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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新闻 纵深

行业上市企业市值与数量
生物医药排名重庆第一
重庆日报记者

明知买卖“不划算”
植恩生物为何还要做

1 个月内 7 家企业转产增产
重庆国际生物城是怎么做到的
一个从不生产口罩的企业，转产
生产口罩，最快需要多长时间？
重庆海明卫生用品有限公司的答
案是：2 天。

现状
2010 年，重庆将生物医药
产业纳入十大战略性新兴产
业。2020 年，重庆生物医药产
业产值规模 600 多亿元，产业
集群初步成型，形成了以两江
新区、重庆高新区、重庆国际生
物城为主体的产业布局。目
前，规模以上医药企业 191 余
家，其中年产值 10 亿元级的企
业有 13 家 ；11 家 生物医药企
业在沪深交易所上市，市值超
3000 亿元，市值和数量在重庆
所有行业中均排名第一。
2020 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
来，口罩等防疫物资匮乏。大年初三
晚上，正在海南过春节的重庆海明卫生
用品有限公司总经理汪伦，
接到来自重
庆国际生物城相关负责人的电话，
希望
企业能转产生产口罩、酒精棉片。
正月初四一早，汪伦飞回重庆。
在重庆国际生物城帮助下，仅一天时
间，公司就完成产品注册备案和生产
备案。两天后，口罩、酒精棉片生产线
就快速转动起来。
“在重庆国际生物城，疫情发生后
一个月内快速转产、增产防疫用品的
企业，共有 7 家。”重庆国际生物城相关
负责人告诉记者。
这么短的时间，
是如何做到的？
“根本原因，在于重庆国际生物城
拥有齐全的生物医药产业链、完善的
要素保障和良好的服务环境，让企业
快速跨界融合。
”该负责人说。
如，海明卫生用品本来是生产无
纺布、消毒湿巾的，无纺布是口罩生产
的主要原料之一，只需增加口罩生产
线，
立马就可以转产；
重庆南松凯博生物制药有限公司
本是生产 4-甲基-1-N、
N-二乙基-1、
4-丁二胺（氯喹侧链），
而4-丁二胺是抗
新冠肺炎药物磷酸氯喹的关键原料。
疫情后，公司扩建磷酸氯喹侧链、羟基
氯喹侧链两条生产线，
建成投产后前者
产能达到 300 吨/年、
后者 400 吨/年；
重庆市普康消毒用品有限公司，
主
要生产消毒液、
洗手液等消毒用品，
疫情
后重点生产75%酒精消毒液、
84消毒剂；
……
与此同时，重庆国际生物城采取
专人专班驻点服务的方式，24 小时协
助企业在全国各地组织原材料供应、
解决物流保障等难题，为企业快速转
产增产提供了强有力保障。
“正是因为有这样的产业基础和
配套体系，才能在一个月时间内，实现
7 家企业快速转产增产，成为全市保供
门类最全、产能最大的防疫物资生产
基地之一。
”该负责人介绍。
2020年，
重庆国际生物城累计出口
防护服（隔离服）860 余万件，生产各类
消毒用品 5100 余吨，
产销口罩 2210 多
万个，生产磷酸氯喹关键原料 150 吨，
全年防疫物资板块实现产值约10亿元。

生物医药产业

生物医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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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春节前夕，重庆药企植恩生
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植恩
生物”
）的一款抗精神分裂症用药——
富马酸喹硫平缓释片中标第四轮国家
药品集采。
据预判，该药品今年在中美市场
的销售收入有望超过 1 亿元，未来 5
年，产品的市场规模的年度复合增长
率有望超过 50%。
然而在此之前，该药品在业内并
不被看好。
植恩生物轮值总经理徐天帅给记
者透露：其实，这款药品的研发人并不
是植恩生物，而是一家浙江的医药公
司。2018 年 12 月植恩生物购买该药
品权益时，该产品年度销售收入不足
百万。有媒体曾这样报道：
《这个药年
销不足 100 万 文号卖了 0.67 亿》。
明显是“不划算”的买卖，植恩生
物为何还要做？
徐天帅坦言，这款药品对植恩生
物而言，意义重大。2018 年 9 月，该药
品已经取得美国上市文号，因此，它不
仅是植恩生物首个打开美国市场的产
品，更是植恩生物通过 MAH 制度（药
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制度）成功引进的首
个产品，
为公司快速构建面向全球的供
应链体系，
打开了一扇新的
“大门”。
原来，根据国家相关规定，药品上
市许可（药品批准文号）过去只颁发给
具有《药品生产许可证》的生产企业。
即药品上市许可和生产，只能是药厂
一个主体。2015 年，国家开始在上海、
浙江等地试点 MAH 制度。该制度打
破了“捆绑”的模式，将药品上市许可
与生产许可分离管理，让生物医药产
业链上的资源整合成为可能。
2019 年 12 月，
随着新修订的《药品
管理法》正式执行，
MAH制度全面推开。
而在这一项交易中，植恩生物充
分利用 MAH 制度的变化，发挥了资
源“整合人”的作用。该产品可以与植
恩生物现有品种进行整合，且市场潜
力巨大，因而植恩生物以 0.67 亿元的
价格，快速决策收购该产品批准文号，
进而抢占了先机。
“如果我们自己研发这款产品，可
能需要两三年时间，甚至更长。”徐天
帅表示，MAH 制度下，药品批准文号
可合法转让，植恩生物虽然支付了一
定的价格成本，但获得了该产品的权
益，可谓双赢。
据介绍，自 2019 年 MAH 制度正
式实施以来，植恩生物已相继成立约
10 家 MAH 公司，成功引进 3 个产品
和 5 个项目。2020 年，该公司实现营
收超过 16 亿元。

曾立 杨永芹

明知高投入高风险
智飞生物为何还要“烧钱”搞研发
在巴南区重庆国际生物城，有一
个占地 500 多亩的智睿生物医药产业
园。这里，集中了 4 家研发型企业，总
投资 130 亿元，是重庆目前投资规模
最大的生物医药项目。
其背后的投资人，正是智飞生物
及其控股股东。
众所周知，重庆智飞生物制品股
份有限公司靠疫苗代理业务发家。
2017 年到 2019 年，伴随宫颈癌疫苗等
产品的火热销售，智飞生物年营收从
13 亿元升至 106 亿元，2020 年再次增
长 39.47%，
达到 151 亿元。
相比于产品市场推广营销，在生
物医药行业搞自主研发，是高投入、高
风险，业内有“十年、十亿美元、10%的
成功率”
的形象概括。
既然如此，为何智飞生物还要“烧
钱”
搞研发？
“对一个企业来说，拥有自己研发
的产品，才拥有核心竞争力。”智飞生
物董事长、总经理蒋仁生说。
2003 年，智飞生物成立第二年，
就在北京成立智飞绿竹生物制药有限
公司，致力于细菌类多联多价疫苗等
人用新型疫苗研发和生产；2008 年，
智飞生物完成对安徽龙科马的并购重
组，围绕结核病防治、病毒类疫苗进行
了一系列的研发布局；2015 年，蒋仁生
又与智飞生物联合投资重庆智睿生物
医药产业园，进军治疗性生物医药研
发制造领域……
截至 2020 年底，智飞生物已拥有
研发基地 2 个、研发中心 1 个，先后参
与 20 余项国家和省部级科研攻关，自
主在研项目达 28 项。
如今，智飞生物自主研发的产品
矩阵陆续进入收获期。2020 年 5 月，
智飞生物自主研发的国家 1 类新药重
组结核杆菌融合蛋白（商品名：宜卡）
正式上市；2021 年 3 月中旬，智飞生物
与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联合研发
的 重 组 新 型 冠 状 病 毒 疫 苗（CHO 细
胞）获批在国内紧急使用；国家 1 类新
药母牛分枝杆菌疫苗（结核感染人群
用）也在全球率先完成 III 期临床试验，
正处于上市审批阶段。

不足
产业规模依然偏小、
子行业结构不合理；产品
结构老化，
竞争力不强；
研
发投入不足，创新支撑不
够等。

业内观点

结构需优化
创新待加强
—— 重 庆 生 物 医
药产业短板仍较明显
2019 年，重庆出台《关于
加快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指导
意见》，推动了生物医药产业较
快发展。
不少业内人士认为，对标
国际、国内发达的生物医药产
业集群，重庆生物医药产业的
短板仍较明显，产业结构需更
加优化，
创新支撑也有待加强。
2019 年，重庆医药产业产
值规模只有 600 多亿元，较江
苏等发达地区差距明显。除了
规模小，子行业也存在结构不
合理的现象。
如，化学药制剂占比仅为
总产值的约 1/4，明显低于全
国平均水平。未来发展潜力巨
大的生物药、医疗器械等产业
占比也只有约 10%。
在创新方面，
总体上看，
重
庆生物医药企业在创新研发方
面投入较少、
研发实力不强；人
才资源也比较匮乏，缺乏院士
等高端人才；资本活跃度不高，
缺乏生物医药产业专项的政策
性投资基金，
融资额低。
“我市生物医药产业还需
继续发力。
”市经信委相关负责
人表示，
下一步，
我市将积极融
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以
“补齐平台短板、
强化产业链
条、
增加优质品种、
提升制造能
力”为抓手，以创新平台为载
体，打造纵向产业链（研发、生
产、
流通、
销售）到底、
横向创新
资源（人才、资本、平台、政策）
到边的医药产业发展新生态，
推动我市生物医药产业从需求
拉动、
仿制为主向创新驱动、
仿
创结合转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