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审评审批时间缩短，研发动力不断增强

国产药：靶向发力补创新短板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曾诗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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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药品研发水平仍有较大差距，跟随性研发较多，突破性创新

相对缺乏。对此，我国出台一系列政策，深化审评审批制度改革，净化临床试验生态环

境，加强创新药专利保护，整体推动从仿制药大国大步走向创新药大国。

粤澳合作中医药科技产业园着力提升企业研发能力

以匠心研发中医药产品
本报记者 祝君壁

江西南昌

科技创新进课堂

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朝阳小学以“科技创新”为品牌特色，自主开
发科技项目，将科技因子注入学校课程。图为朝阳小学的学生正在进
行VEX—IQ机器人训练。 马 悦摄（中经视觉）

刚刚过去的11月，国产创新药领
域捷报频传。

11月2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有条件批准甘露特钠胶囊（GV-971）
上市，用于治疗轻度至中度阿尔茨海
默病；11月14日，百济神州公司研发
的BTK抑制剂泽布替尼通过美国食
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批准，适用
于经治的成年套细胞淋巴瘤患者；11
月26日，豪森药业甲磺酸氟马替尼获
批上市，为慢性髓性白血病患者提供
新的用药选择。

这 3 种药品，均为我国自主研发
并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药，其中，
泽布替尼更是首款获得FDA“突破性
疗法”身份认定、“优先审评”资格的中
国“土生土长”的抗癌药，实现了国产
创新药出海的新突破。

研发制约因素多

从最初立项到正式在 FDA 获准
上市，泽布替尼的研发时长超过 7
年。就新药创制而言，这个时间并不
算长。药品创新领域常有“双十定律”
的说法：10年时间、10亿美元，是一款
新药从早期研发到商业化平均所需的
周期和成本。

就药品本身来说，新药研发是一
场长征，需要历经靶点确认、化合物筛
选、临床前研究、临床试验、新药上市、
上市后监测等诸多环节；就制药企业
来说，新药研发是一场赌博，周期长、
成本高、风险大，有可能一战成名，也
有可能满盘皆输。

以百济神州公司为例，其11月12
日公布的第三季度财务业绩显示，第
三季度公司收入为5014万美元，支出
费用为3.62亿美元，其中包括研发费
用 2.37 亿美元，净亏损超过 3 亿美
元。在此情况下，在美获批上市的泽
布替尼意义重大，或将扭转局势。

然而，并非所有制药企业都有百
济神州的勇气。受经济实力有限、基
础研究薄弱、人才储备不足和相关体
制机制不完善等诸多因素制约，国内
制药企业基本以生产仿制药为主，研
发意识和能力均显薄弱，外资制药企
业原研产品长期在我国药品市场独占
鳌头。

政策红利正释放

转折出现于 2015 年国家启动药
品审评审批制度改革。2015年，国务
院印发《关于改革药品医疗器械审评
审批制度的意见》，拉开了我国药审改
革的序幕。

“改革之前，药审速度太慢了。以
申报临床试验为例，一期临床需要排
队一年，二期临床又得排队一年甚至
一年半，二期排完还得排三期。改革
之后，一到三期可以连批，临床试验也
由审批制改为默示许可制，即临床试

验申请受理60天之内，如果审批部门
没有提出否定或质疑意见，就视为许
可。”在中国医药创新促进会会长宋瑞
霖看来，解决注册申请积压、提高审评
审批质量和透明度、实施药品上市许
可持有人制度等政策击中了药品创新
的“靶点”，在中国医药创新史上具有
里程碑意义。

大幕拉开，药审改革好戏一一登
台，从《关于深化审评审批制度改革鼓
励药品医疗器械创新的意见》《接受药
品境外临床试验数据的技术指导原
则》等文件的陆续出台，到临床试验生
态环境的净化，再到创新药专利保护
的加强，政策红利不断释放，药品创新
迎来了空前的机遇。

从国家药监局药品审评中心发布
的一组数据，可以看出相关举措成效
显著。

2016年，药审中心完成审评的注
册申请共 12068 件，较 2015 年提高
26%，排队等待审评的注册申请由
2015 年 9 月高峰期的近 22000 件降
至近8200件；2017年，排队注册申请
降至 4000 件，基本解决了药品注册
申请积压问题；到2018年底，排队注
册申请降至3440件，各类注册申请按

时限审评审批率超过90%。

创新积极性提高

审评审批速度的连年提升给行业
带来了众多利好。

“在过去，创新药有 20 年的专利
保护期，但是新药从批准临床到真正
上市有时需要花去十几年，留给企业
的回报期只有短短几年。我们投入了
巨大的时间和经济成本去做一款新
药，但其回报甚至不如生产仿制药。
审批提速，意味着留给我们的回报期
变长了。”恒瑞医药董事长孙飘扬表
示，审评审批时间缩短，新药就能加速
上市，企业就能尽快见到收益并投入
下一轮研发，这既能提高企业的研发
动力和实力，又能满足患者的用药需
求，形成药品市场的良性循环。

从市场角度来看，随着一致性评
价的实施、医保目录的更新和带量采
购的全国扩围，仿制药盈利空间被大
幅压缩，创新药将成为药企的战略方
向和成长驱动力，一批由专家领衔的
研发型中小型药企快速发展，恒瑞医
药、正大天晴、复星医药、石药集团等
传统龙头药企也已经提早布局创新药

研发，以恒瑞医药为例，其2018年累
计投入的研发资金达26.7亿元，占销
售收入的比重超过15%。

根据药审中心每年发布的药品审
评报告，2016 年，药审中心受理国产
创新药注册申请 77 个品种，2017 年
上升至112 个品种，2018 年再涨3个
品种，数量达到 115 个。除了 115 个
品种的国产创新药，药审中心同年还
受理了国产中药创新药 1 个品种、生
物制品106个品种。与2017年相比，
2018 年受理的 1 类创新药新药临床
试验（IND）申请增长了 15%，新药上
市申请（NDA）增长了150%。申请数
量的变化，充分反映出我国各类主体
创新积极性正在逐年提高。

在政策鼓励和市场推动的共同作
用下，中国已经迈入了从仿制药大国
走向创新药大国的坚实步伐。但与发
达国家相比，我国药品研发水平和质
量仍有较大差距，跟随性研发较多，突
破性创新相对缺乏。国家药监局局长
焦红表示，药品监管部门将以临床价
值为导向，持续深化审评审批制度改
革，让创新者受到激励、让创新者获得
回报，推动我国由制药大国向制药强
国迈进。

“粤澳合作中医药科技产业园在
技术上对中药企业进行指导，加快了
药品研发速度，帮助我们提升了中医
药产品质量。”澳邦制药有限公司技术
发展总监刘帝恒告诉经济日报记者。

作为一家澳门中医药企业，澳邦
制药成立于2008年，主要生产药油、
药膏类产品。2017 年，澳邦制药（横
琴）有限公司在位于广东珠海市横琴
新区的粤澳合作中医药科技产业园

（下称“产业园”）协助下，顺利完成注
册登记，并入驻产业园孵化区。

“产业园在产品前期开发环节，如
标准建立、小试流程、实验验证等方面
给予我们很多技术协助。”刘帝恒介
绍，通过粤澳合作中医药科技产业园
提供的中医药科技创新平台优势，澳
邦制药打破了以往的传统研发模式，
实现了突破。“通过与产业园技术研发
部合作，我们已开发出两款仿制药配
方产品。”

作为 2011 年《粤澳合作框架协
议》签署后第一个落地项目，粤澳合作
中医药科技产业园通过搭建优势科技
创新平台，始终致力于促进中医药产
业发展和扶持企业研发能力提升。

粤澳合作中医药科技产业园以药
厂的形式进行运营和管理，引进了美
国、德国、意大利等国际一流、国内领

先的生产设备，并通过中国及欧盟
GMP认证，可生产片剂、胶囊剂、丸剂

（水蜜丸）等多种剂型的传统中药产
品，是目前国内在中药产品提取、小
试、中试等方面设施最齐全的专业化
公共服务平台。

同时，粤澳合作中医药科技产业
园具有完善的专业科研服务体系，具
备开展中成药、保健食品、日化用品等
产品的科研服务能力及条件，可为企

业提供新产品研发和已上市产品质量
升级等方面的专业服务。

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10月份，
粤澳合作中医药科技产业园累计注册
企业 159 家，其中澳门企业有 39 家，
涉及中医药、医疗器械、医疗服务、生
物医药等领域。

在帮助企业提升产品质量的同
时，粤澳合作中医药科技产业园也帮
助好产品“走出去”。产业园以莫桑比

克作为开展合作的试点，通过“以医带
药”的合作模式在当地进行应用和推
广。2016 年至 2019 年，产业园在莫
桑比克合作举办了9期中医特色疗法
培训班，累计培训莫桑比克公立医院
医生、理疗师及药剂师241人次。

粤澳合作中医药科技产业园不仅
成为一些小企业的孵化器，也为一些
大企业创造了转型升级的空间。

“2019 年 9 月，广药集团正式进
驻产业园，共同推动中医药现代化、国
际化。”广药白云山医药集团总经理黎
洪介绍，广药集团国际总部已正式落
户澳门，定位为广药国际化业务的对
外窗口，将加速中医药产业国际化布
局与发展。

“广药集团将以澳门总部为桥头
堡，以葡语系国家作为突破口，加快
走出去步伐。”黎洪对记者说，“我们还
将积极利用澳门独特的资源和政策优
势，加快中药的审评审批创新，推动
粤港澳大湾区药品注册和使用的互认
互通，推动中药现代化、产业化和国
际化”。

据介绍，粤澳合作中医药科技产
业园将不断汇聚中医药创新驱动资
源，为粤港澳大湾区中医药科技创新
成果转化和产业化发挥引领带动
作用。

在粤澳合作中医药科技产业园研发检测大楼理化室内，配备了各类国际一
流检验仪器。 本报记者 祝君壁摄

充分挖掘火箭搭载潜力

“太空摆渡车”

助力航天新征程
本报记者 姜天骄

2019 年 12 月 16 日，由航天
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所属中国运载
火箭技术研究院（以下简称火箭
院）抓总研制的长征三号乙运载
火箭搭配远征一号，以“一箭双
星”的形式将两颗北斗三号卫星
送入预定轨道，标志着北斗三号
工程 MEO（中圆地球轨道）导航
卫星全球组网任务圆满收官。

截至目前，远征一号上面
级在北斗三号工程发射中完成
了 12 次任务，将 24 颗中圆地球
轨道卫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
为北斗三号工程组网任务的最
终顺利完成奠定了坚实基础，
被人们形象地称之为“太空摆
渡车”。

长征三号甲系列火箭副总师
叶成敏介绍：“上面级的专业名称
为’轨道转移飞行器’，形象地理
解就是‘太空摆渡车’，它是将有
效载荷（如卫星）从某个转移轨
道，送入预定工作轨道或预定空
间位置的具有自主独立性的航天
运输飞行器。”

自 2008 年启动远征上面级
的关键技术攻关和工程研制工作
起，研制团队先后突破了热控、长
时间自主导航制导、长时间滑行
推进剂管理、远距离高码率测控
等多项重大关键技术，开展了千
余项地面试验，针对长时间在轨
飞行经历的空间辐照、空间热环
境开展了大量的环境适应设计、
分析与验证，采用了百余项新技
术以满足长时间在轨任务要求。

2015年3月30日，长征三号
丙运载火箭搭配远征一号上面级
成功将第 17 颗北斗导航卫星直
接送入工作轨道，远征一号成功
首飞，完美首秀。

2015年7月25日，长征三号
乙运载火箭搭配远征一号上面级
以“一箭双星”的方式成功将第
18、19颗北斗导航卫星送入预定
轨道，标志着我国用于中高轨航
天器直接入轨一箭多星发射任务
的常规液体上面级技术完成了从
方案设想到工程应用的巨大跨
越，采用远征一号上面级“一箭双
星”直接入轨发射成为北斗三号

卫星工程的主要发射方式。
“远征一号上面级的成功研

制，改变了上面级与火箭原有固
定、单一的组合状态，创造了灵
活、多样的组合模式，模块化、组
合化、系列化设计理念衍生出可
与我国新一代运载火箭组合实施
发射飞行任务的上面级，极大程
度挖掘了火箭的搭载潜力，大大
提升了我国火箭满足不同用户需
要的适应性，提高了我国火箭在
国际发射市场的竞争力。”火箭院
运载火箭系列总设计师、中国工
程院院士龙乐豪说。

在远征一号上面级研制成功
后，研制队伍逐步完善优化，通过
改进型号，研制形成了远征一号
甲、远征一号S、远征二号等多型
上面级产品，将远征上面级家族
打造成中国航天又一精品之作。

远征一号甲上面级被称为
“升级版太空摆渡车”，于2016年
6 月搭载长征七号火箭完成首
飞。远征一号甲上面级一方面继
承了远征一号上面级的成熟可靠
技术，有效控制了研制风险，另一
方面进行了诸多技术改进，实现
了全方位的性能“升级”，发动机
起动次数由远征一号的2次提升
为20次，在外太空工作时间由远
征一号上面级的数小时提升为数
天，这两项技术的突破有效支撑
了远征一号甲上面级大范围轨道
机动、多载荷轨道部署和多项空
间试验的开展。

远征一号S上面级在远征一
号上面级的基础上进行改进，主
要针对短时间的飞行任务，是商
业版远征一号上面级。设计人员
进行系统优化，使得远征一号 S
上面级在与基础级分离完成后马
上点火加速，整个飞行任务基本
上在 1 小时内完成，重量和成本
大大降低，在市场竞争中更具优
势。2018年10月9日，远征一号
S上面级携手长征二号丙运载火
箭将遥感三十二号 01 组卫星送
入预定轨道。

未来，更多、更好的远征上面
级，将助力航天人赢得国家任务
与商业市场的新远征。

浙江嘉兴市秀洲区

建设“科技企业孵化之城”
本报讯 近日，科技部火炬

中心公布980家国家级科技企业
孵化器2018年度考核评价结果，
143 家企业被评为优秀（A 类）。
其中，浙江秀洲科技创业发展有
限公司已连续4次获评优秀。

据介绍，近年来，浙江嘉兴市
秀洲区积极打造在长三角具有重
要影响力的“科技企业孵化之
城”，构建“一城两区五模式”的孵
化格局。“一城”即 2.0 版中心城
区“科技企业孵化之城”框架体
系，“两区”即以秀洲国家高新区、

浙江秀洲经济开发区为核心的重
要孵化区域，形成了“龙头企
业+”“高校院所+”“创投基金+”

“专业机构+”“国有资本+”五类
孵化模式。全区现有孵化器 15
家，孵化面积超100万平方米，在
孵企业超过500家。

浙江秀洲科技创业发展有限
公司通过“全球孵化、跨境加速”，
实现国内园区与海外园区有效对
接，已累计孵化企业377家，项目
涉及智能制造、新能源新材料、电
子信息、医疗器械等。（秀组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