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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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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佟凝女士（财务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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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活动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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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 

 

1、问：公司对阿奇霉素参与本次带量采购情况的介绍。 

蒲总回答：首先，这次带量采购注射用阿奇霉素总数量是 38万支，

产品规格是基于和原研药一样的 500mg 规格，其他的规格没有纳入这次

带量采购。原先采集说的是 60~70%，实际可能没有达到。从数量上来讲，

38万支还不到全国注射用阿奇霉素量的 1%。 

公司的阿奇霉素目前已出口美国，在欧盟三个国家也已经获批。和

国内一般的仿制药相比，除了质量方面达到并且部分指标高于原研外，

产品系统的质量也是高出许多的。 

对于本次 4+7带量采购，公司是高度重视且积极参与。这次集采中，

第一轮报价公司的降幅就达到 40%，比原研辉瑞还要超 20%的降幅，顺利



进入第二轮议价谈判环节。第二轮议价给出的价格，公司确实考虑到产

品欧美的质量体系定位和系统的产品成本，所以权衡之下，没有接受第

二轮给出的价格，暂时选择了流标。 

范总回答：公司一直以来都高度重视的一致性评价和带量采购。早

在 2009年，公司就开始研制注射用阿奇霉素，2012年就申报了美国、欧

盟、中国，2015年获得了美国 FDA 的暂时性批准（二水化合物专利 2018

年到期）。这个产品公司投入了非常多的努力，因为不是所有的仿制药都

是容易做的，做高品质的仿制药也是有难度的，公司的阿奇霉素不仅在

中国是第一个在针剂里通过一致性评价的品种，在美国也是阿奇二水化

合物的首仿。 

这个月公司的注射用阿奇霉素开始出口到美国，此外公司的左乙拉

西坦注射液、注射用更昔洛韦钠、注射用伏立康唑也准备向美国供货。

公司的注射用阿奇霉素在产品质量上和国内一般的产品不一样：  

（1）比如有关物质，进口的注册标准控制的是 7个杂质，杂质上限

是 0.5%；国内其它产品的质量标准是控制 8个，限度也是 0.5%；而普利

的阿奇总共控制的有 10个杂质，而且控制的线都是小于 0.2%，指标更严

格。 

（2）对血管影响比较大的 pH，我们控制的范围是 6.4~6.8，更窄，

原研是 6.2~6.8，国内是 5.5~7.5。大家都知道 PH相差 2，酸碱度就是相

差 100倍。 

（3）还有在包材的选择上，作为最关键的内包材西林瓶，公司选择

的是与原研一致的中硼硅玻璃材质的西林瓶，也就是美国药典的Ⅰ型玻

璃，相比在国内市场占比最大的注射用阿奇霉素，所用的低硼硅玻璃西

林瓶。中硼硅玻璃西林瓶相比低硼硅具备明显的耐腐蚀能力，能有效避

免西林瓶内表面因被药物腐蚀而脱落。西林瓶内表面的脱落物会造成可

见异物超标和不溶性微粒超标，注射到血管里，会给患者带来潜在的安

全隐患。我们知道在一致性评价要求中，药审中心已不推荐在注射剂中

继续使用低硼硅玻璃。相对成本上，中硼硅玻璃西林瓶也贵很多。 

我们认为，做好的药同时不断降低成本，是我们制药工作者的责任



和使命，公司也会努力在未来不仅持续保持良好的质量，也会努力在扩

大量的前提下持续地降低成本。 

2、问：阿奇霉素流标后公司下一步的销售变化 

范总回答：注射用阿奇霉素的流标，也就是说暂时是没有厂家在这

次带量采购中确标。这样就使得市场的目前产品类别，仍然是原研是辉

瑞、一致性评价是普利，和其他所有的非一致性评价的产品。我们继续

认为，目前国家鼓励一致性评价，鼓励优质国产仿制药进口替代，用药

结构性调整仍然是国家支持的方向，药品的降价也是医改的持续性政策。

所以我们需要付出比以往会更多的努力，但是仍然有信心把这个好产品

让它实现市场应有的份额。 

蒲总补充：我们认为这个品种类别格局可能仍旧是原研、一致性品

种和非一致性等少数几家企业的竞争。因为注射剂一致性评价的技术评

审标准还只是一个征求意见稿，还没正式稿出台。第二点，目前有 80%

以上的省份都已经发布了一致性评价的相关支持政策，政策里面包括了

优先的挂网、准入招标、医保支付、优先采购使用，促进跟原研相互替

代等等方面，而且也已经起到了一定的效果。 

目前普利的阿奇霉素在 80%以上的省份也已经完成了招标、挂网工

作。已经挂网的省份，目前这个品种的推进还是比较顺利的。接下去我

们正在做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加大对一致性评价产品的认知和沟通。 

3、问品种流标之后，医保局对于后续有没有一些惩罚的措施？如果有的

话我们怎么应对？ 

答：关于医保局是否会有惩罚性的措施，4+7的采购文件里面没有惩

罚性的条款。集中采购专家魏子檸有讲：带量采购是建立在公平竞争基

础上的，这表现在：一是企业自主决定是否参与带量采购，是市场行为。

二是有正常的市场竞争秩序和规则，政府不指定或强制企业带量采购销

售的。我们是没有确认第二轮的价格。所以，议价本来就有议成和议不

成两种结果，政府招标采购在医药领域之外也很通行，没有听说不接受

第二次价格给予惩罚的，而且这次也有其他公司存在流标现象。 



4、问：假如说带量采购流标之后没有什么影响的话，明年阿奇霉素各地

的进入是要单独再谈吗？价格最终大概定了多少？明年的量和价格有没

有发生一个变化？ 

答：目前招采办没有任何文件或者措施说明价格要发生怎样的变化。

在 2019年，一方面公司在所有省份基本上都能完成招标挂网；另一方面

公司进入医院的数量，包括销量，各个方面会全面的提升。此外我们会

加大关于产品质量的学术的推广和交流，包括对阿奇的一致性评价认知。

我们对明年的任务还是有信心的。 

5、公司未来中长期的规划？ 

答：12月 6号带量采购对医药行业的震动一定是很大的，有人说仿

制药将会到很低的利润空间。我们觉得产品价格归根结底由供求双方关

系决定，，以美国的仿制药市场来看，实际上给仿制药最后的定价是还是

符合价值规律的，它根据在这个轨道上的竞争度不同，是充分竞争还是

一个不充分竞争来给产品定价格的。我们认为做仿制药就是要做品质和

差异化。你是不是能够在一堆专利过期的产品当中，选择出今后竞争格

局比较良好的产品，而且在这种产品当中，又有能力去做到品质好，规

模大。 

药品行业一定是个高科技行业，仿制药也不可能沦为普通的加工制

造行业。我们往往把仿制药想的很简单，药品分类上就是创新药和仿制

药。按照这个逻辑，在其它商品领域，中国原创发明性的产品还真不多，

也大多是仿制品。把仿制药做好，就是实现医药行业在中国的现代化和

产业升级，与之关联的产业很多，比如原料，辅料，包材，制药设备，

检测仪器都需要技术升级国产化和现代化，才会推动整个制药工业的现

代化，不是说今天中国唯有可做创新药了。大家对质量的理解有个过程，

产品有看得见的质量与看得见的成本，还有看不见的质量和看不见的成

本： 

（1）比如说针剂的 GMP体系。GMP体系做的好，注射剂的不溶性微

粒就比较低，这个不溶性微粒会引起末端毛细血管堵塞，就像雾霾的颗



粒一样；GMP体系做的不好，不溶性微粒就比较高。但在质量标准上，达

到美国药典制剂通则就行了，比如：10微米以上微粒不得过 6000粒，25

微米以上微粒不得过 600粒。但在实际产品质量控制时，真实结果要远

远低于标准要求，这些都是属于表面上看不见的质量体系。而这些都是

国内一般仿制药还没有开始关注的质量指标。 

（2）比如说无菌。这是抽检的，而菌落分布是不均匀的。那么怎么

样能够把每一瓶药都做好，其实对企业还是很有挑战的。 

所以就公司目前发展阶段而言，还是在仿制药里面，做差异化；公

司也了解到，美国到现在为止还有很多原研药专利过期了还没有仿制药，

因为仿制有技术难度；第二个公司也会顺应国家带量采购，做规模化。

这样的话，做仿制药也不会对企业的成长带来不利的影响。公司仍然会

继续双报，不管是针剂还是固体等等都会双报。公司在上个月欧盟的检

查当中，针剂、固体检查都非常顺利，所以仿制药对中国企业来讲还是

有巨大的机会，但行业调整，大浪淘沙不可避免。 

除此以外，公司的策略会做一篮子品种，国际大仿制药公司的产品

都是几百个的。如果只有几个仿制药的药厂未来生存会非常的艰难，所

以公司也会做一揽子品种，来面对中国接下来的仿制药的市场。所以中

国仿制药市场未来会更加集中，这个是一定大势所趋。 

6、问：怎么理解国家的思路，公司会考虑接受国家的思路或者是价格的

底吗？ 

答：带量采购是国家的政策，作为企业要积极的响应。同时这次国

家带量采购也是首次尝试，这次带量医保局取价格的依据我们还没完全

了解透。 

公司也会不断适应国家的思路和政策，首先药品要可及，第二要质

量更好的药品，第三要价格便宜的药品。国家的这个出发点包括我们企

业的责任都是应该去努力做到的。 

7、问：按照现在降价的速度，给企业的时间会不会没有想象的那么长？ 

答：公司在这次集采以后，会继续加大研发的投入。目前为止从我



们得到的情况来讲，还没有人申报注射用阿奇霉素的一致性评价。但是

肯定会有人慢慢会上来，这是不可避免的。公司会根据市场格局的变化，

顺势而为，然后我们的品种也会前赴后继，形成一篮子品种的市场策略，

保证公司稳健更迅速的成长。 

8、问：公司在药品价格体系维持上会有哪些应对？ 

答：在价格体系的维护方面，首先在品种的选择上，公司就会选择

竞争格局比较好的品种，去实现一个比较好的价格。目前实际上我们选

择的品种，不管是阿奇针剂，还是更钠，包括刚刚获得美国获批的伏立

康唑，这些竞争格局都是非常好的。 

其次，产品也有它自己的周期，但到了一定时间的时候，后面企业

就会跟上来。那公司选的品种，就是后面企业跟上来之前还能给我们一

段红利的品种。到后面有企业跟上来的时候，到那时候就要看公司的竞

争力，就要看公司的整个产业链上的制造成本是否能够降下来，包括原

料制剂一体化，包括我们的规模等等方面的成本的降低。 

9、问：国内的注射剂一致性评价目前还处在一个征求意见稿的阶段，之

后文件正式出台以及后面各个企业跟进情况，注射剂是否会是一个比口

服更漫长的过程？ 

答：今年年初注射剂一致性评价出台草案以后，到现在正式稿还没

有发布。目前又在机构调整，确实也不知道就这个草案什么时候会转正。

现在有两类品种是可以通过注射剂一致性评价的，一类是双报回来的，

还有一类就是按新分类申报也可以通过一致性评价的。 

根据一致性评价的草案的内容来看，它可能更加关注一些细节。就

是说固体的话可能更加关注的是生物等效性，而针剂可能更加关注的是

配方的一致性、规格的一致性、辅料的一致性、GMP的要求、灭菌工艺等

等，对国内的企业可能会有一些挑战，因此国家也是说 5 到 10年完成注

射剂的一致性评价。 

但是科学技术总是有人会做、会往前走的。注射剂一致性评价国内

的企业也是一定会做，一定也能做好的，但是会有一个时间。未来有可



能做好的企业就活下来了，活下来的也就赢得了未来。 

10、问：未来国内针剂的竞争格局会不会好于口服制剂？ 

答：大致上来讲，有可能针剂的格局会好于固体。从美国来看针剂

市场的格局要大大的好于固体。针剂的 GMP的要求比较高，对原料的有

关物质要求也比较高。而针剂原料的用量又比较小，除非你自己的制剂

原料一体化，否则原料厂家有没有动力去把质量提高到比较高的高度，

对企业是非常有考验的。但是具体到某个品种，情况就不同了，不能一

概而论。 

11、公司未来国内和国外的整个研发管线的布局？ 

答：公司一贯致力于药品的研发、国际的制造、国际和国内的销售。

在产品管线上，公司一方面会是基于美国市场来开发品种，一方面也会

基于中国市场来开发一些品种。目前我们和美国的客户也签了一些的产

品，这里面产品公司都会转报到中国。包括抗感染、皮肤、镇痛、抗肿

瘤、造影剂等等。 

在固体领域，公司原来的品种都在做一致性评价的工作，这些品种

未来肯定会充分竞争，肯定也会影响的我们的一点业绩，但这个没有关

系，因为我们后面一揽子品种会去填补掉。而且公司这些品种全部是双

报品种，质量上的有更大的优势。固体产品当中公司进入了儿童药的领

域。除此以外，固体当中公司也进入了大部分缓控释制剂的领域。 

就产品管线来讲，公司产品管线还是比较丰富的。未来的五年，第

一，公司会聚焦我们有难度的、有一定技术含量的仿制药，来作为我们

第一分支。第二个是难的仿制药作为我们的重点。目前因为我们还比较

小，所以这方面会给公司带来比较大的成长空间与快的成长速度。 

国际化公司已经做了多年，现在不仅了解法规技术，对产品的政策，

包括对国外的市场也是比较了解；中国市场也耕耘了多年，公司也是比

较是了解。国家现在推行一致性评价，包括带量采购，对有研发和原料

药制剂一体化的企业来讲应该是一个利好。短期内看到了价格的下降，

但是这也加剧了行业的洗牌和集中度提升，也加速了供求关系在新的阶

段达到平衡。老龄化，医疗费用支出增大，药品降价，企业数量减少，



产品质量提高，这些因素在未来的变化是确定的，在美国也是这样，但

是 10年-20年的行业牛股仍然有不少医药企业。我相信在中国也一定会

这样。 

对未来产品的布局，公司会一直很努力的选题。我们一直觉得仿制

药做的是眼光，除此以外，公司也会在 505b2等方面开发。那么我们会

在仿制和改良性创新两个轮子当中开始运转。在创新药方面，我们目前

更乐意与研发公司合作，各取所长，把一个新产品产业化，销售国际化，

充分发挥一地双报的优势。 

12、问：能否分析一下公司今年在欧美获批的几个品种的盈利前景？ 

答：今年获批的这几个品种，包括左乙、阿奇、更钠、伏立康唑、

包括未来依替巴肽是美国、欧盟等地区都获批的。未来这些品种的预计

产品的销售应该比我们原来的预期还会好很多。从目前的几个品种特别

美国的来看，公司的选题还是切中市场的，利润空间会坚定我们预期。 

面对目前这个形势，公司将会坚定不移地加大研发投入，因为做的

过程中越来越注意到好的仿制药不容易做。做好产品，要达到两个质量，

一个产品质量，还有一个 GMP的系统质量，就这两块对中国的企业还是

非常有考验的，所以公司还是非常有信心做好就是说这些产品的差异化

和规模化，争取美国、欧盟包括中国都能够有比较大的供应量。 

13、问：公司注射剂的新产能现在有进入投产吗？ 

答：公司在上个月欧盟的检查当中，把公司新针剂车间一起检查了，

然后检查也非常顺利，所以新针剂的产能的话，产能扩大量还是非常大

的。所以产能实现没有障碍。 

14、问：普利制药能不能可能成为一个像 TEVA 一样的仿制药龙头呢？ 

答：公司的目标是做好自己，实现自己的目标，并不是想成为谁。

公司经过这么多年的国际化，跟国际建立了广泛的联系，然后也有很多

战略合作伙伴，他们也跟我们一起来研究真正有价值的药品。公司正在

持续不断地研发新品种。最近跟公司的战略伙伴又签了几个品种，这样

的话公司再来做研发，目标会很明确。 



仿制药方面，公司会努力在某些剂型当中率先成为国内不仅质量好、

规模大，同时也能做非常高端的仿制药的一家公司。同时，通过国际化

的经历和历程，对公司未来的创新也会有很多的帮助。 

15、问：公司就跟美国合作方的一个具体的合作形式，以及未来的一个

发展潜力？ 

中国的企业走向美国有各种各样的方式，公司走的是一个战略合作

的关系。目前来讲，我们中国企业针剂走向美国其实还不是很多，公司

也一直在努力当中。目前公司在美国的品种竞争格局都还不错，我们的

合作伙伴销售能力也比较强。盈利能力根据品种不同会有所不同，所以

平均来讲的话应该还是不错的。因为在美国，针剂的竞争格局好于固体，

印度厂家比口服的要少。 

16、问：能否对明后年的美国产品获批进度做一个预期？ 

答：目前公司已经在美国申报了一些品种，肯定会陆续出来。一旦

获批，我们一定会第一时间公告。 

17、问：今年的原料药都出现了涨价的情况，想问一下公司在这方面有

什么应对的一个措施？ 

答：原料药在药品的产业链当中是非常关键、重要的。那么公司自

己在这个阶段内，不仅现在是有自己在海南的车间生产原料药。另外我

们也有一个安庆的项目已经启动，主要做原料药，对一些可及性有难度

的品种， 为自己的产品做配套的。 

原料药涨价，觉得基于几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可能是供给越来越紧

缺。这二个方面可能是有捆绑，也会带来一些成本，所以导致原料药的

涨价。对一个制剂厂来讲，是一定要想好原料的来源的。公司是有两方

面的考虑：一是外面有原料供应商，另外一方面自己做好生产的准备。

公司对原料药的合成包括生产是有研究的，也是有产业基础，不仅有研

发基础，也是有产业基础的。所以公司如果原料的可及性出现问题，我

们就有个备案来应对。 

18、问：公司其他的国内制剂，像地氯雷他定、双氯芬酸钠，明年大概



一个什么样的销售展望？ 

答：今年公司地氯雷他定和双氯芬酸两个品种实现的增长都是不错

的。2019 年公司会继续加大对这两个产品的在市场的宽度和深度的一个

拓展。目前这种竞争态势下面，这两个品种有的企业在陆续的在退出。

这两个品种本身就是公司比较有优势的产品，明年通过加大市场深度纵

深和宽度的拓展，对终端的覆盖，对品牌的推动。 

接待过程中，公司接待人员与投资者进行了充分的交流与沟通，严

格按照有关制度规定，没有出现未公开重大信息泄露等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