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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药上市 

商品名 通用名 企业 适应症 
批准

单位 
时间 备注 

Keytruda 
pembrol

izumab 
默沙东 

用于治疗罹患复发

性局部晚期或转移

性胃癌/胃食管结

合部腺癌，且肿瘤

表达 PD-L1的患者 

FDA 
2017

年 9月 
 

索非布韦

sofosbuvir 
Sovaldi Gilead 

对丙肝 2 型与 3 

型患者的治愈率可

达到 100% 

CFDA 
2017

年 9月 

首个无需干扰

素，就能高效治

愈丙肝的治疗

方案 

奥比帕利

ombitasvir， 

达塞布韦

dasabuvir 

 
艾伯维

AbbVie 

奥比帕利 + 达塞

布韦±利巴韦林治

疗能治疗绝大多数

亚洲基因 1b 型慢

性丙型肝炎 

CFDA 
2017

年 9月 
 

Trelegy 

Ellipta 
 

葛兰素

史克和

Innovin

a Inc

（INVA） 

用于治疗慢性阻塞

性肺病（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COPD） 

FDA 
2017

年 9月 

首个 FDA批准

的每日一次三

联吸入疗法，并

且获得欧洲药

品局人用药品

委员会的推荐

批准 

XHANCE  
Optinos

e 

治疗成人鼻息肉患

者 
FDA 

2017

年 9月 
 

Tecentriq 
atezoli

zumab  
罗氏 

治疗晚期肺癌和晚

期膀胱癌，无论

PD-L1表达状态如

何 

EC 
2017

年 9月 

属于

PD-1/PD-L1 

免疫疗法 

Gazyvaro 
obinutu

zumab 
罗氏 

用于既往未接受治

疗的晚期滤泡性淋

巴瘤（FL）患者 

EC 
2017

年 9月 

将在临床 FL一

线治疗方面建

立一个新的护

理标准 

RoActemra 
tociliz

umab 
罗氏 

治疗巨细胞动脉炎

（GCA） 
EC 

2017

年 9月 

首个治疗 GCA

的药物 

Aliqopa 
copanli

sib 
拜耳 

用于既往已接受至

少 2种系统性疗法

治疗后病情复发的

滤泡性淋巴瘤（FL）

成人患者 

FDA 
2017

年 9月 
 

http://xy.bioon.com/course_video/chang-fei-bian-ma-RNA-yu-zhong-liu959063.html
http://xy.bioon.com/course_video/chang-fei-bian-ma-RNA-yu-zhong-liu959063.html
http://news.bioon.com/tags/%E8%91%9B%E5%85%B0%E7%B4%A0%E5%8F%B2%E5%85%8B/
http://news.bioon.com/tags/%E8%91%9B%E5%85%B0%E7%B4%A0%E5%8F%B2%E5%85%8B/
http://news.bioon.com/f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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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临床试验进展 

药品名 企业 适应症 临床试验结果 

Patisiran 

（3期临床） 
ALNY、赛诺菲 

治疗遗传性

hATTR淀粉样变

性 RNAi（RNA 干

扰） 

这项研究的次要终点包括 Norfolk 

QOL-DN生活质量评分、NIS-W运动强度

评分等。这项研究的探索性终点包括心

功能改善程度、皮肤火箭检测淀粉样沉

积以及神经纤维密度测量。在这项试验

中，除了达到 mNIS+7的主要终点外，

接受治疗的患者也达到了预期的次要

终点和探索性终点。 

Venclexta 

（3期临床） 
艾伯维、罗氏 

治疗复发性/难

治性慢性淋巴性

白血病（CLL） 

venetoclax / rituximab（Rituximab

则是一款经典的抗癌药，能靶向 B细胞

表面的 CD20，促使恶性 B细胞的死亡）

显着延长了患者的无进展生存期

（PFS），抵达了主要临床终点。 

mirogabalin

（3期临床） 

日本第一三共制

药 

用于糖尿病周围

神经性疼痛 

相较于安慰剂治疗，mirogabalin 可以

获得主要研究终点[基线至第 14周内

的每周的平均每日疼痛评分（ADPS）]

的统计学意义的显着降低。 

LGD-6972 

（2期临床） 

Ligand 

Pharmaceuticals 

2型糖尿病

(T2DM) 

临床数据显示没有不良事件，HbA1c也

在临床上显着减少，表明 LGD-6972对

治疗 2型糖尿病患者的希望，并明确为

进一步的临床评估和进展提供了依据。 

Duvelisib 

（3期临床） 
Verastem 

治疗复发性或难

治性慢性淋巴性

白血病(CLL)或

小淋巴细胞淋巴

瘤(SLL) 

duvelisib延长了无进展生存期，在复

发性或难治性 CLL/SLL 的患者，包括在

17p缺失的高危患者中具有可管理的

安全性。 

pamrevlumab

（2b期临

床） 

FibroGen 
治疗特发性肺纤

维化(IPF)患者 

显示了pamrevlumab对IPF患者的潜在

治疗价值，Pamrevlumab的耐受性良

好，没有安全风险。药代动力学(PK)

和药效学(PD)分析显示有机会进一步

优化治疗效果。 

Olumiant 

（2期临床） 
礼来、Incyte 

治疗中度至重度

特应性皮炎 

与外用皮质类固醇（TCS）单独治疗相

比，Olumiant联合中等强度 TCS显著

改善了 AD的症状和体征，并且早至治

疗的第一周就观察到了疗效。 

Bevespi 

Aerosphere 

（3期临床） 

阿斯利康 
治疗慢性阻塞性

肺病 

通过测量患者一秒钟的强制呼气量，

Bevespi Aerosphere（格隆铵 14.4 微

克+富马酸福莫特罗 9.6微克）与其单

药成分和安慰剂相比，可以显著改善慢

性阻塞性肺病（COPD）患者的肺功能。 

http://xy.bioon.com/course_video/zhong-guo-ren-qun-ying-yang-he-yi-chuan-yin416058.html
http://news.bioon.com/tags/%E7%99%BD%E8%A1%80%E7%97%85/
http://news.bioon.com/tags/%E7%B3%96%E5%B0%BF%E7%97%85/
http://news.bioon.com/tags/%E7%B3%96%E5%B0%BF%E7%97%85/
http://news.bioon.com/tags/%E7%B3%96%E5%B0%BF%E7%97%85/
http://news.bioon.com/tags/%E7%99%BD%E8%A1%80%E7%97%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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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投融资讯 

序号 企业 领域 领头机构 融资金额 
投资阶

段 

1 
北京泛宇精泰科

技有限公司 
医疗服务 

博腾股份/非公开的投

资者 

1千万人民

币 
A轮 

2 

赛诺威盛科技

（北京）有限公

司 

医疗设备 
启明创投/宜利资本/

华盖医疗投资 
2亿人民币 B轮 

3 
贵州威门药业股

份有限公司 

中药材及中成药

加工业 
重庆德同投资 

6千万人民

币 

新 三 板

定增轮 

4 
上海联影医疗科

技有限公司 
医疗设备 

招银电信基金管理/国

寿投资/中国国新/国

投创新/国开开元股权

投资 

33.3 亿人

民币 
A轮 

5 
上海松力生物技

术有限公司 

生物技术/医疗健

康 

协立投资/华岭资本/

泰福资本/动平衡投资

/江苏九洲创投 

非公开 D轮 

6 
乌托邦田园疗养

村有限责任公司 
医疗服务 中国茶博汇 

1千万人民

币 
种子轮 

7 
厦门飞朔生物技

术有限公司 
医疗服务 

景旭创投/景圆蓝海/

东方国际上海投资 

4千万人民

币 
B轮 

8 

川派医生集团

（深圳）有限公

司 

医疗服务 赛马资本 非公开 Pre-A轮 

四、政策法规 

1. 公卫补助上调，由十二项增加至十四项 

国家卫计委下发的《关于做好 2017年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工作的通知》（下

文简称《通知》）。《通知》中除了对国家公共卫生工作进行了进一步细化、完善，也对

基层医生公卫补助这件事格外上心，并提出了很多保障措施。 

一、提高经费补助标准 

2017年人均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补助标准从 45元提高至 50元，新增经费主要用于

以下方面：一是巩固现有项目，扩大服务覆盖面，适当提高服务补助水平，细化和完善服

务内容，提高服务质量；二是统筹安排免费提供避孕药具和健康素养促进两个项目经费。 

二、做好项目统筹衔接 

http://zdb.pedaily.cn/enterprise/show10186/
http://zdb.pedaily.cn/enterprise/show10186/
http://zdb.pedaily.cn/company/show15437/
http://zdb.pedaily.cn/enterprise/show32120/
http://zdb.pedaily.cn/enterprise/show32120/
http://zdb.pedaily.cn/enterprise/show32120/
http://zdb.pedaily.cn/company/show5332/
http://zdb.pedaily.cn/company/show1332/
http://zdb.pedaily.cn/company/show13528/
http://zdb.pedaily.cn/enterprise/show6593/
http://zdb.pedaily.cn/enterprise/show6593/
http://zdb.pedaily.cn/company/show10010/
http://zdb.pedaily.cn/enterprise/show32421/
http://zdb.pedaily.cn/enterprise/show32421/
http://zdb.pedaily.cn/company/show14300/
http://zdb.pedaily.cn/company/show7899/
http://zdb.pedaily.cn/company/show7899/
http://zdb.pedaily.cn/company/show4585/
http://zdb.pedaily.cn/company/show4585/
http://zdb.pedaily.cn/company/show4706/
http://zdb.pedaily.cn/company/show4706/
http://zdb.pedaily.cn/enterprise/show28994/
http://zdb.pedaily.cn/enterprise/show28994/
http://zdb.pedaily.cn/inv/h3622/
http://zdb.pedaily.cn/inv/h3622/
http://zdb.pedaily.cn/company/show10614/
http://zdb.pedaily.cn/company/show5632/
http://zdb.pedaily.cn/company/show15596/
http://zdb.pedaily.cn/company/show10764/
http://zdb.pedaily.cn/company/show10764/
http://zdb.pedaily.cn/company/show9728/
http://zdb.pedaily.cn/enterprise/show32553/
http://zdb.pedaily.cn/enterprise/show32553/
http://zdb.pedaily.cn/company/show15617/
http://zdb.pedaily.cn/enterprise/show32556/
http://zdb.pedaily.cn/enterprise/show32556/
http://zdb.pedaily.cn/company/show9255/
http://zdb.pedaily.cn/company/show15612/
http://zdb.pedaily.cn/company/show14653/
http://zdb.pedaily.cn/enterprise/show32672/
http://zdb.pedaily.cn/enterprise/show32672/
http://zdb.pedaily.cn/enterprise/show32672/
http://zdb.pedaily.cn/company/show8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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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由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安排免费提供避孕药具项目和健康素养促进项目经

费后，剩余资金全部用于开展原有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项目实施主体和资金使用主体

主要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免费提供避孕药具项目经费用于药具的采购、存储和调拨等，

省级卫生计生部门是本地区避孕药具采购主体，省、市、县级计划生育药具管理机构负责

药具的存储、调拨及相关工作。健康素养促进项目经费用于提高居民健康素养水平，降低

15岁及以上人群烟草使用流行率，建设健康促进县（区）、医院和戒烟门诊，开展健康科

普尤其是针对重点疾病、领域和人群的健康教育，监测健康素养和烟草流行水平，提供

12320热线咨询服务等。 

三、明确工作任务目标 

2017年，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各项任务目标见附件 2。各地要合理确定乡村两级任

务分工，根据村卫生室服务能力，原则上将 40%左右的工作任务（不含免费提供避孕药具

项目和健康素养促进项目）交由村卫生室承担。 

四、抓好几项重点工作 

（一）加大项目宣传力度。 

（二）以高血压为突破口进一步提高服务水平。 

（三）充分发挥健康档案载体作用提高使用率。 

（四）严格执行新版服务规范。 

（五）做好项目进展数据上报工作。 

（六）确定补助水平完善资金支付方式。 

（七）严格开展项目考核。 

原文出处：http://news.bioon.com/article/6709334.html 

2. 药监总局发布《医疗器械分类目录》 

9 月 4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以下简称“国家总局”）举行新闻发布会，正

式发布新修订的《医疗器械分类目录》（以下简称新《分类目录》）。自 2018 年 8月 1 日

起实施。 

医疗器械分类管理是国际通行的管理模式，科学合理的医疗器械分类是医疗器械注册、

生产、经营、使用全过程监管的重要基础。 

目前，我国约有 7.7万余个医疗器械注册证和 3.7万余个医疗器械备案凭证。随着医疗

器械产业的快速发展，新技术、新产品的不断涌现，医疗器械分类体系已难以适应产业发展

http://news.bioon.com/tags/%E9%AB%98%E8%A1%80%E5%8E%8B/
http://news.bioon.com/tags/%E8%BD%BD%E4%BD%93/
http://news.bioon.com/tags/%E5%8C%BB%E7%96%97%E5%99%A8%E6%A2%B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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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监管工作的需要，2002 年版《医疗器械分类目录》（以下简称原《分类目录》）的不足

日益凸显：一是原《分类目录》不够细化，整体框架和层级设置不能满足产业现状及监管要

求。二是原《分类目录》缺乏产品描述和预期用途等关键信息，影响注册审批的统一性和规

范性。三是原《分类目录》难以覆盖新产品、新类别，由于缺少动态调整机制，使得目录内

容不能及时更新，产品类别划分不够合理。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修订发布的《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和《国务院关于改革药品医疗

器械审评审批制度的意见》，食品药品监管总局根据医疗器械分类管理改革工作部署，全面

归纳分析历年发布的医疗器械分类界定文件、梳理有效医疗器械注册产品信息，并对国外同

类医疗器械管理情况进行研究，于 2015年 7月全面启动修订工作，进行《分类目录》框架、

结构和内容的整体优化调整。组建医疗器械分类技术委员会及其专业组，系统论证了《分类

目录》内容的科学性、合理性，修订完成新《分类目录》。 

新《分类目录》按照医疗器械技术专业和临床使用特点分为 22 个子目录，子目录由一

级产品类别、二级产品类别、产品描述、预期用途、品名举例和管理类别组成。判定产品类

别时，应当根据产品的实际情况，结合新《分类目录》中产品描述、预期用途和品名举例进

行综合判定。新《分类目录》主要特点有：一是架构更具科学性，更切合临床实际。借鉴美

国以临床使用为导向的分类体系，参考《欧盟公告机构用框架目录》的结构，将现行《分类

目录》的 43个子目录整合精简为 22个子目录，将 260个产品类别细化调整为 206个一级产

品类别和 1157 个二级产品类别，形成三级目录层级结构。二是覆盖面更广泛，更具指导性

和操作性。增加 2000余项产品预期用途和产品描述，将现行《分类目录》1008 个产品名称

举例扩充到 6609 个。三是合理调整产品管理类别，提升了产业现状与监管实际的适应性，

为优化监管资源配置提供了依据。根据产品风险程度和监管实际，对上市时间长、产品成熟

度高及风险可控的 40 种医疗器械产品降低管理类别。 

新《分类目录》的框架和内容均有较大调整，对医疗器械注册、生产、经营、使用等各

环节都将产生影响。为确保各方统一认识、平稳过渡、有序实施，国家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同

步印发实施《关于实施新修订的<医疗器械分类目录>有关事项的通告》，给予了近一年的实

施过渡时间，以指导监管部门及相关企业贯彻执行。针对注册管理，充分考虑医疗器械产业

现状，采用自然过渡的方式实施新《分类目录》；针对上市后监管，生产、经营监管均可采

用新旧两套分类编码体系并行。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将组织开展新《分类目录》全方位系统培

训，指导各地监管部门和生产企业做好新《分类目录》实施工作。 

原文出处：http://www.sda.gov.cn/WS01/CL0051/17708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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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关于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工作有关事项的公告》政策解读 

一.《关于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工作有关事项的公告》（2017 年第 100 号，以下

简称《公告》）出台的背景和意义？ 

自《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开展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的意见》（国办发〔2016〕8 号）

发布以来，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以下简称一致性评价）工作扎实推进，有的企业

已经完成了部分品种研究工作，进入申报审评阶段。为进一步加强对企业的指导，提高工作

效率，我局对前期工作进行了总结和分析，研究制定了本《公告》，对一致性评价工作各环

节进行了优化调整，旨在保障受理、检查、检验和审评等环节顺畅衔接，保障评价标准统一。 

二. 针对参比制剂确定和获得，《公告》中提出了哪些优化措施？ 

为了便于企业开展研究工作，总局目前已发布 8 批 610 个品种规格的参比制剂，包括

《关于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开展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的意见﹥有关事项的公

告》（2016 年第 106 号）中公布的《2018 年底前须完成仿制药一致性评价品种目录》（以

下简称《289 品种目录》）中的 163 个品种（219 个品规）。该目录中另约有 90 左右品

种为改规格、改剂型、改盐基的品种，按照《仿制药质量与疗效一致性评价工作中改规格药

品（口服固体制剂）评价一般考虑》《仿制药质量与疗效一致性评价工作中改剂型药品（口

服固体制剂）评价一般考虑》《仿制药质量与疗效一致性评价工作中改盐基药品评价一般考

虑》等技术指南，上述改规格、改剂型、改盐基的约 90 左右品种的参比制剂选择依据也已

明确。至此，已经对《289 品种目录》中大多数品种的参比制剂选择给出指导。《公告》一

方面对参比制剂选择顺序进一步明确，另一方面明确我局将继续对企业备案的参比制剂进行

遴选和确认，符合参比制剂要求的发布参比制剂目录。 

关于参比制剂获得事宜，企业可以通过申报一次性进口申请及进口备案、通关等程序来获得

参比制剂，除此之外，《公告》明确企业还可以通过其他方式获得参比制剂，在提交一致性

评价资料时，仅需在资料中提供购买凭证、产品包装及说明书等材料，或以其他适当方法证

明参比制剂真实性即可。 

三. 对企业选择参比制剂的自主行为，是否明确企业所应承担的责任？《公告》第三条提

出，企业自行从境外采购的参比制剂产品，企业发现所使用的参比制剂产品为假冒产品的，

及时终止相关工作，将“视情况免于责任”，什么情况给予免责，标准如何把握，如何确

保追责免责的准确执行，不会出现误伤或者纵容？ 

企业负责参比制剂的选择、购买及使用，对全过程负责。发现参比制剂产品为假冒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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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总局将依法进行调查，根据调查结果，如有证据证明企业非主观因素选择假冒产品，可

免责。 

四. 针对开展临床机构不足问题，《公告》提出哪些解决方法？ 

针对生物等效性试验机构“不足”问题，《公告》提出：一是对生物等效性试验机构实

行备案制管理。一致性评价中的生物等效性试验可以在现有经认定的临床试验机构进行，也

可以在其他具备条件的机构进行。我局前期已会同卫生计生委确定 619 家临床试验机构。

我局正研究制定备案管理相关的配套规定。二是《公告》第六、七、八、九条中提出符合豁

免条件或者可以免于评价的相关情况以及方式，根据科学判定，减少不必要的生物等效性试

验。 

五.《公告》提出，生物等效性试验发起方可聘请具备评估能力的第三方按 GCP 开展生物

等效性试验机构评估。请问如何明确界定第三方评估能力？ 

一致性评价中的生物等效性试验可以在现有经认定的临床试验机构进行，也可以在其他

具备条件的机构进行。如选择在其他具备条件的机构进行，生物等效性试验申办者可以聘请

具备评估能力的第三方按《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GCP）要求对开展生物等效性试

验的机构进行评估。第三方评估是一种有效的外部完善机制，可以弥补部分申办者因能力有

限，不能够准确、系统评价拟选择机构的不足。第三方评估机构对评估结果负责。要充分发

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通过市场化竞争，申办者可以选择具备较好基础、丰富

经验和获得市场广泛认可的第三方。相关行业组织可以通过制定自律性的行业规则和技术规

范，完善第三方评估机制。 

六. 对符合《人体生物等效性试验豁免指导原则》的品种，以及不适合开展人体内研究的

品种，企业可向总局提出豁免申请并说明理由。请问豁免流程具体如何，是否有相关规定？ 

在一致性评价工作中对部分品种豁免人体生物等效性研究，应当科学审慎地对待。企业

的相关豁免要求可按照如下流程提出： 

（1）申请人可向总局药品审评中心提出申请，内容包括品种具体情况、豁免人体生物等效

性试验 (以下简称 BE) 的科学性依据等，向总局药品审评中心发公文申请 BE 豁免，总局

药品审评中心将根据品种的具体情况进行评估后予以答复。 

（2）对于总局已公布的豁免品种，申请人申请一致性评价时可在附加申请事项中注明豁免，

并在申报资料中提交豁免的相关依据。总局药品审评中心将根据品种具体情况进行审评。 

七.《公告》提到，企业在报送一致性评价申请时，需由相关机构对其进行复核检验，这里

是否可以由第三方机构检验？在选择第三方机构时有哪些具体标准？如果在审评过程中开

http://xy.bioon.com/course_video/lin-chuang-shi-yan-de-feng-xian-jian-kong239833.html
http://xy.bioon.com/course_video/lin-chuang-shi-yan-de-feng-xian-jian-kong23983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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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有因核查并抽样检验的，应交由哪些机构进行检验？ 

企业提交一致性评价申请时，申报资料中应包含药品复核检验报告。可由申请人自行检

验或委托法定药品检验机构、其他第三方检验机构进行。对《公告》发布前已由总局一致性

评价办公室公告，由有关药品检验机构承担集中复核检验任务的品种，企业可以在该检验机

构进行检验，也可以在其他机构开展检验。出具检验报告的机构，应通过实验室资质认定和

国家实验室认可，在组织、管理体系、检验能力、人员、环境和设施、设备和标准物质等方

面达到药品检验的要求，具有开展药品检验的能力。 

药品审评中心在审评过程中，可以提出对申报品种进行检验，由总局审核查验中心组织抽样

后，交法定药品检验机构进行检验。对此前公告已指定复核检验机构的品种，由指定机构进

行检验；对未指定的，由总局一致性评价办公室另行指定。 

八. 关于未明确参比制剂的品种，企业如何解决一致性评价问题，是等待专家咨询委员会

确定后再开展，还是将提出其他解决途径，以保证企业在规定时限内完成评价工作？ 

总局药品审评中心将尽快组织研究讨论未明确参比制剂品种的相关问题；申请人也可根

据品种情况，按照总局药品审评中心《关于进一步加强一致性评价相关咨询服务工作的通知》

提出咨询，总局药品审评中心研究后予以回复。 

九. 对通过一致性评价品种，在药品集中采购等方面建立了哪些鼓励政策？如何保证这些

政策真正落地？预计将对市场供应产生什么影响？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开展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的意见》（国办发〔2016〕8 号）

规定，通过一致性评价的药品品种，在医保支付方面予以适当支持，医疗机构应优先采购并

在临床中优先选用。同品种药品通过一致性评价的生产企业达到 3 家以上的，在药品集中

采购等方面不再选用未通过一致性评价的品种。通过一致性评价药品生产企业的技术改造，

在符合有关条件的情况下，可以申请中央基建投资、产业基金等资金支持。《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进一步改革完善药品生产流通使用政策的若干意见》（国办发〔2017〕13 号）进一步

规定，对通过一致性评价的药品，及时向社会公布相关信息，并将其纳入与原研药可相互替

代药品目录。同品种药品通过一致性评价的生产企业达到 3 家以上的，在药品集中采购等

方面不再选用未通过一致性评价的品种；未超过 3 家的，优先采购和使用已通过一致性评

价的品种。有关部门将加快按通用名制订医保药品支付标准，尽快形成有利于通过一致性评

价仿制药使用的激励机制。后期我局将配合有关部门做好政策的细化配套。上述将营造扶优

汰劣的政策环境，提高医药产业集中度，引导优势企业形成规模效应，降低成本，保障市场

供应，促进企业形成规模化，专业化的生产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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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公告》第十六条提到，“通过一致性评价”标识是用于通过或视同通过一致性评价药

品的药品标签、说明书的标识。请问企业是否需要申请药品说明书变更？ 

《公告》中提出我局将对通过一致性评价的品种发布公告。该项工作将与今后 “橙皮

书”编写工作统筹考虑，专门发布一类公告，明确发布通过一致性评价的药品目录及相关信

息，并以此为基础不断完善和发展，形成中国的“橙皮书”。通过一致性评价的品种，国产

药品报省级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备案，进口药品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备案后可在说明

书、标签中使用“通过一致性评价”标识。 

余下内容详见 http://www.sda.gov.cn/WS01/CL1757/177663.html 

 

4. CFDA 司长：GMP/GSP 等认证全取消！ 

9 月 24日，在第 9届中国医药企业家科学家投资家大会（原中国医药企业家年会）上，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药化监管司司长丁建华在主会现场说到：“局里已经决定了，GMP、

GSP、GCP都要取消。” 

一、GMP、GSP取消的启示 

1.企业需要质量理念的更新。 

丁建华说，许多药企都习惯说产品质量第一，重视产品的安全有效，但是没有把产品质

量理念跟患者联系起来。企业过去在质量理念上有两个追求：合格和通过。但这是不是说

GMP通过和检验合格了，就等于药吃了就管用？真正影响药品品质的，除了 GMP 之外，还有

很多很重要的因素，其中就包括了一个完善的质量管理体系，人要有质量意识和质量理念，

要有风险管理的理念，要有 QbD。 

2.将来的药品企业不只是生产企业 

企业将来责任非常巨大，因为它要承担一个全链条、全生命周期的责任。未来的 GMP

（ Good  Manufacturing Practices）中的“M”是制造，而不单单只是生产这一环节，生

产也可能还会细分。在丁建华看来，药品品质或者药品质量应该是能满足患者要求的，不光

包括质量安全有效，还有服务、产品召回等很多东西，品质不单单是生产出来的，更不是检

验出来的。 

3.人的经验和能力很重要 

丁建华认为，中国医药产业在近 20 年来的高速发展更多的还是一个数量的发展，整个

中国制药行业的能力存在欠缺，但是好像没有多少企业意识到能力缺失对产品和质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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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经验和能力很重要，我们过去老考虑 GMP，但是没有考虑人的因素和产品质量的关系。

真正的质量是源于质量思想和质量意识，药品不是检验出来的，是生产出来的，但假药也可

以生产出来，这就体现了质量意识的重要性。那些反对取消 GMP、GSP 的人士，那些沉默的

药企人士，面临的恐将是一场意识层面的风暴，总有那么一个关口，你习以为常的状态面临

过期。 

二、CDFA给药企的忠告 

面对检查，不用准备，“临时抱佛脚”马脚更多。丁建华在现场说到，准备了，反而能

查出问题，因为准备的东西，痕迹就多，不准备反而真实，而且，随着检查的频次到达“随

时随刻”的程度，企业几乎是没法准备的。丁建华认为，有点缺陷才是真的，100%完美肯定

是假的。CFDA 的飞行检查能发现大量问题，尤其是日常检查发现不了的问题，这背后原因

就在于企业有一个迎接检查的动作。据透露，2017 年，CFDA 制定了一个年度检查计划，根

据风险，计划包括 466 家企业（企业名单保密）此外，据丁建华介绍，CFDA 现在正在起草

相关重要文件，一个是药品检查管理办法，包括上市前和上市后，包括 GCP、GMP。将来处

理的时候就围绕一个产品，停产召回就是这一个产品，不会把厂子关了，这是将来的监管理

念。对于未来 CFDA 检查模式，丁建华指出，将来风险高的企业可能一年不是查一次或者几

次的问题，例如，去年有严重问题的企业在今年将继续被查。丁建华反复强调，质量管理应

该是以患者为中心，一定不要以迎接检查和检验为中心。 

原文出处：赛柏蓝 

 

五、科研进展 

1. Cancer Immunol Res：突破！科学家有望彻底攻克癌症之王—胰腺癌！ 

胰腺导管癌(pancreatic ductal carcinoma， PDAC)是一种常见的致死性癌症，目前临

床上急需治疗这种癌症的新型疗法。 

日前，一项刊登在国际杂志 Cancer Immunology Research上研究报告中，来自范德堡

大学的研究人员通过对胰腺导管癌模型进行研究，揭示了进行性胰腺导管癌发展过程中模型

机体中免疫反应发生的分子机制。 

医学博士 Sergey Novitskiy 表示，通过研究我们发现，动物模型机体中胰腺上皮组织

中的粒细胞集落刺激因子（granulocyte-colony stimulating factor，G-CSF）水平上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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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 G-CSF水平的上升能够促进表达免疫抑制基因的免疫细胞成熟，同时还能够降低肿瘤杀

伤性 T细胞的增殖能力。 

此外，研究人员对来自癌症基因组图谱和组织微阵列的人类数据进行分析也发现了类

似的模式，通过阻断性抗体联合化疗药物吉西他滨来抑制 G-CSF的水平或许就能够降低肿瘤

的尺寸，减少免疫抑制细胞的数量，而且相比单独使用吉西他滨而言能够更有效地增加浸润

性 T细胞的水平。 

最后研究者表示，本文研究结果表明，抗 G-CSF疗法或能增加常规化疗干预在治疗胰

腺导管癌上的作用效果，后期研究人员将会基于本文研究结果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来开发能

够有效治疗胰腺导管癌的新型有效的组合性疗法。 

原文出处： 

Michael W. Pickup, Philip Owens, Agnieszka E. Gorska, et al. Development of Aggressive 

Pancreatic Ductal Adenocarcinomas Depends on Granulocyte Colony Stimulating Factor 

Secretion in Carcinoma Cells. Cancer Immunology Research (2017). DOI: 

10.1158/2326-6066.CIR-16-0311 

2. Science：重磅！开发出分拣货物分子的 DNA 纳米机器人 

在一项新的研究中，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生物工程助理教授 Lulu Qian 和同事们开发出一

种由单链 DNA 组成的纳米机器人，这种纳米机器人能够自主地在一种分子表面上“行走”，

抓住某些分子，并且将它们释放到指定的位置上。相关研究结果发表在 2017 年 9 月 15 日的

Science 期刊上，论文标题为“A cargo-sorting DNA robot”。 

    在这项新的研究中，Qian 团队构建出能够在一种纳米机器人，这种纳米机器人能够在

一种分子表面上探索，抓起两个不同分子：一个黄色荧光染料分子和一个粉红色荧光染料分

子，随后将它们分发到这个表面上的两个不同的区域。使用荧光染料分子能够让这些研究人

员观察这些分子是否最终能够在它们的预定位置上出现。这种纳米机器人在 24 小时内成功

地分拣 6 个分子：3 个黄色荧光染料分子和 3 个粉红色荧光染料分子，到它们的正确位置上。

加入更多的纳米机器人到这种表面上会缩短完成这项任务所需的时间。 

    Qian 说，“我们并没有为任何特定的应用开发 DNA 纳米机器人。我们的实验室致力于

发现能够开发具有一般用途的 DNA 纳米机器人的工程原理。然而，我希望其他的研究人员

能够将这些原则用于激动人心的应用中，比如利用DNA 纳米机器人在一种人工分子工厂中，

以它的组分为原料，合成治疗性化学物，仅当一种特定的信号在血液或细胞中出现时才运送

药物，或者分拣垃圾箱中的分子组分以便循环利用。” 

http://xy.bioon.com/course_video/chang-fei-bian-ma-RNA-yu-zhong-liu959063.html
http://xy.bioon.com/course_video/chang-fei-bian-ma-RNA-yu-zhong-liu959063.html
http://xy.bioon.com/course_video/chang-fei-bian-ma-RNA-yu-zhong-liu959063.html
http://cancerimmunolres.aacrjournals.org/content/5/9/718
http://cancerimmunolres.aacrjournals.org/content/5/9/718
http://cancerimmunolres.aacrjournals.org/content/5/9/718
http://news.bioon.com/nanomedicine/
http://news.bioon.com/nanomedic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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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处： 

Anupama J. Thubagere, Wei Li, Robert F. Johnson et al. A cargo-sorting DNA robot. Science, 15 

Sep 2017, 357(6356):eaan6558, doi:10.1126/science.aan6558  

John H. Reif. DNA robots sort as they walk. Science, 15 Sep 2017, 357(6356):1095-1096, 

doi:10.1126/science.aao5125 

3．Cell：重磅！深刻揭示细胞通信语言 

在一项新的研究中，来自美国加州理工学院（Caltech）的研究人员发现了细胞用来彼

此之间进行通信的分子密码。这种“语言”被认为在许多类型的细胞通信中是常见的，而且

对设计未来的疗法产生影响。相关研究结果发表在 2017年 9月 7日的 Cell期刊上，论文通

信作者为 Caltech生物学与生物工程教授、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研究员 Michael Elowitz。 

    这些研究人员研究了一种主要的通信通道，即骨形态发生蛋白（bone morphogenetic 

protein, BMP）通路。该通路几乎在所有组织中运行，是癌症疗法的一种靶标。这种通路在

不同的组合中使用许多不同的配体和受体。奇怪的是，BMP通路中的这些配体和受体以许多

不同的方式中相互混合并相互匹配，而且似乎是毫无头绪的。为了弄清楚分子不加区分地相

互作用带来哪些益处，Elowitz团队在实验室中构建出不同的 BMP配体混合物，并将它们添

加到某些细胞---来自小鼠的乳腺细胞、胚胎干细胞和被称作成纤维细胞的结缔组织细胞---

中。他们吃惊地发现细胞利用配体的组合而不是利用单个配体本身，解码信息。 

    Elowitz 团队发现这种利用相同的配体分子编码多种信息的能力是因为不同类型的细

胞在它们的表面上表达不同的受体组合。这种通信系统（即 BMP通路）的一种特征是细胞能

够将信息发送给特定的细胞类型。Elowitz 说，“这就像在一个拥挤的房间里，每个人都在

说话，有人想要引起你的注意，喊你的名字。其他人可能会自动忽略它，但你会注意，因为

你是这种信息的目标。” 

    这些发现为理解信息如何在分子之间传递提供了基础。尽管这项研究还处于早期阶段，

但是更好地理解细胞通信可能会导致人们开发出靶向肿瘤或特定细胞类型但不会影响任何

其他细胞的生物药物。 

原文出处： 

Yaron E. Antebi, James M. Linton, Heidi Klumpe et al. Combinatorial Signal Perception in the 

BMP Pathway. Cell, 7 September 2017, 170(6):1184–1196, doi:10.1016/j.cell.2017.08.015 

http://science.sciencemag.org/content/357/6356/eaan6558
http://science.sciencemag.org/content/357/6356/1095
http://news.bioon.com/tags/干细胞/
http://xy.bioon.com/course_video/chang-fei-bian-ma-RNA-yu-zhong-liu959063.html
http://dx.doi.org/10.1016/j.cell.2017.08.015
http://dx.doi.org/10.1016/j.cell.2017.08.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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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Nature：重磅！ApoE4 显著恶化 tau 蛋白介导的神经损伤 

    在一项新的研究中，来自美国、日本和澳大利亚的研究人员证实 ApoE4 的存在加剧另

一种与阿尔茨海默病相关的蛋白 tau的毒性缠结物导致的大脑损伤。在 ApoE4 缺乏时，tau

蛋白缠结物对脑细胞的伤害很小。这些发现提示着靶向 ApoE 可能有助阻止或治疗阿尔茨海

默病患者中存在的大脑损伤，针对这种损伤，目前还没有有效的疗法。相关研究结果于 2017

年 9月 20日在线发表在 Nature期刊上。 

    每 10 名 65 岁以上的老人中，就有 1 人患上阿尔茨海默病。在一类被称作 tau 蛋白病

（tauopathy）的疾病中，阿尔茨海默病是最为常见的。这类疾病也包括慢性创伤性脑病

（chronic traumatic encephalopathy）和几种其他的神经退行性疾病。 

    研究发现特异性地降低大脑中的 ApoE 水平可能延缓或阻断神经退化，即便在已堆积着

tau 蛋白缠结物的人体中，也是如此。大多数针对阿尔茨海默病的实验性疗法着重关注β-

淀粉样蛋白或 tau蛋白，但是迄今为止还没有人成功地改变这种疾病的进展。根据 Holtzman

的说法，迄今为止还没有人尝试着靶向 ApoE。Holtzman 说，“假设我们的发现得到了其他人

的验证，那么我认为降低处于这种疾病最早阶段的人大脑中的 ApoE 水平可能进一步阻止神

经退化。” 

原文出处： 

Yang Shi, Kaoru Yamada, Shane Antony Liddelow et al. ApoE4 markedly exacerbates 

tau-mediated neurodegeneration in a mouse model of tauopathy. Nature, Published online 20 

September 2017, doi:10.1038/nature24016 

5. Mol Cell：HIV 治愈研究重大进展！利用抗癌药物 JQ1 重新激活潜伏性 HIV 

在一项新的研究中，来自美国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和西奈山伊坎医学院的研究人员最近

发现了一种被称作 JQ1 的新药物如何能够重新激活潜伏性 HIV。JQ1当前正处于早期的人体

癌症临床试验中。相关研究结果发表在 2017年 9月 21日的期刊上。 

    论文通信作者、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格拉斯通研究所的 Melanie Ott 说，“我们的发现

是出于挫败感。我们已知道药物 JQ1靶向一种被称作 BRD4的蛋白，但是我们的实验并没有

产生一致的结果。随后，我们开始研究这种蛋白的不同形式，出乎意料地发现这种蛋白的一

种较短的形式是沉默 HIV的关键。”通过鉴定出这种较短形式的 BRD4的新作用，Ott团队最

终能够解释一种控制 HIV潜伏性的机制。他们证实药物 JQ1靶向和移除这种较短形式的 BRD4，

这随后允许这种病毒自我复制。 

    论文第一作者、Ott 实验室博士后学者 Ryan Conrad 说，“这个领域的很多人甚至并不

https://www.nature.com/nature/journal/vaop/ncurrent/full/nature24016.html
https://www.nature.com/nature/journal/vaop/ncurrent/full/nature2401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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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一种较短形式的 BRD4 存在着。在发现这种蛋白在 HIV中的作用时，我们发现它可能也

参与抵抗与 HIV存在亲缘关系的其他病毒。因此，我们的发现可能为一种抵抗入侵病毒的‘古

老的’细胞防御机制提供新的认识。” 

许多科学家将注意力集中在这种用于治愈 HIV的“激活并杀死”策略，但是越来越多的

科学家正开始将注意力转移到沉默这种病毒。这些研究人员发现的这种机制能够支持这两种

策略---操纵 BRD4有助 HIV重新出现或者增强人体抑制它的能力。这一策略有可能使患者停

止服用药物，而且在这种病毒重新激活之前的数年时间里停止用药。待到重新激活时，人体

免疫系统可能强大到足以消灭重新出现的 HIV。科学家们可能不会在一夜之间完全消除 HIV，

但是 Ott团队正在努力发现这一种靶向这种病毒的方法，这样 HIV感染者就可以无需持续地

服用药物。 

原文出处： 

Ryan J. Conrad, Parinaz Fozouni, Sean Thomas et al. The Short Isoform of BRD4 Promotes 

HIV-1 Latency by Engaging Repressive SWI/SNF Chromatin-Remodeling Complexes. Molecular 

Cell, 21 September 2017, 67(6):1001–1012, doi:10.1016/j.molcel.2017.07.025 

6. Cell Stem Cell：重大突破！科学家将人类皮肤细胞直接成功转化为运动

神经元细胞 

科学家们一直在尝试开发治疗神经变性疾病的新型疗法，但目前他们并不能在实验室中

培养并且促进运动神经元的生长，运动神经元能够驱动肌肉收缩，而且其损伤往往是引发多

种严重疾病的原因，比如肌萎缩侧索硬化、脊髓性肌萎缩等，所有这些疾病最终都会引发患

者瘫痪并且过早死亡。 

近日，一项刊登在国际杂志 Cell Stem Cell上的研究报告中，来自华盛顿大学医学院

的研究人员通过研究将来自健康成年人机体中的皮肤细胞直接成功转化成了运动神经元，而

且并不需要经过干细胞状态。这种新型技术能够帮助研究者实现在实验室中对人类中枢神经

系统的运动神经元进行研究，并不像通常所研究的小鼠运动神经元那样，研究人员无法对人

体的运动神经元取样进行研究。 

当研究人员制造出多能干细胞时就能够避免干细胞状态，从而就能够消除人们的伦理担

忧，多能干细胞类似于胚胎干细胞，其也能够转化成为多种类型的细胞；更重要的是，避免

干细胞状态也能够促进运动神经元维持最原始皮肤细胞的“年龄”。当研究不同年龄段患者

的神经变性疾病时，能够维持运动神经元细胞的实足年龄非常关键。 

原文出处： 

https://doi.org/10.1016/j.molcel.2017.07.025
https://doi.org/10.1016/j.molcel.2017.07.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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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niel G. Abernathy, Woo Kyung Kim, Matthew J. McCoy, et al. MicroRNAs Induce a 

Permissive Chromatin Environment that Enables Neuronal Subtype-Specific Reprogramming of 

Adult Human Fibroblasts.  Cell Stem Cell. Sept. 7, 2017, doi:10.1016/j.stem.2017.08.002 

http://www.cell.com/cell-stem-cell/fulltext/S1934-5909(17)30320-X
http://www.cell.com/cell-stem-cell/fulltext/S1934-5909(17)30320-X
http://www.cell.com/cell-stem-cell/fulltext/S1934-5909(17)30320-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