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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药企的创新路
□记者 姜艳 袁伟华

石药集团三季度业绩发布会电话会议现场。

电话的那头，是三四百名投资者同时在线，对石药集团即将发布的三季度业绩

翘首以盼。电话的这头，则是从容自若的董事会主席蔡东晨和他的几个同事。

在石药集团决策层看来，季报数字之后是征途，之前是来路。这条来路，他们

走得并不容易。

求新求变搞活体制

改革催生创新力量

目标锁定国际领跑

②石药集团中央
药物研究院汇集了大
量科研人才。

宋洪超摄

时 间
2018年11月19日

地 点
香港

河北一日

“公司未来的增速是否会在20%左右？”
电话会议现场，投资者提出的第一个问题，
让蔡东晨微微一笑。作为河北第一家赴港
上市的医药企业，如今又是香港恒生指数成
份股，一举一动影响着港股的走势。投资者
对石药未来的热切期盼值得理解。

“前三季度我们的收入增速是 41.4%，
剔除汇率因素，增速一直保持稳定。在当
前的市场环境下，20%-30%的增速是未来
三年的指引。”

只有参加会议的几位决策层成员，能
体会这几个数字背后的分量。

今年 6 月 4 日，石药集团正式加入香港
恒生指数成份股，成为恒指编制 54 年来首
只医药股。

对于纳入恒指的意义，业内人士认为，
这是中国医药行业历史性的事件，是制药
大省河北向全球投资者递出的一张“新名

片”，也意味着石药已经从河北本土的一家
小药厂，逐渐站上了行业舞台中央。

上市公司市值从上市之初几千万元，
到现在已经加入千亿市值俱乐部；从投资
者不甚了解，到现在与汇丰控股、腾讯、长
江实业等巨头站在一起，直接影响香港这
个全球重要资本市场的指数走势。人们都
在问：“石药靠什么站上世界舞台？”

石药人总结出两条：创新和国际化双
轮驱动。

但究竟又是什么力量，给了这两个“轮
子”第一推动力？

“从根本上说，最大的动力是我们循着
改革开放的步伐，不断求新求变，企业一步
步搞活体制机制，建立现代企业管理体系，
借助时代发展大势，激发了内在活力。”蔡
东晨说。

不墨守成规，企业发展过程中，无数细

节可以体现出石药的求新求变精神。
2005年石药集团的新药恩必普软胶囊

获批上市时，国内新药销售多是低价大包的
模式，即生产企业低价供货，产品出厂后全
部销售由医药代理商来完成。这样一些产
品甚至当月就会回款。但石药认为，这种粗
放式营销模式，缺失了企业与医患之间直接
的信息沟通，无法传递企业的品牌价值。

石药采取了自建专业销售队伍的方
式，深入医院、医生中间，做临床推广与学
术研究的营销策略，最高峰的时候，临床学
术研讨会一天要开数十场。

对行业传统代理制的改革创新产生了
什么效果？石药集团管理层举了一个例
子：与恩必普同期获批的另一个治疗肝炎
的产品，厂商采用代理制，当年回款 4000
万元，第二年回款 8000 万元。而恩必普第
一年仅有 300 多万元的回款。可是在几年
后，恩必普销售轻松跨越亿元大关，对方的
产品还是停留在8000万元左右的规模。

“分析一下公司业务构成和三季度营
收增长比例吧。”业绩发布会上，投资者
问道。

“1- 9 月 份 ，上 市 公 司 实 现 收 入
158.49 亿港元；其中创新药 75.43 亿港元，
同比上升 62.1%；普药 48.11 亿港元，同比
增长 36.6%，原料药 34.95 亿港元，同比增
长15.3%。”蔡东晨回答。

当石药集团上市公司的成药与原料
药销售比例已经接近 8∶2 时，蔡东晨想起
1998年的一个锥心之语。

彼时，原料药市场火爆，以原料药为
主要产品的药企们都在忙着数钱。石药
集团也已经跻身原料药“四大家族”。

1998 年，同样在香港，石药在融资路
演时，国外投资商的评价一语点醒梦中
人：“光生产这些原料药，你们撑死也就是
个大型化工厂。”

受了“大型化工厂”刺激的蔡东晨做
出了一个令业界震惊的决定：1999 年，用
企业年利润的一半，从中国医学科学院买
下国家一类新药恩必普的专利。

恩必普是一种有效治疗脑卒中的全
新药物。当时，业内有戏言：不搞创新药
是等死，搞创新药是找死。石药几乎倾尽
全力做恩必普的开发，在不少人眼中是一
场“豪赌”。

从 1999 年到 2005 年新药上市，石药
先后为恩必普投入 3.5 亿元。在恩必普
软胶囊上市持续亏损的情况下，继续投
资 1 亿元用于支持恩必普注射剂型的研
发。2012 年，狠心拿掉 4 个还在赚钱的
原料药生产线，为的是“优质资源向创新
药聚集”。

创新的价值，最终得到了市场认可。
2017年，国家一类新药恩必普销售额接近
36 亿港币，为中国 1000 万脑卒中患者减
轻疾病困扰，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中国专利金奖和中国工业大奖，亦是我国
原研药成功实现产业化的典型。

恩必普打开了石药创新的大门。此
后，治疗高血压的玄宁、治疗认知障碍的
欧来宁等一系列的创新药，以及多美素、
津优力、艾利能、诺利宁、克艾力等抗肿瘤

药品陆续研发成功。
如今，创新药已成为石药最主要的收

入来源，也成为所有产品线里增速最快的
一个板块。

“十八大以后国家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加快，对企业创新支持力度加大，石药发
展走上快车道。”石药集团副董事长王振
国回忆。

灵活的体制让石药焕发巨大生机。
通过收购重组、项目合作等方式，石药集
团将自己的制药版图逐渐扩大。人才、资
本、技术迅速汇集。

王振国介绍说，石药未来会有持续不
断的新产品注入，集中在心脑血管、抗肿
瘤和生物医药三大板块。

着眼长远，石药集团主管产品研发工
作的董事、执行总裁李春雷介绍说，瞄准

“十三五”规划，石药集团依据流行病学研
究及疾病谱的变化调整研发战略。目前，
石药集团在研新药有 200 余个，石药的目
标，是依托创新引领医药行业的供给侧
改革。

“目前石药国际化的进程如何？”“国
际化是我们的一贯战略。”李春雷告诉提
问的投资者，“不久前，我们作为获特许方
已与美国的Verastem公司订立独家产品
特许及合作协议，内容有关抗肿瘤药物
COPIKTRATM的开发及商业化协议。”

持续创新之外，国际化是驱动石药迅
速发展的另一个“轮子”。

早在 1999 年就把“做好药，为中国”
定为企业理念的石药集团，一直有一个做
世界级民族医药品牌的梦想。

石药的判断是，在全球化不断深化的
今天，已经没有单纯的国内竞争。而真正
的国际化是创新能力的国际化，也就是说
创新能力必须达到国际水平，能在国际上
和跨国巨头叫板。

石药集团的第一步，是向国际质量标
准看齐。

进军国际市场，美国 FDA 认可基本

上是一个全球通行证，只有打开美国FDA
通道才能获得认可。为缩小与国际发达
国家差距，石药集团产品研发生产全面对
接国际标准，投入巨资完成20余个新药产
业化和制剂国际化项目。

李春雷告诉记者，目前石药已有16个
产品生产线通过欧盟认证，25个产品通过
美 国 FDA 现 场 检 查 ，是 国 内 通 过 美 国
FDA认证“品种最多、剂型最全”的制药企
业之一。

国际化的第二步，是要推进国际化研
发和产品上市。

如今，石药集团有多个创新药在美国
进行临床试验，丁苯酞软胶囊已经处于临
床II期阶段，米托蒽醌、丁苯酞软胶囊等4
个品种获得美国药监局颁发孤儿药的资
格认定，并展开新药临床试验。与此同
时，石药加大了在美国、欧洲的专利药注
册力度，已有盐酸曲马多片等16个品种在

美国获批并实现销售。
国际化的最终目标是什么？在李春

雷看来，当前石药国际化已然不单纯是推
动产品出口和技术转移，而是要通过在国
际舞台上的优异表现，吸引更多资本和人
才向企业汇集。这将是未来企业最核心
的竞争力。

为此，石药集团通过在美国新泽西、
加利福尼亚、德克萨斯、普林斯顿设立的4
个研发和临床中心，加强国际高端人才的
引进，力求前沿技术人才与国际同步。

黄海春博士是某抗肿瘤新药主研人
之一，去年年底加入石药，致力于发现、筛
选和开发新一代创新抗体药物，不久将会
有重磅产品问世。

“对于国际市场来说，中国企业从跟
跑到并跑仍需要一个学习探索的过程。
石药集团的梦想是通过创新，在国际医药
行业实现领跑。我相信中国企业一定会
冲破重重阻力，赢得更广阔的空间和更大
的发展可能。”蔡东晨说。

①30 岁的赵传
武博士在实验室内对
化合物取样进行纯度
分析。尽管是 2017
年从天津大学化工学
院应用化学专业毕业
后 加 盟 石 药 的“ 新
秀”，但他已经参与了
3 个抗癌新药的研发
工作，并取得一定成
果。他说：“我对新药
研 发 工 作 特 别 感 兴
趣。而石药有很好的
研发平台和团队，对
人才也很重视，我工
作得很开心，也愿意
一直在这里干下去。”

记者 史晟全摄

①①

②②

▼产自保定的长
城汽车经由满洲里口
岸发往俄罗斯（本报资
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