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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的政策重申了中国提高患者药物可及性的目标。本期的主要内容
有：
•
•
•
•

中国医疗展望为制药、医疗器械等相关领
域公司提供中国医疗行业相关政策的最新
动态。如果贵公司需要量身定做的详细分
析报告，请与我们联系。

国家医保局发布《2019 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调整工作方案
（征求意见稿）》
国家医保局发布《关于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和使用试点医保
配套措施的意见》
国家卫健委发布《医疗器械临床使用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
国家卫健委发布《国家医学中心和国家区域医疗中心设置实施
方案》

数说医疗:

国家组织城市药品集中采购 11 个试点城市 25 中药品采
购额约 18.95 亿元。

行业洞见：展望中国医药创新生态系统
SHANGSHI
随着政府不断深化的改革开放和中国医药创新行业

中国乃至世界医药行业的创新发展。本次大会邀请

的高速发展，全球各界人士都将目光聚焦到中国医

到了 400 余位产学研各界领军人物，包括七位知名

药市场。完善的医药创新生态系统需要多方共识和

跨国药企首席执行官和 107 位专家及政府相关部门

深入合作，因此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药品研制和

领导，就中国医药创新生态系统的关键议题展开深

开发行业委员会(RDPAC)于 2019 年 3 月 26 日在北京

入对话。

举办了第二届国际医药创新大会（IPIF19）。诺恒
咨询有幸全方位支持了本届大会的筹备工作。

政策展望
中国这个新选手能够在医药创新这场长跑比赛中加
速提升，离不开政策的引导和支持。在本次大会上，
来自政府部门的嘉宾进一步明确了推动中国生物医
药产业发展的政策方向：
•

在营商环境方面，商务部代表强调了生物医药
产业作为战略新兴产业的重要地位，并表示于
2020 年实行的《外商投资法》将从法律上固定
负面清单管理制度，突出投资保护和促进，以

IPIF19 旨在打造一个政府、企业、学术和行业协会

营造公平竞争环境。

之间交流互通、信息互享的高端对话平台，以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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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药品管理方面，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代表表
示药监局将加速创新药品的审评上市，重点加
强对罕见病用药、防治肺癌、HPV 等癌症药物，
以及新结构、新机制、新靶点技术的支持。

•

在“健康中国”战略布局方面，国家卫生健康委

商业意义
近年来，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趋势的加剧、全民健
康需求的增加和政策保障的不断完善，中国的医药
创新土壤及其未来发展获得了业界的一致认可和看

员会代表表示，政府将继续支持启动脑科、癌

好。作为全球第二大医药消费市场，中国吸引着众

症、心血管疾病等相关科技计划、发展新型疫

多跨国药企持续加码布局。在这一过程中，政府与

苗、生物治疗等医学前沿技术，加强慢病防控

企业间的积极交流和深度互动对企业个体和行业整

和智慧医疗的技术突破。

体的创新发展至关重要。本届国际医药创新大会的

行业布局

成功举办正是政企双方深化合作的具象体现。

大型跨国药企的领军人物也在大会上重申了对中国
市场的期许，并指明了生物医药产业未来发展的几
个关键领域：
•

政府是中国医药创新生态系统发展的设计师，跨国
药企在华的商业成功需要更紧密地了解中国医药监

基于中国独特的疾病谱和创新价值，跨国药企

管政策，契合政府工作重点，与市场大环境形成有

在华研发模式将日益多样化。从过去集中于附

效互动。在重点疾病领域具有创新优势的跨国药企，

加值较低的制造厂投资，到现在的高价值第三

或许可以利用其前沿经验，寻求与监管部门的合作

产业研发中心的建设，无论是广泛意义上的信

机会，构建长期沟通渠道，为药品政策和医疗改革

息化和大数据研发中心，或是专注于某个特定

建言献策。

领域如药物研究前期突破性进展的研究机构，
都体现了跨国药企对中国本土创新能力的肯定

•

及对华布局的重点改变。除了直接投资于建设

关于诺恒

研发中心，与本土药企机构的联合也是众多跨

诺恒咨询作为深耕中国医药市场的专业咨询公司，

国药企的战略选择之一。

与政府机构、医药企业、行业协会和病患组织等长

发展数字医疗，深化大数据在医药健康领域中

期维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诺恒以雄厚的专业团队

的应用是众望所归。跨国药企将加大人力和资
源的投入，以中国患者需求和临床价值为导向
开展数字医疗试点项目，在人工智能和大数据
应用、互联网医疗、远程诊疗等方面推出新的

•

为基础、结合中国本土特色和国际视野、兼备医疗
健康、公共事务和策略传播的多方经验，构建企业
和政府之间沟通的桥梁。诺恒的业务范围涉及公共

医疗解决方案。

事务、政府关系建立与维护、战略咨询、危机公关

未来，跨国药企将在中国市场引入“政府和社会

等，我们通过政策追踪、行业分析报告、定制化人

资本合作模式（PPP），以凝聚政府、大中小型

员培训、媒体关系管理等方式，为企业提供专业、

药企、科技公司、研究机构和患者的力量，构

高效、全面的定制咨询服务。

建产学研多方合作平台，并以患者的需求贯穿
新药研发的始终。

欲了解更多内容，请发送邮件至 info@northheadcomms.com

中国医疗展望 | 2

政策&监管
30 种海外创新药，其中 14 种为罕见病药，2 种

宏观政策

为抗癌药，1 种为心脑血管疾病药物。
o

2019 政府工作报告
3 月 5 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第十三届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向大会报告政府工作。

o

国家医保局发布《关于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和
使用试点医保配套措施的意见》

2019 年工作政府工作任务将围绕改善民生、创新

3 月 5 日，国家医保局发布《关于国家组织药品

发展、区域协调、改革开放四个方面展开。其中

集中采购和使用试点医保配套措施的意见》，对

民生方面提到：要加强重大疾病防治，实施癌症

11 个试点城市未中标药品的支付标准做出了规定，

防治行动，推进预防筛查、早诊早治和科研攻关。

并鼓励采购和使用中标药品。同时要求试点地区
落实医保基金预付政策，建立医院集中采购考核
机制。

医药
o

国家医保局发布《2019 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调
整工作方案（征求意见稿）》
3 月 13 日，国家医保局公布了《2019 年国家医
保药品目录调整工作方案（征求意见稿）》。
《方案》规定了药品目录调整涉及的药品调入和

医疗器械
o

国家药监局综合司印发《2019 年医疗器械行业
标准制修订计划》

调出内容，确定了咨询专家、遴选专家、测算专
家、谈判专家的构成及主要任务，明确了药品目
录调整分为准备、评审、发布常规准入目录、谈
判、发布谈判准入目录 5 个阶段。国家医保药品
目录调整工作从 2019 年 1 月开始，6 月发布常规
准入目录，8 月发布谈判准入目录。

3 月 20 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了《2019
年医疗器械行业标准制修订项目》。其中一共涉
及 93 条项目，其中有 34 条修订和 59 条制定项
目，主要包括医用电器、医用临床检验、外科植
入物和矫形器械、麻醉和呼吸设备、医用光学和
仪器、医用输液器具等技术标准。

o

药品审评中心公布第二批临床急需境外新药名单
3 月 28 日，国家药监局药品审评中心发布《关于
第二批临床急需境外新药的公示》。该名单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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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国家卫健委发布《医疗器械临床使用管理办法

医院

（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
3 月 15 日，国家卫健委为加强医疗机构医疗器械

o

国家卫健委发布《国家医学中心和国家区域医疗
中心设置实施方案》

管理工作，提高医疗质量，发布了《医疗器械临

1 月 28 日，国家卫健委公布了《国家医学中心和

床使用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管理办法》

国家区域医疗中心设置实施方案》，优化优质医

包含八章共 53 条，分为：一、总则；二、组织

疗资源布局，提升区域医疗服务保障能力，减少

机构与职责；三、临床使用管理；四、保障维护

患者异地就医。《方案》指出 2019 年完成 3 个

管理；五、使用安全事件处理；六、监督管理；

专业类别的国家医学中心和 6 个专业类别的国家

七、法律责任；八、附则。

区域医疗中心设置；2020 年完成另外 5 个专业类
别的国家医学中心和 6 个专业类别的国家区域医

人事任免
o

疗中心设置。

于学军升任国家卫健委副主任
1 月 29 日，国家人社部官网发布国务院任免国家

o

国家卫健委发布《建立全国罕见病诊疗协作网的

工作人员的最新消息。其中，于学军被任命为国

通知》

家卫健委副主任，分管规划发展与信息化司、卫

2 月 15 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建立全国罕见

生应急办公室（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指挥中

病诊疗协作网的通知》。《通知》指出，通过在

心）、人口监测与家庭发展司、中国人口与发展

全国范围内遴选 324 医院组建罕见病诊疗协作网，

研究中心等部门。

逐步实现罕见病患者的筛查、诊断、治疗、康复
等就医全过程连续诊疗服务。协作网成员医院将
保障罕见病患者用药，制定罕见病诊疗技术性指
导文件，建立罕见病患者登记制度。

关于我们
诺恒是一家致力于关注中国医疗政策发
展变化、专注于战略传播和公共事务的
咨询公司。如需订阅本报告，或获取更
多关于中国医保和医疗监管政策的资讯
和分析，请发送电子邮件至
info@northheadcomm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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