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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药物创新体系初步建立和中国医药企业
创新进展
柴慧婷，王志锋
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北京 100191）

【摘要】 医药产业是资本和知识密集型产业，其国际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必须建立在完备的国家药物创新
体系之上。与此同时，明确医药企业作为药物研发和生产的定位，提高研发实力和增加创新投入，才能真正推动
国家新药创新体系的发展。该文综述分析了中国药物创新体系的发展历程及医药企业创新在这个过程中的定
位，从“重大新药创制”科技重大专项实施前后审视医药企业创新能力和定位的变化；从中国药物创新体系建
设和现状来看，中国医药企业虽然有了较大的发展，但在药物创新水平方面与国际领先制药企业仍存在较大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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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药创新环境和医药企业的创新能力是一个

以将参与药物创新的单位划分为基础研究机构（原

国家新药创新可续性发展的重要保障。医药产业
具有创新链长、创新周期长、风险大和投入大的特

始创新）、转化研究机构（应用与开发）、生产与工
艺开发机构（生产与制备）、临床前研究机构（质量

[1]

征 ，如何引导企业从传统的仿制和工艺创新为主
向原始创新转变，激发中国大型医药企业的创新能

与安全性研究）、临床研究机构（安全性与有效性
评价）、评审与许可机构（卫生与药品监管部门）、

力，加快中小型医药企业的发展，推动医药产业转
型，提高医药企业在新药创新体系中的地位，并充

新药研发的服务与外包机构、金融与风险投资机构
等。在这些机构中，医药企业已逐步成为新药研发

分发挥创新主体的功能已经成为国家医药产业政
策改革的重点方向之一。

的主体 ，在创新体系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药
物创新结果是以药品制剂的形式来满足临床需求，

医药产业是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其持续发
展必须建立在强大的知识创新和系统集成能力之

因此，医药企业在医药创新体系中的自身定位和角
色将深刻影响国家药物创新体系的建设和发展。

上，因此，国家药物创新体系的建立和水平的提升
对于中国医药产业的发展至关重要。国家创新体

1 中国医药企业与外国医药企业的创新对比

系（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最早由弗瑞曼于
1987 年提出，他认为国家创新体系应该是一个由公
共和私人机构组成的机构网络，他们的活动或者相
互交流导致原创性的发现、提升、改进和传播新型
技术。这里的机构包括私人或国有企业、大学、公
[2]
共科研机构以及个人 。与此相对应，国家药物创
新体系是指支撑和服务于创新药物的研发和生产
而形成的机构网络，这里的机构同样包含了新药研
发相关的私人或国有企业、大学、公共科研机构以
[3]
及个人 。
科技创新是从“技术开发”到“成果转化”
再到“产业化”的复杂过程，根据药物创新特征可

[4]

中国创新药物研发模式与发达国家有很大的
[5]

不同 。发达国家是由企业为主导、与科研院所及
高校密切合作开展创新药物研究开发。国际医药
企业作为药物创新的主体地位并非是天然的，更不
是由于国家将产业化基金大量投入到企业中形成
的，而是在长期的医药工业发展过程中，通过加强
知识产权保护和给予创新药品更多的获得市场回
报机会等方式推动了企业热衷于药物创新研究。
中国很多企业没有自身独立的研发机构，且研发投
入占国内生产总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GDP）
的比重低、研发投入的短期化行为是造成其在国际
竞争中处于弱势的主要原因。中国医药企业长期
局限于仿制药的工艺开发和产品生产，除了产品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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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率低之外，缺乏药物创新经验和风险意识，以及
对知识产权保护和创新优惠政策推动的内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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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我国医药企业“小而多”的格局不具有规模
[6]

优势，也不利于企业创新 。此外，科研院所和大
学的经费投入与收益分配机制问题也是重要原因
[7]

之一 。成果转化的差距也尤为显著，目前我国的
科技成果转化率仅为 10%～30%，远低于发达国家
[1, 8-9]

[10]

促进人才、信息、知识等创新要素的合理流动，产
[1]

生放大的非线性效用 。中国创新体系的初步形
成，极大地促进了创新研发投入的产出。从创新成
果来看，中国在多个创新指标上（发表在生命科学
高质量期刊上的文章数量，医药获批专利数量，进

40%～70% 的水平
，且成果转化效率低下 。为
转变这一现状，我国自 2015 年起相继修订、出台

入临床阶段的新分子实体个数，以及在研新分子实
[12]
体数量）均有很快的增长 。中国发表在生命科学

《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实施
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的若干规定》《促进科技成

高质量期刊上的文章数量从 2012 年的 4 000 余篇
增加到 2015 年的 6 500 余篇，仅次于美国；药物国

果转移转化行动方案》，从修订法律条款、制定配
套细则、部署具体任务的对科技成果转化从政策层

际专利申请也从 2011 年的 756 项上升到 2015 年的
[13]
968 项 。在品种创新方面，进入临床阶段的创新

面进行引导。
从长远来看，中国医药企业尤其是具有一定规

药从 2011 年的 21 个增长到 2015 年的 69 个，在研
先导化合物数量达到 656 个，预示着未来几年强劲

模的医药企业必须明确自身在药物创新方面的定
位，在国家鼓励创新的良好政策环境下，转变思

的发展势头

路，重新定位自身在国家新药创新体系中的功能，
逐步从仿制药品为主向仿创结合转变，以成果转移
转化为目标，最终转型为以自主创新为主，努力成
为参与全球竞争的世界级医药企业。

2 中国药物创新体系的发展历程

[14-16]

。

3 中国医药企业在国家药物创新体系中的
定位
近年来中国医产业发展迅速，以科技创新和研
发产业为核心的研发经济在中国发展新经济培育
新动能中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由此衍生的

改革开放以来，为了解决全民健康和用药问

“科技金融”则是激发该过程创新活力、增强创新
动力的重中之重。以 2008 年–2015 年为例，中国医

题，中国一直高度重视创新药物和临床亟需药品的
研发。“九五”计划开始就设置了相关的行业专

药工业生产总值年均增幅约 21.24%，约是 GDP 增
长速度的 2.39 倍。2014 年医药工业总产值已经占

项进行中国药物创新体系的支持和建设，进行了初
步的探索。在“十五”到“十一五”期间，国家又

中国 GDP 的 4.01%，2015 年规模以上企业实现主
营业务收入约 2.69 万亿元人民币，实现利润总额

通过科技部“973”和“863”重大计划对新药研发
进行了重点支持，使药物创新基本面得到较大拓

2 768 亿元人民币。“十二五”期间平均年利润增
速达到 14.5%，居全国工业各行业前列（工信部和

展。2008 年中国“重大新药创制”国家科技重大
专项（以下简称“新药专项”）启动，针对新药研

中国医药工业信息中心，2015）。但与发达国家相
比 ， 中 国 医 药 工 业 占 GDP 的 比 重 仍 明 显 偏 低 。

发链上重点环节分类支持了多个新药研发骨干机
构，如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所、中国医学科学院药

2012 年，美国健康产业占 GDP 的比重已经达
[17]
16.9%，而同期中国仅约占 5.2% 。尤其是在全球

物研究所、军事医学科学院毒物药物研究所、第四
军医大学、四川大学、中国药科大学等；此外，还

创新药市场里，美国独占 55% 的份额，而 2012 年
[18-19]
中国仅占 3% 左右 。

布署了超过 100 个新药研发共性关键技术单元平
台，20 多家临床前药物安全评价机构和几十家新药

中国医药企业的特点是数量多、规模小。截至
2015 年，全国医药企业总数超 4 000 家，但主营收

临床研究机构，并支持了多个医药园区和产业联
盟。与此同时，医药领域从国外引进大量的各类高

入超百亿人民币的仅有 16 家。从研发人才来看，
在中国，药物原始创新的高端人才绝大部分都聚集

层次人才，仅中共中央组织部“千人计划”专家就
超过 150 位之多，中国药物创新体系初步形成。药

在大学和科研机构中，企业研发中心高端人才的数
量较少。与此同时，中国医药企业创新能力明显不

物创新体系发展依托于创新药物研发相关的基础
研究和产品研发。在中国药物创新体系的支撑下，

足，与发达国家医药行业相比，中国已上市药物的
创新性较低，这也是和中国医药企业的规模以及发

近 15 年中国医药产业创新正呈现强劲的增长势
[11]
头 。

展水平相关的 。
从资金的投入方面，存在着企业对于药物创新

以协同创新的方式促进创新主体间深度合作，

[20-21]

方面的投入严重不足的问题。以 2015 年为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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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规模医药企业研发费用占同期主营收入的 4% 左
右，国内医药企业研发投入前 10 强的平均研发费

逐步显现出来。在“十二五”期间，医药企业承担
专项的项目数已经超过新药专项总项目的 50%，以

用投入占主营收入 9.7% 。而同期国际前 10 位制
药公司的研发投入比例是 21.5%，投入的总金额上

[22]

科研院所的源头创新与医药企业技术创新相结合
[24]
具有中国特色的药物创新体系构架正在形成 。

更是与国际制药巨头无法比拟（仅有 1.03%）。2015
年美国本土前七大制药企业的研发经费投入合计

与此同时，一部分中国规模医药企业依然墨守
成规，坚守仿制品种，创新动力不足。从近年来医

高达 353 亿美元，超过美国生命科学主要资助方美
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年度总经费 53 亿美元。与此

药企业的研发成果来看，经过“十一五”“十二
五”新药专项的实施，中国共计 24 个自主研发 1

同时，中国本土投入前 10 名的医药企业投入的总
研发费用却不到国家投入的 50%，其中企业投入约

类新药获得新药证书，其中 19 个品种已获得生产
批件（表 1）。此外，还有 200 余个品种在开展临床

44 亿元人民币，国家生命科学与医学经费投入约
131 亿元人民币。在预算投入领域方面，中国医药

研究。在获批新药中，部分品种处于国际领先水
平，如针对手足口病的肠道病毒 71（EV71）型灭活

企业的大部分研发投入集中在已上市药物的同类
药物开发（me too）、生物类似药和仿制药的工艺开

疫苗、治疗老年性黄斑病变的康柏西普、治疗 T 细
[23]
胞淋巴瘤口服药物西达本胺等 。但值得深思的

发上，原始创新投入所占比重极低。
因此，虽然中国医药企业在药物创新方面有了

是，24 个 1 类新药的持有者中（表 1），只有石药集
团和江苏恒瑞医药属于大型医药企业，分别位列全

长足的进步，但中国药物创新的主要力量还是集中
在大学和科研院所，国家依然是药物创新投入的主

国医药工业企业 15 名和 19 名（数据来源于中国医
药工业信息中心，2016）；其他 22 个品种均为小型

体，大学和科研院所仍是药物创新的中坚力量。中
国医药企业不应该仅仅满足于仿制药的定位，而是

医药企业持有。医药行业骨干的前 10 位大型制药
集团在 13 年内无 1 类新药上市。这与国际上一般

应该过渡到“创仿结合”，最终到创新为主的定
位。要达到上述目标，医药企业在创新能力和研发

大企业和中小企业在新药品种开发上约各占一半
[25]
的情况差异较大 。

投入上亟待加强，需要充分释放企业活力，聚集高
精尖人才等方面成为医药创新投入的主体，转变中

通过新药专项的推动和相关医药企业对新药
研发投入增加，中国医药企业取得了一些突破。但

国医药企业在国家药物创新体系中的定位。

是，上市药品中原始创新比例较小，取得新药突破
的中小企业品种单一，盈利能力有限，抗风险能力

4 新药专项在中国药物创新体系中的作用
中国市场经济是由改革开放后从计划经济转
变而来，虽然改革开放近 40 年来，中国经济获得了
飞速发展，经济总量已经达到世界第二，但是人均
生产总值和经济增长模式方面与发达国家尚存在

差，所占产业比重偏低，研发投入难以根本性扭转
行业创新投入过低的现状。特别是规模医药企业
的创新定位模糊和创新投入少将延缓中国药物创
新体系中创新主体的转换，这将使国家对原始创新
的投入和支持产生负面效应。

较大差距。
为了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国家新药创新体系，

5 建议与展望

并逐步培养中国医药企业创新能力和推动其成为
新药创新的主体，国家在 2008 年开始实施新药专

为了构建更完善的国家药物创新体系，提高自
主创新能力，应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创新优势，

[23]

项项目 。在新药专项的推动下，目前中国新药研
发主体已经由以前的科研院所和大学为主导演变

逐步形成以科研院所和高校为主的源头创新，以企
业为主的技术创新，上中下游紧密结合、政产学研

成科研院所、大学、医药企业和中小生物医药技术
公司联合构成。近年来，以民营企业为代表的新兴

用深度融合的网格化创新体系。构建从关键技术
和资源库，到药物设计和筛选，再到临床前评价和

医药企业如先声药业、恒瑞医药等发展迅速，加大
研发投入和参照国际医药企业的研发机制与模式，

临床评价，全链条的创新药物研发技术体系，为我
国药物创新提供了有力、可持续性的技术支撑。

综合创新能力提高显著，产品和技术成果层出不
穷。大型国有企业如石药集团、上药集团等也开始

医药企业应抓住国家推动创新驱动发展的战
略机遇，需要从 5 个方面进行加强：① 加强引导。

加大了体制改革力度，加强研发投入和自身研发机
构的建设。医药企业作为技术创新主体地位开始

引导金融资本投入医药创新研发，加大资金层面投
入成为医药创新体系的主体。② 加强利用。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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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008 年–2015 年在中国获批的中国医药企业新药证书表

序号

名称

新药分类

持有机构

1

海姆泊芬

化药 1.1 类

上海复旦张江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2

双环铂

化药 1.1 类

北京兴大医药研究有限责任公司

3

盐酸埃克替尼

化药 1.1 类

浙江贝达药业有限公司

4

阿帕替尼

化药 1.1 类

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5

西达本胺

化药 1.1 类

深圳微芯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6

阿利沙坦酯

化药 1.1 类

上海张江（集团）有限公司

7

艾拉莫德

化药 1.1 类

江苏先声药业有限公司

8

艾瑞昔布

化药 1.1 类

中国医学科学院

9

盐酸安妥沙星

化药 1.1 类

安徽环球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10

左奥硝唑

化药 1.1 类

南京圣和药业有限公司

11

阿德福韦酯

化药 1.1 类

北京双鹭立生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12

吗啉硝唑

化药 1.1 类

江苏豪森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13

帕拉米韦三水合物

化药 1.1 类

湖南南新制药有限公司

14

吡非尼酮

化药 1.1 类

上海睿星基因技术有限公司

15

重组戊型肝炎疫苗

预防用生物制品 1 类

厦门万泰沧海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16

肠道病毒 71（EV71）型灭活疫苗

预防用生物制品 1 类

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生物学研究所

17

甲型 H1N1 流感病毒裂解疫苗

预防用生物制品 1 类

北京科兴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18

Sabin 株脊髓灰质炎灭活疫苗

预防用生物制品 1 类

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生物学研究所

19

口服重组幽门螺杆菌疫苗

预防用生物制品 1 类

芜湖康卫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20

重组人尿激酶原

治疗用生物制品 1 类

上海天士力药业有限公司

21

聚乙二醇化重组人粒细胞刺激因子

治疗用生物制品 1 类

石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2

康柏西普眼用注射液

治疗用生物制品 1 类

成都康弘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23

重组抗 CD25 人源化单克隆抗体

治疗用生物制品 2 类

上海中信国健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4

尼妥珠单抗

治疗用生物制品 2 类

百泰生物药业有限公司

利用国家已建成的公共创新平台体系和联合相关
科研院所，以创新项目和投资为纽带从原始创新的
早期主导新药品种研发方向。③ 加强引进。合理
对接国家和地方人才计划，全方位、多层次地培养
与引进专业人才，建立专业人才团队进行项目审
查、项目研发和项目管理等，不断提升自身研发实
力。④ 加强转变。改变围绕生产工艺的创新模
式，逐步形成以制造创新为基础，以品种创新为核
心的系统集成创新，并最终发展成为国家药物创新
体系的主体。⑤ 加强成果转化。与政府、高校、科
研院所的合作，围绕科技金融，面向需求、加快推
进成果的应用和转化，促进创新成果和区域经济发
展的有机衔接。新药专项仍将继续推动和相关医
药企业加强对新药研发的投入，参与研发风险的把

4 吴珩, 郑玉果, 陈颖, 等. 从重大新药创制专项“十一五”计划探索
我国新药创制研发网络的构建及基本特征. 中国新药杂志,
2014, 23(21): 2465-2469.
5 汪家宝. 中国医药产业可持续发展路径研究. 南京财经大学学
报, 2014(3): 34-38.
6 罗文华, 孙利华, 周静. 中国医药产业结构高级化评价. 中国新药
杂志, 2016, 25(14): 1566-1571.
7 李红梅. 美国: 健康产业成“老大”医院以私立医院为主. 人民日
报, 2015-01-19(17).
8 杨子来, 袁景亮, 尹明杰, 等. 我国医学科技创新成果孵化器的现
状分析. 卫生软科学, 2016, 30(6): 48-50.
9 闭明雄. 科技成果市场化中的产权问题及模式选择. 科技创新与
生产力, 2017(7): 1-6.
10 曹阳, 周晓夏. 制药业创新成果转化效率及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中国医药工业杂志, 2016, 47(2): 246-249.
11 蒋晓萌. 国外制药企业新药研发模式及分析比较. 经济研究导
刊, 2012, 169(23): 36-38.
12 郑海涛. 生物医药产业的创新链模式研究. 科技进步与对策,

控，加快成果的转移转化效率，与中国医药企业一
起努力为创新性中国、健康中国不忘初心，砥砺

13 生意社. 构建可持续发展的中国医药创新生态系统. 中国医药

奋进。

14 陈凯先. 创新药物研发进入革命性变化时代——努力从医药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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