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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医药产业形势



 全球药品支出2018年已达1.2万亿美元。

 2017～2022年复合成长率(CAGR)为4.9%。

 美国：增长回升；欧盟：限制支出；日本：老龄化加重；新兴市场：增长较快。

全球医药产业形势—1. 药品市场规模仍在不断增长

全球药品支出走势及预测



全球医药产业形势

2
• 医药新技术产业化步伐加快

3
• 仿制药比重日益加大

4 • 生物类似药迎来重大机遇

5
• 并购重组再造全球医药产业链



中国医药外贸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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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十年中国医药进出口额

 近十年中国医药产品进出口额翻了一番。

 2018年，我国医药产品进出口额1148.51亿美元，同比下降1.56%。

单位：亿美元



中国医药外贸形势

中药类出口稳步增长
出口额39.09亿美元，同比增长7.39%；

植物提取物市场显示出良好的成长性。

西药类出口结构优化，制剂

占比增加

出口额368.83亿美元，同比增长4.03%；

制剂对欧美主流市场出口近年来增长较快。

医疗器械出口取得突破性进

展

出口额236.30亿美元，同比增长8.88%；

高端设备进口替代明显加速。

营养健康产业市场最具潜力
中国是最主要生产供应地，也是发展潜力最大、增速最快的

消费市场；

进出口额达到46.8亿美元，同比增长31.5%



中国医药外贸形势--医药进口首现负增长

进口药品零关税 降低抗癌药进
口环节增值税

加快对临床亟
需药审评审批

医保目录药品
谈判

“4+7”带量采购

医药进口额下
降9.75%，主
要是西药量增
价减



中国医药产业国际化特点--仿制向创新过渡初见成效

 我国已经成为亚洲最大医药创新研发国，研发企业超过了日本和韩国。

 国产新药迎来了几个全球首次上市的新药。



中国医药产业国际化特点--项目授权许可促进医药研发国际化
时间 交易方 交易金额 交易内容

1月 百济神州 & Mirati Therapeutics 1.33亿美元
酪氨酸激酶抑制剂sitravatinib签署了在亚洲（日本除外）、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开发、生产和
商业化的独家授权协议

4月 北京东方略 & Tocagen 1.27亿美元 大中华区（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和台湾）开发和商业化Toca 511 & Toca FC的独家权利

4月 通化东宝 & Adocia 1.35亿美元
BioChaperone Lispro（超速效型胰岛素类似物）在包括中国及亚洲地区部分国家独家开发、生
产并商业化权利及BioChaperone Combo（胰岛素基础餐时组合）

5月 绿叶制药 & 阿斯利康 5.46亿美元 中枢神经核心产品思瑞康及思瑞康缓释片

5月
德琪医药 & Karyopharm 

Therapeutics
1.72亿美元 共同开发四款处于临床开发阶段的口服创新药物

5月 百济神州 & Zymeworks 7.22亿美元 利用Zymeworks的平台进行研发及商业化针对百济神州研究靶点的至多三种双特异性抗体

6月
基石药业 & Blueprint 

Medicines
3.86亿美元

avapritinib、BLU-554及BLU-667的单药或联合治疗在中国大陆及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的临床
开发与商业化独家许可协议

6月 基石药业 & Agios制药公司 4.24亿美元 Ivosidenib的单药或联合治疗在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及台湾地区的临床开发和商业化

8月 和铂医药 & Glenmark 1.2亿美元 大中华区开发、制造和商业化抗体药物GBR 1302独家授权协议

9月 长春高新 & Alvotech.hf 2亿美元
设立一家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将安沃泰克已经开展研发的系列生物类似药项目引入中国市场并
实现商业化

9月 石药集团 & Verastem 1.75亿美元 独家开发和商业化Copiktra的权利，并持有该药在中国的推广授权及产品批件

11月 智飞生物 & 默沙东 180亿人民币 默沙东HPV疫苗在中国大陆的独家代理权，约定四价和九价HPV疫苗的基础采购金额

11月 百济神州 & Zymeworks 4.3亿美元
Zymeworks的在研HER2靶向双特异性抗体药物ZW25和ZW49的临床开发和商业化达成了战略合
作

11月 再鼎医药 & MacroGenics 1.65亿美元 三个免疫肿瘤产品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的开发及商业化独家授权

12月 信达生物 & Incyte 3.92亿美元 突进三种抗体的单药或联合治疗在大中华区的临床开发和商业化

12月 复星医药 & Revance 2.6亿美元
Daxibotulinumtoxin A型肉毒杆菌毒素的注射用药物RT002在大中华区及美容适应症领域的独家
使用、进口、销售及其他商业化权利

12月 腾盛博药 & VBI vaccines 1.285亿美元 治疗性疫苗VBI-2601的大众化地区授权

2018年医药领域
授权引进不完全
统计

注：以发出交易公告为基础整理，
不代表交易已完成。

License in



中国医药产业国际化特点--项目授权许可促进医药研发国际化

2018年医药领域对外授权许可不完全统计

注：以发出交易公告为基础整理，不代表交易已完成。

时间 交易方 交易金额 交易内容

1月 恒瑞医药 & Arcutis 2.23亿美元 治疗免疫系统疾病的JAK1抑制剂（代号“SHR0302”）项目

1月 恒瑞医药 & 美国TG 3.47亿美元
BTK抑制剂SHR1459和SHR1266在亚洲以外的区域（但包括日本）
单用或联合药物治疗恶性血液肿瘤的独家临床开发和市场销售
的权利

6月 复宏汉霖 & 英国Accord 4050万美元
HLX02（注射用重组抗HER2人源化单克隆抗体）的独家商业化
许可

7月
天境生物&韩国ABL Bio公

司
1亿美元

一个双特异性抗体（BsAb）项目除大中华地区以外的开发和商
业化权益

9月 天士力 & 美国Arbor 首付款500万美元 复方丹参滴丸美国本土的独家销售权

11月 江苏豪森 & Hikma 未知 注射用抗肿瘤药物的授权

11月 浙江博生 & Apollomics 未知 EGFR药物ES-072的大中华区销售授权

11月
天境生物&美国Tracon

Pharmaceuticals
未知 CD73抗体TJD5及未来至多5个未具名的双特异性抗体项目

License out



中国医药产业国际化特点--医药资本运作常态化

时间 中国收购方 目标公司 交易金额

2月 哈药集团 GNC
约3亿美元，持有
GNC40.1%的股权

3月 华西股份、海辰药业等联合并购方 意大利新兴肿瘤研发机构NMS 90%股权 约3亿欧元

6月 翰宇药业旗下并购基金联合云锋基金 德国AMWGmbH 1.2-1.8亿欧元

6月 远大医药，鼎晖投资 澳洲器械生产商Sirtex Medical Ltd100%股份 19亿澳元

7月 朗煜资本 美国Alpine公司GSNOR抑制剂资产 未公布

8月 华东医药 英国医美公司Sinclair Pharmaplc 约1.69亿英镑

8月
微医控股有限公司、茂宸集团控股有限
公司及Aldworth Management等投资者

组成的财团

澳洲综合辅助生殖科技服务供货商Genea
Genea89.5%股份

约5.1亿美元

2018年海外并购过亿项目不完全统计

注：以发出交易公告为基础整理，不代表交易已完成。



中国医药产业国际化特点--医药服务贸易旺盛增长

 随着医药产业链的不断延伸和细分，CRO、CMO、

CSO等新业态逐渐发展壮大，已成为我国医药企业

参与国际分工的新形。

 国内CRO业务不断壮大，承担着大量外企药物研发、

临床试验项目，预计市场将达900亿元人民币。

 中医药服务“走出去”步伐加快。



中国医药产业国际化特点--拓展海外市场的方式愈发丰富

右键点击图片选择设置图

片格式可直接替换图片，

在此录入上述图表的综合

描述说明。

点击添加标题

境外上市 投资建厂海外研发



2 中日医药合作潜力



中日医药贸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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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医药贸易增长趋势 单位：亿美元

 中日医药进出口额从2001年到2018年翻了五倍多，年均复合增长率达10%。

 日本已稳居中国第三大医药贸易伙伴。



中日医药贸易情况

出口 出口额42.23亿美元

原料药：柠檬酸、维生素、氨基酸、抗生素、心血管
类等

医院诊断与治疗设备：X射线断层检查仪、核磁共振设
备、医用家具等

保健康复用品：按摩器具、残疾用车、视力矫正设备
等

中药材及提取物：人参、半夏等原药材及药材浸膏

进口 进口额38.47亿美元

医院诊断与治疗设备：光学射线仪器、内窥镜、显微
镜等

西药制剂：抗感染、激素类制剂

原料药：蛋氨酸、部分维生素



医疗卫生费用逐渐高涨 日本政府大力推广仿制药 药企面临成本压力及市场饱和

中日医药未来合作潜力--原料药和仿制药的日本市场机遇



中日医药未来合作潜力--产品引进与投资合作

海正药业与
日本富士胶片

百洋医药与
日本伊藤忠

中国药企投资日本：
恒瑞、华海、天士力等

小林制药在华药品
开发及销售

复星医药集团
与日本丸红

太阳升集团与
日本大原药品

日本东丽投资
中国



中日医药未来合作潜力--跨境电商促进医药类商品贸易

 日本OTC药品、保健品、药妆等产品比较受中国民众喜爱，代购和跨境电商盛行。

 2019年1月1日，《电子商务法》和跨境电商进口新政正式实施。



中日医药未来合作潜力--传统药合作仍有潜力可挖

 传统文化观念相似性较强，汉方药和养生保健品的接受程度较高。



中日医药未来合作潜力--养老康复领域蕴含巨大合作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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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人口结构中老年人占比
单位：百万人

 随着中国老龄化程度不断加剧，越来越多的日本企业加入到中国的护理行业市

场。



中日医药合作存在的问题--日本药品进入中国

不熟悉中国法规,对中国药典研究不够

产品立项目的和依据不充分

申报资料不完整

合作伙伴的技术能力不足

建议：首先要了解中国的法规体系，其次要制定详细的市场战略，进行充分的市场调查和

产品的可行性分析，最后要选择良好的合作伙伴，有畅通的沟通渠道。



中日医药合作存在的问题—中国药品进入日本

对申报资料和GMP的要求不熟悉

产品的质量和供应稳定性有待加强

出口以原料药和中药材为主

仿制药和中成药难以进入

建议：要积极选择合适的合作伙伴，并有充分的耐心与合作伙伴培养良好的关系，在申请通

过日本PMDA认证的基础上，保持产品质量和供应的稳定性，才能在日本市场持久地站稳脚跟。



3 商会所做工作



成立于1989年5月，直
属于中国商务部。

成立

中医药、西药、制剂、
医疗器械和设备、敷料、
生物制药、保健品、功
能性化妆品等。

领域

2500多家会员企业，
100余家医药行业龙头
企业担任兼职副会长和
理事。

会员

政策制订、行业协调、
会议培训、展览服务、
注册认证、市场研究、
信息报告等

服务

中国医药保健品进出口商会



中国医药保健品进出口商会

 目前中国国内最大、国际化程度最高的医药行业

组织。

 促进行业和政府间对话与交流，寻求为行业提供

政策支持，帮助企业开展国际经营，为国内外企

业搭建沟通交流平台。

 目前已经与英国、美国、俄罗斯、日本、韩国、

东盟、非洲、中东欧等几十个国家和地区的医药

业界保持着密切的往来，并与十余个国家的药政

管理当局、医药行业组织或贸促机构签署了长期

合作协议。



商会推动中日医药合作—多年组织赴日访问交流

 从2014-2019年，商会连续六年累计组织企业上百家中国医药健康知名龙头企

业赴日本开展双边医药健康产业对话交流活动。

 与日本制药团体联合会、日本制药商协会、日本仿制药协会、日本汉方生药制

剂协会、日本药业贸易协会、关西医药品协会等行业组织深入交流。



商会推动中日医药合作—日本药政培训和药典研讨活动

 在2018CPhI上海展期间，承办第一届中日药典

研讨会，240余名代表出席会议。

 连续多年举办国际药政答疑会和中日医药法规

研讨会，邀请PMDA官员介绍日本药监体系。



商会推动中日医药合作—进口博览会助推日本产品进中国

 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日本武田、脏器制药、Fancl，泰尔茂、奥林巴斯、乐敦

等200多家日本企业参与。

 日本企业的医药医疗和健康产品在展会上大放异彩，受到了中国消费者的欢迎。



期待中日医药健康产业
在合作中共赢，在共赢中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