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年医保药品价格谈判进程过半

多家公司明星品种有望入围

本报记者 戴小河 傅苏颖

11月13日，截至中国证券报记者发稿时，国家医保局组织的新一轮医保药品准入谈判仍在进行。 这是继全国集采后，今年以来医药行业和投资者关注的又一件大事。 此次谈判准入部分共涉及150个品种，70多家企业参与。

此前，新版国家医保常规目录出炉。 这是国家医保局成立后医保目录第一次全面调整，也是 2000年第一版目录使用以来的一次全面梳理。

150个品种“短兵相接”

国家医保局相关人士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针对专利药、独家生产药等高价特殊药品，采用与药品生产经营企业谈判方式定价已成为国际惯例。 从2017年起，从国家层面出台多份文件，开始探索开展医保药品谈判工作。

新版医保目录分为常规准入和谈判准入两大部分。 相比常规准入部分的调整，谈判准入部分备受市场关注。 而谈判准入主要针对独家或专利期保护的高价药物。 谈判成功后，药品将被纳入国家医保乙类目录。

今年8月，最新版医保目录公布，将128个药品纳入拟谈判准入范围。 除7个药品放弃谈判外，121个药品都进入本次谈判名单。

加上2017年在人社部组织的谈判中谈判成功的31个品种（36个谈判成功品种中有5个退出）的续约谈判，本次谈判大约有150个药品。 这些药品大多是创新药，临床价值高、但价格昂贵，或对医保基金影响比较大的专利独家产品，治疗领域主要涉及癌症、罕见病等重大疾病，如丙肝、乙肝以及高血压、糖尿病等。

进入医保目录对产品的放量效果明显，曾催生数十个销售破十亿元的品种。 以抗癌药赫赛汀（曲妥珠单抗）为例，在2017年的国家医保谈判中价格降幅为65%，2018年的销售量增幅达到259%。

国家医保局人士透露，本次医保准入谈判按病种进行，11日谈判肝病类药物，12日下午谈判降糖和肿瘤类药物，13日主要谈判万众瞩目的明星抗癌药PD-1。 每天上下午两场谈判，每场约20家药企。

谈判方式采用竞标性谈判与比价谈判相结合。 竞标性谈判不设定最低价，让企业各自报价，报价最低的品种入选。 但是大多数品种采取比价谈判的方式，即国家医保局先确定最低价，企业报两次，两次报价均超过最低价15%的将出局。

中国证券报记者获悉，已有降糖类药物主动降价90%，但仍未谈判成功，系A股一公司的新款主打品种。 这从侧面说明想进医保目录的降糖药须大幅降价。

业内人士介绍，从2017年和2018年两次谈判的经验来看，谈判主要围绕以下原则进行：以临床需求为基准遴选谈判品种；以疗效价值为依据评估支付标准；以“大数据”支持依托专家智库做决策；以国际经验作参考，引入定量评价方法。

谈判价格如何确定

过去 20年，医 保作为 国内医 药市场单 一最大 买单方 ，决定了 国内 70%的 医药市 场。 但医 保此前不 负责药 品采购 、谈判，没 有议价能 力 。 国家 医保局 2018年 5月 31日 挂牌后连 出两招 ，抗癌药 国家谈判 以及组 织“4+7 ” 全国 带量采 购 ，意在以 量换低 价、驱逐 低效药 换高质量 药。

本轮医保谈判的准备工作启动于8月份。 国家医保局8月20日公布了128个拟谈判品种后，随即在31日召集拟谈判品种的生产企业举行沟通会，征求企业谈判意愿。

9月初，国家医保局召集临床专家，按照不同作用机制将拟谈判品种分类，并与同类品比较，确定创新药的打分规则，总分15分，分别从产品临床疗效、患者获益等维度进行打分。 从评分情况来看，大部分品种的分数在10分上下。 这说明药物创新性整体水平并不高。

9月底，国家医保局开始接收有意向进行谈判的企业寄送的材料，包括该品种的市场价格、赠药价格、销量数据、药品基本数据、适应证、对医保基金预算影响的分析等，以及最重要的———企业意向支付价。

国家医保 局对如 何确定 最低价十 分审慎 ，为此先 后参考 了两组不 同测算 途径的 专家意见 。

9月底，国家医保局召集了39名药物经济学测算专家讨论。 39名专家中除了一位组长和两位副组长，剩下36名专家每人分到4个品种，做药物经济学测算，每个品种算出一个合理的谈判价格。

10月17日，国家医保局召集来自全国的 11名测算专家，他们也是各地医保基金测算管理专家，实践层面较有经验 ，主要根据每个品种的适应症，关注这些品种对医保参保人数以及基金影响的变化，再算出每个品种的谈判价格。

10月底，测算专家要对所测算的每个品种写出5000字左右的产品分析报告。 国家医保局则根据上述两组专家所测算出的不同谈判价格，最终给出一个中间价。

多个大品种有望入围

从目前情况看，多家大型药企的主打品种有望入围，如正大天晴、丽珠集团、恒瑞医药。

2018年5月，正大天晴安洛替尼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NMPA）批准正式上市，用于既往至少接受过两种系统化疗后出现进展或复发的局部晚期或转移性非小细胞肺癌患者的治疗。 安洛替尼是该公司第一个按照国际研发流程和标准进行研发的创新小分子药，有望再次进入医保目录。

丽珠集团的艾美拉唑与以往的胃药相比优势明显，一是抑制胃酸的活性更强；二是对不同代谢型病人没有个体差异；三是毒副反应更少。 该品种也有望进入医保目录。

罗氏有两款，分别是治疗ALK阳性非小细胞肺癌的靶向药安圣莎（阿来替尼）和乳腺癌创新靶向药帕捷特（帕妥珠单抗）；辉瑞有三款，分别是乳腺癌重磅药物爱博新、类风湿药尚杰及用于治疗类风湿关节炎和强直性脊柱炎的生物DMARD药物恩利。

值得注意的是，修美乐主动降价应对本次医保谈判。 修美乐由艾伯维研制，2002年上市以来连续7年位居全球最畅销药物榜单首位，2018年全球销售额高达204.85亿美元。 尽管封为“药王” ，但其在中国市场的渗透率并不高。 这或与其高昂价格和获批适应症较少有一定关系。 今年以来，修美乐由每支7600元降至3160元，降幅将近六成。 不少行业人士认为，修美乐降价之举是为了进入国家医保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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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龙微纳：国内分子筛龙头企业 迭代研发加快产业化进程

家庭保健制氧机利用空气制氧， 干燥剂能

吸水， 双层玻璃实现隔热功能， 涂料可以防起

泡， 这些生活中的熟悉场景都离不开一种特殊

的材料———分子筛。

什么是分子筛？顾名思义她具有“筛分”分

子的作用， 其内部有许多孔径均匀的孔道和排

列整齐的孔穴， 可以把不同大小和形状的分子

分开。 分子有多大呢？ 我们日常知道的如氧气、

氮气、水分子、氢气等，分子直径基本都是埃米

级，即纳米的十分之一，非常非常小。 在吸附领

域，分子筛是如何做到在空气通过时，只让分子

直径3.5埃的氧气通过，而将分子直径3.6埃的氮

气、4埃的水分子等被吸附在分子筛中呢？ 这些

通过巧妙的化学和物理变化形成的精细的孔道

和孔穴，正是分子筛技术的难度所在。

准备登陆科创板市场的河南省科创板第一

股———建龙微纳是国内吸附类分子筛行业引领

者之一，公司通过自主研发与合作研发相结合，

并积极推动产业化落地，形成以分子筛原粉、分

子筛活化粉和成型分子筛为主的分子筛全产业

链布局。 中商产业研究院报告数据显示，2018

年全球万吨以上产能分子筛吸附剂生产商仅9

家，产能占比为全球产能64.75%，其中有3家是

中国企业， 建龙微纳在国内分子筛吸附剂市场

处于龙头地位。

吸附领域技术优势明显，打造强势工业必需品

回顾中国分子筛发展历史， 国内分子筛研

究始于20世纪60年代，而此时的美国，分子筛

已基本实现工业化，走在了世界前列。随着中国

改革开放的推进，外资进入中国，给中国带来的

新的发展机会。 1988年上海环球分子筛有限公

司成立了， 这是由国际分子筛龙头企业UOP与

上海分子筛厂合资成立，其中UOP占70%股权，

该厂设计产能也由上海分子筛厂成立初期的十

吨级提高至万吨级。自此A和X分子筛先进技术

进入中国，大力推动了中国分子筛产业的发展。

国内的分子筛厂大部分诞生于20世纪90

年代，建龙微纳成立于1998年，专注于分子筛吸

附领域，近年来，公司制氢、制氧的分子筛产品

在总营收中的占比逐步提升，2018年已超过

50%，在制氧、制氢及吸附干燥等吸附领域优势

较为明显。

“全世界148种分子筛， 用于工业的20多

种， 我们有主要用于制氧制氢及深度脱水领域

的A型、X型，且2018年国内市占率为11.24%及

43.17%，合计市占率为16.92%，国内龙头地位

显著。 ”建龙微纳董事长李建波表示。

李建波继续说，在制氧领域，随着钢铁、煤

化工、有色金属冶炼、玻璃等行业对燃料燃烧效

率以及人们对生活品质要求的提高， 工业制氧

以及医疗保健吸氧被越来越广泛应用。 目前主

流的深冷空分和变压吸附方式制氧都需要使用

到分子筛并定期更换， 一般深冷空分制氧设备

分子筛的更换周期为3-5年， 变压吸附制氧设

备分子筛的更换周期为8-10年，这意味着分子

筛已经成为制氧行业的刚需产品， 存在广阔的

存量替换和新增市场需求”

攻克技术难关，加速进口替代

“技术的攻克并非易事， 以Li-LSX （含

JLOX-100，变压吸附制氧专用分子筛）产品

为例，Li-LSX从研发到小试、中试、量产，经过

了六七年时间，无数次的研发实验和生产调试，

尤其是在最后的量产调试期，5度焙烧温度的差

别就可能导致整批次产品的报废， 每天损失多

达几十万元，” 建龙微纳董秘李怡丹说到,“能

做出来真的太不容易了，花了太多太多心血” 。

从最终产品性能来看，Li-LSX产品相比传

统5A产品，氮气吸附容量和氧氮分离系数提高

1倍以上， 同样工况条件下氧气回收率是5A�

分子筛的2倍以上， 大幅提高了制氧效率。 而

JLOX-300（含JLPM3，第三代深冷空分制氧

专用分子筛），相比现有13X分子筛，分子筛装

填量减少，切换周期从4小时提升到6小时，每作

业6小时对吸饱和的分子筛通过加热方式使其

再生， 以1.5万方/每小时制氧量的设备计算，年

节约能耗仅电就是80万度，可节约至少60万的

电费成本。

稳定的产品质量及较低的售价为建龙微纳

撬动国内分子筛进口替代市场打下了良好的基

础， 随着国内企业产品竞争力的加强和市场地

位的逐步提升， 制氢制氧分子筛的进口替代也

悄然进行着。

过去， 制氢制氧分子筛市场被霍尼韦尔

UOP、 阿科玛的CECA和Zeochem等国际大型

分 子 筛 企 业 垄 断 。 目 前 ， 建 龙 微 纳 的

JLOX-100（Li-LSX）系列、JLOX-300系列

分子筛产品已在26套深冷空分制氧装置和变压

吸附制氧装置实现了对国际大型分子筛企业的

进口替代。

“建龙微纳与国际龙头产品相比，产品技

术指标和质量稳定性与国际龙头产品一致，但

产品价格降低至少30%， 所以市场竞争力非常

强。 ” 行业专业人士指出，“建龙微纳能做到质

优价低主要得益于，一方面，他延续国际巨头的

发展路径，采用分子筛全产业链布局，相对于分

子筛活化粉和成型分子筛的制作， 分子筛原粉

技术门槛更高， 且对分子筛活化粉和成型分子

筛的质量具有决定性作用， 打通全产业链有利

于增强产品的一致性和降低成本。另一方面，他

是国内分子筛产能靠前的企业中唯一采用分子

筛全产业链布局的，且在技术研发上，以市场为

导向， 与国内众多分子筛行业顶级科研院所联

合研发，推动研究的产业化落地，并坚持迭代式

研发机制，与国内企业竞争优势较为明显。 ”

他继续说，“在2018年， 行业中的一件大

事， 给中国分子筛企业尤其是龙头企业带来了

新的发展机会。 2018年上海环球分子筛有限公

司在上海工厂土地30年租赁合同到期， 所以工

厂随之关闭， 合资公司迁厂至张家港霍尼韦尔

产业园，目前在中国市场主攻催化剂领域，与国

内吸附领域分子筛企业形成错位竞争， 这种错

位竞争也从侧面反映了国产竞品的持续更新迭

代，进口替代进一步加剧，给国际龙头带来了困

扰， 不排除国际巨头会逐步退出中国分子筛吸

附市场。 ”

加快产业化进程， 迭代式研发机制拓展下

游市场

建龙微纳在A型、X型分子筛领域国内龙头

地位显著，除此之外，还是第一家把H型分子筛

工业化的企业，如公司与吉林大学、中国辐射防

护研究院合作研发了核废水放射性元素脱除专

用分子筛（JLDR系列），可用于替代树脂处理，

高效去除放射性核元素。

如何在市场中保持自己的竞争力？ 李建波

认为， 目前中国的分子筛基础研究并不亚于国

外，行业内的顶级人才有1/3为华裔，吉林大学、

北大、中科院大连化物所、复旦大学、浙江大学

等基础研究都做得非常好。 同时，他认为，国际

龙头如UOP等都有百年历史， 中国是在改革开

放以后才推动工业化历程，仅40年历史，所以在

工业化运用中还没有达到最好的阶段， 中国在

产业化这块一直处于跟跑状态。

“企业是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通过需求

推动研发及产业化落地才是正确的发展路径，

所以对于中国企业来说， 最应该考虑的是如何

联合研发实现产业化落地。 ” 李建波表示，“建

龙微纳与中科院、吉林大学、北京科技大学等分

子筛行业顶级研发人员保持长期的研发合作，

并通过迭代式研发战略机制，即坚持‘生产一

代、储备一代、研发一代’ ，保证每一代产品的

技术水平始终处于领先地位。 ”

正是基于迭代的研发理念， 公司还储备了

多个分子筛新产品，包括H型、ZSM-5等，已获

授权发明专利11项，在研项目9项，这都为公司

在行业更宽领域的拓展上做了充足的准备。

关于建龙微纳未来的战略方向， 李建波明

确表示，未来公司将持续专注于分子筛行业，在

巩固制氧、制氢、吸附干燥等吸附领域的优势的

同时，积极向氢气提纯、煤制乙醇、煤制丙烯等

能源化工领域；钢厂等烟道烧结尾气脱硝、污染

物资源化综合利用， 柴油车尾气脱硝等环境治

理领域；核废水处理、盐碱地土壤改良等生态环

境修复领域拓展。

-CIS-

农业农村部：

奶业振兴实现良好开局

□本报记者 潘宇静

11月13日农业农村部举行新闻发布会，

介绍奶业振兴有关情况。农业农村部称，奶业

已成为现代农业和食品工业中最具活力、增

长最快的产业之一，乳品市场种类丰富、供应

充足。

发展成效显著

农业农村部介绍， 通过大力发展奶牛标

准化规模养殖，实施振兴奶业苜蓿发展行动，

推行奶牛遗传改良计划，奶牛养殖规模化、标

准化、机械化、组织化水平显著提高，规模养

殖成为主力军。 2018年全国存栏100头以上

的奶牛规模养殖比重达到61.4%， 全国奶牛

平均年单产达到7.4吨，同比提高400公斤，规

模牧场全部实现机械化挤奶。

乳品质量安全水平大幅提高。 2018年全

国生鲜乳的乳蛋白平均达到3.25%， 乳脂肪

达到3.84%， 规模牧场的生鲜乳营养和卫生

指标达到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水平， 生鲜乳抽

检合格率 99.9% 。 乳制品抽检合格率为

99.7%，婴幼儿配方乳粉抽检合格率99.9%。

乳制品加工方面，2018年全国规模以上

乳品加工企业587家，155家婴幼儿配方奶粉

生产企业的1195个产品配方获得批准。 伊

利、蒙牛跃居全球乳业前十强，飞鹤婴幼儿配

方奶粉获得世界食品品质品鉴大会金奖。 我

国奶业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

推进奶业振兴

农业农村部畜牧兽医局二级巡视员王俊

勋表示，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奶业振兴实现

了良好开局。乳品生产恢复增长，乳品消费信

心提振，市场占有率进一步上升。

农业农村部数据显示，1月-9月全国生

鲜乳产量同比增长5.2%，乳制品产量同比增

长8.8%，规模化奶牛养殖收益回归到每年每

头3000元的正常水平。

王俊勋称， 下一步农业农村部将重点抓

好奶源基地建设， 奶农办加工发展新模式的

探索，生鲜乳质量安全监管，养殖加工利益连

接和奶业主产省振兴等工作， 充分发挥牵头

协调作用，统筹各方面力量，形成政府引导、

企业主体、多方参与、共同推进的多元化工作

格局，共同推进中国奶业振兴。

养殖节本增效方面， 农业农村部大力发

展优质饲草种植，实现好草喂好牛、产好奶。

推动奶牛活体、 养殖场固定资产抵押贷款等

信贷产品创新， 支持乳企为奶农开展信贷担

保，缓解牧场资金压力。

发展奶牛家庭牧场方面， 农业农村部支

持和培育新型奶业经营主体， 引导奶农以奶

牛、资金、技术、产品等为纽带组建合作社，总

结推广一批“奶农+合作社+公司” 的奶业发

展模式。

此外，农业农村部将尽快推动修订出台

乳制品工业产业政策，放宽乳制品加工准入

政策，放宽乳制品加工准入限制，推进奶农

发展乳制品加工试点工作，让奶农分享加工

增值收益。

腾讯三季度净利润逾244亿元

□本报记者 于蒙蒙

腾讯控股11月13日晚发布2019年第三季

度财报。 报告期内，公司收入972.36亿元，同比

增长21%， 非通用会计准则下净利为244.12亿

元，同比增长24%。

游戏业务强势复苏

财报显示， 网络游戏第三季度收入增长

11%至286.04亿元。 主要系国内市场推出的

《和 平 精 英 》 以 及 海 外 市 场 的《PUBG�

MOBILE》等游戏收入贡献增加。 社交网络收

入增长6%至220.25亿元。 主要受游戏虚拟道具

销售与数字内容服务 （如音乐及直播服务）收

入增加所推动。

腾讯指出，随着《和平精英》获得版号、《王

者荣耀》 继续坚挺，《地下城与勇士》《英雄联

盟》《天涯明月刀》《使命召唤》 等端游大IP的

手游化， 以及代理的国行Nintendo� Switch游

戏主机上市脚步持续临近，软硬件齐头并进，腾

讯在2020年仍将进一步巩固市场优势。

腾讯游戏在全球市场取得巨大进展。

《PUBG� Mobile》《和平精英》 两款游戏在全

球App� Store和Google� Play的总收入突破10

亿美元；《使命召唤》手游在多个国家和地区上

市，在多个国家和地区iOS居免费榜第一、畅销

榜前十，并在美国市场长居畅销榜第一。

金融科技成新引擎

财报显示， 金融科技及企业服务第三季的

收入同比增长36%至267.58亿元。 该项增长主

要反映商业支付因日活跃用户数及人均交易笔

数的增加而带来的收入增长， 以及云服务在主

要垂直领域渗透带来的收入增长。

经过十多年发展， 腾讯金融科技以支付为

入口，逐步建立起覆盖银行、信贷、保险、证券、

基金、理财、征信和金融科技服务的金融科技生

态圈， 通过成立子公司申请或控股的方式取得

12张金融牌照。同时，腾讯金融科技通过产品技

术创新，不断拓宽金融业务线下应用场景，布局

智慧出行、区块链电子发票、跨境支付等细分领

域，这些领域均蕴含着巨大的想象空间。

中信证券预计， 腾讯短期仍将继续强化成

本、费用控制，有利于利润率持续改善。

150个品种“短兵相接”

国家医保局相关人士告诉中国证券报记

者，针对专利药、独家生产药等高价特殊药品，

采用与药品生产经营企业谈判方式定价已成

为国际惯例。 从2017年起，从国家层面出台多

份文件，开始探索开展医保药品谈判工作。

新版医保目录分为常规准入和谈判准入

两大部分。 相比常规准入部分的调整，谈判准

入部分备受市场关注。而谈判准入主要针对独

家或专利期保护的高价药物。 谈判成功后，药

品将被纳入国家医保乙类目录。

今年8月，最新版医保目录公布，将128个

药品纳入拟谈判准入范围。 除7个药品放弃谈

判外，121个药品都进入本次谈判名单。

加上2017年在人社部组织的谈判中谈判

成功的31个品种（36个谈判成功品种中有5个

退出）的续约谈判，本次谈判大约有150个药

品。这些药品大多是创新药，临床价值高、但价

格昂贵，或对医保基金影响比较大的专利独家

产品，治疗领域主要涉及癌症、罕见病等重大

疾病，如丙肝、乙肝以及高血压、糖尿病等。

进入医保目录对产品的放量效果明显，曾

催生数十个销售破十亿元的品种。以抗癌药赫

赛汀（曲妥珠单抗）为例，在2017年的国家医

保谈判中价格降幅为65%，2018年的销售量增

幅达到259%。

国家医保局人士透露，本次医保准入谈判

按病种进行，11日谈判肝病类药物，12日下午

谈判降糖和肿瘤类药物，13日主要谈判万众瞩

目的明星抗癌药PD-1。每天上下午两场谈判，

每场约20家药企。

谈判方式采用竞标性谈判与比价谈判相

结合。 竞标性谈判不设定最低价，让企业各自

报价，报价最低的品种入选。 但是大多数品种

采取比价谈判的方式，即国家医保局先确定最

低价， 企业报两次， 两次报价均超过最低价

15%的将出局。

中国证券报记者获悉，已有降糖类药物主

动降价90%，但仍未谈判成功，系A股一公司的

新款主打品种。这从侧面说明想进医保目录的

降糖药须大幅降价。

业内人士介绍， 从2017年和2018年两次

谈判的经验来看， 谈判主要围绕以下原则进

行：以临床需求为基准遴选谈判品种；以疗效

价值为依据评估支付标准；以“大数据” 支持

依托专家智库做决策； 以国际经验作参考，引

入定量评价方法。

谈判价格如何确定

过去20年， 医保作为国内医药市场单一

最大买单方，决定了国内70%的医药市场。 但

医保此前不负责药品采购、谈判，没有议价能

力。国家医保局2018年5月31日挂牌后连出两

招，抗癌药国家谈判以及组织“4+7” 全国带

量采购，意在以量换低价、驱逐低效药换高质

量药。

本轮医保谈判的准备工作启动于8月份。

国家医保局8月20日公布了128个拟谈判品种

后，随即在31日召集拟谈判品种的生产企业举

行沟通会，征求企业谈判意愿。

9月初，国家医保局召集临床专家，按照不

同作用机制将拟谈判品种分类，并与同类品比

较，确定创新药的打分规则，总分15分，分别从

产品临床疗效、患者获益等维度进行打分。 从

评分情况来看， 大部分品种的分数在10分上

下。 这说明药物创新性整体水平并不高。

9月底， 国家医保局开始接收有意向进行

谈判的企业寄送的材料，包括该品种的市场价

格、赠药价格、销量数据、药品基本数据、适应

证、对医保基金预算影响的分析等，以及最重

要的———企业意向支付价。

国家医保局对如何确定最低价十分审

慎， 为此先后参考了两组不同测算途径的专

家意见。

9月底， 国家医保局召集了39名药物经济

学测算专家讨论。 39名专家中除了一位组长和

两位副组长，剩下36名专家每人分到4个品种，

做药物经济学测算，每个品种算出一个合理的

谈判价格。

10月17日， 国家医保局召集来自全国的

11名测算专家， 他们也是各地医保基金测算

管理专家，实践层面较有经验，主要根据每个

品种的适应症，关注这些品种对医保参保人数

以及基金影响的变化，再算出每个品种的谈判

价格。

10月底，测算专家要对所测算的每个品种

写出5000字左右的产品分析报告。国家医保局

则根据上述两组专家所测算出的不同谈判价

格，最终给出一个中间价。

多个大品种有望入围

从目前情况看，多家大型药企的主打品种

有望入围，如正大天晴、丽珠集团、恒瑞医药。

2018年5月， 正大天晴安洛替尼获得国家

药品监督管理局（NMPA）批准正式上市，用

于既往至少接受过两种系统化疗后出现进展

或复发的局部晚期或转移性非小细胞肺癌患

者的治疗。 安洛替尼是该公司第一个按照国际

研发流程和标准进行研发的创新小分子药，有

望再次进入医保目录。

丽珠集团的艾美拉唑与以往的胃药相比

优势明显，一是抑制胃酸的活性更强；二是对

不同代谢型病人没有个体差异；三是毒副反应

更少。 该品种也有望进入医保目录。

罗氏有两款，分别是治疗ALK阳性非小细

胞肺癌的靶向药安圣莎（阿来替尼）和乳腺癌

创新靶向药帕捷特（帕妥珠单抗）；辉瑞有三

款，分别是乳腺癌重磅药物爱博新、类风湿药

尚杰及用于治疗类风湿关节炎和强直性脊柱

炎的生物DMARD药物恩利。

值得注意的是，修美乐主动降价应对本次

医保谈判。 修美乐由艾伯维研制，2002年上市

以来连续7年位居全球最畅销药物榜单首位，

2018年全球销售额高达204.85亿美元。尽管封

为“药王” ，但其在中国市场的渗透率并不高。

这或与其高昂价格和获批适应症较少有一定

关系。 今年以来， 修美乐由每支7600元降至

3160元，降幅将近六成。不少行业人士认为，修

美乐降价之举是为了进入国家医保目录。

2019年医保药品价格谈判进程过半

多家公司明星品种有望入围

□本报记者 戴小河 傅苏颖

� 11月13日， 截至中国证券报记者发稿时，

国家医保局组织的新一轮医保药品准入谈判仍

在进行。这是继全国集采后，今年以来医药行业

和投资者关注的又一件大事。 此次谈判准入部

分共涉及150个品种，70多家企业参与。

此前，新版国家医保常规目录出炉。 这是

国家医保局成立后医保目录第一次全面调整，

也是2000年第一版目录使用以来的一次全面

梳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