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辑 肖涌刚 美编 白杨 责校 杨志强 电话：64101946��bbtzbs@163.com

北京商报2019.11.4 2政经

阿尔茨海默症新药将于本周投产

预计年底覆盖全国

11月2日，由中国海洋大学、中国科学院

上海药物研究所、上海绿谷制药有限公司研

发 的 治 疗 阿 尔 茨 海 默 症（Alzheimer

Disease，以下简称“AD”）新药宣布通过国家

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可用于轻度至中度阿

尔茨海默症治疗，该药名为“九期一”（甘露特

钠，代号：GV-971）。

对于药品的生产情况，吕松涛表示，GV-971

即将于11月7日投产，并将于12月29日前把药

物铺到全国的渠道，让中国患者受益。从明年

起，将进行上市后研究。“浦东新区提供了40

亩地用于产业化，今年内动工，如果三年能够

完成建设，可以满足200万患者用药的销售。”

吕松涛说。

阿尔茨海默症是一种中枢神经系统变性

病，是老年期痴呆最常见的一种类型。由于患

者不能回忆以前学到的信息，思维和判断受

影响，会相继出现相关运动功能障碍，影响日

常生活、活动能力。北京协和医院神经科主任

医师高晶介绍称，目前，医学上尚无彻底治愈

老年期痴呆的方法。因发病机制尚不明确，阿

尔茨海默症治疗药物只能达到改善脑血流

量、促进脑认知功能恢复的作用，不能彻底治

愈病症。

此前全球获批上市的AD药物仅有5个，

即多奈哌齐、卡巴拉汀、加兰他敏、美金刚以

及多奈哌齐+美金刚复方制剂。然而这些治疗

药物的效果也仅限于改善症状，并不能延缓

疾病的发展，也不能治愈疾病。

2019年，曙光终于来临。阿尔茨海默症研

究机构ResearchersAgainstAlzheimer发

布的一份报告显示，过去一年里，处于第二阶

段临床试验的阿尔茨海默症药物数量增加了

17%，从58种增加到了68种，其中8种药物将

在未来五年内投放市场。

十天前，被誉为“历史性突破的”的阿杜

那单抗宣布计划于2020年初向FDA递交阿尔

茨海默症在研药物的生物制剂许可上市申

请。如果获得上市批准，阿杜那单抗将成为全

球首款能改善阿尔茨海默症临床症状的药

物。随后，其研发公司百健市值大涨近108亿

美元。

而在国内，AD药物也频传捷报。京新

药业6月5日公告显示，用于治疗轻、中度

阿尔茨海默症的重酒石酸卡巴拉汀胶囊已

经获批。其他的在研企业还有北京四环制

药；华海药业的盐酸多奈哌齐片也已被纳

入优先审评，机构预测今年四季度能够完

成审批并上市；此外，绿叶制药用于治疗

轻、中度阿尔茨海默症的石杉碱甲缓释片

处于3期临床试验，双鹭药业的泰思胶囊处

于3期临床试验。

研发投入累计近30亿元

2019年9月21日，全球迎来第26个阿尔茨

海默症日，人类研究治疗这种疾病也迈入了

第41个年头。然而，对于阿尔茨海默症治疗来

说，已经17年没有好消息了。

“阿尔茨海默症新药研发17年没有新的

进展，像上一个获批上市的药物美金刚在国

外20世纪90年代晚期已经上市了。”上海交

大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神经内科医生邓钰蕾

说道。

根据美国药品研究与制造商协会发布的

报告显示，1998-2017年间，全球有146个阿

尔茨海默症药物临床研发中心遭遇失败，

40%夭折于早期临床阶段，39%在中期临床

宣布失败，18%在后期临床失败，仅有4种药

物成功上市。

2002年以来，制药企业先后投入2500多

亿美元用于AD新药研发，但最后大多以3期

临床失败告终。2012年，强生与辉瑞联合研制

的单抗药物bapineuzumab在3期临床惨遭

失败；2014年，瑞士制药巨头罗氏折戟；2016

年，制药巨头礼来广受瞩目的阿尔茨海默症

新药3期临床试验数据也未达预期；2017年，

默沙东也宣布停止开发。

据统计，阿尔茨海默症新药研发失败率

高达99.6%。

而在每一次新药研发的背后，企业也要

付出巨大时间和金钱成本。20世纪80年代以

后新药研发成本飙升，每一个新药物的开发

都是数十亿美元级别的冒险。绿谷制药方面

曾表示，绿谷从2009年开始参与AD药物研发

至今，累计投入近30亿元人民币。

今年初，阿杜那单抗曾放出停止3期临

床试验的消息，百健公司股价一天收跌

29.23%，创14年来最大单日跌幅，市值抹去

近180亿美元，卫材在美上市的ADR也暴跌

超35%。

为何新药研发难？邓钰蕾指出，这主要是

由于阿尔茨海默症的发病机制仍不明确，“只

有找到发病机制，才能阻断疾病进展，明显改

善症状。而从目前来看，其病因包括遗传、外

伤、脑炎病史等，也可能与精神和情绪相关

联，病因是很复杂的。由此可见其治疗也需要

多角度、多靶点的临床研究”。

新药有望进医保

全球AD权威组织Alzheimer’sDisease

International公布的一份报告显示，全球大

概每3秒钟就有1例AD患者被确诊，2015年全

球AD患者约为4678万，预计到2050年全球

AD患病人数将达到1.316亿人。

而在中国，阿尔茨海默症患者也已超

1000万人，居世界首位，且每年以30万以上的

新发病例增长。

不断扩大的患者数量背后是巨大的市场

规模。统计显示，目前全球阿尔茨海默症药物

的市场规模约为45亿美元，预计到2020年将

达到48.12亿美元，近五年的复合增长率为

1.91%。

与此同时，阿尔茨海默症药品的市场销

售额也非常可观。从企业年报公示的销售数

据看，品牌原研药中，销售额最高的是多奈哌

齐，最高峰时超过40亿美元；第二名美金刚，

最高年销售额也接近30亿美元。医药行业经

济分析师称，阿尔茨海默症新药一旦研发成

功并且获批上市，带来的将是数十亿美元的

高额销售收入。

更多新药的上市意味着更多的竞争，九

期一、阿杜那单抗及即将面世的AD治疗药物

是否有望带来一波降价潮呢？

以“九期一”的30亿元研发成本与22年的

研发周期作为前提，业内普遍认为价格不会

有大幅降低。不过，“九期一”有望进入医保。

上海市副市长吴清表示，上海目前正在通过

医保等各个方面的政策对新药研制、生产、销

售提供全方位的支持。

而目前，部分阿尔茨海默症药品已经被

纳入了医保目录。9月18日，广州白云山申报

的新4类盐酸美金刚片国内上市申请获得国

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该药品已被纳入

2019年版国家医保乙类目录。

而阿杜那单抗作为原研药，拥有漫长的

专利期，业内人士表示其价格只会高不会低。

古根海姆证券称，如果阿杜那单抗获得批准，

它的年销售额将达到100亿美元或更多。

据北京协和医院神经内科学教授张

振馨介绍，阿尔茨海默症不会直接导致病

人死亡，但常常会伴随着其他相关疾病。

阿尔茨海默症病人三大死因分别为长期

卧床引发褥疮感染、因失去自主吞咽功能

导致肺部感染、患上肿瘤疾病。在中后期，

病人的生命时长多取决于护理的好坏。而

这才是阿尔茨海默症患者需要负担的高额

医疗成本。

北京商报记者 陶凤 常蕾

北京商报讯（记者 陶凤 彭慧）高铁、
动车票价将在今年底再次迎来新的调

整。北京商报记者梳理发现，截至11月3

日，已有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公司、成都

局集团公司、兰州局集团公司、广州局集

团公司、西安局集团公司等多个地方铁

路局发布消息，对所属高铁动车组列车

执行票价优化调整，总体而言，票价有升

有降，部分线路最大折扣可达5.5折。

据上海局集团公司消息，以公布票

价为高限，12月1日起对东南沿海铁路

部分动车组列车的执行票价进行优化调

整，涉及400多趟列车。

北京商报记者查询发现，部分线路

价格有所下调，例如，宁波开往台州的

G59次列车目前票价是二等座53元，一等

座85元，商务座160元；调价后，二等座50

元，一等座81元，商务座152元，分别少了

3元、4元和8元。

同时，也有部分线路票价有所上涨。

例如，11月30日上海虹桥至厦门北的

D3145列车一等座为621元，二等座为

388元，但12月1日分别涨至657元和411

元，各涨了36元和23元。

而据北京商报记者查询，除上海铁

路局下属线路外，多地高铁、动车票价调

整呈现互有升降的态势。例如，从宝鸡南

开往兰州西的D2665列车二等座票价将

从11月30日的123元下调至12月1日的

96元，太原南至石家庄的多个早班车次

也将下调票价。不过，例如深圳至杭州、

南昌至厦门等多数热门线路票价均无下

调或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上涨。

近年来，我国高铁、动车票价曾经历

了多次调整。2015年底，国家发改委发布

《关于改革完善高铁动车组旅客票价政

策的通知》，将部分车次票价定价权赋予

了铁路运输企业。一年多后，依据上述通

知，原中国铁路总公司发布公告，开始在

东南沿海高铁实行票价调整机制。

同济大学铁道与城市轨道交通研究

院教授孙章表示，票价调整是铁路市场

化改革的尝试，通过价格杠杆调节客流，

对铁总（现国家铁路集团）加快市场化步

伐、减少亏损改善营收以及提高铁路行

业对社会资本的吸引力有积极意义。

铁路部门也指出，票价调整依据市

场供求关系和客流规律，以公布票价为

最高限价，分季节、分时段、分席别、分区

段在限价内实行多档次票价。

今年初，原中国铁路总公司董事长

陆东福表示，铁路部门将探索构建灵活

可控的高铁票价调整机制，深化“一日一

价”、“一车一价”可行性研究并择机试

点。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聂辉华撰文指出，

这种灵活的定价方式属于经济学中的

“价格歧视”，有助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改善企业经济效益，是铁总（现国家铁路

集团）迈向市场化的必由之路。

国铁集团有关负责人表示，将严格

依据国家法律法规，指导相关铁路运输

企业逐步建立和完善票价体系。同时，将

进一步加强对铁路运输企业的监督管

理，确保票价调整依法合规。

值得一提的是，近两年来，中国铁路

资产的市场化不断推进。今年10月25日

晚间，证监会官网首度披露京沪高铁的

招股说明书（申报稿），京沪高铁正式迈

出A股第一步。

招股书显示，2019年1-9月，京沪高

铁营业收入250.02亿元，净利润95.2亿

元；2016-2018年，营业收入分别为

262.58亿元、295.55亿元、311.58亿元；净

利润分别为79.03亿元、90.53亿元、

102.48亿元。

京沪高铁拟发行不超过75.57亿股，

占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不超过15%，发

行后总股本不超过503.77亿股。

如果按照500亿元项目对价募资，将

成2010年7月以来最大IPO。以500亿元募

资额测算，预计发行价为6.62元/股，发行

后摊薄市盈率约26倍，发行后市值（估值）

3335亿元，可进入目前A股市值前20。

Xijie�observation
西街观察

11月2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通报，有
条件批准了甘露特钠胶囊上市注册申请，用
于治疗轻度至中度阿尔茨海默症， 改善患
者认知功能。

市场的兴奋溢于言表。 对于阿尔茨海
默症，它更广为人知的说法是“老年痴呆”。
无助常常是阿尔茨海默症世界的主题。甘
露特钠被批准后，预计年底就有可能进入临
床供阿尔茨海默症患者服用， 这将成为医
治这种疾病的第一步。

在过往的医疗条件下，一旦走入阿尔茨
海默症的世界，就会被牢牢套住，一辈子可
能都走不出这个牢笼。 阿尔茨海默症的危
害在于它能抹掉记忆，从词不达意，到失去
思维意识、无法行动，这种疾病以看似迟缓
却异常残忍的方式吞噬老年人的生活。

一个多月前， 国际阿尔茨海默症协会
发布报告称，2018年， 全球共有5000万人罹
患老年痴呆， 预计2030年将达到8200万人。
按照这份报告的说法，每过3秒钟，全世界就
会有一个人患上阿尔茨海默症。

有了记忆，正常人就知道过去、现在和将
来。记忆失去了，“我”之所以称为“我”的一切支
撑都要没了。医学界和相关公益组织频频呼吁，
希望以“阿尔茨海默症”代替“老年痴呆”，因为
后者用词带有歧视性色彩，但效果并不明显，仿
佛只有治愈它，才能过滤掉这种歧视。

面对越来越庞大的病患人群，对抗阿尔
茨海默症， 人们却一直没有找到什么好方

法。 市面上已有的药物都只是对症治疗，只
能稍微控制症状，如果停了药，病情会立刻
加重。随着病情加深，药量将逐步加大，用量
到了一定程度后，副作用也会加大。

国产新药获批， 市场的兴奋溢于言表，
但攻克阿尔茨海默症不会一蹴而就。11月3
日下午，中科院、上海市政府召开GV-971新
闻发布会， 中科院上海药物所学术所长、
GV-971主要发明人耿美玉针对“提前上市”
和“有条件批准”表示，新药研究是一个长期
过程，需要在更多患者当中得到验证，现在
基础研究是冰山一角。

基础研究的破题只是第一步，药效的评
定、副作用的追踪、治疗成本的高低，都关系
着新药能在多大程度上惠及患者，这些疑问
需要在未来临床实践中获取答案。在对抗阿
尔茨海默症的过程中， 也需要从更多的环
节、更长的链条入手。

单纯的医学治疗之外，需要全社会一起
尝试集合医疗、护理、社会工作、心理、康复、
营养等多学科专业指导， 为阿尔茨海默症
患者和家庭提供咨询和服务。因为相比知晓
的人，更多的人很难意识到自己或者亲属已
经发生变化了，或者将一切改变等同于正常
的老化。最可怕的现实是，老人困在疑惑中，
而家人却在疑惑“之外”。

“我是谁？” 这是几乎所有阿尔茨海默
症故事中的核心问题。而找回自己，注定不
是一场孤独的旅行。

对抗阿尔茨海默症是持久战
陶凤

涨跌互现 高铁票价再迎调整

在经历了17年的寒冬后，阿尔茨海默症治疗

药物迎来收获。国内原创阿尔茨海默症治疗药物

“九期一”11月2日正式获批。 据绿谷制药董事长

吕松涛介绍，“九期一”即将于本周四投产，并在

年底前铺到全国渠道。 而这仅仅是一个开始，目

前已有多家药企进入3期临床试验或审评阶段，

可以预计的是，接下来将有更多的治疗药物陆续

面世。

2019年1-9月， 京沪高铁营业
收入250.02亿元， 净利润95.2亿元；
2016-2018年， 营业收入分别为
262.58亿元 、295.55亿元 、311.58亿
元； 净利润分别为79.03亿元、90.53
亿元、102.48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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