初步疗
效的，如符合相关原则和技术要求，可
有条件批准上市；支持罕见病用药研
发注册，建立扩展性同情使用临床试
验药物管理制度。

此外，还要提升审评审批技术支撑
能力和水平，建立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
局统一指挥调度、基于风险和审评需要
的检查模式，营造鼓励创新的氛围，研究
制定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制度，切实保护

药品专利权人合法权益。
“2017 年是深化药品审评审批制度

改革的攻坚之年，药品注册任务之重前
所未有。”国家食药监总局药化注册司司
长王立丰透露，针对当前行业整体研发
投入不足、研发人才缺乏、临床研究能力
薄弱、药物研发创新政策生态环境尚不
健全的现状，今年将研究制定进一步鼓
励企业研发创新的政策措施，包括改革
药物临床试验管理模式，探索有条件许
可的模式，鼓励对目前缺少有效治疗手
段的重大疑难疾病、罕见病用药注册申
请。同时，还将开展药品生产工艺登记，
建立生产工艺数据库，建立药品品种档
案，建立药品目录集，指导仿制药一致性
评价工作顺利开展。

“仿制药是解决医疗问题的关键，鼓
励使用仿制药是世界各国包括发达国家
普遍采取的政策。”吴浈表示，今年将继
续以提高药品质量为核心，严把新批准
仿制药的质量关，管好增量，做好已上市
药品的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提高存
量的质量，加快推进仿制药一致性评价
工作。

化肥是农业生产中必不可少的生产资料，是粮食的
“粮食”，2016 年我国化肥产量达到 7004.92 万吨（折纯
量），是全球最大的化肥生产国和消费国。但同时也应看
到，化肥长期、大量、无序地使用不仅增加了农业成本，也
严重污染了空气、土壤、水等自然生态系统。

当前，我国着力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农业正
向着绿色、高效的方向发展。化肥行业也要顺应这一趋
势，改进施肥方式，提高肥料利用率，减少不合理投入。

近日，在农业部种植业管理司、工信部原材料工业司
指导下,多家单位联合发起的肥料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调
研启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提出，化肥行业要加快推进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肥料产业转型升级，引导产业去
产能、补短板，提质量。

实际上，关于化肥的使用，国家早就给出了明确方
向：减少使用量，提高使用效率。2015 年，农业部出台了

《到 2020 年化肥使用量零增长行动方案》。提出从 2015
年到 2019 年，逐步将化肥使用量年增长率控制在 1%以
内；力争到 2020 年，主要农作物化肥使用量实现零增
长。从实施情况来看，2016 年我国农用化肥用量自改革
开放以来首次减少，部分省份实现了负增长。

农业部种植业管理司司长曾衍德表示，现代农业发
展离不开肥料产业的支撑，推进农业结构性改革，肥料是
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要由单纯提供产品向提供产品、技术
服务的整体解决方案转变。农业部将深入开展化肥使用
量控制研究，主攻农产品质量，促进农业提质增效。引导
化肥企业提高农化服务水平，增强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促
进产学研协同发展。

化肥产业是一个产业链条长，且各环节关联度很高
的行业。“因此，化肥行业必须改变过去企业单打独斗的
局面，全面树立大联合、大协作、大发展的理念。通过集
聚行业优势资源和开展上下游联合协作，扩大有效和中
高端供给，提高化肥产业供给侧质量和效率。”金正大集
团董事长万连步表示。

如何保障化肥的有效利用，确保化肥零增长目标顺
利实现？

业内专家建议，要充分发挥种粮大户、家庭农场、专
业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的示范带头作用，强化技术培
训和指导服务，大力推广先进适用技术，促进施肥方式转
变。一是推进机械施肥。按照农艺农机融合、基肥追肥
统筹的原则，加快施肥机械研发，因地制宜推进化肥机械
深施、机械追肥、种肥同播等技术，减少养分挥发和流
失。二是推广水肥一体化。结合高效节水灌溉，示范推
广滴灌施肥、喷灌施肥等技术，促进水肥一体下地，提高
肥料和水资源利用效率。三是推广适期施肥技术。合理
确定基肥施用比例，推广因地、因苗、因水、因时分期施肥
技术。因地制宜推广小麦、水稻叶面喷施和果树根外施
肥技术。

世界华人祈福中华
轩辕黄帝诞辰在农历三月初

三，出生、创业、建都在有熊（今新
郑），统一天下、奠定中华、肇造文
明。民间自古就有“三月三，拜轩辕”
的说法，自春秋战国以来，炎黄子孙
祭拜先祖黄帝的仪式逐渐兴盛，唐
代以后渐成规制，延续千年。

最近 10 多年，来自澳大利亚、
美国、加拿大、法国、意大利等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社团组织、姓氏
宗亲会的华侨华人代表，参加黄帝
故里拜祖盛典。每年的拜祖大典现
场，嘉宾的肤色不同、语言各异，但
一样的圣洁气氛、一样的景仰心情、
一样的虔诚神态、一样的澎湃激情。

中华儿女心灵故乡
当前，优秀传统文化如何更好

地传承？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需要怎样团结和凝聚中华儿
女的智慧和力量？

致力于弘扬黄帝文化的黄帝故
里拜祖大典，为传统文化与时代精
神相结合找到了一个深入人心的载
体，为形成中华文化新的繁荣推开

了一扇广阔的大门，也为维护祖国
统一、增强爱国情怀提供了一个重
要载体。恭拜黄帝，使优秀传统文化
与时代精神相结合，对增强我们的
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和文
化自信，提升国家软实力，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独特的
重要作用。

开放创新建设国家中心城市
现代的郑州是我国综合交通枢

纽和内陆对外开放的窗口。以郑州
为中心的全国“米”字形高速铁路网
初步成型，中欧（郑州）班列常态化
运行，让中原成为中部亚欧大陆桥
的新起点。郑州新郑国际机场已开
通国内外客货航线近 200 条，覆盖
了全球主要经济体。河南自贸区、中
原经济区、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
验区和郑洛新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
等国家战略都以郑州为核心区。

日前，《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十
三五”规划》明确指出，支持郑州建
设国家中心城市。郑州这片古老而
又充满朝气的热土将以更加开放的
姿态拥抱世界，同时也承载着中原
人民对更加美好未来的向往。

九项仪程隆重、节
俭、有序

3 月 30 日上午 9 时
50 分，黄帝故里拜祖大
典将在郑州市新郑黄帝故
里举行。大典将沿用“同根
同祖同源，和平和睦和谐”的
主题，“隆重、节俭、有序”。

大典仪程共九项：盛世礼炮、
敬献花篮、净手上香、行施拜礼、恭
读拜文、高唱颂歌、乐舞敬拜、祈福
中华、天地人和。

大典仪程结束后，现场将全面
向社会开放。

文化元素成最大“看点”
拜祖大典期间，第十一届中国

(河南)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一带
一路”与郑州国家中心城市建设高
峰论坛、“海峡两岸”经贸文化论坛
等经贸活动同时举行。

除此之外，还将举行一系列文
化交流项目：第十一届黄帝文化国
际论坛、“一带一路”华人书法绘画
作品邀请展、第三届“根亲中国”微
短片大赛、“老家河南”文化周活动

等，
让 嘉 宾
听 乡 音 、叙 乡
情、忆乡愁。

拜祖大典成华人世界文化名片
河南是中华民族和华夏文明的

重要发源地，是中华姓氏的主要发
祥地，是全球华人的祖根地。100
个中华大姓中，78 个直接起源于河
南。

自 2006 年以来，拜祖大典每年
都吸引数十万海内外华夏子孙前来
郑州寻根拜祖，已成华人世界极具
影响力和标志性的文化名片。

只要有网络人人可拜祖
今年拜祖大典特邀嘉宾涵盖五

大洲主要国家的华人华侨代表，包
括“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主要华人社
团的侨领和侨商代表、各界人士代
表等。

同时，大典还充分利用电视、广
播、报刊、网络等全媒体，以让更多
人群以不同的方式参与此项活动。

3 月 30 日，农历三月初三，
丁酉年黄帝故里拜祖大典将在
郑州市新郑黄帝故里隆重举行。

郑州是河南省会，地处中华
腹地，古称“商都”，今为“绿城”，
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中国优秀
旅游城市、国家卫生城市、国家
园林城市、国家森林城市、全国
绿化模范城市、全国科技进步先
进市、全国双拥模范城市、全国
文明城市。

郑州是华夏文明的重要发
祥地，是中国八大古都之一和世
界历史都市联盟成员。8000年
前的裴李岗文化遗址、6000 年
前的大河村文化遗址是著名的
古人类活动遗址；5000年前，中
华人文始祖轩辕黄帝在这里肇
造了中华文明；3600 年前的商
代城墙遗址至今仍屹立在郑州
中心城区。悠久的历史积淀了
灿烂的文明，禅宗祖庭少林寺、
道教圣地中岳庙、宋代嵩阳书
院、中国历史悠久的登封观星
台，都是中华文明史上的璀璨明
珠。

黄帝故里拜祖大典
2017年3月30日 郑州市新郑黄帝故里

·广告

炎黄子孙同拜人文始祖 华夏儿女共建精神家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