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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讯 一家传统药企的发展改革路
姻本报记者 刘畅
谈起马应龙药业，许多人都听说或

使用过他们的痔疮膏和眼药。在企业创
业之初，马应龙曾以眼药闻名，其秘方
历经四百余年盛久不衰，并奠定了马应
龙系列产品的核心基础。

1995年，“中国宝安集团”接手举步
维艰的武汉第三制药厂，进行股份制改
造，并更名为“马应龙药业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马应龙）。中国宝安
集团的成功入股给马应龙带来了机制
与活力，品牌价值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
掘与肯定。
马应龙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长陈平说过一句话：“企业的经营实质，
表面上是经营产品，实质上是透过产品
来经营客户、股东和员工之间的关系。”

引入宝安集团先进的经营机制和理
念之后，马应龙药业进入协调发展的快
车道，形成了多元化的股权结构和比较
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现代经营管理意
识与马应龙药业四百多年来形成的“以
真修心、以勤修为”的文化传统珠联璧
合，引发出马应龙勃勃生机。

新产品拓展市场

作为百年老字号，马应龙是国内最
大的痔疮外用中药生产企业。然而，马应
龙并不希望人们提起马应龙只想到痔疮
膏。近年来，马应龙又有一系列新动作：

除了致力于建医院、开药店外，更是开拓
出妇科类、麻醉类、皮肤类等新产品。
记者了解到，马应龙治痔功效的发

现，竟是一场机缘巧合。上世纪 80年
代，一个农民痔疮病发，身边并无对症
之药，就随手使用马应龙生产的一款眼
膏涂在了患处，没想到疗效显著。信息
反馈到公司后，立刻在眼药古方的基础
上研发出了畅销国内二十余年的马应
龙系列治痔产品，以至于人们逐渐淡忘
了马应龙的眼药。
其实，马应龙的痔疮药膏和眼药有

关，而新近上市的眼霜又与痔疮膏有不
解之缘。近几年来，有关马应龙痔疮药
品可以有效去除黑眼圈的消息遍布网
络各大论坛。面对网民的信息反馈，马
应龙博士后工作站经过近 2年的跟踪
研究，在传统配方基础上结合现代生产
工艺研制推出了一款眼霜。

据 SFDA 南方医药经济研究所统
计数据显示，马应龙系列产品在痔疮药
品零售市场的份额超过 40%，成为治痔
领域的第一品牌。这与消费者对百年老
店的信赖不无关系。

规划更大的蛋糕

目前，马应龙药业最迫切的是要增
加产品品种。因此，公司除了品种合作
也以股权合作的形式拓展。

围绕核心定位，马应龙开展系列化
药品研发。目前，在销肛肠治痔系列产

品达到 7个品种，在研治痔项目 3个品
种，涵盖膏剂、栓剂、西药口服片剂、中
药口服片剂、洗剂、胶囊剂、乳膏凝胶
剂、气雾剂、散剂、颗粒剂等多种剂型，
立项在研肛肠治痔类品种 6种，其他在
研项目 8个。2009年，马应龙抛出新的
去黑眼圈眼霜，外界普遍认为，这是马
应龙正式进军药妆市场的信号。目前仅
药妆领域的在研项目就有 11个。
曾有专业人士提出质疑，马应龙什

么都想干，反而会让主业不突出。面对
质疑，马应龙表示公司一直致力于医药
这一专业化领域。对药妆、麻醉等领域
的投入只占公司总投入中的小部分，并
不影响马应龙中成药这一主业的发展。
而药店、医院的经营则是这一产业链的
延伸。
马应龙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行

政总监夏有章曾表示，在主业领域，要
扩大自己的市场份额也许需要挤占其
他公司的份额，但是公司现在的发展方
向不是在现有蛋糕份额中挤占，而是去
规划一个更大的蛋糕。
近期，马应龙药业举行了“金玄痔

科熏洗散药效物质基础与其创新品种
二次开发研究”科技成果鉴定会，该项
目对马应龙药业重点肛肠产品进行了
二次开发研究工作，是公司与湖北中医
药大学发挥各自优势，以产学研方式开
展科技创新工作的一次实践。这也是马
应龙对外界作出的回应：“主业”从未抛
下，且一直在不断巩固。

独立医学实验室迎来商业模式升级潮
———访浙江迪安诊断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陈海斌

姻本报记者 王璐

近年来，国际上多家原料药巨头纷纷
将产业链向下游新药市场延伸，实施战略
转型。国内原料药市场受到原材料价格上
涨、环保压力增加、人工成本逐年上升等诸
多因素的影响，利润逐年下滑。与此同时，
无序的低水平重复建设让原本拥挤的市场
更加不堪，很多具有一定规模的原料药企
业都在试图转型，将目标锁定在制剂和创
新药上。
但任何一家有着这般想法的药企都清

楚，缺乏优势的产品结构，缺乏有操作经验
的团队，缺乏成熟的销售渠道，是几道怎么
都绕不过去的坎儿。转型，又谈何容易。
几年前起就筹备实施战略转型的石家

庄制药集团（以下简称石药集团）遭遇了同
样的问题和麻烦。

善变者生

一直以来，低附加值的原料药在石药
集团产品结构中唱“主角”，并颇具规模和
优势。在制剂和原料药中，占大头的产品是
青霉素和 VC，这些原料药品种占据了石药
集团近八成的销售额。但随着科学技术的
进步和监管力度的加大，一“素”独大的局
面越来越不能被市场接受。
当时，已有一些药企将产品布局进行

了变革，并试图依靠这种变革获得更好的
生存和发展。
“对手变了，形势变了，要求我们必须

变，否则就是死路一条。”董事长蔡东晨凭借
多年打拼的经验和敏锐的市场嗅觉，提出了
解决方法。善变者生，石药集团下决心要尽
快实现转型升级。
于是，石药集团给自己定下了一个苛刻

的目标，3至 5年内，将产品结构比从目前
的原料药与制剂的 82变成 64，由此开
始了义无反顾的转型之路。
与产品转型相一致的是石药集团明显

加快的并购步伐。
“新一轮的并购战，整合了众多与企业

产品结构互补的企业，这正是石药集团努力
推进传统原料药向制剂战略转型的最新注
脚。”蔡东晨表示，石药集团的短板在于产品
结构，具体表现为成药剂型不全、占有领域
不宽，并购正是以此来补充品种和剂型，同
时促使产品链上下游得到优化整合。

一位石药集团的老员工感慨地说，石药
集团今日的成绩，很重要的一点就在于它永
不停息地变革。
在员工们的记忆当中，蔡东晨对石药集

团动的第一个大手术就是“拆小船，建大
船”，“让没有市场的产品和企业统统死掉”，
对人力、产品、营销等资源进行全方位整合，
这样的举措甚至曾经引起过一片哗然。

而蔡东晨却坚持“怕震动，就别想改
革”。经过对进入集团的 30 家企业优化重
组，最终整合成 9 家集团直属的子公司，
消除了机构庞大、职能重叠的弊端。全集
团职能处室由 120 个减至 65 个，管理人
员压缩近一半，初步构建了现代企业法人
治理结构，充分作好了这艘制药航母远航

前的准备。

高新技术领跑

在这样一个拒绝平庸的时代，创新，日
益成为企业获取优势的核心因素，成为企业
发展最重要的能力因素。规模效应、成本优
势不再具有从前的那种竞争力，企业要实现
发展，必须将高新技术引入传统产业，加大
技术创新的力度，提高传统产品的工艺水
平，实现产品附加值的提升。
高新技术改造传统工艺是石药集团转

型的另一条出路。石药集团研发人员告诉
记者，采用自主研发的生物酶制剂，对阿莫
西林、7-ACA及头孢类抗生素等主导产品
的原有生产工艺进行改造，就是石药集团技
术革新的成功案例。

2011年，国内最先采用一步酶法工艺
的 7-ACA产品，在石药集团试生产。相比
之前的化学法工艺，酶法工艺缩短了生产工
序，由原来的五步反应减少为一步反应，而
且不再产生大量有害废气和废水，能耗降低
20%以上。
石药集团有 30多种头孢产品上市，其

中 70%以上用 7-ACA 做中间体，这意味
着，随着酶法 7-ACA的应用，将带动下游
产品大幅降低生产成本。在成功实现
7-ACA一步酶法改造的同时，石药集团的
酶技术还应用到阿莫西林生产上，将绿色环
保理念在企业内部不断延伸推广。
蔡东晨说，近年来企业坚持变规模扩张

为创新驱动，在发展中寻找新的利润增长和

创新质变的关键支点。围绕实施科技创新战
略，不断采用基因工程技术、酶工程、膜分离
技术以及信息技术等先进技术改造传统工
艺。
“我们付出的努力，获得了丰厚的回

报。”显然，蔡东晨对于这样的成绩是满意
的。

压力与责任

据悉，“十一五”期间，石药集团承担了
国家重大专项课题 12项，“十二五”期间，又
承担了重大专项课题 16项。

据研发部门介绍，目前石药集团正在
研发的新药项目有 170 项，处于临床或临
床前研究的国家一类新药就有 25 个。其
中，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国家一类新药
“恩必普”是脑卒中治疗领域的全球领先
药物，是我国第三个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国家一类新药，并在全球 86 个国家受到
专利保护。
“通过承担或参与国家‘重大新药创制’

科技重大专项课题，不仅撬动了企业的创新
投入，完善壮大了研发队伍建设，加快项目
产业化进程，而且还形成了支撑企业自主创
新发展的新药创新能力和技术体系。”石药
集团研发负责人表示。

在采访中，一位石药集团员工说，工作
中的辛苦与压力一直都有，因为总是觉得离
目标还有不少差距；但坚持与使命也同在，
他们希望石药集团的探索能成为中国制药
企业的示范。

姻本报记者 张思玮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社会医疗状况跟

当前中国的现状比较相似，国民的医疗开支给整
个社会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看病难、看病贵”
的现象十分突出。为减轻国民经济负担，美国政
府推出“合理利用资源，减少医疗开支”的策略及
一系列医疗体制改革措施，独立医学实验室正是
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的。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独立实验室已经承担了

全美 30%以上的医学检验业务，并且这一比例每
年还在增加，2010年达到 40%。
“不过，国内独立医学实验占医学诊断服务

市场的份额仅在 1%左右，而且规模最大的独立
医学实验室，也只能开展 1000多项诊断项目，各
地区发展也很不平衡。”浙江迪安诊断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迪安诊断”）董事长兼总经
理陈海斌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未来独立医学实验室还有较大的增长空间，但前
提是必须进行商业模式的升级调整。

从代理产品到“服务 +产品”

2001年，迪安诊断在成立之初，主要从事的

业务是体外诊断产品代理。“虽然建立了较为完
善的营销渠道，培育了一定规模的客户基础，但
单纯的代理销售和技术支持，并没有自己的产品
和品牌，企业的发展和命运不能完全由自己来把
握。”陈海斌说。
直到 2004年，迪安诊断才将“独立医学实验

室”定为业务模式转型升级的主要目标。之后，很
快便开始连锁化发展，在南京设立了第一家连锁
实验室。截至 2010年底，迪安诊断已经在上海、
北京、济南、沈阳等地设立 8家医学独立实验室，
为 2000余家医疗卫生机构提供诊断服务，业务
规模近 3.5亿元。
去年 7月 19日，迪安诊断成功在深证创业

板正式挂牌上市。这一举措在陈海斌看来，不仅
意味着迪安诊断迈上一个全新的发展平台，更标
志着迪安的全新商业模式以及迪安所处的细分
行业被社会、被政府等各方所广泛认可，取得阶
段性的成功。
迪安诊断如何能在短时间内将其连锁化实

验室网络从江苏、浙江等地辐射到长三角地区和
环渤海地区呢？面对记者的提问，陈海斌认为，主
要得益于商业模式的调整：从以“体外诊断产品
代理”为核心的传统商业模式，逐步转化为以“医
学诊断服务外包”为核心的“服务 + 产品”一体

化商业模式。
“当医院基于降低经营成本、规避风险等

因素而决定不开展一些诊断项目的时候，我们
可以向这些医院提供专业的集中医学诊断服
务；当这些医院的标本量和质控能力达到一定
水平，医院决定自行开展这些诊断项目的时
候，我们则可以直接向医院提供检验仪器、试
剂及后续的技术支持服务等。”陈海斌说，要通
过设计不同的服务方案，满足不同客户多层
次、多方位的需求。

模式升级要迎合经济转型

从体外诊断产品代理业务扩展到医学诊断
服务外包业务，看起来两者似乎没有必然联系，
但实际上却有明显的协同效应。
陈海斌说，体外诊断产品代理业务不仅可以

共享营销渠道资源，增强客户黏度，同时也可为
医学诊断服务外包业务带来采购成本优势。“常
常公司销售收入贡献最大的几大客户基本都是
医学诊断服务外包业务和体外诊断产品代理业
务的共同客户。”
不过，尽管如此，迪安诊断也可以根据客户

要求，采取医学诊断服务外包和体外诊断产品代

理相互独立的运营核算方式。而这也是这种独特
商业模式的特点之一。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对于那些有意愿接受

医学诊断服务整体解决方案的客户，迪安通常采
用整合营销的方式，先签订《合作意向协议书》确
定合作的框架，然后再由下属具有相关经营资质
的子公司与客户签订标准业务合同，这种“服务
+产品”一体化商业模式已表现出明显的竞争优
势，对迪安销售收入贡献最大的几大客户均是公
司医学诊断服务外包业务和体外诊断产品代理
业务的共同客户，即医学诊断服务整体解决方案
的客户。
谈到迪安诊断商业模式竞争的优势，陈海

斌认为主要体现两点。其一，资源共享整合，“服
务 +产品”已经形成了整合营销竞争策略，并与
客户形成了紧密型的长期合作共赢关系；其二，
营销网络渠道构建，通过成熟的扩张策略，已经
为后续战略扩张的快速推进积蓄了持久的竞争
优势。
其实，独立医学实验室不管是采取哪种商业

模式，在陈海斌眼里，商业模式的升级转型都必
须迎合国家对现代服务业、生物医药行业等经济
转型发展的方向，符合新医改的导向。“否则，企
业将会失去长久发展的动力。”

石药集团：拿什么成就转型

本报讯 日前，由杭州松研电器有限公
司主办、中国保健协会和中国人类工效协
会协办的“引领科技，健康未来———新品上
市新闻发布会”在杭州举行。在发布会现
场，松研科技董事长羊建文与大家一起分
享了“放松科技”理念，同时发布了松研科
技三大产品发展战略：专业科技、高端奢
华、健康未来。与会专家与学者结合养生保
健、人类工效、健康管理等话题讨论了科技
在人类健康领域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针对目前国人的健康状况不乐观、职
业群体慢性疾病高发、国内健康管理滞后
等现象，中华医学会理事、中华医学会健康
管理学会副主任委员兼秘书长武留信强调
了企业员工健康的重要性。他指出，“放松
科技”的发展理念及松研科技提出的“中国
TOP企业群企业员工健康之家”、“高端 4s
店车主健康之家”等系统解决方案，是体现
优秀企业坚持以人为本、关爱职业群体健
康状况的优秀项目，不仅彰显了企业的高
度社会责任感，更正确地处理了短期企业
经济指标发展与长期企业职工健康素质的
关系。 （王璐）

本报讯 日前，在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
理局南方医药经济研究所举行的发布会
上，南方医药经济研究所所长林建宁对
2012 年中国医药经济情况进行了分析预
测。他指出，由于全球经济滑坡，政府 8500
亿元的新医改投入已到位，未来投入增速
可能下降，由于公立医院药费控制、医保
付费方式改变等原因，相对于前几年，2012
年是医药行业转型升级的“调整之年”，中
国医药经济的增速可能放缓。

瑞银医药行业分析师也表示，未来
3~5年，中国医保整体支出将平稳降速，从
过去 5 年 30%左右的增速降至 20%附近。
其间，企业的药品收入增速可能有所下
降。 （李羽壮）

今年医药经济增速可能放缓

“放松科技”理念
引领行业创新潮流

本报讯 近日，罗氏诊断大中华区总经
理黄柏兴宣布，2011年度罗氏诊断中国区
的销售业绩可达 35 亿元人民币，实现了
30%左右的年均复合增长率。此外，罗氏诊
断中国区业绩已经占到整个罗氏诊断亚太
市场的 40%，跃升成为亚太区第一。

黄柏兴认为，国内体外诊断行业的未
来增长主要由两个因素驱动：医疗改革和
人口老龄化。如中国政府计划在 3年内对
医疗卫生投入 1250亿美元，计划在中国 70
万个村庄都兴建诊所等。同时，大城市医院
的规模也将扩大，因此需要通过检测系统
的自动化来扩充能力、提高检测效率。

据 Clearstate机构预测，预计到 2015
年，中国体外诊断市场整体增长率为
14％，总额将达到 300亿元，并成为全球第
三大市场。 （张思玮）

国内IVD 市场：
内需驱动持续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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