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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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rtuglif

lozin 

SGLT-2 抑制

剂 

默沙东/

辉瑞 

改善 2 型糖尿病

患者的血糖控制 
FDA 

2017

年 12

月 

继卡格列净（强

生）、达格列净

（阿斯利康）、恩

格列净（勃林格/

礼来）后批准上

市的第 4 款

SGLT-2 抑制剂 

Giapre

za 

血管紧张素

II 

La Jolla

公司 

升高成人脓毒症

休克或其他分布

性休克患者的血

压 

FDA 

2017

年 12

月 

 

CABOM

ETYX 

cabozantini

b 

Exelixis

公司 

扩大适应症，用

于晚期肾细胞癌

（RCC）患者的

一线治疗 

FDA 

2017

年 12

月 

 

Macrile

n 

macimoreli

n 

Aeterna 

Zentaris

公司 

用于成年生长激

素缺乏症

（AGHD）患者的

诊断 

FDA 

2017

年 12

月 

是美国 FDA 药品

评估和研究中心

（CDER）今年批

准的第44个新药

分子 

Perjeta pertuzumab 
基因泰

克 

用于手术后高复

发风险的 HER2

阳性早期乳腺癌

(EBC)患者的辅

助治疗 

FDA 

2017

年 12

月 

Perjeta

（pertuzumab-帕

妥珠单抗）联合

赫赛汀（曲妥珠

单抗）+化疗（基

于 Perjeta 的治疗

方案） 

Subloc

ade 
 

Indivior

公司 

帮助吸毒者逐渐

戒除阿片类药物 
FDA 

2017

年 12

月 

 

Luxtur

na 
 SPARK 

治疗可能导致失

明的遗传性视网

膜营养不良 

FDA 

2017

年 12

月 

第一个直接用于

治疗的基因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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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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padacitinib

（ABT-494）

（3 期） 

艾伯维 类风湿性关节炎 取得积极的疗效成果。 

Ampion 

（3 期） 
Ampio Pharma 

治疗重度膝关节

骨关节炎（OAK） 

在注射后第 12 周，Ampion 治疗组有高

达 71%的患者达到了 OMERACT-OARSI

应答者标准，达到了主要终点和次要终

点。 

Plinabulin 

（2 期） 
万春药业 

预防多西紫杉醇

（Docetaxel）化

疗导致的中性粒

细胞减少症

（CIN） 

迄今为止由研究 103 和 105 所产生的

集体数据前瞻性地证实，Plinabulin 在

预防多西紫杉醇 CIN 中是高度有效的 

Cemiplimab 

（2 期） 
再生元/赛诺菲 

晚期皮肤鳞状细

胞癌（CSCC）患

者 

经独立审查，患者总缓解率（ORR）为

46.3％。中位缓解持续时间（DOR）尚

未达到（38 例中有 32 例缓解正在进行

中）。 

GC4419 

（2 期） 

Galera 

Therapeutics 

头颈癌放化疗患

者严重口腔黏膜

炎（SOM） 

对 SOM 的持续时间（由 WHO 定义的 3

级或 4 级）具有显著统计学意义的剂量

依赖性减少（p=0.024） 

VRAYLAR

（cariprazin

e） 

（3 期） 

Allergan 
治疗双相 I 型抑

郁症成人患者 

1.5 mg 和 3 mg 剂量组都达到了主要终

点（p<0.05），两组均显示出相比安慰

剂组更加显著的从基线到第 6 周的蒙

哥马利-阿斯伯格抑郁量表（MADRS）

总分的改善。 

CYRAMZA

（ramucirum

ab 单抗） 

（3 期） 

礼来公司 

局部晚期或不可

切除或转移性尿

路上皮癌 

该项研究达到了改善总生存期（OS）

的主要终点，同时也达到了改善无进展

生存期（PFS）的次要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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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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可瑞 医用脚轮 未公开 
6002.5 万人

民币 

新三板

定增轮 

2 九明珠 互联网医疗云平台 
光谷联合产业基金/零

度资本 

3000 万人

民币 
A 轮 

3 
明峰医疗系

统 
高端影像产品 上海创瑞 未公开 B 轮 

4 国大药房 医药 沃尔格林 4.18 亿美元 A 轮 

5 宜心健康 心血管健康管理 未公开 
1000 万人

民币 
A 轮 

6 融贯电商 医药电商综合服务 
华盖医疗产业基金及

平安创投 

数亿元人民

币 
C 轮 

7 联众泰克 医疗器械 国中创投 未公开 A+轮 

8 PereDoc 
智能影像辅助诊断

平台 
未公开 

3000 万人

民币 
天使 

9 力品药业 创新制剂技术平台 国投创新 2 亿人民币 B 轮 

10 东方启音 
儿童言语与智能发

展 

北极光创投、斯道资

本、F-Prime 基金 

2500 万美

元 
B 轮 

11 医视云 
远程医疗教育服务

平台 
涌铧投资 

数千万元人

民币 
A 轮 

12 爱医康 
医用耗材物流及信

息管理 
海邦投资 未公开 A 轮 

13 
三叶草生物

制药 
生物药品 未公开 

6280 万人

民币 
A 轮 

14 盛世泰科 小分子药物研发 翼朴资本和同人博达 1 亿人民币 A 轮 

15 图湃影像 
OCT 视网膜诊断系

统 
水木创投 未公开 天使 

 

四、政策法规 

1、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办公厅 国家卫生计生委办公厅公开征求《医药代表登记

备案管理办法（试行）（征求意见稿）》意见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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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通知》（厅字〔2017〕42 号）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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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医药代表的从业行

http://zdb.pedaily.cn/company/show16678/
http://www.newseed.cn/project/62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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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促进医药产业的健康有序发展，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

会起草了《医药代表登记备案管理办法（试行）（征求意见稿）》，现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药企是备案主体、与药代绑定 

《办法》明确，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持有药品批准文号的企业）是登记备案主体，应

当依本办法对其聘用（或授权）的医药代表在统一的平台上进行登记备案。 

《办法》要求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负责对信息进行审核、录入、变更、注销，确保所登

记备案信息的真实准确，负责所聘用（或授权）的医药代表的业务管理。 

也就是说，药品批文在谁手里，谁就负责备案。目前看批文绝大多数在企业手里，无疑，

药企将承担备案的责任，CSO 没资格。即便是药企将其产品授权给 CSO 推广，也将和药代

牢牢绑定在一起。 

管理权在药企手里，药代违规，药监先找药企。如此，药企选择 CSO 就需慎重，找个

不靠谱的，就完了！ 

▍对药代学历有要求，拜访医生先申请 

《办法》界定，所谓医药代表，是指持有药品批准文号的企业，在国内从事药品信息传

递、沟通、反馈的专业人员。药品销售人员不属于医药代表，不归此《办法》管。 

同时规定，药代可以在医院当面和医生沟通，也可以通过举办学术会议、讲座提供学术

资料等形式进行学术推广。但，前提是必须先由备案主体（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提出申

请，经医院同意后才能进行。 

另外，对药代学历有要求：应当是生命科学、医药卫生、化学化工相关专业的大专（含

高职）及以上学历，如果不是以上学历，需具有二年以上医药领域工作经验。 

也就是说，药代首选是科班出身，如果不是，至少要有 2 年的医药从业经验。 

▍药代必须备案，信息向社会公开 

《办法》规定，备案信息包括：医药代表的姓名、身份证号、照片；学历、专业、医药

领域从业经验，以及培训情况和推广的产品等等。（详见文末“医药代表登记备案信息表”） 

所有项备案信息（隐去个人身份证号码的部分位数）和备案号向社会公示。但，食品药

品监管部门和卫生计生部门有权限查验以上全部信息。 

并要求没有备案的药代，医院不能批准其进院推广等相关活动，当然，医生也不能参加。

也就是说，想学术推广，必须备案。 

同时，对药代的工作也有明确指导，如不得统方、不得直接销售实物药品，不得收款和

处理购销票据，不得误导医生使用药品，不得夸大或误导疗效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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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处：http://www.sdfda.gov.cn/art/2017/12/23/art_6088_190347.html 

 

2、关于公开征求《已上市化学仿制药（注射剂）一致性评价技术要求》意见的

通知 

2017 年 12 月 22 日，为落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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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厅字〔2017〕42 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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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CDE 组织起草了《已上市化学仿制药（注射剂）一致性评价技术要求（征求

意见稿）》，现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一、没有像 289 目录那样限定首批开展注射剂的范围 

本次征求意见稿并没有提及所针对的注射剂的通用名范围，除了提到氯化钠注射液、葡

萄糖注射液、葡萄糖氯化钠注射液、注射用水等原则上不纳入一致性评价范围，这意味着几

乎所有化学药仿制药注射剂要开展一致性评价。 

已上市注射剂不具有完整和充分的安全性、有效性数据的，开展药品再评价。原研药品

已经停止生产，又不在美国橙皮书标识为 RS 的产品，预计都要开展再评价。 

二、没有限定窗口期 

289 目录的产品要求 2018 年年底完成一致性评价。注射剂再评价此前是预计 5-10 年完

成的，一致性评价属于再评价范围内，由此可以推测化学药注射剂的窗口期会到 2023 年－

2028 年。 

三、稳定性研究技术建议其中一批为近效期样品 

一致性评价前期的药学研究预计要 6 个月，注射剂的保质期一般要两年，这意味项目申

报最快要 2 年，加上参比制剂的购买等，预计注射剂一致性评价要耗费 3 年。 

再参考 2016 年初启动化学药口服制剂一致性评价，2017 年年底才把相关文件发完，加

上国家局发文的速度，国内企业最快也要 4 年才能拿到一致性评价标签。相较之下，有条件

的企业还不如美国拿个 ANDA 双报国内，弯道超车。 

对于近效期超过 2 年的产品，没事的，2023 年才是最后限期呢，大家慢慢做。 

此外，还要求仿制药的稳定性应不低于参比制剂，这又提高了行业标准的门槛。 

四、不建议使用低硼硅玻璃和钠钙玻璃 

根据征求意见稿，注射剂使用的直接接触药品的包装材料和容器应符合总局颁布的包材

标准。不建议使用低硼硅玻璃和钠钙玻璃。首先受冲击的是低硼硅玻璃和钠钙玻璃的生产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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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如低硼硅玻璃安瓿生产企业成都平原尼普洛药业包装有限公司、山东力诺特种玻璃股份

有限公司等。 

其次就是使用低硼硅玻璃和钠钙玻璃的药品生产企业，又要需要变更包装材料和容器了。

根据咸达数据 V3.5 分析药品注册补充申请备案情况公示数据库发现，至少有 220 个通用名

注射剂目前使用低硼硅玻璃，其中 203 个是化学药。至少有 73 个通用名注射剂目前使用钠

钙玻璃，其中 72 个是化学药注射剂。 

以利巴韦林注射液为例，吉林敖东药业集团延吉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百年汉克制药有限

公司、济南利民制药有限责任公司和宜昌人福药业有限责任公司都是使用低硼硅玻璃安瓿。 

五、特殊注射剂要做 BE/临床试验 

特殊注射剂（如脂质体、静脉乳、微球、混悬型注射剂等）一致性评价还需参照 FDA、

EMA 发布的特殊制剂相关技术要求，并且采用商业批量的样品进行 BE 试验和/或临床试验。

加上临床试验时间，相关特殊注射剂预计还要多花 2 年才能完成一致性评价。 

六、过量灌装要和原研一致 

根据征求意见稿，如原研产品存在过量灌装，仿制药的过量灌装宜与原研产品保持一致，

如不一致需提供合理性论证。根据 FDA 法规，仿制药的过量灌装应该采取适当抽样的研究。 

但是 2015 年版药典要求，灌装标示装量为不大于 50ml 的注射剂时，应按下表适当增

加装量。除另有规定外，多剂量包装的注射剂，每一容量的装置一般不得超过 10 次注射量。 

预计大多数国内厂家都没有研究过注射液原研药的过量灌装情况，更多是根据药典灌装

标示。那么万一征求意见稿和药典一旦发生冲突，是按药典规定呢，还是一致性评价规定呢？ 

七、改规格、改剂型、改盐基注射剂 

改规格方面，在适应症相同的情况下，不得改变注射剂原批准的用法用量或适用人群，

其规格一般不得小于单次最小给药剂量，也不得大于单次最大给药剂量。由于单次最小给药

剂量往往是成年人的剂量，小于单次最小给药剂量的考虑往往与儿科药相关，个别小于单次

最小给药剂量未必在美国、欧盟或日本均获准上市，但在 WHO 的儿童基本药品目录中。 

改剂型方面，大容量注射剂、小容量注射剂、注射用无菌粉针之间互改剂型的，应具有

明显的临床优势。预计上述剂型属于改剂型范围的都要补做临床试验，做不出临床优势的产

品面临批文保不住的风险。 

改盐基注射剂系指注射剂中活性成分的盐基与参比制剂不一致的注射剂，包括改变已知

盐类活性成分的酸根、碱基或金属离子，对游离形式药品成盐或把成盐药品改为游离形式等。

改盐基注射剂需要具有明显的临床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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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学研究均要求与被改盐基药品对照，进行对比试验，并对改盐基药品与被改盐基药品

在各项目的异同与优劣进行评价。改盐基注射剂应与被改盐基注射剂的参比制剂质量相当。

未在美国、欧盟或日本上市的改盐基注射剂产品被淘汰的几率非常大。 

八、生产过程加活性炭的企业要重新改工艺了 

征求意见稿要求注射剂生产中不建议使用活性炭。为了有效去除热原（细菌内毒素），

需加强对原辅包、生产设备等的控制。这意味着生产工艺有活性炭的所有化学药仿制药注射

剂全部都要改工艺了。 

总结 

从项目时间和成本来看，不用进行临床试验的化学药注射剂一致性评价项目的成本基本

为药学研究成本加商业生产的成本，远远低于口服药的项目成本，预计对批文洗牌相对有限。 

原文出处：http://www.cde.org.cn/news.do?method=viewInfoCommon&id=314268 

 

3、总局关于发布细胞治疗产品研究与评价技术指导原则的通告（2017 年第 216

号） 

为规范和指导按照药品研发及注册的细胞治疗产品的研究与评价工作，国家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总局组织制定了《细胞治疗产品研究与评价技术指导原则（试行）》。 

近年来，随着干细胞治疗、免疫细胞治疗和基因编辑等基础理论、技术手段和临床医疗

探索研究的不断发展，细胞治疗产品为一些严重及难治性疾病提供了新的治疗思路与方法。

为规范和指导这类产品按照药品管理规范进行研究、开发与评价，制定本指导原则。由于细

胞治疗类产品技术发展迅速且产品差异性较大，本原则主要是基于目前的认知，提出涉及细

胞治疗产品安全、有效、质量可控的一般技术要求。随着技术的发展、认知的提升和经验的

积累，将逐步完善、细化与修订不同细胞类别产品的具体技术要求。由于本指导原则涵盖多

种细胞类型的产品，技术要求的适用性还应当采用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原则。 

本指导原则所述的细胞治疗产品是指用于治疗人的疾病，来源、操作和临床试验过程符

合伦理要求，按照药品管理相关法规进行研发和注册申报的人体来源的活细胞产品。本指导

原则不适用于输血用的血液成分，已有规定的、未经体外处理的造血干细胞移植，生殖相关

细胞，以及由细胞组成的组织、器官类产品等。 

由于细胞治疗产品种类多、差异大、性质复杂多变、研究进展快、技术更新迅速、风险

程度不同，因此，对于不同类型产品，可基于风险特征和专项控制措施，采用适合其产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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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有技术。 

细胞治疗产品的风险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细胞的来源、类型、性质、功能、生产工艺、非

细胞成分、非目的细胞群体、全生产过程中的污染和/或交叉污染的防控，以及具体治疗途

径及用途等。不同细胞治疗产品的制备及使用过程可能会给患者带来不同程度的风险。细胞

治疗产品应根据不同的风险制订相应的风险控制方案。从细胞治疗产品研发初始，应根据已

有认识及其预期用途进行全面分析，并应在整个产品生命周期内不断地收集和更新数据，明

确和防范风险。 

在评估产品的整体风险时，应考虑各种因素对产品风险的影响，比如细胞的来源，细胞

的操作程度，细胞的增殖、分化、迁移能力，细胞体外暴露于特定培养物质时间、细胞培养

时间、细胞存活情况和细胞代次，非细胞成分的毒性作用，物理性及化学性处理或基因修饰

/改造对细胞特性的改变程度，细胞和生物活性分子或结构材料组成的组合产品，激活免疫

应答的能力，免疫识别的交叉反应，使用方式以及对受者的预处理，类似产品的经验或相关

临床数据的可用性等多方面因素。 

在细胞治疗产品的研发中，应不断综合各种风险因素进行分析评估，特别是应将综合风

险分析结果用于：确定与产品的质量和安全性相关的风险因素；确定在非临床和临床应用中

所需数据的范围和重点；确定风险最小化措施的过程等。 

细胞治疗产品中的细胞来源、获取和操作过程应当符合伦理。生产者应建立“知情与保

密”管理体系，一方面让供者充分了解细胞的用途和使用情况，另一方面让供者的个人信息

得到充分的保护。对于制备过程中不合格及临床试验剩余的细胞治疗产品或供体细胞，必须

采用妥善、合法并符合伦理和生物环境安全性相关要求的处理方式。 

细胞治疗产品的生产者应建立产品可追溯的管理体系，以确保产品从供者到受者全过程

的可追溯性。需列出供者—产品—受者链，或自体产品—受者链，需规范和监控生产操作过

程，严格防控不同供者样品（或不同批次样品）的混淆。 

原文出处：http://www.sda.gov.cn/WS01/CL0087/220082.html 

 

4、食药监总局发布公开征求关于调整药物临床试验审评审批的公告（征求意见

稿）意见 

2017 年 12 月 11 日，为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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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食品药品监管总局组织起草了《关于调整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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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试验审评审批的公告（征求意见稿）》。 

一、沟通交流会议的准备与申请 

（一）申请人在提出临床试验申请之前，可以向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药品审评中

心（以下简称药审中心）提出沟通交流会议申请，以确定临床试验申请资料的完整性、实施

临床试验的可行性，特别是保障受试者安全性措施。申请人准备的沟通交流会议资料应包括

临床试验方案、对已有的药学和非临床研究数据及其他研究数据的完整总结资料。申请人应

自我评估现有的研究是否符合申报实施临床试验的基本条件，并明确与药审中心讨论的问题。 

（二）申请人应按照《药物研发与技术审评沟通交流管理办法（试行）》（以下称沟通交

流办法）要求，提交沟通交流会议申请（附件 1）。药审中心项目管理人员应在收到申请的

15 天内，与申请人商定召开沟通交流会议日期。申请人应在正式会议召开之前 30 天提交完

整的沟通交流会议资料（附件 2）。 

（三）药审中心适应症团队对沟通交流会议资料进行基本审评，并应在沟通交流会议召

开至少前 5 天，将对沟通交流会议资料的初步审评意见和对申请人所提出问题的解答意见告

知申请人。申请人认为问题已经得到解决，不需要召开沟通交流会议的，应通过药审中心网

站"申请人之窗"告知项目管理人员撤消沟通交流会议申请。 

二、沟通交流会议的召开 

（四）沟通交流会议依申请人与项目管理人员事先确定的会议议程进行。会议由项目管

理人员主持，申请人与药审中心适应症审评团队应围绕临床试验方案，就申请人提出的关键

技术问题，以及现有数据是否支持实施临床试验和受试者安全性风险是否可控问题进行讨论，

并为后续研究提出要求和建议。 

（五）沟通交流会议应按沟通交流办法要求形成会议纪要。双方达成共识，现有研究数

据或补充完善后研究数据，支持拟开展临床试验的，申请人即可在沟通交流会议之后提出临

床试验申请。现有研究数据存在重大缺陷，临床试验方案不完整或缺乏严格的风险控制措施

无法保障临床试验受试者安全的，申请人应分析原因并开展相关研究工作。会议纪要作为审

评文档存档，并作为药物研发、审评和审批的重要依据。 

三、临床试验申请的受理与审评审批 

（六）申请人应按照新药 I 期临床试验申请申报资料要求（附件 1-3），提交临床试验申

报资料。药审中心在收到申报资料后 5 日内完成形式审查。符合申报要求的发出受理通知，

受理通知书载明：自受理之日起 60 日内，未收到药审中心否定或质疑意见的，申请人可以

按照提交的方案开展临床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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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项目管理人员与适应症团队组长，制定 60 日完成审评工作计划与各专业工作时

间表。适应症团队应按计划组织和完成审评。适应症团队组长完成审评提交审评报告后，由

新药临床审评部部长签发。对在审评过程中有意见不一致的、申请的药物为新靶点新机制的

和涉及重大公共卫生问题的，应提交至上一级岗位负责人签发。 

（八）申请人在规定审评审批时限内未收到药审中心质疑和否定意见的，可按照提交的

方案开展药物临床试验。对于符合审评要求，有相关信息需要提醒的，药审中心应以信函方

式通知申请人，列明相关要求和注意事项。 

（九）对于申报资料不符合审评要求的，药审中心可通过沟通交流或补充资料方式告知

申请人，申请人应在自受理之日起 60 日内补送资料，在规定时间内未收到药审中心其他否

定或质疑意见的，申请人可按照完善后方案开展药物临床试验；未按时限补充资料或补充资

料仍不能满足审评要求的，药审中心以审批意见通知件方式通知申请人，列明目前尚不具备

开展临床试验的原因，该申请事项终止。 

四、其他有关事项 

（十）对于技术指南明确、药物临床试验有成熟研究经验，申请人能够保障申报资料质

量的，或国际同步研发的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申请，在监管体系完善的国家和地区已经获准

实施临床试验的，申请人可直接提出临床试验申请。 

（十一）已获准开展临床试验的，在完成Ⅰ期、Ⅱ期临床试验后、开展Ⅲ期临床试验之

前，申请人应向药审中心提出沟通交流会议申请，就Ⅲ期临床试验方案设计要点与药审中心

进行讨论。 

（十二）已获准开展临床试验的，凡增加新适应症的临床试验申请，均应通过补充申请

方式提交。应提交支持新适应症的研究资料（附件 3），与首次申请重复的部分可免于提交，

但需要在申报资料中列出首次申请相关资料的编号；对于变更临床试验方案、重大药学变更

等可能增加受试者安全性风险的，应通过补充申请方式提出变更申请。药审中心在 40 日内

完成补充申请的技术审评。 

（十三）申请人接到审批意见通知件后，在完善相关研究、满足临床试验审评审批要求

后，可按新药临床试验审批程序重新申报。对审批意见通知件有异议的，可提出复审申请，

必要时药审中心召开专家咨询会公开论证。 

（十四）申请人应保证申报数据质量，并接受监督机构对研发过程的监督检查。 

（十五）随着审评资源的不断增加，审评时限将逐步与国际接轨。( 

原文出处：http://www.sda.gov.cn/WS01/CL0050/21921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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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上海自贸区先行先试医疗器械注册人制度 

继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制度率先试点后，7 日，上海市食药监局发布并实施《中国（上

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内医疗器械注册人制度试点工作实施方案》，先行先试医疗器械注册人

制度创新改革。 

这一试点启动后，符合条件的医疗器械注册申请人可以单独申请注册证，然后委托给有

资质和生产能力的生产企业，从而实现产品注册和生产许可的“松绑”，让创新成果更易问

世。 

以往，我国医疗器械的注册与生产两大环节被“捆绑”在一起，必须由一个主体来完成

注册与生产。这种“捆绑”模式影响了创新研发和持续提高产品质量的热情，也限制了创新

要素合理配置，与国际通行规则和我国《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的立法精神不符。 

上海奥普生物医药有限公司总经理李福刚说，注册、生产“捆绑”模式下的高成本投入，

让不少医疗器械公司都打了“退堂鼓”。 

据介绍，改革实施后，注册人可以委托多家生产企业生产，既大幅降低了产品上市前的

创新成本，也能通过合理分工进一步保障产品的生产质量。 

上海市食药监局副局长徐徕说，我国医疗器械产能过剩逐渐成为突出问题，不少生产企

业因拿不到注册证或不具备生产资质，进入市场受阻，产能无法完全释放。此次改革希望通

过制度“松绑”，促进医疗器械市场的专业化分工，合理配置生产资源，形成良性互动循环。 

 “和以往的制度相比，此次改革在监管上至少加了三把新‘锁’。”上海市食药监局医

疗器械监管处处长林森勇介绍：首先，在准入环节，上海坚守更严格的标准，坚决杜绝低端

贴牌生产企业进入试点范围；第二，将强化医疗器械上市后监管，对于评级为高风险的企业，

将重点增加检查频次和力度；第三，将加强跨区域协调和监管问题。 

原文出处：http://news.bioon.com/article/6714152.html 

 

五、科研进展 

1、Cell：新突破！抑制 THOR 表达有望阻止癌症产生 

在一项新的研究中，来自美国密歇根大学综合癌症中心的研究人员在研究人基因组中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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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未被探究的区域---人基因组中的暗物质，或者说非编码的 DNA 序列---时，发现了一个他

们称之为 THOR 的新基因。相关研究结果发表在 2017 年 12 月 14 日的 Cell 期刊上，论文标

题为“Oncogenic Role of THOR, a Conserved Cancer/Testis Long Non-coding RNA”。 

 

图片来自 Ella Maru Studio 公司和 Yashar Niknafs。 

这些研究人员描述了一种在人类、小鼠和斑马鱼中表达的长链非编码 RNA（lncRNA）。

不同寻常的是，这种类型的 RNA 在整个物种中是保守的。他们的想法是如果 lncRNA 在除人

类之外的动物物种中发挥作用，那么它必须是比较重要的。 

论文通信作者、密歇根大学病理学教授、密歇根大学密歇根转化病理学中心主任 Arul 

Chinnaiyan 博士说，“进化上保守的基因对生物学过程可能是比较重要的。我们发现 THOR

是一个高度保守的 lncRNA 的事实是激动人心的。鉴于我们认为它经过进化选择而具有重要

的功能，我们选择着重关注它。” 

事实上，这些研究人员发现这种特定的 lncRNA 在癌症产生中发挥着作用。通过基因手

段将它敲除能够阻止肿瘤生长。 

这是首次鉴定出和描述 THOR。THOR 的全称是睾丸相关的高度保守的致癌性 lncRNA

（Testis-associated Highly-conserved Oncogenic long non-coding RNA）。 

Chinnaiyan 团队在 2015 年的一项研究中分析了 lncRNA 的全局表达模式，lncRNA 之前被

认为基因组中的暗物质，这是因为人们对它们知之甚少。他们鉴定出上千种潜在的可能需要

进一步开展研究的 lncRNA。 

THOR 上升到 lncRNA 列表之首，这是因为它在进化上是高度保守的。它也是高度表达的，

特别是在睾丸细胞中。它在其他类型的成体正常组织中很少或者没有表达。 

鉴于 THOR 是高度保守的，这些研究人员能够在小鼠、斑马鱼和人细胞中对它进行研究。 

Chinnaiyan 说，“这是研究不保守的 lncRNA 的挑战之一。如果它们在模式系统中不是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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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的，那么它们是很难描述的。在这项新的研究中，鉴于 THOR 是高度保守的，我们能够在

斑马鱼中研究它的表达和功能。” 

除了发现 THOR 在正常的睾丸组织中表达之外，这些研究人员还发现它在一小部分癌症

（特别是肺癌和黑色素瘤）中高度表达。当他们研究 THOR 时，他们发现它的表达对癌症产

生起着直接的影响。如果他们在表达 THOR 的在肿瘤细胞系中抑制它表达，那么肿瘤生长就

会减慢。如果他们让 THOR 过度表达，那么这些肿瘤细胞更快地生长。当他们将正常细胞中

的 THOR 清除时，这些细胞继续正常地生长，这表明它仅影响癌细胞。 

Chinnaiyan 说，“我们研究了大量的 lncRNA 才发现 THOR。我们测试过的大多数 lncRNA

并没有像 THOR 那样具有明确的功能。” 

这些研究人员还发现 THOR 对蛋白 IGFBP 产生影响，IGFBP 被认为参与 RNA 稳定化。抑

制 THOR 表达会抑制 IGFBP 的活性。 

Chinnaiyan 说，“如果我们干扰 THOR 的功能，那么我们就会干扰让 RNA 保持稳定的能

力。这会抑制细胞增殖。”相反，当这些研究人员过度表达 THOR 时，细胞生长得更快。 

Chinnaiyan 认为 THOR 可能是药物开发的一个很好的靶标，这是因为阻断它并不影响正

常的细胞。这可能意味着更少的毒副作用。在未来的研究中，这些研究人员将着眼于如何开

发出与 THOR 互补结合的化合物来抑制它表达。这些被称作反义寡核苷酸的化合物已在其他

的情形下得到成功的使用。 

原文出处：Yasuyuki Hosono, Yashar S. Niknafs, John R. Prensner et al. Oncogenic Role of 

THOR, a Conserved Cancer/Testis Long Non-coding RNA. Cell, 14 December 2017, 171 (7):1559–

1572, doi:10.1016/j.cell.2017.11.040 

 

2、Journal of Virology：诺如病毒复制及抗病毒研究取得进展 

12 月 13 日，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研究员周溪学科组在诺如病毒复制及抗病毒研

究方面取得新进展，相关研究成果以 Human Norovirus NS3 has RNA Helicase and Chaperoning 

Activities 为题，在线发表在《病毒学杂志》（Journal of Virology）上。 

诺如病毒属杯状病毒科（Caliviridae）诺如病毒属（Norovirus genus）是正链 RNA 病毒，

导致的感染性腹泻在全世界范围内均有流行，感染对象覆盖全年龄段，每年感染约 6.84 亿

人，造成 110 余万住院病例及高达 21 万人的死亡（主要是儿童、老人及服用免疫抑制剂的

患者），以及高达 600 亿美元的经济损失。目前尚无针对诺如病毒的疫苗与抗病毒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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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RNA 病毒的复制过程中，由病毒编码的解旋酶及 RNA 分子伴侣被认为在解开复制过

程产生的 RNA 双链、重塑病毒 RNA 构象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目前，大部分 RNA 病毒均

被发现编码自己的解旋酶或 RNA 分子伴侣。然而，对于诺如病毒甚至杯状病毒来说，其是

否编码解旋酶或 RNA 分子伴侣一直未知，这阻碍了我们对这类重要人类病毒复制机制的认

识。 

研究中，周溪课题组发现诺如病毒 NS3 蛋白同时具有依赖于 ATP 的 RNA 解旋酶功能，

以及不依赖于 ATP 的 RNA 分子伴侣的功能；NS3 的解旋功能可以促进诺如病毒 RNA 复制，

对诺如病毒的复制及病毒活性至关重要。进一步研究发现，一种由 FDA 批准上市治疗类重

症肌无力综合征的小分子药物可以抑制诺如病毒 NS3 的解旋活性，并能在细胞水平有效抑

制诺如病毒 RNA 复制。 

该研究首次发现了诺如病毒及杯状病毒编码具有 RNA 解旋酶及分子伴侣活性的病毒蛋

白，揭示其在诺如病毒 RNA 复制中的作用及机制，加深了对该类重要病原病毒复制机制的

认识，也为抗诺如病毒药物的研发提供了新思路。 

原文出处：http://news.bioon.com/article/6714875.html 

 

3、Nature：增强线粒体健康有望治疗阿尔茨海默病 

在世界范围内，阿尔茨海默病是一种最为常见的痴呆症和神经变性形式。这种疾病的一

种主要特征是毒性斑块在大脑中堆积，其中这些毒性斑块是由神经元中的β-淀粉样蛋白异

常聚集而形成的。 

目前还没有治愈阿尔茨海默病的方法，这种疾病给公共卫生体系带来沉重的负担。大多

数疗法集中于降低淀粉样蛋白斑块形成，但是它们都是没有效果的。因此，科学家们如今正

在寻找替代性的治疗策略，其中之一就是将阿尔茨海默病视为一种代谢疾病。 

基于这种思路，来自瑞士洛桑联邦理工学院的 Johan Auwerx 团队研究线粒体。线粒体

是细胞的能量工厂，因而是新陈代谢的核心。通过利用线虫和小鼠作为模式生物，他们发现

提高线粒体抵抗特定蛋白应激的能力，能够让它们不仅保护自我，而且也会降低淀粉样蛋白

斑块形成。相关研究结果发表在 2017 年 12 月 14 日的 Nature 期刊上，论文标题为“Enhancing 

mitochondrial proteostasis reduces amyloid-β proteotoxi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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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自 Vincenzo Sorrentino, Mario Romani, Francesca Potenza/EPFL。 

在正常的衰老和年龄相关疾病（如阿尔茨海默病）中，细胞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损害，并

且努力保护和替换存在功能故障的线粒体。鉴于线粒体给脑细胞提供能量，让它们在阿尔茨

海默病中不受保护，就会促进大脑损伤，从而在多年后引起记忆力减退等症状。 

这些研究人员鉴定出两种控制线粒体质量的机制：第一种是保护线粒体免受应激刺激的

“线粒体未折叠蛋白反应（UPRmt）”；另一种是线粒体自噬，即一种回收有缺陷的线粒体的

过程。这两种机制都是延缓或阻止线粒体在疾病期间遭受过度损伤的关键。 

尽管我们多年来就已知道线粒体在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的大脑中存在功能故障，但是这项

研究是它们实际上试图通过提高它们的质量控制通路来抵抗这种疾病的第一个证据。论文第

一作者 Vincenzo Sorrentino 说，“线粒体的这些防御和回收通路在从秀丽隐杆线虫到人类的

有机体中发挥着至为重要的作用。因此，我们决定利用药物激活它们。” 

这些研究人员先是利用抗生素强力霉素和维生素烟酰胺核糖（nicotinamide riboside, NR）

等已知的化合物进行测试，这些化合物能够在阿尔茨海默病线虫模型中激活线粒体未折叠蛋

白反应和线粒体自噬防御系统。相比于未接触这些药物的线虫，接触这些药物的线虫的健康、

表现和寿命显著增加。斑块形成也在这些接触药物的线虫中显著下降。 

最为明显的是，当利用这些相同的药物激活人神经元培养物中的这些相同的线粒体防御

通路时，这些研究人员也观察到类似的改善。 

这些令人鼓舞的结果导致这些研究人员在阿尔茨海默病小鼠模型中测试 NR。正如线虫

中的那样，这些小鼠的线粒体功能取得显著改善，而且它们的淀粉样斑块数量下降了。但是

最为重要的是，他们观察到这些小鼠的认知功能显著地正常化。从临床角度来看，这具有重

大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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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Johan Auwerx 的说法，通过线粒体治疗阿尔茨海默病可能会大有不同。他说，“到

目前为止，阿尔茨海默病一直被认为是淀粉样斑块在大脑中堆积的结果。我们证实恢复线粒

体健康会降低斑块形成---但重要的是，它也改善大脑功能，这是所有阿尔茨海默病研究人员

和患者的最终目标。” 

这种策略为延缓阿尔茨海默病和可能其他的疾病（比如帕金森病）中的神经变性进展提

供一种新的治疗方法。帕金森病的特征也是严重的线粒体和代谢缺陷。 

这种方法仍然有待在人类患者中进行测试。Vincenzo Sorrentino 说，“通过靶向线粒体，

NR 和其他的激活它们的‘防御和回收’系统的分子可能会取得成功，这是因为如此多的旨

在降低淀粉样斑块形成的药物都失败了。” 

原文出处：Vincenzo Sorrentino, Mario Romani, Laurent Mouchiroud et al. Enhancing 

mitochondrial proteostasis reduces amyloid-β proteotoxicity. Nature, 14 December 2017, 

552:187–193, doi:10.1038/nature25143 

 

4、Oncotarget：基因组研究发现结肠癌发病机理 

日本理化学研究所基因组序列分析项目负责人中川英刀和兵库县医科大学教授池内浩

基的联合研究小组，对炎症性肠疾病转化结肠癌患者的全基因组进行解析，发现了结肠癌发

病机理。该研究成果将于近日发表在美国《Oncotarget》科学杂志上。 

 

在日本，溃疡性大肠炎和克罗恩病等炎症性肠疾病患者近年来数量激增，目前有 20 多

万患者接受长期治疗。而长期患有肠道慢性炎症，导致大肠癌发病风险极高。一旦患上大肠

癌，就需接受大肠全部切除手术。常见的大肠癌发生机理已被详细阐明，但结肠癌的发生机

理尚未发现，需要对全基因组进行详细研究。 

 

研究小组对 90 位炎症性肠疾病转化为结肠癌患者的全基因组进行了详细分析。通常在

大肠癌中，APC 基因变异最多，60%至 90%出现 APC 基因变异。此次全基因组分析发现，结

肠癌的 APC 基因变异仅为 15%，TP53 和 RNF43 基因变异分别为 66%和 11%，这意味着结肠

癌有与大肠癌不同的发病机理。特别是 RNF43 基因，其与 APC 基因一样具有 Wnt 信号通路

功能，在通常的大肠癌中变异较为少见，因此研究人员认为，该基因在炎症性肠疾病转为癌

症的发病过程中具有重要功能。研究还发现，RNF43 基因变异与炎症性肠疾病发病和严重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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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正相关，而 APC 基因变异与炎症肠疾病发病和严重程度呈相反关系。结肠癌多呈现黏液

癌等非典型病理症状，在 RNF43 基因变异的结肠癌中，多具有黏液癌和低分化型的病理症

状倾向，而 APC 基因变异的结肠癌多具有典型大肠癌的高分化型病理倾向。 

原文出处：http://news.bioon.com/article/6714800.html 

 

5、Science：重大进展！开发出单链 DNA/RNA 折纸术 

一个新浮现的领域是 DNA 折纸术（DNA origami）。DNA 折纸术科学家们正在梦想着各

种各样的比人的头发小一千倍的形状，并希望这些形状有朝一日引发计算、电子学和医学变

革。 

如今，在一项新的研究中，来自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和哈佛大学的研究人员在 DNA

纳米技术上取得一项重大的新进展。他们开发出的一种被称作单链折纸术（single-stranded 

origami, ssOrigami）的新策略使用长而细的面条状的单链 DNA 或 RNA，它们能够自我折叠成

迄今为止最大最复杂的而且没有拓扑结的结构。相关研究结果发表在 2017 年 12 月 15 日的

Science 期刊上，论文标题为“Single-stranded DNA and RNA origami”。论文通信作者为哈佛

大学的 Peng Yin、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 Fei Zhang 和 Hao Yan。 

 

图片来自 Biodesign Institute, Arizona State University。 

形成这些结构的单链 DNA 或 RNA 能够在活细胞中产生，或者在试管中利用酶制造出，

从而允许科学家们有潜力即插即用纳米药物的新设计和功能，比如将细胞中的药物运送到损

伤部位的微型纳米机器人。 

Yan 说，“我们总是受到大自然设计的启发来制造携带信息的分子，这些分子能够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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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叠成为我们想要的纳米形状。” 

作为概念验证，他们挑战极限，制造出表情符号般的笑脸、心形和三角形，总共 18 种

形状。 

原文出处：Dongran Han, Xiaodong Qi, Cameron Myhrvold et al. Single-stranded DNA and 

RNA origami. Science, 15 Dec 2017, 358(6369):eaao2648, doi:10.1126/science.aao264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