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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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齐来 
甲磺酸雷

沙吉兰片 

丹麦灵

北公司

和梯瓦

公司 

原发性帕金森病患

者的单药治疗以及

伴有剂末波动患者

的联合治疗 

CFDA 
2018

年 1月 

最新一代单

胺氧化酶 B

抑制剂 

Lynparza   
治疗 BRCA突变引发

的恶性乳腺癌 
FDA 

2018

年 1月 

首个靶向乳

腺癌的基因 

吉洛特里

夫 
Afatinib  

治疗 EGFR突变非小

细胞肺癌 
FDA 

2018

年 1月 
 

 

二、临床试验进展 

药品名 企业 适应症 临床试验结果 

BEKINDA

（RHB-102）

（2期临床 

试验） 

RedHill 
治疗腹泻型肠易

激综合症（IBS-D） 

BEKINDA在所有三个疗效终点上均优

于之前报道的 XIFAXAN（rifaximin）

和 Viberzi（eluxadoline）。 

Cabozantini

b（3期临床） 
Exelixis、ipsen 晚期肝细胞癌 

统计学显着和有临床意义地延长了总

生存期 

GLPG1972（1b

期临床） 
Galapagos 骨关节炎 

将健康受试者软骨分解生物标志物减

少 50%延续到了骨关节炎患者中，并持

续达 4周。 

 

三、投融资讯 

序号 企业 领域 领头机构 融资金额 
投资阶

段 

1 
杭州畅溪医疗器

械有限公司 
医疗服务 

国中创投 / 德联资本 

/ 凯泰资本 

人 民 币

5500万 
A轮 

2 
苏桥医药（苏州）

有限公司 
生物制药 

健桥资本 / 生物产业

发展有限公司 / 前海

方舟资产 / 康桥资本 

美元 3800

万 
种子轮 

3 
北京环生医疗投

资有限公司 
医疗服务 高盛 

人民币 1

亿 
A轮 

4 
爱尔眼科医院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医疗服务 高瓴资本 

人 民 币

17.2亿 

上 市 定

增轮 

http://news.bioon.com/stemcell/
http://news.bioon.com/biomarkers/list-2.html
http://zdb.pedaily.cn/enterprise/show41874/
http://zdb.pedaily.cn/enterprise/show41874/
http://zdb.pedaily.cn/inv/h5617/
http://zdb.pedaily.cn/company/show12072/
http://zdb.pedaily.cn/company/show17479/
http://zdb.pedaily.cn/company/show8814/
http://zdb.pedaily.cn/enterprise/show41867/
http://zdb.pedaily.cn/enterprise/show41867/
http://zdb.pedaily.cn/inv/h4017/
http://zdb.pedaily.cn/company/show17494/
http://zdb.pedaily.cn/company/show17487/
http://zdb.pedaily.cn/company/show17487/
http://zdb.pedaily.cn/company/show5441/
http://zdb.pedaily.cn/company/show5441/
http://zdb.pedaily.cn/company/show14602/
http://zdb.pedaily.cn/enterprise/show42448/
http://zdb.pedaily.cn/enterprise/show42448/
http://zdb.pedaily.cn/inv/h5617/
http://zdb.pedaily.cn/company/show3279/
http://zdb.pedaily.cn/enterprise/show26833/
http://zdb.pedaily.cn/enterprise/show26833/
http://zdb.pedaily.cn/inv/h5617/
http://zdb.pedaily.cn/company/show46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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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该美生物科技

（上海）有限公

司 

其他生物技术/医

疗健康 
国科嘉和 

人 民 币

1000万 
天使轮 

6 

深圳市医易康云

信息技术有限公

司 

医疗服务 
不公开的投资者 / 云

锋基金 / 同创伟业 
非公开 A轮 

7 
上海爱立峰医疗

科技有限公司 
医疗设备 深创投 非公开 天使轮 

8 
南京普恩瑞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 
医疗服务 

普华资本 / 深圳金斧

子资本 

人 民 币

2000万 
Pre-A轮 

四、政策法规 

1. 发改委：GMP/GSP 认证费全取消 

2018年，医药人的第一个好消息，GMP/GSP 认证收费文件被废止。已于 2018年 1月 1

日开始施行。 

近日，国家发改委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令》（第 12号），决

定废止 9个规章和 143 个规范性文件。 

在废止的 143个规范性文件中，第 55个就是关于 GMP、GSP认证收费的通知。 

据了解，GMP认证费收费标准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认证管理中心（以下简称国

家药品认证管理中心）在对申请药品 GMP认证的生产注射剂、放射性药品和国务院药品监督

管理部门规定的生物制品的企业进行初步技术审查时，收取受理申请费的收费标准为每个企

业 500元； 

组织专家对申请药品 GMP认证的生产注射剂、放射性药品和国务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

规定的生物制品的企业进行实地勘验审核时收取审核费，收费标准为一个剂型（含一条生产

线）30000元，每增加一个剂型可加收 3000元。取消国家药品认证管理中心向获得 GMP证

书企业收取的年费。 

GSP认证费收费标准含受理申请费和审核费，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药品认证管理机构

对本辖区内的药品经营企业进行 GSP认证，向申请企业收取。收费标准由企业所在地省、

自治区、直辖市价格主管部门会同财政部门制定，并报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备案。 

伴随发改委一纸政令，GMP/GSP认证收费也淹没在了历史的尘埃里。而无疑取消GMP/GSP

认证收费正是取消 GMP/GSP 认证的伏笔。 

原文出处：http://news.bioon.com/article/6715332.html 

http://zdb.pedaily.cn/enterprise/show42967/
http://zdb.pedaily.cn/enterprise/show42967/
http://zdb.pedaily.cn/enterprise/show42967/
http://zdb.pedaily.cn/inv/h984/
http://zdb.pedaily.cn/inv/h984/
http://zdb.pedaily.cn/company/show6587/
http://zdb.pedaily.cn/enterprise/show27081/
http://zdb.pedaily.cn/enterprise/show27081/
http://zdb.pedaily.cn/enterprise/show27081/
http://zdb.pedaily.cn/inv/h5617/
http://zdb.pedaily.cn/company/show12278/
http://zdb.pedaily.cn/company/show1974/
http://zdb.pedaily.cn/company/show1974/
http://zdb.pedaily.cn/company/show17667/
http://zdb.pedaily.cn/enterprise/show43234/
http://zdb.pedaily.cn/enterprise/show43234/
http://zdb.pedaily.cn/inv/h3964/
http://zdb.pedaily.cn/company/show3392/
http://zdb.pedaily.cn/enterprise/show46356/
http://zdb.pedaily.cn/enterprise/show46356/
http://zdb.pedaily.cn/inv/h5617/
http://zdb.pedaily.cn/company/show8762/
http://zdb.pedaily.cn/company/show5382/
http://zdb.pedaily.cn/company/show5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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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进一步改善医疗服务行动计划（2018-2020 年）》发布 

1月 4日，国家卫生计生委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发布《关于印发进一步改善医疗服务行

动计划（2018-2020年）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对未来 3年医疗服务改善工作进

行了部署。《通知》将巩固切实有效举措与创新医疗服务模式并举，提出了许多备受期待要

求和目标。 

巩固切实有效举措方面： 

《通知》要求自 2018年起，医疗机构要建立预约诊疗制度、远程医疗制度、临床路径

管理制度、检查检验结果互认制度、医务社工和志愿者制度。 

创新医疗服务模式方面： 

《通知》计划重点从 10个方面创新医疗服务，进一步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这 10方

面医疗服务创新包括：以病人为中心，推广多学科诊疗模式。以危急重症为重点，创新急诊

急救服务。以医联体为载体，提供连续医疗服务。以日间服务为切入点，推进实现急慢分治。

以“互联网+”为手段，建设智慧医院。以“一卡通”为目标，实现就诊信息互联互通。以

社会新需求为导向，延伸提供优质护理服务。以签约服务为依托，拓展药学服务新领域。以

人文服务为媒介，构建和谐医患关系。以后勤服务为突破，全面提升患者满意度。 

原文出处：http://news.bioon.com/article/6715514.html 

3．CFDA：到 2020 年，将制修订 3050 药品标准 

2018年 1月 19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发布《总局关于进一步加强食品药品标

准工作的指导意见》。  

《意见》提出，到 2020年，制修订国家药品标准 3050个，其中中药民族药标准 1100

个、化学药品标准 1500个、生物制品标准 150个、药用辅料标准 200个、药包材标准 100

个。  

制修订医疗器械标准 500项，包括诊断试剂类标准 80 项、有源医疗器械标准 200 项、

无源医疗器械和其他标准 220项。  

对此，《意见》也介绍了在医药方面的工作部署：  

加快药品标准提档升级，保障药品安全有效  

http://news.bioon.com/tags/%E8%BD%BD%E4%BD%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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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药品标准提高行动计划，构建以《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为核心的国家药品标准

体系，重点修订完善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国家基本医疗保险用药目录品种相关标准，不断提

升临床治疗用药质量，满足临床用药需求。  

推动中药(材)标准处于国际主导地位，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标准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进一步提高横向覆盖中药、化学药品、生物制品、原料药、药用辅料、药包材以及标准物质

的质量控制技术要求，进一步完善纵向涵盖药典凡例、制剂通则、总论、检验方法以及指导

原则的制定和修订，逐步加强和完善涉及药品研发、生产、流通和使用等环节的通用性技术

要求以及指导原则体系建设，体现药品质量源于设计，有赖于全过程控制保障的理念。  

建立药品标准淘汰机制，全面清理历版药典未收载品种标准和各类局(部)颁标准，加

大对已取消文号、质量不可控、稳定性不高的药品标准的淘汰力度。  

提升医疗器械标准科技创新能力，引领高新技术产品发展  

适应科学技术快速发展形势下对医疗器械标准制定的新要求，加强生物医学工程、新

型医用材料、高性能医疗仪器设备、医用机器人、家用健康监护诊疗器械、先进生命支持设

备以及中医特色诊疗设备等重点领域标准制修订工作，优先提高医疗器械基础通用标准和高

风险类产品标准。  

促进高温合金、耐高温高强度工程塑料等增材制造专用材料和创新生物材料等新材料、

基因检测和诊断等新技术在医疗器械标准中的应用转化，促进产业升级和产品质量国际竞争

力提升。  

通过标准完善推动移动医疗、远程医疗等诊疗新模式，促进智慧医疗产业发展，推广

应用高性能医疗器械，推进适应生命科学新技术发展的新仪器和试剂研发，提升我国医疗器

械产业整体竞争力。加快医疗器械标准与国际接轨。 

原文出处：http://www.sda.gov.cn/WS01/CL0050/223055.html 

4. 《关于改革完善仿制药供应保障及使用政策的若干意见》 

1 月 23 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

组长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改革完善仿制药供应保障及使用政策的若干意见》。最高领导强调，2018年是改革

开放 40周年，做好改革工作意义重大。要推动思想再解放、改革再深入、工作再抓实。 

会议指出，改革完善仿制药供应保障及使用政策，要从群众需求出发，把临床必需、疗

效确切、供应短缺、防治重大传染病和罕见病、处置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儿童用药等作为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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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促进仿制药研发创新，提升质量疗效，提高药品供应保障能力，更好保障广大人民群众

用药需求。 

 改革的红利，优先使用优质仿制药。 

会议通过的文件，尚未公布，但梳理过往国家发布的关于仿制药的政策，能够找到提高

质量、优先使用的关键点。 

据相关资料显示，我国仿制药企业占 90%以上，也就是说有 4500家以上的仿制药企业，

该政策的落地，将彻底影响这些企业的命运。 

2016 年 3 月，国办发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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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鼓励企业开展一致性评价，通过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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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 10月 8日，中办、国办发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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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鼓励创新与促进药品仿制生产，引导仿制药研发生产。加快推进仿制药质

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 

原文出处：http://mp.weixin.qq.com/s/UU_WC87SQhbPxjh8p3ej3g 

 

五、科研进展 

1. Science：中美科学家开发新型流感疫苗取得重大突破！ 

根据美国联邦政府的估计，2014～2015年流感季节期间，超过 70万美国人因与季节性

流感病毒感染相关的疾病住院治疗。在一项新的研究中，来自中国和美国的研究人员报道一

种全新的疫苗研发新方法可能有助于在未来的流感季节期间降低这一数字。 

    Sun 及其同事们在过去的四年中一直在流感病毒的整个基因组中寻找它的抗干扰素性

质。在确定了每个氨基酸在这种基因组中的功能之后，他们让阻止诱导干扰素产生的序列失

活，这意味着在遭受这种病毒感染的有机体中，干扰素产生会受到高度地激活。 

这些研究人员采用先进的基因组学技术来鉴定出和移除这种流感病毒的防御机制，这能够让

他们开发一种“候选”疫苗，而且他们在动物中证实这种候选疫苗是安全的，高度有效地抵

抗流感病毒。 

    在这项新的研究中，经过基因改造的流感病毒（engineered influenza virus, 也译作

工程流感病毒）在动物中引起了强烈的免疫反应。虽然还需开展进一步的研究，但是这些研

http://xy.bioon.com/course_info/series_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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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人员希望他们的方法可能导致一种更加有效的能够在家里作为鼻腔喷雾剂加以接种而无

需健康专业人员进行注射的新型疫苗。 

原文出处： 

Yushen Du, Li Xin, Yuan Shi et al. Genome-wide identification of interferon-sensitive mutations 

enables influenza vaccine design. Science, 19 Jan 2018, 359(6373):290-296, 

doi:10.1126/science.aan8806 

John R. Teijaro, Dennis R. Burton. Taking down defenses to improve vaccines. Science, 19 Jan 

2018, 359(6373):277-278, doi:10.1126/science.aar5421 

 

2. Nature：重磅！从结构上揭示长寿蛋白的秘密 

Klotho蛋白以纺织生命之线的希腊女神 Klotho 的名字命名。它们在调节长寿和代谢方

面起着重要作用。如今，在一项新的研究中，来自美国耶鲁大学和比利时布鲁塞尔自由大学

的研究人员揭示出这些蛋白中的一种被称作β-Klotho 的蛋白的三维结构，从而阐明了它的

复杂机制和治疗潜力。 

研究人员说，这些发现可能对开发治疗包括糖尿病、肥胖症和某些癌症在内的一系列医

学疾病的疗法产生影响。 

    作为两种受体蛋白的 Klotho 家族位于特定组织的细胞表面上。这些蛋白与一系列被称

作内分泌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FGF）的激素结合，其中内分泌 FGF 调节着肝脏、肾脏、大

脑和其他器官中的至关重要的代谢过程。为了理解β-Klotho如何工作，这些研究人员使用

了 X射线晶体衍射分析技术，这种技术可提供这些蛋白的高分辨率三维结构图。 

 

    这些研究人员的分析产生了一些见解。首先，β-Klotho是结合 FGF21的主要受体，其

中 FGF21 是饥饿时产生的一种关键激素。当与β-Klotho 结合时，FGF21促进胰岛素敏感性

和葡萄糖代谢，从而导致体重减少。这些研究人员说，这种对β-Klotho和 FGF21的新认识

能够指导开发治疗一些疾病（如肥胖患者所患的 2型糖尿病）的疗法。 

    论文通信作者、耶鲁大学医学院药理学系主任 Joseph Schlessinger说，“像胰岛素那

样，FGF21促进包括葡萄糖摄取在内的代谢。利用 FGF21开展的动物临床前试验和一些人体

临床试验的结果已表明你能够在不用改变食物摄入的情况下增加卡路里燃烧，而如今我们知

道如何提高 FGF21的生物活性。”这些研究人员还描述了一种新的 FGF21变体，该变体的效

http://science.sciencemag.org/content/359/6373/290
http://science.sciencemag.org/content/359/6373/290
http://science.sciencemag.org/content/359/6373/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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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和细胞活性提高了 10倍。 

    此外，Schlessinger 补充道，这些研究人员还提供了表明一种结构相关的降解糖分子

的分解酶---糖苷酶---如何进化为一种降低血糖的激素的受体的证据，而这可能并不是巧合。 

    在解析出β-Klotho的结构后，Schlessinger和他的同事们有了一种探索治疗多种疾病

的潜在疗法的平台。他说，通过开发激活这个通路的药物，研究人员就能够靶向治疗糖尿病

和肥胖症。相反，通过使用阻断这个通路的试剂，他们希望探究治疗肝癌和骨病等疾病的药

物。 

原文出处： 

Sangwon Lee, Jungyuen Choi, Jyotidarsini Mohanty et al. Structures of β-klotho reveal a ‘zip 

code’-like mechanism for endocrine FGF signalling. Nature, Published online:17 January 2018, 

doi:10.1038/nature25010 

3.Science：重大进展！绘制出恶性疟原虫的药物可靶向基因组图谱 

在一项新的研究中，来自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等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利用全基因

组分析和化学遗传学（chemogenetics）方法，在恶性疟原虫（Plasmodium falciparum）---

一种导致疟疾的疟原虫---的262种疟原虫细胞系中鉴定出新的药物靶标和对37种不同的抗

疟疾药物产生抗药性的抗性基因。 

    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医学院儿科系药理学与药物发现教授 Elizabeth Winzeler 博士

说，“利用恶性疟原虫抗性组（resistome）---抗生素抗性基因集合---和它的药物可靶向

（drug-able）的基因组将有助于指导新的药物发现工作，和增进我们对这种疟原虫如何经

过进化加以反击的认识。” 

 

    Winzeler 及其同事们采用了全基因组测序和多种不同的抗疟疾化合物，而不是关注于

恶性疟原虫与单个化合物之间的相互作用，或者研究这种疟原虫中的潜在抗性基因。所获得

的数据集揭示出发生多种不同的突变。抗药性疟原虫通常在潜在的靶基因中包含突变，而且

在其他的无关基因中也包含额外的突变。 

原文出处： 

Annie N. Cowell, Eva S. Istvan, Amanda K. Lukens et al. Mapping the malaria parasite druggable 

genome by using in vitro evolution and chemogenomics. Science, 12 Jan 2018, 

359(6372):191-199, doi:10.1126/science.aan4472 

http://dx.doi.org/10.1038/nature25010
http://dx.doi.org/10.1038/nature25010
http://science.sciencemag.org/content/359/6372/191
http://science.sciencemag.org/content/359/6372/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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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ne M. Carlton. Malaria parasite evolution in a test tube. Science, 12 Jan 2018, 

359(6372):159-160, doi:10.1126/science.aar4189 

4. Nat Med 重磅！精准靶向氨基酸代谢，让癌细胞饿到不能自理 

   来自范德华大学医学中心（VUMC）的研究人员首次表明一种可以抑制谷氨酰胺摄取的小

分子抑制剂可以使肿瘤细胞饥饿并阻止其生长。他们的突破性发现于近日发表在 Nature 

Medicine上，为开发靶向癌细胞代谢的颠覆性疗法奠定了基础。 

“癌细胞呈现出独特的代谢特性，使得我们可以从生物学上区分它们，”研究通讯作者、

范德华分子探针中心的 Charles Manning博士说道。“肿瘤细胞独特的代谢特点给我们带来

了很多使用化学、放射化学和分子影像开发新型诊断和治疗方法的机会。” 

谷氨酰胺是细胞多种功能必不可少的必需氨基酸，包括生物合成、细胞信号和保护免受

氧化应激伤害等。由于癌细胞比正常细胞分裂更快，因此它们需要更多的谷氨酰胺。 

一个叫做 ACST2的蛋白石是将谷氨酰胺运输到癌细胞内的主要运输体。ACST2水平升高

与多种癌症预后较差有关系。而沉默癌细胞的 ACST2 可以产生显著的抗癌效应。 

VUMC 的研究团队更进了一步：他们开发了首个针对谷氨酰胺运输体的强力小分子抑制

剂：V-9302。通过 V-9302 抑制体外及小鼠模型中生长的肿瘤细胞表达 ACST2 可以显著减缓

癌细胞生长及增殖，增加氧化应激损伤及癌细胞死亡。 

“在运输体水平靶向谷氨酰胺代谢是一种具有潜力的精准癌症治疗手段。”作者总结道。 

然而，“为了针对依赖谷氨酰胺的病人用药，这种新的抑制剂需要可信的生物标记物，”他

们说道。这是因为肿瘤对 V-9302的反应更多地依赖于 ACST2的活性，而不是该基因的表达。 

幸运的是，可以开发新型 PET探针通过检测肿瘤细胞与正常细胞谷氨酰胺代谢速度来检测肿

瘤。 

VUMC正在进行 5项临床试验以确定这种叫做 18F-FSPG的新型 PET探针是否可以检测到

肺、肝、卵巢和直肠的肿瘤。Manning及其同事也正在将其他检测谷氨酰胺代谢的 PET探针，

如 11C-谷氨酰胺推向临床。 

通过将放射性核素连接在 V-9302 上，Manning 的课题组还能够观察到化合物是否达到

了其靶标部位——谷氨酰胺高代谢的肿瘤部位。 

“不得不说这是令人兴奋的，”Manning 说道。“如果我们能够基于一个特定药物开发

PET造影剂，那么将帮助我们预测哪些肿瘤可以富集药物，以及在临床上是否具有价值。这

对于可视化精准肿瘤治疗而言是非常重要的。” 

原文出处： 

http://science.sciencemag.org/content/359/6372/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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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armacological blockade of ASCT2-dependent glutamine transport leads to antitumor efficacy in 

preclinical models, Nature Medicine (2018). nature.com/articles/doi:10.1038/nm.4464 

5. Nature：重大突破！揭示染色体不稳定性导致癌症转移机制 

癌症转移如何发生一直是癌症生物学的关键奥秘之一。在一项新的研究中，来自美国威

尔康乃尔医学院和纪念斯隆-凯特林癌症中心的研究人员指出肿瘤细胞中的 DNA 长期泄漏能

够触发癌症转移，即来自原发性肿瘤的细胞经迁移后在身体较远的部位中形成肿瘤。 

这些发现似乎部分上解决了这个谜团。这些研究人员追踪了由染色体不稳定性导致的一

连串复杂的事件。染色体不稳定性是癌细胞的一种广泛存在的特征，即每当癌细胞发生分裂

时，DNA被错误地复制，从而导致子细胞具有不相等的 DNA含量。通过使用乳腺癌和肺癌模

型，他们发现染色体不稳定性导致促进癌症转移的细胞发生变化。 

    论文第一作者、威尔康乃尔医学院研究员、纪念斯隆-凯特林癌症中心放射肿瘤学系资

深住院医师 Samuel Bakhoum 博士说，“我们证实染色体不稳定性能够导致来自癌细胞核的

DNA泄漏，从而导致这些癌细胞中出现一种慢性炎症反应，而且这些癌细胞实际上能够阻止

这种炎症反应，使得它们自己能够扩散到远处的器官中。”  

    这一发现主要是一项基础科学进步，但也应当对癌症药物开发具有长远的意义。论文通

信作者、威尔康乃尔医学院癌症生物学教授 Lewis Cantley 博士说，“癌症转移导致 90％

的癌症死亡，而这项研究为在治疗上靶向它开辟了新的可能性。” 

原文出处： 

Samuel F. Bakhoum, Bryan Ngo, Ashley M. Laughney et al. Chromosomal instability drives 

metastasis through a cytosolic DNA response. Nature, Published online: 17 January 2018, 

doi:10.1038/nature25432 

http://nature.com/articles/doi:10.1038/nm.4464
http://nature.com/articles/doi:10.1038/nm.4464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nature25432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nature254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