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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首个利用乐城真实世界数据的医疗器械获批上市

创造我国医疗器械注册审批的“乐城突破”

“带药出园”的重大突破

“《暂行办法》是乐城打出的全面恢复
加快推动经济建设的‘第一张牌’。”乐城先
行区管理局局长顾刚表示，省委近期连续召
开两场全面恢复加快推动经济建设座谈
会，强调要加快推进海南自贸港建设、争创
自贸港速度，千方百计把疫情影响的时间
抢回来、损失补回来、影响的工期夺回来。

而受益于《暂行办法》的出台，乐城
用3年到5年的时间建设成为世界一流
的国际医疗旅游目的地和医疗科技创新
平台成为可能。

早在2018年12月，国务院就独家
赋予海南省政府对乐城临床急需进口药
品的审批权。得益于这一特殊优惠政
策，广大患者可以在乐城使用到欧美等
发达国家已上市但国内尚未批准注册进
口的最新药品。

政策优惠力度大，但执行过程中仍有
限制条件：患者必须在乐城先行区内指定
的医疗机构使用，不能将药品带离乐城。

“因为必须住院使用，很多慢性病患
者求医问药遭遇很大不便。”顾刚介绍，如
2018年在乐城率先使用的治疗乙肝药品
TAF，因为不能带离园区使用，很多患者
便放弃了到乐城寻求TAF治疗。

临床急需进口药品不能带离，让很
多慢性病患者感到在乐城用药不便。

2019年9月，经国务院同意，国家四
部委联合出台“新国九条”，其中就包括

“在患者备案承诺基础上，有条件允许乐
城医疗机构患者带合理自用量的进口药
品离开乐城使用”。

为贯彻落实好“新国九条”突破性优
惠政策，省药监局根据“少量、自用”的原
则，以确保患者用药安全作为根本出发
点，制定了《暂行办法》。

今年3月24日，《暂行办法》获审议
通过，明确乐城医疗机构根据不同患者需
继续使用临床急需进口药品的实际情况，
制定每一位患者出院带药方案及应急预
案，经批准后，患者可将仅供自用、少量的
口服临床急需进口药品带离乐城使用。
这也标志着乐城实现从患者不可带药出
园到患者能够带药回家的重大突破。

特许药品如何带回家

根据《暂行办法》规定，患者首次使
用临床急需进口药品时，必须在乐城住
院使用。

患者出院时，由医疗机构根据患者
需继续使用临床急需进口药品的实际情

况，制定患者出院带药方案及应急预案，
经海南省卫生健康主管部门审批，海南
省药品监管部门批准后，患者可将仅供
自用、少量的口服临床急需进口药品带
离乐城，带离乐城的药品为患者已获批
的临床急需进口药品。

患者必须签署承诺书，承诺临床急
需进口药品仅供自用，签署出院带药知
情同意书及承诺书，并应当配合监管和
监测工作。此外，对每一位患者实行“一
药一策”，根据不同的药品、不同的临床
需要，制定不同的带药方案。

《暂行办法》规定，目前能够被带离
乐城使用的药品只能是口服药品。省药
监局副局长朱宁表示，这是出于保障患
者安全用药的考虑，这些临床进口药品
的主要特征是国外上市但在国内还未获
上市，国内大部分医护人员对其药效、服
用后异常反应等了解较少，为此《暂行办
法》将带离乐城的临床急需进口药品剂
型限定为风险相对较小的口服制剂。

患者经批准携带出园的药品仅供自
用，不允许转卖。乐城内医疗机构将根
据患者的需要开具少量、自用的药品，开
出的药品不保留完整外包装。

“这些政策将为患者提供非常大的便
利。”朱宁表示，《暂行办法》实施后，将解决

患者每次使用临床急需进口药品必须住院
的问题，能够大幅降低患者用药费用，更加
方便境内外患者诊疗。尤其是需要长期
服用口服药的肿瘤患者，不再需要到国外
购买，也不仅仅局限于在乐城住院使用。

患者用药安全有保障

在为患者带来便利的同时，海南省
委、省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也通过种种
努力，确保患者在享受便利的同时，享受
安全用药的保障。

据介绍，为配合做好临床急需进口
药品带离乐城工作，省卫健委将加强对
乐城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对临床带药审
批的监管，确保出院带药的必要性；监督
医疗机构根据不同患者需继续使用临床
急需进口药品的实际情况，制定每一位
患者出院带药方案及应急预案，确保出
院用药的安全性。

省卫健委还将组织通过互联网远程
诊疗的方式，对患者进行随访管理，每天
了解患者的用药、指导用药，并让乐城内
医疗机构联系患者驻地医疗机构提供诊
疗服务，关注患者用药安全。

省药监局通过乐城管理局开发的特
许药械监管追溯平台，对乐城内医疗的

用药用械申请进行网上监管，药品和医
疗器械在海关区便被赋码，其在乐城内
每一个环节的流动都处于监管之下。下
一步还将与国内互联网龙头企业合作，
开发整体追溯系统，每天患者吃药时拍
照就可以做到留痕。

乐城管理局也将加大和互联网医疗
机构的合作，在腾讯小程序中开发一套带
药离园的小程序，患者每天用药时通过小
程序拍摄自动生成日期，所有数据传到乐
城管理局和监管部门，由后台对患者服用
药品的流程和安全进行监测。未来将把
所有上传的信息在追溯系统中得到体现，
并对数据进行分析，利用大数据给患者提
供便利的服务，并确保患者用药安全。

可以预见的是，《暂行办法》的实施，
将吸引更多患者前来乐城就医用药，带
动临床急需药品用量上的增长，使得乐
城能够在特种药械的使用量上取得大幅
度的跨越和突破。

顾刚表示，《暂行办法》为乐城接下来
的发展注入了一剂强心针，将把国家赋予
乐城的各项特殊优惠政策用足用好，充分
发挥先行先试的“试验田”作用，扩大全球
创新药品在我国临床使用的可及性，为加
快海南自贸港建设贡献力量。

（本版撰文 元宇）

《海南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临床急需进口药品带离先行区使用管理暂行办法》获得通过

患者福音！特许药品可带回家

什么是“真实世界数据”

令全球瞩目的“真实世界数据”是一
组什么数据？

海南省药监局副局长朱宁介绍，真实
世界数据指来自真实的医疗环境下，除了
临床传统试验以外获得的数据，反映实际
诊疗中患者健康状况和医疗服务过程。

通过分析真实世界数据，能够形成产
品使用、潜在风险、收益相关的临床证据，
即真实世界证据。在符合要求的情况下，
基于真实世界数据形成的真实世界证据
可能构成有效科学证据并用于监管决策。

“首款器械”在国内注册上市的过程
中，使用了在海南博鳌乐城收集的临床
真实世界证据进行人种差异评价，是使
用了真实世界证据辅助临床评价获批的
医疗器械产品。

真实世界数据相比其他临床数据，
其来源更丰富，更具多样性，能够观测到
不同特征人群的诊疗效果，和药械应用
后的长期效果。

基于真实世界数据这一特点，全世
界都高度关注真实世界数据研究应用，
研究将基于真实世界数据形成的真实世
界证据用于医疗器械全生命周期临床评
价，包括上市前临床评价及上市后临床
评价。

此前，真实世界证据被寄希望于促
进罕见病药物的研发。由于罕见病患者
人数稀缺，众多罕见病药物在临床开发
上难度极大，按照传统的药品研发上市
流程走完困难重重。近年来，经过周密
的顶层设计、全面的数据汇集、严格的数
据治理和科学的数据分析形成的真实世
界证据，正日益成为临床医疗和卫生决
策的重要来源。

2019年，美国食药监局（FDA）基于
真实世界证据批准了辉瑞乳腺癌药物爱
博新用于男性乳腺癌治疗，这也是目前
真实世界证据在药品研发上市中代表性
的案例。

此次成功在国内获批上市的“首款
器械”，为中国在真实世界数据研究与应
用这一世界级课题当中贡献了乐城智
慧、乐城经验。

真实世界数据应用将为患
者送福音

“首款器械”填补了我国青光眼微创
手术治疗领域的空白，将为国内2200万
青光眼患者送去康复希望。真实世界数
据又是如何帮助这一产品在国内注册上
市呢？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中国循证医学中
心主任孙鑫教授团队受海南省药监局委
托，为“青光眼引流管”真实世界研究用
于医疗器械注册，提供了顶层设计和总
体策划，并承担了总体质量监督、登记数
据库建设、数据分析等工作。

孙鑫介绍，“青光眼引流管”于2019
年4月按照临床急需进口医疗器械政策
获批在乐城使用。“青光眼引流管”真实
世界研究采用了于2019年6月发布的
《真实世界数据与研究技术规范》，应用
患者登记的形式，系统收集在乐城先行
区医疗机构使用青光眼引流管患者的临
床数据及随访数据，在预先设定的研究
方案基础上形成用于评估人种差异的境
内临床真实世界证据。

研究数据来自乐城医疗机构的实际
临床医疗环境；数据收集考虑到手术和
器械使用的特殊性，通过登记，收集了医

院电子病例数据、患者报告数据，并汇集
了来自多个医疗机构的数据，确保原始
数据的收集和可溯源性。并专门组建了
由真实世界数据与研究专家、临床专家、
数据收集人员构成的多学科交叉团队，
通过对数据进行严格的清理和分析，最
终形成相关研究结果。

这一成果将为乐城、海南乃至中国
带来什么变化？乐城管理局局长顾刚表
示，应用真实世界研究成果的“青光眼引
流管”产品成功获批上市，标志着真实世
界证据在我国已可作为临床评价来源之
一用于医疗器械注册审批，有了乐城经
验和乐城突破。

通过真实世界数据应用，一方面能够
大大降低全球创新药械进入中国市场的成
本，同时也将有效缩短其进入中国市场的
时间，使更多国内病患受益于政策优惠。
同时，作为中国唯一一个“医疗特区”，真实
世界数据应用将进一步巩固乐城作为全球
创新药械进入中国的门户地位。

数据显示，2019年10月乐城启动真
实世界数据试点工作时，首批申报真实
世界数据试点产品的只有8家企业10个
产品；而现在，已有来自11家企业的30
多个产品积极申报，申报产品数量猛
增。这组数据体现，在乐城真实世界研
究过程中，越来越多全球领先医疗器械
制造企业和药品制造企业关注乐城，与
乐城合作。

“首款器械”获批上市体现
海南自贸港建设成果

“首款器械”在国内获批上市，也充
分体现出海南自贸港建设过程中体制机
制建设的成果。

据统计，国内每年至少有60万患者
出国治病，花费上千万美元。乐城将把
这些患者拉回国内，让患者不出国门，同
样享受到全球领先的药品和医疗器械。

要将患者吸引到乐城，首先就需要
乐城能够提供满足患者需求的产品。

2018年4月，党中央决定在海南全
岛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支持海南逐步
探索、稳步推进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
设，对乐城的发展提出了明确要求。
2019年，海南省委、省政府把真实世界
数据研究列为省政府19个重大制度创
新的工作内容之一。

2019年6月20日，海南省政府和国
家药监局联合启动了海南临床真实世界
数据应用试点工作，成立领导小组，组建
技术专家团队，探索将临床真实世界数据
用于药品医疗器械产品注册和监管决策
实践，为全国药品医疗器械审评审批制度
改革、提速全球创新产品在我国临床使用

的可及性，提供新的解决途径和方案。
顾刚表示，自贸港建设是体制机制

创新的高地。这次真实世界数据中乐城
数据的应用，是国家药监局一次重大的
体制机制创新，也是在海南自贸港建设
中体制机制创新的重要成果展现。

据介绍，乐城开展真实世界数据研
究以来，对全球领先药品和医疗器械的
厂商产生了巨大吸引力，吸引了一批国
际知名药械厂商与乐城签约合作，累积
实现51个“全国首例”（51种特许药械中
国内地首次应用），其中绝大多数在
2019年内实施。

未来，乐城将持续推进临床真实世
界数据研究品种的筛选，开展第二批医
疗器械研究品种筛选和研究工作，并筛
选1至2例进口药品作为注册申报项目
品种，创新建设临床真实世界数据研究
平台，争取加快国家进口药品医疗器械
审评分中心在乐城挂牌落地。

近期，一则与博鳌乐城国
际医疗旅游先行区（以下简
称乐城）有关的新闻在国内
外刷屏。3月 26 日，美国艾
尔建公司“青光眼引流管”产
品获国家药监局批准在国内
注册上市，这款产品是我国
首个使用真实世界数据获批
上市的医疗器械，也是首个
使用了在乐城收集的真实世
界数据辅助临床评价获批上
市的医疗器械产品（以下简
称“首款器械”），标志着乐城
临床真实世界数据应用试点
取得初步成果。

业内专家认为，“青光眼引
流管”产品在国内获批上市，为
今后真实世界证据在医疗器械
注册审批中的应用起到良好开
端。其不仅标志着乐城迈入发
展新阶段，更是国家药监局监
管科学的重要实践与创新，意
义重大。

近日，博鳌乐城国际医疗
旅游先行区（以下简称乐城）
传来重大利好消息：3月 24
日，《海南博鳌乐城国际医疗
旅游先行区临床急需进口药
品带离先行区使用管理暂行
办法》（以下简称《暂行办
法》）经乐城领导小组会议审
议通过，患者来乐城接受诊
疗后，可将仅供自用、少量的
口服临床急需进口药品带离
乐城使用。

《暂行办法》的实施，标志
着乐城发展进入新阶段，同时
也给国内患者特别是慢性病、
肿瘤患者带来巨大福音。

2019年5月25日，中国首个微创青光眼引流管植入手术在乐城先行区完成。
图为手术现场视频截图。

⬅ 俯瞰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自2013年设立以来，经过前期几
年的厚积，目前正驶入快速发展的轨道。 阮琛 摄

⬆ 3月28日，海南省新闻办公室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首个利用乐城真实
世界数据医疗器械获批、乐城新政允许特许新药带离园区的相关情况。

（乐城先行区管理局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