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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医药市场规模将达到1.75万亿元。随着医药市场持续壮大，医药创新成果不断涌现，民间资本加速涌入

医药创新领域。但值得注意的是，同质化重复研发及有限资源整合不足等问题频发，造成了无效开发和投入浪费。因此，我国医药创

新领域亟需加快改革，在改善创新环境的同时，要进一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并激发企业创新活力。

国产医药创新还需迈过哪些坎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吴佳佳

全社会保险意识进一步提高，市场潜力得到释放——

三季度保险市场继续回暖
本报记者 江 帆

近年来，受益于国家各项政策措施支
持，中国医药产业特别是生物医药产业
具备了良好的创新势头，民间资本更是
加速涌入医药创新领域。数据显示，
2014年到2018年我国医药市场以8.1%的
年化增长率增长，规模从1.1万亿元增长
至 1.5 万亿元， 2020 年将达到 1.75 万
亿元。

相比欧洲、日本，我国医药创新依然
相对滞后，并面临许多困难。怎样才能让
患者有创新药可用？如何创造良好的创新
环境？怎么加强技术保护？针对这些舆论
关注的焦点话题，经济日报记者采访了相
关专家学者。

持续支持创新

让人民群众用上创新药，既要加强本
土创新，也要吸引国外创新药在中国首
发。在由人民政协报·人民政协网主办的

“提升创新药物可及性，助力健康中国建
设”座谈会上，中国药科大学国家药物政
策与医药产业经济研究中心执行副主任邵
蓉表示，加强本土创新和吸引创新药在中
国首发，离不开审评审批、定价、支付、
采购等政策的协同和激励。

北京大学医学部主任助理吴明表示，
当前政策环境有利于医药创新。一方面，
药品耗材采购价被显著压低，医保资金空
间得到了一定释放，可以拿出一定比例，
将那些临床价值非常高、需求量非常大的
创新药物纳入其中；另一方面，仿制药进
入薄利多销时代，若企业追求较高利润，
就要开展医药创新。

同时，吴明还表示，需要通过进一步
改善创新环境，引导和激励相关企业开展
医药创新活动，并使企业保持创新动力。
例如，在医保谈判时需要考虑给创新药足
够的回报空间。

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原院长侯艳宁则
建议，要建立国产创新药价值评价机制，
对创新药给予精细化评价和分类。在创新
药的医保准入方面，引入精细化管理模
式，从最小成本、成本效益、成本效果、
程度效用等方面作出评价。同时，还要对
新药创制立项、定价评价，以及纳入医保
药品种类遴选等，实行更科学、更精细的
分类。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李珍
建议，要进一步加强我国卫生总费用的顶
层设计，盘活医保资金存量，提高医保资
金利用率。同时，加快发展相互保险，扩
大医保增量，有效支持医药创新。

不搞恶性竞争

“目前，我国进入临床研究的创新药

物多为国外已知靶点和先导化合物的跟
踪性创新药物，且同质化重复研发导致
了‘多、小、散’现象。”河南省肿瘤医
院副院长花亚伟表示，要解决相关问
题，需要进一步完善财政补贴和支持政
策，加快新药临床应用步伐，继续鼓励
对药品创新实行优先审评审批。同时，
要建立多元的研发资本投入机制，进一
步健全金融服务模式。此外，还要持续
加强本土人才队伍培养，支持企业与医
疗机构、高等院校合作，培养具有国际
竞争力的品牌。

全国政协参政议政人才库特聘专家、
中国医药创新促进会执行会长宋瑞霖强
调，医药创新需要加快“产学研”结合，
以企业为主体，以临床为价值导向，建立
多方共付机制；在商业保险方面要有所突
破，基于社会保障的权责划分，通过商业
保险、企业让利和医保支付，多方促进医
药创新发展。“只靠政府投资搞创新是行不
通的，如何让社会资本进入医药创新领域
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当前，抗癌药成为创新的一个重要领
域。农工党中央医疗卫生工作委员会副主
任、首都医科大学肺癌诊疗中心主任支修
益表示，目前我国缺乏肿瘤领域药物创新

的顶层设计，无论是国外企业进入中国市
场，还是自己加大投入，都没有总的规划。

支修益建议，要加强新药研发顶层设
计，从创新药物准入、上市前政策支撑、上市
后市场管理等环节实行全过程管理，并加强
资源整合，促进行业良性发展。

战略支援部队特色医学中心主任顾建
文表示，目前我国药物创新面临三大难
题，一是原始创新少，有限资源整合不
足；二是临床研究机构不足，水平参差
不齐；三是大量热钱涌入新药研发，但
在缺乏科学评估情况下，重复投资频
发。“要进一步加强资源整合和整体规
划，提高对创新药物投资的精准性，注
重投入产出比。同时，尽快完善医药创
新配套政策，鼓励临床医生加入到医药
创新队伍中来。”顾建文说。

加强技术保护

“目前，国内政策环境快速变化，给市
场带来了很大不确定性，企业研发管线布
局很难迅速调整，由此造成了无效开发和
投入浪费。”上海君实生物医药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总经理李宁表示，应基于临床用药
需求和药品市场结构，建立药品审评审批

与用药需求密切匹配的机制。一方面，在
进一步加速临床急需创新药品准入的同
时，应适度控制市场饱和度较高的产品，
避免资本浪费和产能过剩；另一方面，在
审评上市后，应以价值评价为基础，加快
进入医保报销，惠及患者。此外，在医保
目录评审中，应合理设定产品支付标准，
充分考虑对创新可持续性的保护，以及国
内自主创新参与国外医药市场竞争中的价
格影响。

抗肿瘤蛋白质药物国家工程实验室主
任罗永章从保护关键核心技术方面提出，
应通过立法，进一步完善涉及关键核心技
术保护的药品注册及管理法律法规，加大
对关键核心技术泄露行为的惩罚力度，以
法律形式明确泄露关键核心技术的行为须
承担重大刑事责任。

此外，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研究
员岳秉飞认为，应加强数字化系统工程建
设，制定创新医药产业的生产、注册、检
验等相关数字化路径；建立医药创新产业
数字化标准，关注知识产权保护等相关问
题；利用区块链技术实行产业全链条溯源
和监管；打破信息孤岛局面，共享医药创
新产业相关临床数据，以提升医药产业创
新能力。

2019年，由本土研发的创新药“罗沙司他”从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交付出厂。这是检验人员检测“罗沙司他”产品的溶出度。

资料照片 （新华社发）

在近日举行的“2020中国国际信息通信展览会”上，中移
互联网有限公司融合通信事业部副总经理吴华挚表示，中国
移动5G消息已面向15个试点省份的部分客户开放试商用。
5G消息是中国移动5G+战略的首批落地5G应用之一，将以

“5G消息+号+卡”形成AaaS级服务（能力即服务）。
中兴通讯电信云及核心网产品线副总裁王全在会上介绍

说，中兴通讯已经与超过100家5G消息服务提供商展开合
作，覆盖金融、餐饮、工业、电商、旅游、政务、交通、媒体资讯、
医疗等九大行业，覆盖行业企业近200家。

今年4月8日，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三大运营
商宣布共同启动5G消息业务。与传统短消息相比，5G消息
是多媒体的、能互动服务的，不仅有文字、图片，还能发视频、
位置，甚至完成支付。比如，在与12306的5G短信对话中，
用户可以通过发送语音或文字、点选关键字形式，快捷实现车
票预订、支付、改签等操作。

业内专家认为，5G消息在企业级市场的应用前景更加广
阔。信息消费联盟理事长项立刚分析说，5G消息整合了文
字、图片、影像、声音，建立起菜单系统，短消息成为了全面的
信息系统，可以通过多种手段提供服务。

盘古智库学术委员、数字经济研究中心秘书长，达闼科技
CMO（首席营销官）葛颀认为，5G消息的竞争对手并不是微
信，“轻量级”应用是主阵地。比如，金融、保险、证券、电商等
对5G消息有非常迫切的需求，它们都存在App安装成本高、
客户使用频率低等问题。此外，需要依托外部互联网平台的
应用开发商也对5G消息非常欢迎，因为客服流程全由自己
掌握、客户关系全归自己所有、客户流量全凭自己受益，5G消
息将极大改善行业企业与用户之间的沟通效率和体验。

半年来，5G消息业务进展如何？据了解，中国电信在5G
消息研发及运营方面已投入几百万元资金，正与合作伙伴持
续推进5G消息业务开发测试；中国联通前期已展开商用实
验，基于5G消息开展能力开放探索，如为2022年冬奥会构建
三合一的消息即平台，探索旅游、购物、票务、用餐、出行等多
个5G消息应用业务场景。

从产业链上下游来看，据葛颀介绍，目前中国电信、中国
移动、中国联通正与华为、中兴、OPPO、vivo、小米、三星、魅
族、海信、联想、菊风、蜂动等生态合作伙伴共同推动5G消息
全国商用。其中，安卓智能手机的主流品牌已升级5G消息
UP1.0版本，华为EMUI8.1及以上全线支持，小米MIUI10.1
及以上全线支持，OPPO已有多款手机入库上市并启动公版
升级，vivo已有多款手机入库上市，中国三大运营商的定制
终端基本实现了5G消息UP2.4版本全面覆盖。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技术与标准所专家付国强表示，中
小企业、中小开发者是构建5G消息生态最重要的部分，让末
端企业参与进来，开发更丰富的应用，是丰富生态的关键。

“5G消息是运营商最大的机会，将收获千亿元级行业信
息市场，开启中国下一代信息服务新篇章。”葛颀说。

5G消息业务或将收获

千亿元级市场
本报记者 黄 鑫

公募基金净资产首破2.5万亿元

新基金发行创新高
本报记者 周 琳

刚过“而立之年”的资本市场，迎来了公募基金发展高
峰期。截至11月2日，今年新成立公募基金数量达1108
只，发行份额合计2.43万亿份，净资产合计2.54万亿元。
这是公募基金数十年发展历史上首次突破2.5万亿元。

新基金发行创纪录最大的推动力来自权益类基金。截至
11月2日，今年全市场已成立184只股票型基金和513只混
合型基金，募集规模分别为3099亿元、1.31万亿元。即便
今年不少权益基金设置了规模上限，仍出现了数百亿元甚至
千亿元级资金涌入导致的配售比例较低情况，但新权益基金
认购规模还是不断刷新纪录。

权益类新基金募集规模大增，最核心的动力来自市场赚
钱效应显现，让“炒股不如买基金”的理念深入人心。受新
冠肺炎疫情等多方面因素影响，今年以来A股虽然有所震
荡，但整体表现并不差。前 10 个月沪深 300 指数上涨
14.62%。公募基金表现出色，主动权益类基金整体获得
32.31%的收益，更有4只产品收益率超100%。

由于部分投资经验有限的投资者，以为新基金发行单
价1元很便宜、新基金会像新股一样大涨，便大举“赎旧
买新”，成为新基金发行火热的推手。同时，新基金营销
渠道人员在营销返利驱动下，更热衷于推销新基金产品，
忽略业绩稳健的老基金，推动“赎旧买新”现象进一步
加剧。

金牛理财网分析师宫曼琳表示，2019年以来权益基金
快速发展，除了权益基金赚钱效应凸显之外，还有两方面
因素。一是受低利率影响，理财资金寻求更高收益的大趋
势；二是监管部门明确鼓励权益基金发展，共同促进权益
基金发行提速。

投投科技旗下联泰基金金融产品部总监陈东认为，今年
的新基金发行规模出现跨越式增长，这主要来自于权益类基
金的推动。明星基金经理的品牌效应显著，绩优基金经理管
理的新发基金明显更受市场热捧。在赚钱效应驱动下，今年
不断有绩优基金经理的新基金成为发行爆款，推动了今年新
基金募集规模爆棚。但是，多家中小基金产品发行不尽如人
意。根据Wind数据，募集规模在5亿元以下的新基金达到
468只，市场马太效应凸显。

陈东表示，从近期发行情况来看，进入三季度以后，A
股市场有所调整，基金投资者的热情较前期有所下滑，新基
金发行也逐步降温，新发数量大幅减少。同时，在市场波动
明显的情况下，“固收+”产品优势显现，受到普通投资者
青睐。

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固收+”新发产品超过100只，
与历年相比增长显著。随着近期债市企稳回升，商业银行等
追求稳健的机构投资者对这类产品的需求猛增。陈东认为，
临近年底，预计各家基金公司还有多只新基金即将发行，权
益类基金仍是后续发行的主流，具有一定品牌感召力的基金
经理和基金公司的权益类产品将成为市场关注热点。

进入三季度，一直在底部横盘的保险
板块突然启动，震荡走高。相关数据显
示，自7月1日起上涨，到10月19日摸高
2756.95 点，保险板块涨幅达到42.24%，
远超同期上证指数和创业板指数。“当前利
率上行叠加开门红开局良好，保险板块基
本面预计触底反弹。”国泰君安刘欣琦说。

毋庸置疑，保险板块上涨并不能简单
视为一种板块涨跌效应，其背后有深刻的
经济发展因素。

首先，从净利润变化情况看，5家保
险行业上市公司三季度净利润虽然同比出
现了不同程度下降，但相比半年报，净利
润下行幅度明显收窄或持平，这说明新冠
肺炎疫情影响正进一步消退。

其次，从营业总收入情况看，三季度新
华保险营业总收入同比增长27.8%、中国人
寿同比增长 10.82%、中国平安同比增长
9.86%、中国人保同比增长6.92%、中国太保
同比增长2.72%。同比增长均为正值，这说
明保险市场规模保持着上升趋势。

此外，保险业前三季度的数据可以更
清晰地展现出市场整体状况。银保监会最
新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全行业
原保险保费收入为36990亿元，同比增长
7.16%。其中，财产险保费收入 9222 亿
元，同比增长 6.51%；人身险保费收入

27768亿元，同比增长7.37%。同时，健康
险依然保持两位数增长，保费收入6666亿
元，同比增长17.42%。值得一提的是，前
三季度保险金额66843691亿元，同比增长
34.19%。相关数据表明，社会保险意识进
一步提高，投保金额增速较快。

无论是行业数据，还是上市公司的三
季报，均显示出中国保险市场具有很大潜
力。从长远看，市场潜力还会进一步释
放，保险业的能量依然处于增加过程。银
保监会副主席梁涛表示，未来保险业将呈
现六大趋势，其中最显著的趋势是中国将
成为全球最大的保险增量市场。

“当前，发达国家保险市场已处于基本
饱和或缓慢增长阶段，但我国保险深度、
保险密度还有很大潜力可挖，保险市场仍
将长期处于中高速发展阶段。一方面，我
国经济长期向好，居民收入稳步增长，激
发保险需求持续扩大；另一方面，保险业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深化，供给需求的
匹配度很高，将不断激发新的发展动力。”
梁涛说。

值得注意的是，从三季报业绩看，这
种增量市场的效应，中国人寿体现得更为
明显。作为上市主体，中国人寿仅仅上市
了寿险股份公司，相对于其他几家以集团
上市的保险公司，其占有的资源呈现出较

大区别。但是，这并不影响中国人寿的业
绩实力。数据显示，三季度中国人寿单季
总投资收益同比增长12.0%，归母净资产
也较年初同比增长了3.4%。

“中国人寿新业务价值同比增长
2.7%，增速放缓但仍有望领先同业，预计
2021年有望在高基数下实现平稳增长。”
天风证券罗钻辉说。

从三季度业绩看，保险业依然保持
了发挥经济减震器和社会稳定器的作
用，在助力构建重大灾害事故保障安全
网、社会民生安全网、畅通经济循环等
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数据显示，在疫
情期间，74家保险公司向抗击疫情的医
护人员及家属、疾控人员赠送意外险、
定期寿险等多种保险保障，总保额约9万
亿元。35家人身保险公司在不增加保费
的情况下，将 400余款意外险和疾病险
责任范围扩展至包含新冠肺炎导致身
故、伤残和重疾的赔付。

行业数据还显示，前三季度原保险赔
付支出 9989 亿元，同比增长 6.14%。其
中，健康险赔付同比增长19.61%，较同期
健康险保费收入增速要高出 2.19 个百分
点，其力度可见一斑。不言而喻，在今后
灾前防控、灾中救助、灾后重建等方面，
保险业还会继续发挥重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