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姻本报记者 刘畅
在传统原料药和医药中间体的生产过

程中，要使用大量的化学试剂和有机试剂。
而且很多反应需要高温高压的反应条件，这
使得整个生产原料药与中间体的生产工艺
和过程不环保、不经济，还充满危险。从上世

纪 90年代开始，随着分
子生物学技术的大力发
展，把生物活性酶应用在
原料药、医药中间体和化
工产品的制备上，逐渐取
得进展和突破，已成为当
前绿色化学的发展趋势
与潮流，并逐渐发展成为
一个新型的“生物转化”
行业。
上海尚科生物医药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尚
科）创始人文军告诉记
者，生物活性酶催化的化
学反应具有常温，常压，
低成本，高选择性和专一
性的特点和优势。从 2008
年正式运营至今，尚科已
先后掌握了多项整合化
学和生物转化方面的核
心研发成果与领先技术。

把握自己的命运

在创办尚科之前，文
军曾在张江高科创办了
上海科胜药物研发有限

公司，专注于研发外包服务。
从那时起，文军就意识到，研发外包服

务公司的生存主要是靠国外制药和生物科
技公司的订单。而随着国外很多制药公司相
互之间的合并，越来越多生物科技公司的倒
闭，以及国内越来越多 CRO公司之间愈演
愈烈的竞争，不禁让文军深思：如果有一天

科胜拿不到国外的订单怎么办？
经过观察，文军发现并总结了国内普通

CRO公司的特征：靠国外公司的订单生存，
没有自己的产品和专利；同质化竞争激烈；
人力成本逐年急剧上升，利润微薄。一个新
的问题出现在文军的脑海中：能不能创办一
个拥有自己技术平台和产品，并能掌握自己
命运的有特色的生物医药公司？
尚科的建立，成为了这个问题的答案。

尚科的特色在于把生物酶和化学合成工艺
紧密地结合起来，打造成一个独特的“生物
转化”技术平台，用生物酶技术来解决化学
合成的污染大、成本高等问题。并在此平台
上持续开发出能产业化大生产的原料药和
医药中间体产品。

战略调整：技术服务 +产业化产品

如何把实验室的研发成果转化为能产
业化大生产的产品，这是一条艰难的路，也
是很多生物医药公司共同面临的问题。文军
认为，仅仅为客户提供技术服务是远远不够
的，要把尚科做大、做强，必须要有自己的能
产业化大生产的产品。

在经过一年多时间的努力后，文军终于
带领尚科用自己的平台技术成功研发出两
个能产业化大生产的产品，目前，公司首批
产业化项目，生物酶法合成烟酰胺腺嘌呤二
核苷酸（NAD+），L-叔亮氨酸和 N- 甲氧
羰基 -L-叔亮氨酸项目均顺利展开。

未来的 5年内，让尚科成为在深圳创业
板上市的高新技术公司。文军表示，这是尚
科人正在为之努力的 5年计划。在建立起强
大的技术核心后，文军将尚科的商业战略调

整为“技术服务 +产业化产品”。在打造一个
强大的技术研发平台为客户提供药物研发
服务的同时，尚科也自主开发、生产、销售产
业化产品。
从技术型企业向技术驱动型和应用型

相结合的企业过渡意味着思维模式和管理
模式的重大转变，蕴藏着巨大的发展机遇，
而完成这样的转型对尚科团队来说是技术
和管理的双重考验。文军认为，对于企业发
展来说，技术是核心，管理是保障，只有两条
腿走路才能实现企业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尚
科重技术，抓管理，在产业化发展道路上已
成功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唯才是用

“员工是宝，唯才是用，用人所长。”文军
相信，员工是企业之本，是企业最宝贵的财
富。
安全是企业发展永恒的主题。在尚科，

每一个岗位都被赋予了具体的岗位职责描
述和要求，将安全工作贯穿于公司运行的每
一个环节，有计划地组织安全培训，并对每
个项目进行有效的安全评估和监督。
为了在过程控制和结果检测上都做到精

益求精，保证产品的品质，文军建立了严格的
产品质检体系，同时也定下专职的营销经理，
负责和客户沟通交流，满足客户的需求。
文军表示，尚科珍惜每一位员工，悉心

指导，赏罚分明，搭建平台，助员工成长，精
心培养愿与尚科共同成长的优秀人才，并持
续优化待遇机制和标准，加强对人才的吸引
力与凝聚力，努力使企业发展与员工成长相
辅相成。

东阿阿胶在哈工大建专业人才培养基地

本报讯山东东阿阿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阿阿
胶”）与哈尔滨工业大学 1月 10日在北京签署战略合作协
议，根据协议，双方将在哈工大设立“东阿阿胶杰出奖学金”，
在东阿阿胶建立“哈工大本科生、研究生培养基地”，以提高
东阿阿胶生产工艺水平，促进中药加工领域研究和人才培
养。签约仪式上还同时举行了东阿阿胶和哈工大机电控制及
自动化系共建的国家胶类中药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自动化实
验室的揭牌仪式，实验室将致力于改造和开发阿胶生产设
备，实现炼胶自动化、切胶晾胶包装自动化，研制桃花姬阿胶
糕、阿胶枣自动生产线，以降低能耗，提高产品质控水平。
东阿阿胶总经理、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东阿阿胶制作

技艺代表性传承人秦玉峰介绍，近年来东阿阿胶已经联合
华东理工大学等国内 30余家知名科研院校，先后开展了
22个质量攻关项目，参与了阿胶等 5个产品的国家药典修
订起草，使产品质量稳居行业领先水平。 （潘锋好诚）

冬虫夏草价格贵过黄金
专家称药用价值如同蘑菇

据《中国青年报》报道，春节前，西藏拉萨市场上品质
较好的冬虫夏草批发价每公斤已经突破 20万元；而在北
京、上海、广州等地，虫草的零售价甚至以克为单位在计
算，每克可达 700元以上。
另据了解，2011年的血燕造假事件发生后，燕窝市场

遭遇危机。作为高档保健品的燕窝在礼品市场销售量明
显下滑，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定位相似的虫草的销售量，虫
草因此独霸高档保健品市场。
近 10多年来，虫草价格一直呈上扬势头，看着虫草

多年“只赚不赔”的利好行情，越来越多的人也把虫草当
成一种保值增值的良好投资品。也有专家认为，虫草的药
用价值与普通蘑菇无异，完全是礼品的属性推高了虫草
的价格。 （福瑞多）

“铁酱油”科普宣传阵地前移

日前，“全国青少年儿童食品安全科普阵地超市宣教
屏首播礼活动”在京举行。活动现场，消费者通过主办方
发放的“减盐加铁”科普漫画彩页，了解了铁缺乏的危害。
据悉，人体内铁总量约有 3~4克，尽管比重微乎其微，

但补起来并不容易。目前铁是世界上最普遍缺乏的营养素，
与碘缺乏和维生素A的缺乏并列为“三大隐性饥饿”。
酱油中含有盐分，是自限制性食品，不存在过度消费

的可能性，是适宜的铁强化食物载体。国际多项研究表
明，NaFeEDTA作为改善贫血的铁营养强化剂具有吸收
率高、不影响食物感官、不刺激胃肠等特点，已被多个国
家用于食物强化。
据中国疾控中心食物强化办公室专家介绍，只要将

普通的酱油换成“铁酱油”，就可以在不知不觉中完成补
铁。另外，“铁酱油”与普通酱油价格差异不大，老百姓易
接受，是改善人群缺铁状况经济、有效的手段。
据悉，此次活动是国家十二部委发起的“全国青少年

儿童食品安全行动”工作的系列活动之一。目前这种科普
宣传模式已在北京近百家大型知名超市和卖场陆续建
立。 （王骞鸿）

扬子江药业亿元支持中华医学科技奖

本报讯 中华医学科技奖（2010~2011）日前在京揭晓，
共有 166项医学科研成果获奖。中华医学科技奖是由经卫
生部、科技部批准，由中华医学会于 2001年设立的，中华医
学科技奖成立以来得到扬子江药业集团独家鼎力资助，11
年来该集团累计出资 1亿多元用于奖项的评选活动。
董事长徐镜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每一份有益

于健康的事业，都值得我们全心付出。扬子江药业建厂 40
年来，致力于提供高品质的药品和服务，坚持不懈地履行
着护佑健康、关爱生命的承诺。作为民族医药企业，我们
有责任与广大医学工作者一起，继续为促进我国医学科
技进步作出应有的贡献。” （潘锋朱小卫）

简讯 废止以药养医需一招新棋
姻福瑞多
继 1月 12日北京率先在 5家公立医院

试点“医药分开”后，各地方医院也逐步展开
了改变以药养医模式的探索道路。
“政事分开、管办分开、医药分开、营利

性与非营利性分开。”这是胡锦涛总书记在
十七大报告中提出的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要
实行“四个分开”的方针，是医改的核心指导
思想。

以药养医固局怎打破？

而为什么要“医药分开”，究竟怎样才能
做到“医药分开”？
医药分开的目的，旨在铲除以药养医

的基础，让公立医院不再逐利而回归公益
性，进而解决“看病贵、看病难”的顽疾。

中国医药企业管理协会会长于明德
认为，医药分开主要是从经济上分开，而
不应理解为简单的、表面的“剥离”和“托
管”。所谓经济上分开，是要切断两条经济
利益链，一是医院靠卖药加成赚钱，维持
运转经费的需要；二是医生靠开处方提
成、拿回扣，借以弥补医生收入过低的不

足。
这两条利益链都导致了医院和医生的

逐利行为，扭曲了治病救人的医疗服务的本
质，使公立医院变成追逐利润和利益的主
体，这是导致“看病贵、看病难”的体制性原
因。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顾昕表示，

取消“以药养医”是必须的。但在当下，有不
少难点。目前卫生部给出了 4年既定目标，
却没有改革的具体措施和手段。

另一方面，目前医疗机构的各项政策，
在面向患者时是市场化运作，而一旦涉及到
人力资源开支、设备购买等又变成了计划性
的手段，这就是公立医院所处的矛盾状态。
其结果是，公立医院改革只能在“再行政化”
和“去行政化”之间摇摆。所以，改革要举刀
向要害。

销药成医院主要营生手段

媒体曾曝光的某品牌芦笋片出厂价为
15.5元 /瓶，到了患者手里却变成 213元 /
瓶，一时间引起轩然大波，说是揭开了黑幕，
其实许多老百姓并不知道，绝大多数进医院
的药品都是雷同的，患者付费比出厂价高出

数倍甚至几十倍，这是业内人所共知的规
则。这不是个别现象，而是普遍如此。根源不
在于哪家医院或哪个医生，而是体制使然。
因此必须抓住以药养医体制这个关键问题。
只有从根本上、制度上铲除滋生“看病贵、看
病难”的土壤，才能取得让人民群众满意的
结果。
据有关部门调查：全国医院的药品实际

加成率为 42%，目前有关部门评审三甲医院
的条件中也规定，药费收入的比重占医院总
收入限为 45%，可见，在目前体制下，不靠药
品收入医院是生存不下去的。
那么，不靠“以药养医”谁来养医呢？如

何来解决钱的问题呢？于明德给出的回答十
分清楚：必须改体制！

解决办法或看按病种收费？

2010 年我国医疗卫生总费用为 19600
亿元，而据资料显示，2005年仅为 8659 亿
元，5年间年均增长 13.6%，远远超过了 GDP
的增长速度。

政府是公立医院投入的主体，是医保制
度投入的主体。2001年财政收入只有 1.67
万亿元，到 2011年财政收入已有 10.37万亿

元，年递增幅度 20.04%。把迅速增长的财政
收入最大限度地投向民生，包括医疗，这是
政府的责任。政府对卫生总投入的增长幅度
最低限度不应低于财政收入的增长，这也是
实现改革成果共享和社会公平的关键措施。
于明德认为，节约一点“三公”经费、少搞一
点“政绩工程”，把钱多投入到医疗保障中
去，这不是一件难事。
在去年，《科学与健康》双周刊曾密切关

注单病种收费工作的进展，我国现行的就医
付费方式是按项目付费，医院为了创收会不
断增加检查、手术等医疗项目，导致费用上
涨。
而所谓的“按病种收费”，就是把一类疾

病或一个诊断组的医疗费打包，定出一个
“套餐”的限价，控制费用。超过这个限额的
费用，医保部门就不付费，医院要自己承担
超支费用。
卫生部部长陈竺曾表示，按病种收费

会倒逼医疗机构必须通过提高服务效率、
降低医疗成本来保证收支平衡，转变了医
疗机构的运行机制，使其从不合理的激励
机制、经济利益链条中摆脱出来，有效控
制医疗费用不合理增长。从而将医院的性
质从“创收中心”转变为“成本中心”。

从技术到应用
———文军的生物活性酶产业化答卷

姻本报记者 刘畅

1969年，正值我国第二个生育高
峰。而在生殖用药领域，尤其是避孕药
领域却可谓一片空白，口服避孕药主
要依赖国外进口。
时代孕育了机遇，北京第三制药

厂立刻将发展定位在空缺的生殖用药
领域，成功地将我国第一代口服避孕
药———甲基炔诺酮的科研成果投入大
生产。

2000年，具有三十多年历史的北
京第三制药厂改制，成立了一家全新
的综合性高新技术制药有限公司，即
今日的北京紫竹药业有限公司。现今
的紫竹药业已成为我国定点计划生
育、生殖健康用药的科研开发生产基
地及国家避孕药定点生产厂家。

技术创新成就发展之路

从计划生育到生殖健康概念的提
出对紫竹人而言是一件水到渠成的事
情。1999年 5月，我国治疗妇女子宫内
膜异位症的新产品上市，再次填补了
我国医药市场的一项空白，这是紫竹
人善于创新的又一次成功例证。
紫竹药业取得的成绩，与公司董

事长尹栩颖的努力不可分割。在她的
带领下，紫竹药业已经形成了“生产
一代、开发一代、研究一代、构思一
代”的研发格局，形成了五大产品系
列。被评定为北京市高新技术企业和
北京市企业技术中心。2005年评为北
京市技术创新型企业和北京市质量
先进型企业。拳头产品的市场占有率
达 70%，米非司酮的市场份额达 40%
以上。
市场占有率固然可喜，但尹栩颖

更看重持续发展。她清楚，面对市场，
企业核心竞争力的聚焦点是产品，但
面对持续发展，核心竞争力的表现则
是企业在不断创新中所形成的、具有
自己特色的对市场的快速反应能力；
具体体现在企业运行中行之有效的一
套操作方法，其中主要的是科技的创
新。要培育核心技术，形成有自主知识
产权的拳头产品，并在激烈的市场竞
争中商品化、规模化。

机制创新彰显以人为本

尹栩颖说，在企业发展中，面对
“人因企业而生存，企业因人而发展”
的相互利益关系，弹好企业与员工利
益这首合奏曲，追求企业与员工的利

益双赢，是和谐发展的重要基础。
谈到机制创新，不由联想到紫竹

药业实施债转股改为公司制时的一桩
往事。2001年要求对机制进行大刀阔
斧的改革，面临巨大挑战，相当一部分
员工产生了会被淘汰的恐惧感。尹栩
颖在坚持改革的同时，对为企业作出
过重大贡献却又面临危机的职工充满
了真诚的情感。她坚信不让一个员工
掉队同样是企业改革与发展的重要组
成部分。
尹栩颖适时提出了“无情事件有

情操作”的工作方式，将优化下来的人
员送入职工流动中心进行培训，然后
将其安排到合适的新岗位，做到人尽
其才、人尽其能、人尽有岗。对于思想
上转不过弯的职工，尹栩颖十分负责
极有耐心地对其分析现状，交流看法，
鼓励他们心情愉快地走上新岗位。这
场改革，使员工明确了一个简单的道
理：面对变化的时代，紫竹不能掉队；
面对发展的企业，员工也不能落伍。成
功实施债转股之后，企业的资产负债
率降至 38.57％。

研发创新催生旺盛活力

谈起企业如何发展, 尹栩颖用得

最多的词就是“生命力”和“创新”。诚
然, 企业的产品关系着人民群众的生
命, 但她更愿意把自己的企业看成有
着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有机体。“要想
保持旺盛的生命力,避免衰亡,就要在
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进行创新。”她如
是说。

搞研发,照抄照搬不行。紫竹根据
本企业地域、技术、人员、资金等实际,
发挥多年来形成的甾体激素研究优
势,实施了高起点、低投入、快节奏、多
产出的“差异化”战略。2001年报批和
工业化生产同步进行,成功地开发、生
产了国家级专利产品眼科新药复方
樟柳碱注射液,填补了国内空白；2001
年攻克技术难关, 完成了国家二类新
药抗早孕药米非司酮片配伍用药———
米索前列醇片的报批和产业化, 当年
该产品创销售收人近千万元。紫竹药
业同时还加强了保健药品及食品的
开发。
由于创新效果显著, 紫竹药业被

北京市科委评定为北京市高新技术
企业、北京市企业技术中心。如今,已
形成了生产一代、开发一代、研究一
代、构思一代的研发格局和以计生药
业为主, 以专科药和保健品为侧翼的
事业格局。

创新拔新竹节节高旧枝
———记紫竹药业创新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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