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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7日，北京商报记者获悉，治疗新冠肺炎的阿兹夫定片价格初定，每瓶不到300元，每

瓶35片，每片1mg。这也就是说，首个国产抗新冠口服药的售价约8.5元/片。阿兹夫定片是我

国自主研发的口服小分子新冠病毒肺炎治疗药物。国家药监局于今年7月附条件批准真实

生物阿兹夫定片增加治疗新冠病毒肺炎适应症注册申请。除了阿兹夫定片外，旺山旺水/君

实生物VV116、开拓药业普克鲁胺的进展较快，这都对价格高昂的辉瑞Paxlovid构成了巨大

的压力。

价格为进口的1/10

真实生物的阿兹夫定片是我国自主研发

的口服小分子新冠病毒肺炎治疗药物。7月25

日，阿兹夫定片增加治疗新冠病毒肺炎适应

症的注册申请被附条件批准，我国迎来首款

国产抗新冠口服药。

在此之前，辉瑞新冠病毒治疗药物奈玛

特韦片/利托那韦片组合包装（即Paxlovid）

于2022年2月获得国家药监局的有条件批

准上市，成为首款在中国获批的进口抗新冠

口服药。从技术路线来看，辉瑞的口服小分

子新冠病毒治疗药物Paxlovid是3CL蛋白酶

抑制剂，阿兹夫定片属于核苷类药物（RdRp

抑制剂）。

从价格方面来看，首个国产抗新冠口服

药的定价为进口抗新冠口服药的1/10。根据

每瓶不到300元的价格计算，阿兹夫定片定

价约8.5元/ 片。公开信息显示，Paxlovid已

分别分发配送至吉林、上海、广东等至少8省

及直辖市新冠救治临床一线，售价为一盒

2300元。每盒Paxlovid包含20片奈玛特韦

和10片利托那韦。以此计算，Paxlovid定价

约76元/ 片。

从适应症来看，阿兹夫定片用于治疗普

通型COVID-19成年患者。Paxlovid用于治

疗成人伴有进展为重症高风险因素的轻至中

度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患者，例

如伴有高龄、慢性肾脏疾病、糖尿病、心血管

疾病、慢性肺病等重症高风险因素的患者。

从疗程来看，Paxlovid的用法用量为

300mg奈玛特韦片（新冠病毒蛋白酶抑制

剂）与100mg利托那韦片（抗病毒药增效剂）

同时服用，每12小时一次，连续服用5天，一

盒足够完成一个疗程。阿兹夫定片的用法用

量为一天5片，一个疗程7天，一瓶即一个疗程

的用量。

真实生物于8月2日发文称，阿兹夫定片

正式进入投产阶段。真实生物相关负责人向

北京商报记者介绍，目前公司平顶山生产基

地年产能是10亿片，未来有可能实现30亿片

的年产能。

商业化销售箭在弦上

从敲定商业化合作伙伴到谋求资本市

场，如今真实生物阿兹夫定片的定价出炉，首

个国产抗新冠口服药的商业化销售即将启

动。7月25日，复星医药宣布获得阿兹夫定片

在新冠病毒、艾滋病治疗及预防领域的独家

商业化权限。

8月4日晚，即阿兹夫定片获批10天后，真

实生物向港交所递交了上市申请书。阿兹夫

定片的商业化是真实生物募资的原因之一。

根据招股书，真实生物此次IPO所募集的资金

主要用于阿兹夫定的制造及商业化，以及用

于阿兹夫定治疗HIV感染、HFMD（手足口

病，Hand，FootandMouthDisease）及若干

类型血液肿瘤的临床开发等。

此外，招股书显示，真实生物已经与中国

多家药品制造商（包括北京协和）订立战略协

议，为真实生物生产及供应阿兹夫定的活性

药物成分及片剂，同时真实生物也具备自行

生产能力。真实生物在招股书里强调，目前

已经做好充分准备以启动阿兹夫定的商业

销售。

从合作细节来看，在中国境内就阿兹夫

定销售产生的毛利，根据销售渠道的不同，由

复星医药和真实生物按照50%：50%或55%：
45%的比例进行分配。

今年3月，相关报道称，超过2万盒的

Paxlovid进入中国，已分别分发配送至吉林、

上海、广东、福建、江西、山东、浙江和广西等

至少8省及直辖市新冠救治临床一线。

据了解，在拿下阿兹夫定片独家商业化

权限后，复星医药于7月27日和国药集团核心

企业、全国医药流通龙头企业国药控股签署

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开展资源全面对接。国

药控股将利用遍及全国、“点强网通”的医药

流通网络，为国产新冠治疗药物阿兹夫定片

提供供应链服务，全力支持抗疫工作。

针对目前是否有收到相关省市的用药需

求问题，真实生物方面表示，复星医药独家商

业化阿兹夫定，有关于商业化相关的问题，回

复口径以复星医药为准。复星医药相关负责

人对北京商报记者表示，暂时还没有更多商

业化信息公布。

其他国内厂商紧追其后

除了阿兹夫定片外，旺山旺水/君实生物

VV116、开拓药业普克鲁胺的进展较快，有望

成为下一款获批的国产抗新冠口服药。

普克鲁胺和VV116目前均处在Ⅲ期阶

段。2022年4月，开拓药业公布了普克鲁胺治

疗轻中症的Ⅲ期全球多中心临床试验最终关

键结果。数据显示，普克鲁胺有效降低新冠患

者的住院/死亡率。2022年5月，君实生物披露

公告称，VV116在一项对比Paxlovid用于轻

中度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早期治疗的Ⅲ期注册

临床研究（NCT05341609）达到方案预设的

主要终点。

海南博鳌医疗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邓之

东表示，君实生物进入Ⅲ期临床研究阶段，开

拓药业也公布了Ⅲ期全球多中心临床试验的

关键数据结果，这些说明国产新冠特效药研

发取得积极临床进展，已经到了临床实验末

尾准备申报审批上市的阶段。

而针对3CL靶点的新冠病毒治疗药物，国

内还有先声药业、前沿生物、广生堂、众生药

业以及云顶新耀布局。其中，先声药业和前沿

生物的药物进展较快。2022年6月，先声药业

宣布与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武汉病

毒研究所合作的抗新型冠状病毒候选药物取

得新进展：一项治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Ⅱ

期临床研究在上海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达

成首例患者给药。

前沿生物董事长谢东在今年7月接受采

访时表示，公司FB2001为新型冠状病毒

（SARS-CoV-2）蛋白酶抑制剂，是基于冠状

病毒主蛋白酶（3CL蛋白酶）三维结构设计合

成的拟肽类化合物。目前正在开展的Ⅱ/Ⅲ期

临床试验，计划入组1000-1200人，受试者为

伴有不良预后风险的中重度COVID-19成年

住院患者，这是一项随机、双盲、安慰剂平行

对照研究评价注射用FB2001在中重度

COVID-19住院患者中的有效性和安全性的

临床试验。

先声药业也提前布局了产能。据南京市

江北新区公众号消息，2022年6月8日，先声药

业抗新冠药物生产基地建设项目于南京江北

新区新材料科技园正式开工，首期规划中可

生产抗新冠口服药物原料药年产100吨，可供

应千万级人份抗新冠口服药物。

北京商报记者姚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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辉瑞Paxlovid一盒2300元
每盒Paxlovid包含

20片奈玛特韦和

10片利托那韦

治疗时使用两片150mg的

奈玛特韦片和

一片100mg的利托那韦片

对新冠患者进行组合给药

每日两次，

一个疗程5天

阿兹夫定片价格不超过

300元/瓶，每瓶35片
一天吃5片，一个疗程7天

智慧教育让“教学回归课堂”大股东三元终出手 太子奶能否翻身

据此前三元股份发布的太子奶40%

股权资产评估报告摘要，新华联控股持

有的太子奶40%股权在评估基准日2021

年12月31日的市场价值为1.25亿元。此

次成交价（也即起拍价）相当于评估市场

价值的56%。

对于上述拍卖，三元股份在公告中

表示，本次投资有利于太子奶未来发展，

但仍然可能面临市场、经营等各方面不

确定因素带来的风险，以及标的资产完

成过户登记进度存在不确定性、运营结

果不及预期等风险。

值得注意的是，这是太子奶上述股

权的第二次公开拍卖。7月8日，新华联控

股有限公司持有的太子奶40%股权公开

拍卖。这笔股权评估价为1.25亿元，起拍

价为8756.76万元，相当于7折折扣。彼

时，作为太子奶的大股东三元股份曾表

示，放弃优先购买权并且不参与该次拍

卖。最终，该拍卖在阿里司法拍卖平台上

挂了1天后，最终因无人参与而流拍。

太子奶的发展难言乐观，数据显示，

太子奶2021年经审计净亏损5897.93万

元，2022年一季度未经审计净亏损426.2

万元。

“当前牛奶市场是二八分化的状态，

只有极尽头部的企业才有可能有长期的

市场竞争力。此次三元拿到太子奶全部

股权，一定程度上是和太子奶形成两者

联合，或许能够获得足够的市场竞争

力。”盘古智库高级研究员江瀚表示。

作为曾经的乳酸菌饮料行业龙头，太

子奶也有过一段高光时刻。公开资料显

示，太子奶成立于1996年。成立次年，其

创始人李途纯以8888万元的价格拿下央

视食品饮料类的“年度标王”。2005年太

子奶获中国十大影响力品牌，被中国食

品科学技术学会评定为中国发酵奶行业

产量、销量、市场占有率第一，其发酵乳产

品连续多年保持70%以上的市场份额。

2007年，拿到高盛等旗下私募股权

基金后的太子奶走上了多元扩张的道

路，并签署了对赌协议。随后，金融危机

爆发，太子奶遭遇花旗银行逼债、银行紧

缩信贷，资金链开始断裂，李途纯在对赌

中失去太子奶的控制权。为缓解资金需

求，太子奶以高息向经销商、员工集资，

甚至不惜借高利贷。2011年，太子奶破产

重整，接盘方三元股份与新华联组成的

联合体提供3.75亿元偿债资金，获得太子

奶100%股权及其对应的可用资产。三元

股份和新华联分别持有太子奶60%和

40%股份。

在业内看来，此次股权拍卖落定，对

于太子奶来说或许看到了希望。“太子奶

主攻中南市场，对于偏于北方市场的三

元来说有一定的补充。而此次被三元股

份拿下全部股权后，太子奶亏损的局面

也有望得到改善。”独立乳业分析师宋亮

表示。

在广东省食品安全保障促进会副会

长朱丹蓬看来，目前太子奶面临的问题

主要是乳酸菌产品的老化，叠加乳酸菌

市场品牌众多，竞争激烈，太子奶的品牌

力已不足应对目前的行业竞争。随着三

元股份收入更多股权，未来在资金和战

略上可以给予太子奶更多加持。

北京商报记者王晓

图片来源：淘宝网截图

服贸观止

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以下简称“服贸

会”）的教育服务专题展一直是大众关注的焦点

之一。8月7日，北京商报记者从北京市教委了解

到，包括科大讯飞、网易有道均宣布其新推出的

智慧教育产品将亮相今年服贸会，并最终为“教

学回归课堂”服务，为“双减”助力。

据北京市丰台区职业教育中心学校校长赵

爱芹介绍，本次将突出展示“丝路工匠”联盟成员

院校在办学或专业特色、高校建设成果、国际化

发展项目、联盟大赛四个板块。

北京商报记者从网易有道方面获悉，网易有

道将携多款产品亮相2022年服贸会，包括有道智

能学习终端、AI学习机、智能词典笔等。除了网易

有道，AI企业也切入这一赛道，例如科大讯飞目

前已推出多款AI学习机，包括科大讯飞AI学习

机T10、X3Pro和学习机Q20。

科大讯飞北京大区总经理朱鹏介绍，今年将

携智慧教育最新产品和方案集中亮相，探讨教育

数字化在区域治理、校园主阵地、学生成长等场

景的应用。

无论智能学习硬件是面向学校还是学生，其

市场空间均被看好，根据第三方机构弗若斯特沙

利文数据，2017-2021年，我国智能学习设备市

场规模由281亿元上升至659亿元，其中toB与to

C分部各占据半壁江山，预计2022年该领域市场

规模将逼近800亿元。

网易有道总裁金磊对北京商报记者表示，其

公司在NMT神经网络翻译、OCR光学字符识别、

ASR语音识别、NLU自然语言理解等领域取得

了一定的成果，北京商报记者在试用相关产品时

发现，应用上述技术后，其AI学习机查找题目较

为精准，而且可以动态推演习题，并关联到相关

知识点。

朱鹏则介绍，科大讯飞秉持人工智能和大数

据技术优势，立足“平台+课程+服务”，构建了一

站式课后服务综合解决方案。

产业观察家许意强指出，智能化的提升并非

靠某一两家企业就能一蹴而就，AI的迭代需要以

大量用户群体作为基础，通过用户的使用数据对

研发端进行反馈，也让AI有一个深度学习的过

程，最后才能形成较为完备的产品，所以教育领

域的先发企业，可以凭借长年积攒起来的用户群

体获得明显优势。

同时，目前市面上的学习机在内容方面则仍

有提升空间，虽然主流的教材资源基本上都能覆

盖，但各品牌个性化内容开发仍略有欠缺，北京商

报记者对比几款学习机发现，部分产品内置教材

是扫描版，尽管支持点读、听读等功能，但并不美

观，对于硬件的智能功能也没有充分利用，而部分

视频资源则是从外部购买版权，画风略显陈旧。

广科咨询首席策略师沈萌认为，内容之所以

存在短板，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市场还未能正确认

识其价值，相比看得见、摸得到的硬件，教学内容

更难被估值，如果能正确引导其价值，开发者自

然有足够的动力在内容上推陈出新。

不可否认的是，智慧教育产品的火爆离不开

“双减”政策的东风，也离不开疫情期间催生的网

课风潮，那么学习机以及相关产品与服务的下一

步要怎么走？

有关分析认为，“双减”已落地一学年。课后

服务备受关注成为素质教育的“新阵地”。

金磊认为，不同的智能硬件能给用户提供差

异化的价值，除了学习平板之外，词典笔、学习

灯、听力宝等产品都有值得深挖之处，例如听力

宝相对于学习机更加便携，能让用户随时随地进

行听力、口语训练。在实际使用中，再全面的产品

也难以满足家庭、途中、校内等不同场景下的需

求，将产品不断细分，自然能弥补市场空白，把握

其中蕴藏的巨大机会。

朱鹏则表示，基于人工智能技术，通过“作业

练习、学情分析、精准讲评、个性辅导”的应用模

式，真正实现“精准教、个性学”，最终为“教学回

归课堂”服务，在减轻师生负担的同时，提升学习

效率和质量。 北京商报记者金朝力王柱力

股权二次拍卖落定，太子奶有救了？8月7日，三元股份发布公告

称，8月6日10时至7日10时，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在淘宝网司法拍

卖网络平台对新华联控股有限

公司持有的湖南太子奶集团生

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

称“太子奶”）40%股权进行第

二次公开拍卖，公司以7005.4

万元的价格竞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