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胰岛素集采渐近 超200亿市场迎巨变
胰岛素集采的脚步越

胰岛素集采信号释放一览

2021年3月

来越近。7月28日晚， 国家

2020年7月

医保局发文称， 国家医保

物制品（含胰岛素）和中

局主持召开了胰岛素集中采
购工作座谈会， 就胰岛素集中
带量采购改革，听取有关企业、行业协会
的意见建议。

国家医保局发文 称 ， 生

2020年1月

成药带量采购已进入听

武汉市药械集中带量采购

取专家意见建议阶段。

服务平台发布《关于武汉市

业内传出医保局和招采司与11
个省市联采办代表在南京组织
召开了药品集中采购工作会
议。会议透露，医保部门计划于

国家医保局发文称，国家

2021年开展专项带量采购，胰

医保局主持召开了胰岛

量采购。

短 短 的 消 息 被 业 内 视 为 “字 少 事
大”。目前，我国胰岛素及其类似医药市
场规模超过200亿元，前三家跨国企业合
占市场份额超过70%。在业内人士看来，
胰岛素专项集采箭在弦上， 而胰岛素国
产替代进口的空间巨大。 随着集采的铺
开，市场格局将迎来巨变。

只是时间问题，此次国家医保局发文意味着
胰岛素国采箭在弦上。
国产加速替代进口

我国胰岛素市场集中度高，一旦胰岛素
国采铺开，国内胰岛素药物市场的格局将发
生改变。米内网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公立医
疗机构终端胰岛素及其类似药市场规模超过
200亿元，同比上一年增长了7.33%。其中前三
家企业均为跨国企业，诺和诺德、赛诺菲以及
礼来3家企业合占市场份额超过70%。
国信证券在研报中表示，假设胰岛素集
采落地，将加速胰岛素市场的进口替代，同时
进一步提升胰岛素使用渗透率。
对患者而言，胰岛素国采更是利好消息。

15分钟充电80%宁德时代押“钠”抗“锂”
温下15分钟即可充满80%的电量。同时，宁德时代给出的锂钠混搭电池包解决方案
也首次亮相。在“锂”统天下的新能源汽车市场，宁德时代选择另辟蹊径的背后，是
电池企业面临的锂原料储量低、开采难度大导致的价格上涨，谁能先打破
“
锂”格局
成为“宁德时代们”争夺的关键点。此前，钠离子电池能量密度低、产品性能相对不
“
锂”垄断局面成为市场关注焦点。
高，宁德时代能否解决钠离子电池痛点打破

德时代则开发了AB电池解决方案。该方案为
钠离子电池与锂离子电池的集成混合共用，
钠离子电池来了
将钠离子电池和锂离子电池同时集成到同一
依靠锂电池，电池行业头部玩家宁德时 电池系统中，并将两种电池按照一定比例和
代撑起万亿市值。然而，从去年开始，宁德时 排列进行混搭，既弥补了钠离子电池在现阶
代将钠离子电池作为主研究方向之一。今年5 段的能量密度短板，也发挥出其高功率、低
月，宁德时代董事长曾毓群在股东大会上表 温性能的优势。
示，钠离子电池技术已经成熟，将于7月发布。
钠离子电池亮相，资本市场闻风而动。7
对于本次发布的钠离子电池，宁德时代 月29日，宁德时代股价涨至556.8元/ 股，收盘
相关负责人表示：“当前开发的第一代钠离子 时涨幅达6.05%，总市值达1.3万亿元。同时，
电池，电芯单体能量密度已达到160Wh/kg， 华阳股份、荣百科技、圣阳股份、欣旺达等钠
为目前全球最高水平。在常温下充电15分 离子电池概念股也同步走高。
钟，电量可达80%，而在零下20℃低温环境
下，仍然有90%以上的放电保持率，同时在系
打破“锂”垄断
统集成效率方面，也能达到80%以上。”
目前，新能源汽车多采用三元锂或磷酸
实际上，钠离子电池并非全新电池技术
路线，该技术早在19世纪便被提出。不过，相 铁锂电池，为何宁德时代要开辟新技术路线？
较锂离子，钠离子体积较大，在材料结构稳定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专家委员会成员颜景辉认
性和动力学性能方面要求更为严苛，这也成 为，尽管目前钠离子电池仍处推进阶段，但宁
为钠离子电池迟迟难以商用的瓶颈。根据中 德时代则为未来布局。随着锂原料价格持续
信证券测算，当前钠离子电池电芯单体能量 走高，如何控制成本成为宁德时代需要考虑
密度仅为120Wh/kg，低于磷酸铁锂电池的 的关键。
北京商报记者了解到，正因为锂原料在
180Wh/kg和三元锂电池的240Wh/kg。对
此，上述宁德时代相关负责人也表示，第一代 动力电池产业中的“垄断地位”，使其原材料
“由于锂
钠离子电池的能量密度略低于目前的磷酸 价格接近倍增。此前，曾毓群曾透露：
铁锂电池，但在低温性能和快充方面，具有明 电池原料涨价太高，对电池成本影响很大，这
显优势，特别是在高寒地区的高功率应用场 对新能源产业发展并不健康。”据美国地质调
查局数据显示，全球已探明的锂资源产量约
景中。
为弥补钠离子电池能量密度的短板，宁 为8000万吨，储量约为1700万吨。不过，锂资

素集中采购工作座谈会，

就胰岛素集中带量采购

胰岛素类药品带量议价 的

暖场多时，钠离子电池终于登台。7月29日，宁德时代正式推出钠离子电池，常

企业亟待转型

随着胰岛素国采铺开，生产企业通过降
价换市场，专注胰岛素的生产企业业绩也将
改革， 听取有关企业、行
受到影响。以甘李药业、通化东宝为例，其胰
业协会的意见建议。
岛素相关产品的营收占公司全部营收均超
80%，为核心产品。李顼表示，若胰岛素带量
采购全面铺开，上述公司的利润将面临较大
不确定性。公司需要在单产品以外研发新的
产品。
通化东宝将目光投向创新药领域。2020
年11月，通化东宝发布公告称，公司申报的超
速效赖脯胰岛素注射液获批临床，2021年3
月，通化东宝又与药明康德签署战略合作备
忘录，以及3个在糖尿病治疗领域创新性一类
新药项目合同。
甘李药业则选择了“出海”。此前，甘李药
《中国成人糖尿病流行与控制现状》调查显 业与诺华旗下山德士签署了三种胰岛素类似
示，我国18岁及以上成人糖尿病患病率已经 物（适用于1型糖尿病和2型糖尿病）的授权许
达到了11.6%，糖尿病前期的患病率达到了 可协议，对方在授权区域可商业化甘李药业
50.1%，按照这一比例，我国糖尿病患者人数 的胰岛素产品。
已经达到了1.14亿，糖尿病前期人数超过了5
在今年4月的投资者交流会上，通化东宝
亿人。糖尿病及治疗各种并发症导致的直接 直言，对于集采，所有的药企面临重大挑战。
开支现在已经占到我国医疗总开支的13%， 胰岛素不可能像化药那样短时间扩产，尤其
达1734亿元。
进入到可以充分竞争的药企也就几家，公司
国家医疗保障局党组书记、局长胡静林 相信集采，国内药企好好应用它的政策，降低
曾公开表示，胰岛素治疗、高血压用药看起来 成本，控制价格，提高质量，提高品牌影响力，
费用不高，但对困难人群、对老百姓来说，持 这是一个扩大市场份额的途径。
续的用药负担确实影响到了生活，尤其是可
对于此次国家医保局发文一事，通化东
能造成“小病大治”，一方面产生小病拖成大 宝证券部相关负责人向北京商报记者表示，
病，高血压、糖尿病的并发症很多，产生的后 具体政策细则还未出台，对公司带来的影响
果都很严重，比如说肾衰竭等情况，容易形成 目前很难评估。不过，公司很早就开始在降低
大病支出。如果保障措施不能前置，患者得了 成本。
北京商报记者 姚倩

岛素将成为第一批试水品种。

通知》， 率先试水胰岛素带

工作会议。会议透露，医保部门计划于2021年
开展专项带量采购，胰岛素将成为第一批试
国采箭在弦上
水品种。
根据国家医保局官方公众号显示，2021
2020年初，有地方率先试水胰岛素带量
年7月28日下午，国家医疗保障局党组成员、 采购。武汉市药械集中带量采购服务平台发
副局长陈金甫同志主持召开工作座谈会，就 布的《关于武汉市胰岛素类药品带量议价的
胰岛素集中带量采购改革，听取有关企业、行 通知》显示，以170.57万支的总采购量，最终
业协会的意见建议。在国内上市胰岛素产品 促成部分中标胰岛素类药品单价最高降
的有关企业、行业协会代表，国家组织药品联 43%。根据当时的采购文件，武汉胰岛素集采
合采购办公室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规则是以降价多寡定市场份额，大致是报价
业内普遍认为，这则消息意味着胰岛素 若低于全国省级挂网最低价5%时，将拿出对
带量采购势在必行。自2018年以来，多个临床 应产品2018年武汉采购量的70%为约定采购
需求量、医保支付比例高的品种经历多轮集 量；若报价低于全国最低价10%，则可获得该
中采购，胰岛素是所剩不多的大品种之一。今 产品2018年武汉采购量的90%。
年3月，业内传出医保局和招采司与11个省市
医药行业投资人士李顼表示，从之前种
联采办代表在南京组织召开了药品集中采购 种迹象来看，胰岛素被纳入全国性集中采购

2021年7月

大病可能会造成很大的负担。
李顼表示，如果胰岛素国采扩展至全国，
面对全国市场份额，有可能出现大幅降价的
情况，降幅将超过武汉此前的43%。

源分布并不均衡，我国锂资源储备量仅占全
球的6%，80%的锂原料依赖进口。今年以
来，电池级碳酸锂及电池级氢氧化锂的报价
已分别大涨66.04%和96.97%。上游关键材
料价格不断攀升，让市场急于寻找锂的替
代品。
相比之下，钠资源的优势在于分布广泛
储量可观。2018年，我国已探明钠盐储量便
超过1.42万亿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
局近日发布关于加快推动新型储能发展的
指导意见中提出，坚持储能技术多元化，推
动锂离子电池等相对成熟新型储能技术成
本持续下降和商业化规模应用。
在原材料价格波动及政策影响下，除宁
德时代外，产业链上其他企业也开始押宝钠
离子电池及相关产业。其中，华阳股份拟对
钠离子电极材料项目投资1.4亿元；容百科
技的钠离子电池正极材料项目也在开发过
程中；而欣旺达也在生产和研发钠离子电
池。这意味着，为抢夺市占率，行业内企业均
已提早布局。
不过，钠原料用于动力电池仍面临诸多
挑战。发展初期，钠离子电池还不能作为电动
汽车装配的电池进行使用。曾毓群曾表示，由
于当前产业链不完善，钠离子电池的成本甚
至比锂电池还高。为此，曾毓群判断，未来
3-5年内钠离子电池产业将会拥有成熟的产
业链，届时成本优势便会显现，基于钠盐庞大
的储备量，未来价格也不会出现类似锂电池
的原料价格高涨。宁德时代方面表示，下一代
钠离子电池能量密度研发目标为200Wh/kg
以上，目前已启动钠离子电池产业化布局，
2023年将形成基本产业链。
业内人士表示，由于成本不断提升，电池
技术路径正处新升级阶段，谁能先一步推广
新电池技术打破锂电池垄断局势，将成为新
一批头部企业。宁德时代作为率先“吃螃蟹”
的企业，如果能尽快解决制约钠离子电池的
问题，在未来竞争中将再占先机。
北京商报记者 刘洋 刘晓梦

王者荣耀走进小说 氪金的新套路？
北京商报讯（记者 魏蔚）网文改编游戏
的财富故事很多，游戏改编网文也能大火吗？
7月29日，阅文和王者荣耀合作的网文作品
《弈动长安》和《长安：青莲剑歌》在QQ阅读和
起点读书发布，这是双方启动的“妙笔计划”
的首批作品。
由于同是腾讯系，阅文联动王者荣耀并
不意外，网文IP游戏化、影视化也不是新鲜
事，但把游戏改编成网文比较罕见。这主要
是因为游戏原创IP较少，且网文不如游戏、
影视市场大。
按照阅文的计划，
“妙笔计划”首期共创小
说将覆盖长安、云中、海都、稷下、玄雍五个王者
世界区域，共产出一部共创英雄小说合集（含23
篇共创英雄小说），及五部共创区域小说。
“到8
月29日，28篇王者荣耀系列网文上线完毕。”阅
文相关人士向北京商报记者透露。
北京商报记者登录起点读书、QQ阅读
App发现，目前上述两篇网文分别更新4万
余字。根据阅文相关人士向北京商报记者提
供的追更日历，到8月底阅文每周都会更新
或上新王者荣耀系列网文，弈星、李白、裴擒
虎、公孙离等23个英雄都会有和自己相关的
网文。
目前，王者系列网文都采用免费形式，
QQ阅读App在网文封面标注了“免费”二字，
起点读书App显示限时免费中。带着限时免
费后如何收费这个问题，北京商报记者采访
了阅文相关人士，该人士回应：
“一直免费。”
除了收费与否，网友还关心其他的游戏
改编网文计划。阅文相关人士告诉北京商报
记者，“目前启动的游戏改编网文项目就是
王者荣耀，其他的敬请期待”。
在业内人士看来，游戏改编成网文，前
提是游戏IP已收获一定规模的玩家。那么还
有哪些游戏可能尝试网文改编呢？
易观互娱行业中心资深分析师廖旭华
告诉北京商报记者，“游戏用户基数是一个
相对概念，并没有绝对的大和小。很多优秀
的国产游戏都是可以尝试网文，未来比如
《原神》《梦幻西游》等国产游戏，都是可以尝

试改编网文的”。
不过，此前更常态的IP衍生顺序是，网
文改编游戏，比如《诛仙》《斗罗大陆》系列、
《花千骨》等。“这是IP产业链的规律，网文作
为低成本产品，处于IP孵化环节，而游戏和
影视化更多是作为影响力扩大和商业化环
节。”廖旭华解释。
“这算是王者荣耀反向输出，以前的游
戏IP还不够强大，只能先靠文学建立虚拟世
界，然后再发展成为游戏世界，现在许多精
品游戏都是靠创意部门直接呈现的，游戏成
为热门IP后，反过来反哺电影和文学，比如
《刺客信条》《魔兽世界》。”这是文渊智库创
始人王超对IP游戏改编的看法。
可以肯定的是，未来各种IP之间的协
同一定会更多。对比游戏、网文、影视剧市
场规模或许可以更好理解这种IP衍生顺
序。根据艾媒咨询数据，2020年中国网络文
学市场规模372亿元，2020年中国移动游戏
市场规模1850.3亿元。来自国家电影专资
办的数据，2020年中国电影总票房204亿
元。智研资讯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电视剧
版权交易额和剧集投资规模分别是321亿
元和205亿元。
在廖旭华看来，“从网文改编成影视和
游戏是以商业化为主要目的，从影视游戏改
编成网文更重要的是利用文学这个特殊载
体，去更细节、更大胆地补充和完善IP的世
界观”。
至于游戏IP网文化改编的商业化考量，
阅文相关人士未予透露，廖旭华和王超有不
同的看法。王超认为，“游戏比网络文学更容
易变现，游戏IP改编网文恐怕还是为了给游
戏带量”。
廖旭华则表示，“ 因为游戏IP的网文改
编不是普通的产业流程，也就是说追求的不
是商业化，更多的是对世界观的补充完善和
粉丝生态的维护，小说的内容和受众是这个
IP的基础之一，这个价值远远高于网文的付
费收入。当然会促进游戏的活跃和消费，但
是更重要的是对整个IP的塑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