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抗击肺炎，直面行业 文 本报记者 齐欣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对整个医

药流通链条带来不小挑战。其中，非疫

情相关的药品临床使用、营销推广都

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对此，企业也在

积极寻求应对策略。

刚需支撑用药基本面
值得关注的是，由于现阶段医药资

源都向疫情倾斜，医院门诊相应调整，

医院用药市场也在发生变化。北京京

丰制药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谢孔标告

诉记者：“由于现在复工情况还不理

想，生产、流通、采购环节尚未打通，一

些非发热、感冒类的临床供货已处于

半停滞状态。不过，对于药品，尤其是

基础用药，因为刚性需求，无论是患者

还是药店，都在消化原有的库存。”

他说：“大型商业公司主要承接疫情

相关的药品配送，一些小型商业公司现

在还没开工。加上物流还未完全开通，如

果有药品需求，基本上需要自提，企业也

在想尽办法支撑消化库存的时间。当所

有库存消化差不多的时候，如果企业备

货不足，或者库存较少的，面对积累的需

求，可能会出现一批产品断货。”

在北京祥瑞生物制品有限公司总

经理、百家汇精准医疗投资控股集团常

务副总裁田家伦看来：“这次疫情中，医

药行业中的一些企业站上了风口，例如

抗病毒产品、耗材产品供不应求，一些

企业抓住了发展机会。但疫情影响势必

是短暂的，整体来看，由于医药行业的

刚性需求属性，如慢病不可能因为患者

不能去医院就诊而停药，这部分用药需

求正在通过药店库存或其他方式获取

消化。对于癌症、重大器官疾病等重疾，

虽然现在一部分患者可能不能就诊，但

疫情后累积下来的就诊需求可能会爆

发式增长。对于一些小病，消费者会自

己买药服用。所以，相对于其他行业，医

药行业面临的风险挑战相对较小。”

线上营销互动或增强
由于现阶段医药流通链条尚未打

通，医药营销、推广工作也面临加速转

型的挑战。 荩渊下转 5版

2020年 2月 20日 星期四办 中 国 最 好 的 专 业 报刊号：悦晕源源原园园怨愿 邮发代号：源缘原员愿
第 12 期（总第 4167期）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南方医药经济研究所主办

广告热线：长江以北及上海地区：魏先生 18507553501；长江以南及重庆地区：魏先生 18507553501；大客户部：凌小姐 15918794443 全国招商固定电话：020-37886685, 020-37886680 通联专线：020-37886765 传真：020-37886768
本报一周二刊 周一:十六版 周四:十二版 订报电话:020-37886650 E-mail:47969714@qq.com 责编 /范晓艳 美编 /何惠

医药经济报市场专刊报料热线：
园圆园原猿苑愿愿远苑缘6尧猿苑愿愿远苑53

文 本报记者 胡睿 发自北京

在
目前缺乏疫苗和特效药

物的情况下，采用“恢复

期血浆”治疗新型冠状

病 毒 感 染 的 肺 炎

（NCP），似乎成为当下最有效的方
法。

2月 17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医
政医管局监察专员郭燕红在“国务

院联防联控机制的新闻发布会”上

再次表明，恢复期血浆治疗是对重

症、危重症非常有效的重要手段。诊

疗方案第五版已经将这一治疗方法

纳入其中，即将修订形成的第六版

方案还将细化相关内容。

但采访中，记者了解到，由于恢

复期血浆需要依靠痊愈患者天然免

疫功能产生抗体，供需关系之间的

差额依然是目前面临的最大挑战，

也正是因为符合献浆条件的人群体

量过小，导致恢复期血浆弥足珍贵，

目前仅能用于 1万余名危重症患者
的救治。

可喜的是，作为“用新冠康复者

血浆治疗危重病人”应急项目承接

单位，中国生物董事长杨晓明在接

受《医药经济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目前，中国生物已经启动了新冠肺

炎恢复期血浆采集点设置工作。截

至 2月 18日，中国生物一共在全国
开设了 4个采集点，分别是武汉 2
个，成都 1个，山东 1个。”
另外，为了规范恢复期血浆临

床应用，2月 16日，国家卫建委发
布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重型、危

重型病例诊疗方案 渊试行 第二

版冤》渊以下简称 野新版重症方案冶冤
也进一步明确，将含有新型冠状病

毒抗体的人恢复期血浆用于早期

新冠肺炎患者，可以作为特异性治

疗的一种选择。如应用恢复期血

浆，应检测血浆中保护性抗体滴度

水平。

中生启动应急专项

康复者恢复期血浆治疗，其实就是

利用康复者血浆中一定滴度的病毒特

异性抗体，来降低患者体内病毒含量，

从而达到治疗预期。

据科技部生物中心副主任孙燕荣

介绍：“恢复期血浆治疗是一项古老

而又创新的急救措施之一，在近十年

的突发性传染病战役中发挥了重要

的作用。特别是在新型传染病爆发流

行时，采用恢复期血浆做经验性治疗

常常被认为是唯一寄予希望的选

择。”

2003年在与 SARS的抗争中，我国
经过无数学者的潜心研究和临床实

践，已总结出一套运用恢复期血浆作

为辅助治疗 SARS的临床治疗经验，获
得一定成功。此后，在 MERS、甲型流
感、埃博拉病毒感染等疫情中，同样有

国内外研究者运用恢复期血浆疗法在

疾病救治中取得一定成果。

此技术已经非常成熟，为何新冠

肺炎已经发生 1月有余，有关部门才
启动恢复期血浆治疗？孙燕荣坦言：

“科研攻关组在 1 月 22 日紧急设立
的第一批科研应急项目中，就将恢复

期血浆的制备工作纳入到立项支持，

由中国生物承担科技应急专项之后，

紧急在武汉启动部署。”

2月 1日，采集到第一份恢复期
患者血浆。2月 9日，第一位重症患者
在武汉江夏区第一人民医院接受治

疗，在接下来的一周中，又有 10位患
者陆续接受治疗。截至 2月 13日，所
有治疗的危重病人未发生任何不良

反应，血氧饱和度、C反应蛋白、淋巴
细胞等重要检测指标全面向好。

“下一步科研攻关组还会对恢复

期血浆治疗手段进行预期疗效和风

险评估，也会及时跟踪、及时研判。”

孙燕荣如是说。

取浆到制备需 7天

目前，从临床现有病例治疗情况

来看，恢复期血浆已经显现出了很好

的疗效。

郭燕红表示：“卫健委已经开始

指导各地成立省级专家组对恢复期

血浆的采集和患者治疗工作进行全

程的质量控制，既要保障献血者的健

康，也要保障好重症和危重症患者的

安全。”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恢复期血

浆从采集、制备、贮存到临床应用，都

有严格的质量控制要求，从中国生物

现有的制备技术和能力来看，血浆采

集之后七天左右可以在临床应用。

“用抗体消除病毒是人类和传染

病做斗争的常态做法。”杨晓明表示，

大部分传染病的病原体都可以用抗

体消灭，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抗体

都可以抵御病毒。 荩渊下转 5版

文 特约撰稿 石正国

2月 14日，海南海药股份公司完
成了第一批瑞德西韦药品的生产，并

已具备年产 350 万支 渊制剂规格 院
50mg/支尧100mg/支冤 的规模化生产能
力。而在 2月 12日，博瑞生物发布公
告称，已经成功仿制开发瑞德西韦原

料药合成工艺技术和制剂技术，批量

生产出瑞德西韦原料药，瑞德西韦制

剂批量化生产正在进行中。

继之前“专利之争”后，瑞德西韦

再次成为新闻焦点，业内普遍关注这

个品种是直接协商合作生产，还是需

要寻求许可或者强制许可。据了解，该

产品原研企业吉利德在我国有直接的

代理企业，对于该品种的知识产权事

宜，该企业表示可以提供必要的协助，

也欢迎制药界从不同的角度共同开展

该药品的知识产权工作。

重在寻求更好合作

具体到瑞德西韦的知识产权，笔

者认为，目前还谈不上转让许可，毕竟

还处于临床研究期间，更重要的是寻

求更好的合作，以实现多方在新型冠

状病毒防治市场都能有更好收益。

虽然专利具有独占性，但总的来

说，知识产权工作具有相当的开放度

和不确定性。从这个层面来说，要开展

该品种相关的研究或者生产，最好一

开始就规避知识产权壁垒，或者通过

稳定的专利权获得该品种研究生产的

敲门砖。如果没有知识产权作为铺垫，

迟早会有遭遇技术垄断而设置贸易壁

垒的可能。比如还没有彻底结束的中

美贸易战，其核心问题也集中体现在

知识产权方面。

吉利德精准把握瑞德西韦临床研

究的这一特点，表示最大程度地开放

知识产权，愿意与一切有实力的机构

合作。这么做可以将该品种的临床研

究最大化和最快化，降低临床研究成

本。此次新冠病毒感染疫情，大量使用

瑞德西韦治疗或者临床研究，将原本

预期在较小区域进行的较小规模的临

床研究充分扩大，涉及不同肤色、不同

年龄、不同血型的人群，而且参与临床

试验的人员如此集中。此外，这个阶段

开放临床试验的药品供应，给用户和

医护人员提供了产品品牌建设基础，

也为今后的市场开拓埋下伏笔。这一

阶段的临床研究本身也是极低成本的

药品广告。

并非唯一或最好选择

另一方面，瑞德西韦并不是冠状

病毒防治的唯一或最好选择，根据今

年 2月发布的《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
炎专利信息研报》，能够用于防治新型

冠状病毒的化学药产品有三类：1.已
上市药新适应症，如巴洛沙韦、法匹拉

韦、硝唑尼特、达芦那韦、阿比多尔、氯

喹、洛匹那韦/利托那韦；2.临床试验在
研药，如瑞德西韦、BCX4430、匹莫地
韦（VX-787）；3. 体外试验在研药，如
RNA 聚合酶抑制剂、冠状病毒主蛋白
酶或 S 蛋白酶抑制剂、冠状病毒 3C
样蛋白酶抑制剂。相比之下，瑞德西韦

在用药序列中并不占有太多优势，要

想获得更丰富的临床研究信息，加快

产品上市，最好的策略就是放开知识

产权保护或者许可，让更多机构参与

到该产品的多领域研究中，通过信息

共享，实现共赢。

作为原研企业，吉利德充分利用

这次疫情的需要，将全球发展的一体

化、知识产权工作全开放性结合起来。

当然，也可以在后续的新开发方向方

面，进一步强化该品种的知识产权保

护，比如联合用药或者类似中药复方

制剂的产品开发，将多个途径阻断病

毒的药物整合到一个制剂产品中，以

增加用药后抗病毒效果的保障能力，

提高用药的顺应性。在“无为而无不

为”中充分诠释药品研究的知识产权

战略，值得我们学习和关注。

做好知识产权许可事宜

目前，国内已有企业参与瑞德西

韦的仿制生产，建议上述企业和其他

相关企业做好相关的知识产权许可

事宜。此外，虽然企业是因为新冠肺

炎疫情而涉及产品生产，建议产品研

发重点和国际动态保持一致，主要用

于防治埃博拉病毒感染，不要过多地

把使用预期落实到防治新冠病毒感

染方面。当然，也可以对其他几个亚

型冠状病毒引起的疾病进行同步研

究。

作为行业的后来者，国人比较崇

尚“后来居上”，最好的专利许可策略

是通过申请新剂型或者全新的具有绝

对替代优势的专利，以达成双方的互

认交叉许可。不同的行业背景，不同的

药物品种，适宜的知识产权策略完全

不同。

对于化学药物的引进与开发，缬

沙坦类药品、二甲双胍类药品的 ND原
MA渊N-亚硝基二甲胺冤 杂质成分超标
带来的产业剧痛仍存，建议相关企业

结合合成工艺进行杂质成分或杂质含

量控制方面的研究，进行知识产权化

保护。这对于品种的深入开发具有重

要意义，必将实现知识产权策略的深

度融合。

当然，无论什么时候，以什么身份

参与到产业中，我们都需要充分关注

和运用知识产权的高度开放特性、独

占许可特性和不确定性。只有这样，才

能充分合理地运用知识产权战略谋取

更好的发展。

药不能停袁疫情后
基础用药或爆增

瑞德西韦院规避知识产权壁垒要趁早

危重 NCP诊疗指南再修订
划定恢复期血浆应用路径

四川成都市新冠肺炎康复血浆捐献点第一位献浆者渊左一冤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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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人体被乙肝病毒感染后，可以

产生多种抗体，但真正起到保护作

用的只有表面抗原抗体。中国正是

因为找到了这种抗原抗体，才将乙

肝感染率从 10%降低到 0.9%，彻底
摘掉了乙肝发病大国的“帽子”。

至于在新冠肺炎治疗过程中，哪

种抗体在发挥作用，目前科学界还

在积极的探索中。杨晓明指出，从前

期实验室检测可以看到，新冠肺炎

康复患者体内存有高滴度新冠肺炎

病毒综合抗体在 1颐640以上，是一个
全病毒的抗体，显示出较高的效价。

而从制备和应用情况看，1名捐献者
的血浆在 7天左右的时间内可以完

成取浆到制备的全过程，最终可用于

2~3名危重症患者救治。
另外，从新冠肺炎的疾病发生来

看，该病属于自限性疾病，这意味着

疾病在发生发展到一定程度后，靠机

体调节能够控制病情发展并逐渐恢

复痊愈。

郭艳红表示：“截至目前，危重症

患者占确诊病例不足 10%，而出院
治愈人数与日俱增，已经达到 1万例
以上，这也为我们更好地利用康复者

血浆治疗重症和危重症提供了一个

有利条件。我们呼吁，治愈出院的患

者能够献出自己的血浆，给重症和危

重症患者带来希望。”

荨上接1版冤

一些企业积极布局医药电商、互联网

医疗渠道开拓，部分企业向数字化营

销模式展开探索。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对医药企

业来讲，不论是短期疫情，还是长远

来看，营销模式变革是大势所趋。过

去，中国药企的营销模式无非两种，

一种是自营，另一种是招商代理。随

着招商模式越来越艰难，营销结构逐

步调整。这次疫情期间，无论是自营

队伍还是代理，地推模式全部面临暂

停。

田家伦认为：“企业一定要审时度

势，抓住产品结构调整期，顺应营销

模式变革。在地推模式暂停阶段，医

药企业无论是外企还是国内企业均

进行了一些创新方式调整，包括在这

个时期加强员工内部培训、经销商培

训，或联合专家开展网上讲座。不过，

现在一些方式还是基于原来方式的一

种调整和弥补。对于一些新型营销模

式的探索，还需要医药企业更多地探

寻客户的真实需求，提供精准服务。”

而在代理制为主的营销策略调整

上，谢孔标建议：“现阶段，一方面，不

要计较发货成本，先保证尽量不让客

户断货。另一方面，在保障安全、做好

防控的前提下，让业务人员做好下沉

工作，尽快对接药店、医院补上货。这

部分工作如果能做好，受到的影响就

会小一点，如果做不好，产品断货供不

上，可能会影响一个季度，甚至一年的

销售。此外，还是要以服务好客户为主

要宗旨，现在不能与客户面对面沟通，

可以要求业务人员每天与客户保持电

话沟通，了解客户的基本情况，只要客

户开工或是有值班人员能够开票，就

尽量保持正常走货。”

“虽然受医药行业属性决定，短期

内营销模式尚不会发生整体改变。不

过，随着疫情期间，互联网医疗、线上服

务兴起，未来医药行业营销推广与线上

互动、互联网对接粘性将进一步增加。

一些优秀的企业可能会进一步抓住这

波趋势，在互联网医疗方面进行前瞻性

布局和战略合作。当我们回顾非典就会

发现，疫情启发了电商行业的发展。同

样相信未来两三年，甚至 5年以后，我
们在回顾 2020年发生的新冠肺炎疫情
时会发现，很多行业业态得到了增强和

发展。”田家伦总结道。

药不能停袁疫情后基础用药或爆增危重NCP诊疗指南再修订
划定恢复期血浆应用路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