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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仿制药一致性评
价， 可以使仿制药在质量和
疗效上与原研药一致， 不仅
节约患者医疗费用， 同时也
可提升仿制药质量， 保证公
众用药安全有效。

近年国家推出了仿制药
一致性评价政策。 省政协委
员王云华介绍， 按照国家有
关文件规定， 基药品种（289
目录品种）在2018年年底前
未完成一致性评价， 不予再
注册； 非基药品种自首家通
过一致性评价后， 其他生产
企业相同品种在3年内未完
成一致性评价的， 不予再注
册。

但到2018年12月31日
止， 我省已通过国家仿制药
质量与疗效一致性评价且已
公布的品种总共仅3个（5个
品规），而我省需开展仿制药
一致性评价的品种共计达
445个、批准文号1451个，涉
及59家医药生产企业。 在一
定期限内如果我省的仿制药
没有通过一致性评价的，将
注销药品批准文号。 如果这
样，将会有“一大批药品批文
被注销， 省产化学药品种骤
然减少， 那我省原来努力开
拓和占领的医药市场将被迫
拱手相让， 多年形成的产业
竞争优势将一去不返。”对于
这样的现状， 王云华深感担
忧。

今年两会上，环保是一个热门话题。
政府工作报告指出，2018年我省市

州城区空气环境质量优良率达85.4%，
PM2.5均值下降10.9%。 今年要扎实推
进污染防治，持续打好蓝天、碧水、净
土保卫战和标志性重大战役。 省委副
书记、 省长许达哲参加岳阳代表团审
查时强调，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在
“守护好一江碧水上”彰显更大作为。

来自各行各业的代表委员纷纷在
环保话题上发声。 人大代表陈克明提出
关于加大污水治理和垃圾处理投入的
建议，人大代表李艳忠提出关于加快推
进农村污水治理的建议， 政协委员邓立
佳提出关于让垃圾分类成为校园必修

课的提案……一份份建议和提案，不仅
浓缩着代表委员们对环保的关注，也传
递着百姓对碧水蓝天的呼唤。

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
天也是幸福。当“一湖四水”成为湖南
亮丽名片，当身边处处是鸟语花香，在
三湘大地这个宜居家园里， 人们生活
会越来越美好。 ■记者 和婷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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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实惠、可靠的仿制药惠及更多患者
省政协委员建议：加强我省仿制药一致性评价政策支持力度

两会·印象

本报1月29日讯 几千元的“灵芝
粉”、几万元的按摩仪、堆成小山的各
种保健品……这些东西在一些有退
休老人的家里并不少见。保健品也成
为此次两会委员们谈论得多的话题，
为何老人家总容易在购买保健品方
面上当受骗？有什么方法能让老人们
理性消费？两位省政协委员从自己的
专业出发支招。

买保健品成退休老人社交模式

“60岁以上、退休不久的老人，尤
其是企业单位家属区、老人聚集的老
社区最容易出现老人集体上当受骗
的情况。”省政协委员、湖南同升律师
事务所主任成戊平说，这是他从工作
中接触的大量案例总结来的。刚退休
的老人家，有购买能力，有相对固定
的社交群体，人又闲了下来，很容易
一起被吸引到各种讲座现场。“老年
人多，易产生从众的心理，而且购买
保健品已经成了他们一种社交、沟通
的模式。”

重在预防，防患于未然

省政协委员、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神经外科主任刘志雄认为，要想老人
不上当，重在预防，应该对保健品广
告进行规范，同时加强医学科普。

刘志雄建议，把健康教育、健康
科普作为医改的重要工作同步推进。
鼓励医疗卫生机构、 社会团体加大健
康科普知识产出， 加大健康科普教育
硬件设施投入， 加强健康科普平台建
设， 用权威的科普传播平台传播权威
知识，支持科研机构、医院、学校、学生
团体建立科普平台。

成戊平也认为以预防为主，并且
要“打防结合”，监管部门加强对保健
品行业监管，及时查处可疑营销点。

“社区是非常重要的阵地， 多开
有针对性的公益讲座，利用社区老年
大学形成‘聚集效应’，多形式给老人
传播正确的健康知识。”成戊平说，最
少不了的是家人的陪伴， 子女多沟
通，多给老人关爱，让这类诈骗无机
可乘。 ■记者 虢灿 实习生 张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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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让家里老人
远离“保健品”骗局
委员支招：强科普，重预防

连线

进入大数据时代，随着医疗行业信息化程度不断提高，个人医疗
信息安全逐渐引起人们的关注。就如何保护个人医疗信息安全，省政
协委员罗爱静建议，应建立健全行业政策、规范及标准，建立符合医疗
行业特色的信息安全体系架构，制定具备行业特性的安全要求，根据
医疗信息的业务特性，设置不同层级的隐私保护密级。同时，设立医疗
行业隐私保护的主管部门，为医疗大数据的隐私档案设立专项存储和
管理，强化医疗信息的安全监管，完善组织制度和体系建设，强化医疗
信息数据隐私保护。

罗爱静表示，在传统防范技术的同时，逐步应用“态势感知”等
技术，提高医院网络安全整体防护能力，保障数据安全。■记者 李琪

个人医疗信息应设置隐私保护密级

怎样强力推进我省
仿制药一致性评价工
作？ 多位委员经过研究
讨论，提出几点建议。

第一是成立我省推
进化学仿制药一致性评
价工作领导小组， 加强
组织领导， 定期协调统
筹有关工作。

第二是由省食药监
局、 省经信委会同行业
协会， 遴选出我省开展
一致性评价的重点品种
和承担的企业， 避免重
复申评，并进行跟踪、帮
扶和服务， 以确保我省
重点参评品种全部或最
大限度地通过一致性评
价工作。

第三是成立专项
资金， 破解筹资难题。
建议省政府成立我省
仿制药一致性评价工
作专项资金，各市州政
府参照设立，以“免息
借款、企业知识产权担
保”或“以股权投资，到

期企业回购”的形式支
持企业开展一致性评
价工作对资金的短期
集中需求，具体由企业
根据开展一致性评价
的实际需要向省市政
府申请。同时，借鉴外
省的做法，对我省自筹
资金并通过一致性评
价的企业予以奖励，以
充分调动企业积极性。

第四，培育BE（人
体生物等效性试验基
地） 基地， 保障评价实
施。BE基地资源紧缺是
制约开展化学仿制药一
致性评价工作又一关键
原因。 建议鼓励省内医
疗机构申报BE基地，要
求有资质的BE基地支
持医药企业并开展品种
研究与承担我省药品一
致性评价工作， 政府与
相关部门应给予政策支
持， 以保障我省化学仿
制药一致性评价工作在
BE阶段顺利实施。

遴选重点品种，避免重复申评

造成我省化学仿制药一致
性评价工作滞后的原因是什么？
多位委员进行了调研分析。

“首先是资金投入缺口大。”
王云华介绍， 每个品种的评价投
入按800万元算， 每个品种仅一
家企业通过评价，那么我省需开
展的445个品种若都完成评价至
少需要资金35.6亿元。 短期内药
品的评价，仅仅依靠企业自身积
累投入，企业力不从心。

其次，缺乏政策支持。目前
我省还没有建立统筹协调机制，
既没有工作目标和任务，企业之
间也缺少有效的沟通，因此存在
某个品种有多家企业申评，而部
分品种又无企业申评的情况，一
致性评价工作显得十分盲目和
被动。现在全国已有24个省市制
订出台相关专项政策推动一致
性评价工作，而我省至今还未出
台相关专项支持政策和措施，企
业的积极性不高、 发展信心不
足。

受到资金和政策制约

【现状】
我省仿制药
面临巨大的挑战

电影《我不是药神》让
仿制药成为一时焦点。仿
制药在我们身边也常见。
2019年省政府工作报告中
显示， 我省目前有医药等
11个千亿产业， 而医药产
业中化学药（西药） 占了
35.6%， 其中95%是仿制
药。

但我省化学仿制药一
致性评价工作非常滞后，
形势不容乐观。 如何让仿
制药为我省医药产业带来
更多产值？ 如何让价格实
惠、 质量可靠的仿制药惠
及更多患者？ 在本次两会
上，王云华、王静、黄惠勇
等多位省政协委员提交联
名提案， 建议加强我省仿
制药一致性评价政策支持
力度。

■记者 李琪

蓝天碧水是民生幸福

【原因】

【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