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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前沿 深度剖析自贸港观察

编者按

今年7月，《海南省高新技术产业“十四
五”发展规划》（以下简称《规划》）印发，《规
划》提出，加快发展数字经济、石油化工新材
料和现代生物医药三大战略性新兴产业。

省工信厅负责人在《规划》要点解读中
指出，现代生物医药要壮大海口药谷产业
规模，大力发展高端化学药、生物制药、现
代中药。石油化工新材料要延长石油化工
产业链条，形成上游勘探开发、中游油气加
工及综合利用、下游新材料一体化发展格
局。数字经济要培育两条产业链，即从技
术到应用，做优做强物联网、人工智能、区
块链、跨境数字贸易等数字产业链；从产品
到装备，培育电子信息、智能装备、无人机、
智能游艇等智能制造产业链。

如何培育发展新动能？针对短板弱项
如何疏通堵点、破解难点？我省已研究探索
出哪些具有海南特色的产业发展新路径？
今起，海南日报自贸港观察融媒工作室推出

“产业发展新趋势”系列报道，敬请关注。

今年3月，海南生物医药发展座谈会
在海口召开。会上提出，海口将积极打造
千亿级高端医药和医疗器械产业集群，到
2025年，力争医药产业的营业收入突破
1000亿元。

把握好自贸港建设新机遇，及时转
型升级，成为行业新课题。

“海南医药产业升级之路要向两个
方面延伸，首先要向新产品、新技术方
向发展；其次要向高端服务模式进军。”
曾渝提出自己的看法。

在产业升级之路上，海口高新区和乐
城先行区管理局已经“牵手”。博鳌乐城
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管理局党委书记、局
长顾刚表示，乐城将充分发挥自身医疗园
区的带动效益，结合乐城“先行先试”“真实
世界数据研究”等政策和平台优势，与高新
区共同着力培育大项目、大产品，推动产业
链向高端延伸、产品向高端转变，携手打造
海南自贸港生物医药产业组团，优势互补，
形成推动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强大合力。

海口高新区也将从“乐城使用+高
新制造”成果转移转化、打造“世界医药
代工厂”等方面，提出切合实际的产业
发展模式和具体实施路径。

邹燕玲介绍，海口高新区已成立了
医药产业乐城招商专班，选拔优秀招商
干部在乐城挂职，利用乐城政策优势与
高新区医药产业基础，提前做好标准厂
房建设、生产线引进等产业承接准备，
吸引落户乐城的国内外一流医药企业
在高新区进行产品量产。

在补齐产业链薄弱环节方面，海口高
新区将引进龙头企业研发总部，充分利用
企业所得税率的优势，培育支持瑞康、九
州通等一批医药流通企业做大做强。

与此同时，本地药企也在积极谋篇
布局。

齐鲁制药（海南）有限公司未来在加
大科技创新力度的同时，还将继续走国际
化道路。“我们现在有6条生产线通过美国
和欧盟认证，可以承接国内外委托生产业
务，加快做大产业规模。”刘文民表示，当
前公司已与3家国外大型药企合作参与
药品研发，未来将推动更多海外高质量新
药项目落地海南。

而海南倍特药业有限公司则将迎合
海南的经济特点，在科技含量高、附加值
高的产品端发力，“预计今年年底前可开
工新增一个CMO（合同外包加工）代工基
地建设，新建5到6个生产车间，力争
2025年产值达到30亿元。”刘争光说道。

作为一家本土企业和海南自由贸
易港的建设者，葫芦娃药业董事长刘景
萍也有新期待：“我们希望有越来越多
的优秀医药行业从业者来海南，越来越
多优秀企业聚在一起，相互促进，抱团
成长。” （本报海口8月11日讯）

8月10日，位于海口药谷工业园的海南
倍特药业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玻璃药瓶在
流水线上充分洗涤后送入烘箱，经烘干、灭
菌、去热源后，对药品进行无菌罐装……

从一个年产值不足3000万元的亏损
企业发展为销售额突破3亿元的中等规
模企业，海南倍特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海南倍特药业）给出的时间是3年。

2017年12月，倍特药业从成都来到
海口，落户海口国家高新区药谷工业园
区，并收购了一家本地药企。

“当时被收购的企业年亏损1000多万
元，生产设备老旧，一个车间需要近60位技
术人员，年产能仅3000多万瓶。”海南倍特
药业有限公司负责人刘争光告诉海南日
报记者，“如今我们已有3个车间5条生产
线，在设备方面投入了近1亿元，产能也实
现翻倍，目前车间年产能达到近2亿瓶。”

不仅如此，刘争光介绍，2019年倍特
药业生产的“奥扎格雷钠注射剂”“天麻注
射液”被海南省科技厅认定为海南省高新
技术产品，公司也在积极推进PICS国际
认证，国际化工作向前迈出了一大步，预
计三年内实现高附加值产品出口……

作为海南医药的龙头企业，齐鲁制药
（海南）有限公司在来海南建厂的16年
间，充分发挥了龙头企业的带动作用。

药物原材料在高达6米的流化床中
被粉碎混合，随后制粒、包衣、压片、包装，
最后这批药物还要进入到灯检线进行最
终的检测……在完成所有流程后，一盒盒
包装好的吉非替尼片将被送入医院、药店
进行销售。

这是齐鲁制药（海南）有限公司在国
内首仿的首批通过一致性评价的抗肿瘤
药物，用于治疗既往接受过化学治疗的局
部晚期或转移性非小细胞肺癌。“2016年
前，吉非替尼只能依靠进口，在国内的销

售价也非常昂贵，达到5500元/盒，公司
致力于研发让老百姓用得上、用得起的国
产好药，历经7年的不断试验摸索，终于
在2016年年底成功研发上市，打破了国
外垄断，目前齐鲁制药生产的吉非替尼一
盒为498元，极大降低了国内患者的经济
负担。”齐鲁制药（海南）有限公司董事长
刘文民说。

近年来，齐鲁制药（海南）有限公司不
仅作为海南省首家药企通过美国、欧盟

“双认证”、零缺陷通过美国FDA认证，还
实现了9个大宗制剂产品对外出口。目
前公司共拥有86项发明专利，共承担了
11项国家“重大新药创制”重大科技专项
课题、2项海南省重大科技专项课题。

海南葫芦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于2020年7月10日正式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挂牌上市，成为《海南自由贸易港建
设总体方案》（以下简称《总体方案》）公布
以来首家上市的本土医药企业，为本地医
药行业资本化运作提供借鉴。

原海南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
曾渝见证了海南医药产业的发展历程。
他告诉记者：“1988年海南建省办经济特
区时，医药产业还相对落后，品种较少，技
术水平低下。全省只有5家药品生产企
业，医药工业总产值只有4600万元。由
于运输成本高、工业基础薄弱、缺少药学
专业人才，发展医药产业并不被看好。”

如今，海南医药产业正不断崛起壮
大，发展成为海南支柱性产业之一。根据
海南省医药行业协会最新统计数据，截至
2021年6月30日，全省共有医药工业企
业98家，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60家；
全省共有药品批准文号 3103 个，其中
2021年新获取的文号48个。海南全省
各类别上市医药企业9家，其中2家主板
上市企业。

从不被看好，到支柱产业
全省现有医药工业企业98家，共有药品批准文号3103个

借政策东风，培发展沃土
多重利好背景下，聚焦重点领域和关键技术，强化创新引领

从企业亏损到产值逐年增加，多项药
品不断获批上市；从药品生产被技术“卡
脖子”，到自主研发实现国产化，各种仿制
药完成“从天花板到地板”式降价；从省外
企业纷纷选择落户海南，到本地企业“弯
道超车”齐头并进……这背后既是企业自
身的不断努力，也得益于海南优质的产业
发展环境。

专心行业细分领域，加大研发投入，
不断在产品上寻求突破，这已经成为海南
药企的共识。

“我们每年的研发投入占销售收入的
8%以上，还搭建了纳米粒脂质体高端复
杂制剂研发平台、缓控释制剂研发平台、
难溶性药物增溶研发平台、制剂稳定性研
发平台等4个研发平台。”刘文民告诉记
者，为了加大研发力度、提高产能，公司近
年来陆续布局了齐鲁海南药物研究院研
发实验室扩建项目、固体口服制剂车间升
级项目、固体口服车间增线项目、脂质体
纳米粒高端制剂生产车间建设项目等多
个项目，累计投资10亿余元。

海南倍特药业有限公司不断针对产
品市场加大研发投入，2年多的时间里在
研发上就投入了近1.3亿元，占销售收入
的50%左右。

与此同时，海南也在为医药产业的发
展培育沃土。

“在自贸港建设背景下，低税率、零关
税、简税制，对医药企业来说有多重利
好。”刘文民说。“医药行业是高投入行业，
原材料、仪器、设备大多进口，零关税等税
收优惠政策，能大大降低企业设备进口费
用，让企业有更多力量投入药品研发生

产。”
“自贸港个人所得税的优惠政策对企

业吸引人才意义重大。”刘争光告诉记者，
医药行业科研人员属于高端人才，上百万
的年薪以前最高征税45%，在执行个人
所得税优惠政策后，既能为引进人才提高
实际薪酬，又能帮企业节约人力成本。

《总体方案》发布以来，作为医药企业
聚集地之一的海口国家高新区抢抓国家
级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支持自贸港建设放
宽市场准入、上市许可持有人制度、药品
医疗器械审评审批先行先试等重大历史
机遇，聚焦重点领域和关键技术，强化创
新引领，优化发展环境，着力提升和激发
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核心竞争力和内生
动力。

“面对当前海南医药产业面临的产品
线比较单一，大多以化学药、抗生素制剂
作为主打产品，缺少生物医药、医疗器械
等配套环节的问题，我们引入了海凭等医
疗器械企业8家，签署合同投资额13.18
亿元，规划建设海凭国际医疗器械产业
园，集聚国内外一线医疗器械企业。”海口
国家高新区管委会副主任邹燕玲告诉记
者，园区还在积极推进药品上市许可持有
人等政策落地先行，其中维力公司成为海
南和广东两省医疗器械药品上市许可持
有人制度第一单。

海口高新区还联合省药监局从“引进
国外先进医疗器械产品、承接国内医疗器
械转移、拓宽注册检验途径、加速临床评
价、优化审评审批工作、共建公共服务平
台、提高监管效能”等方面出台政策，促进
医疗器械产业健康快速发展。

组团抢新机，行业解新题
“乐城使用+高新制造”，致力于打造

“世界医药代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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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21年6月30日
▶全省共有医药工业企业98家

▶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60家
▶全省共有药品批准文号3103个

▶海南全省各类别上市医药企业9家
其中2家主板上市企业

工人抓紧完成各类药品生产订单。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本报记者 袁琛 摄

海南倍特药业生产车间
生产线运转井然有序。

◀海南药企加大研
发投入，不断在产品上寻
求突破。

在位于海口市南海
大道旁的海口国家高新
区药谷工业园区，医药
企业鳞次栉比，这里的
医药产业产值占海南全
省总量近八成；

齐鲁制药（海南）有
限公司瞄准国际市场，
布局高端制剂科研项目
和高端智能制造投资项
目。该公司致力于打造
制药企业智能转化产业
样本，助力海南药企实
现稳产超产，并提高生
产效率；

2016年，齐鲁制
药（海南）有限公司第
一笔无菌注射剂订单销
往美国，意味着海南医
药产业正式打开了走向
国际的窗口；

立足儿童健康领
域，打造品牌儿童药，海
南葫芦娃药业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致力于成为国
内儿科呼吸系统治疗领
域的领军企业。

集群化、高端化、国
际化、专业化……走进
海南各家药企，可以窥
见产业之变。近年来，
在海南自贸港建设和国
内国际双循环的背景
下，海南现代生物医药
产业迎来了新的发展机
遇。海南正向全国乃至
世界展示“小岛也能出
好药”。

·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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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岛也能出好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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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一药企分析人员正在化验室开展
药品出厂前放行检验。 本报记者 王凯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