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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干事前言
公共卫生方面的国际合作本质上是多维度的，其重点
是建立有效的卫生体系。它是动态的，对全球各国的
要求作出响应。为实现这一目标，世界卫生组织（世卫
组织）、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产权组织）和世界贸易组 
织（世贸组织）近二十年来一直紧密合作，向改善卫生
成果的全球工作提供支持。

本研究报告的第一版于2012年发布，旨在以透明和全
面的方式支持卫生、知识产权和贸易问题上的国际合
作。为此，它汇集了三个机构各自的专门知识。目标仍
然是提供一个平台，以分享实践经验，增进对广泛政策
工具的理解。这被看作一种手段，可以支持正在进行的
技术合作和政策讨论，并向这样的合作和讨论提供信
息，尤其是在全世界正努力应对2019冠状病毒病大流
行带来的多维度挑战之际。

令我们倍感鼓舞的是，强有力的积极反馈表明，这项研
究有助于开展更为包容的有理有据的政策辩论。它突出
表明，这项研究有助于推进一个共同的决心，即努力促
进基本医疗技术的普及，并针对不断变化的需求加强创
新体系并使之多样化。

本研究报告的第二版收录了我们进一步开展的广泛政策
对话和联合技术援助活动中产生的洞见。这包括一系列
关于专题问题的三方讨论会，我们都有幸亲身参与其
中。这些讨论会反映了我们在公共卫生领域建立政策一
致性的共同愿望。

修 订 后 的 研 究 报 告 记 录 了 我 们 自 2 0 1 3 年 以 来
看 到 的 众 多 重 大 发 展 ， 其 中 包 括 为 实 现 全 民 健

康 覆 盖 所 做 的 努 力 、 抗 微 生 物 药 物 耐 药 性 带 来
的 挑 战 、 不 断 变 化 的 疾 病 负 担 和 新 的 全 球 疾 病
威 胁 。 本 研 究 回 顾 了 公 共 和 私 营 部 门 的 创 新 模
式 ， 还 回 顾 了 医 疗 技 术 行 业 日 益 多 样 化 造 成 的
影 响 和 发 展 中 国 家 创 新 及 生 产 能 力 的 提 升 。 它 
从公共卫生、知识产权、贸易和竞争规则如何在卫生
的人权维度和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大背景下相互
作用的经验中，汲取了实际经验教训。它还就推动创
新和医疗技术获取方面的措施提出了见解，指出自由
贸易协定网络的不断扩大以及贸易对获取医疗技术的
重要性。

本研究通过改进的实证基础，支持知情的优先事项设 
定、资源分配和政策决定。它整合了关于价格、获取、专
利、许可以及贸易的更全面的可用数据和信息。研究报
告开头的插页总结了在2019冠状病毒病背景下出现的
问题，并将读者引导到研究报告中涉及这些问题的相关
章节。

我们相信，这一最新资源将继续成为未来政策辩论
和分析的可靠平台，并为那些给挑战性问题寻求最新
答案的人提供有益的指导。合作伙伴的见解对本研究
作出了很大贡献。我们承诺，将和合作伙伴一道，继
续致力于三个机构的进一步合作。这将支持我们旨在
实现多个共同目标的工作，这些目标包括：全民健康
覆盖、人人享受更好的卫生成果、实现可持续发展目
标，以及重中之重——设计有效而持久的公共卫生危
机应对措施。2019冠状病毒病大流行给人们的健康、经
济和整个社会带来了非同寻常的挑战。现在比以往任
何时候都更需要全球协作。

世卫组织总干事
谭德塞

产权组织总干事
高锐

世贸组织总干事
阿泽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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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卫生、贸易和知识产权综合方法应对
2019冠状病毒病大流行
2019冠状病毒病大流行构成了一个非同寻常的全球公共
卫生危机。它产生了加强全球合作的迫切需求。这场大
流行从一开始就提出了公共卫生政策、贸易政策以及创
新框架和创新管理三个方面的交叉问题，包括与知识产
权有关的问题。

本出版物的第二版在2019冠状病毒病疫情爆发前已
经定稿。这个特别插页描绘了疫情对本研究中提出的 
卫生、贸易和知识产权政策综合框架所带来的众多挑
战。它提供了正文相关章节的交叉索引。

对卫生系统的巨大影响

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2（SARS-CoV-2）— 
—2019年12月首次确认的一种新出现的冠状病毒——
引起2019冠状病毒病。根据截至2020年5月27日的证
据，多数2019冠状病毒病患者出现轻度（40%）或中
度（40%）疾病，约15%出现需要氧气支持的重度疾
病，5%出现危重疾病。1

基于按2005年《国际卫生条例》通知世界卫生组织（世
卫组织）的信息，世卫组织总干事于2020年1月30日宣
布了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世卫组织随后发布
了关于贸易的临时建议，包括与旅行、货物和商品有关
的建议。世卫组织总干事于2020年3月11日将2019冠状
病毒病疫情定性为大流行病。

联合国大会第A/RES/74/270号决议“全球团结抗击
2019冠状病毒病（COVID-19）”2 和第A/RES/74/274
号决议“开展国际合作，确保全球获得应对COVID-19的
药品、疫苗及医疗设备”3，以及世界卫生大会WHA73.1
号决议“应对COVID-19疫情”4，均认识到全球疫情对卫
生系统的巨大影响。在某些情况下，这种压力完全超出
了现有能力，而在其他情况下，则使系统面临巨大的压
力，这些凸显了本着统一和团结的精神进行合作和协作
的必要性。

世界各国政府已经对经济和社会活动实施了限制，努力
减缓病毒的传播，包括通过隔离、保持身体距离和限制
旅行的政策。这些限制措施试图减少对卫生系统的压
力，让人们有足够的时间来改善卫生基础设施，开发诊
断法、疫苗和治疗方法，以有效应对该病毒。

大流行病带来的政策挑战

2019冠状病毒病大流行对卫生系统产生了突如其来的
深远影响，在全世界引起了重大的社会和经济反响。对
人民健康和生计的这种非同寻常的威胁需要采取以下紧
急行动：

�� 监测和遏制病毒的传播；

�� 了解相关的病毒学和流行病学；

�� 调动和协调必要的资源；

�� 部署必要的卫生保健系统基础设施；

�� 确保卫生保健产品、技术和保护设备在全世界都能
得到，能公平地获得足够的数量；以及

�� 开发、测试、制造并确保公平获得诊断用品、疫苗
和疗法、医疗器械和其他相关技术。

满足对卫生技术和医疗服务的需求

这场大流行引发了全球对防治2019冠状病毒病所需现
有卫生技术的大量需求，包括诊断用品、药品、呼吸机
和其他医疗器械，以及个人防护设备等医院用耗材。这 
给公共采购系统带来了压力，导致发达国家和发展中
国家出现某些产品短缺，以及其他供应和获取方面的 
挑战。

 ¾ 获取的决定因素：第二章第一节和第四章

政府的优先事项包括确保有足够的呼吸机等重症监护设
备，确保有足够的个人防护设备，以尽量降低一线工作
人员的感染风险，并确保能够获得检测服务和产品。一
些国家的政府已经采取措施加强和调整制造能力，以满
足对医院设备和个人防护设备需求的激增，包括重新调
整生产线来制造基本产品。截至目前，孟加拉国的仿制
药制造商利用世界贸易组织（世贸组织）《与贸易有关
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协定》）规定的过渡期,已
经开始生产用于治疗2019冠状病毒病的瑞德西韦仿制
药，该药在其他一些国家拥有专利。《TRIPS协定》目
前允许最不发达国家不对药物产品实施专利保护和对临
床试验数据进行保护。

 ¾ 最不发达国家的TR I PS过渡期：第二章第二 
节1(g)(v)

为确保人们能充分获取诊断用品，卫生系统除其他外,
还建立了接触者追踪系统和“驶入式”检测设施，并组
织了新的实验室网络，以利用小型实验室的能力。尽管
2019冠状病毒病的疫苗仍处于早期开发阶段，但一些
国家的政府已经投资，以确保在发现有效疫苗时有足够
的生产能力来生产必要的数量。

一些政府认为，通过签证或工作许可和资格认可计划等
方式为卫生工作者的流动提供便利，有助于保持卫生系
统的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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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¾ 世贸组织《服务贸易总协定》（《服贸总协定》）
下的卫生服务：第二章第二节3(c)

远程医疗可用于克服地理限制和保持身体距离。

 ¾ 软件许可和电子卫生保健：第二章第二节1(e)(v)

许多司法管辖区的当局通过紧急程序加快了基本产品
的采购，如缩短公共采购时限和直接授予合同。一些国
家按照这方面的最佳国际惯例，建立了紧急采购的透
明度机制。一些国家和区域集团对特定货物采用了联合 
采购。

 ¾ 采购机制：第二章第二节4和第四章第一节8

世界各地的一些竞争主管部门已经启动了与2019冠状
病毒病卫生产品有关的调查，包括调查卫生产品涨价和
把诊断用品制造信息当作商业秘密。在荷兰，对罗氏在
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设备和材料方面的支配地位开始
了调查。罗氏公司承诺发布所有相关技术诀窍，并扩大
生产规模，以提高荷兰的检测能力。5一些竞争主管部
门发布了关于在紧急和限制供应时期适用竞争政策的指
导意见6，并澄清了是否以及何时可以允许公司之间为
应对危机需求进行协调，至少是暂时协调。

 ¾ 竞争法和竞争政策：第二章第二节2和第四章第 
四节2

维护有效的国际贸易

虽然中低收入国家面临着全球关键卫生技术稀缺造成的
特殊挑战，但大多数国家是所有类别卫生技术的净进口
国，包括应对2019冠状病毒病所需的技术。

 ¾ 卫生相关产品的国际贸易：第四章第四节1(a)

维护全球贸易的完整性对于确保公平获取所需的卫生技
术至关重要，并将支持各国从危机中恢复和建设卫生
系统，促进面对未来大流行病时更大的复原力。虽然
承认政府可以采取紧急措施来应对公共卫生挑战，包括
2019冠状病毒病技术的短缺，但二十国集团贸易部长7 
呼吁各国，确保为促进公共卫生而采取的任何贸易限制
措施是“有针对性、相称、透明和临时的”8。世贸组织
众多成员随后发表的宣言和声明强调了一个可预测、透 
明、非歧视和开放的全球贸易体系对大流行病应对和恢
复的重要性。特别是，他们强调了运作良好的供应链
的重要性，以及促进重要医疗用品和服务跨境流动的
必要性。9各国和国际组织密切合作，促进重要医疗用
品的顺利跨境流动，避免全球贸易和供应链受到不必要 
的干扰。

各国政府同时实施了贸易限制性措施（如对关键产品的
出口限制）和贸易便利化措施，以降低成本、缩短延 
误（如海关程序便利化和简化）。

 ¾ 世贸组织《贸易便利化协定》：第四章第四节1(b)

一些国家已经降低或取消了某些进口卫生技术的关税，
或者推迟了这些关税的缴付期限。

 ¾ 关税：第四章第四节1(b)

通过国际合作和国际标准，以及通过对第三国审批的相
互承认或单边承认，简化了监管部门的合格检查。

 ¾ 世贸组织《实施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协定》（SPS
协定）和世贸组织《技术性贸易壁垒协定》（TBT
协定）：第二章第二节3(b)

知识产权与大流行病

全球知识产权制度提供了一个激励框架，可以鼓励与
2019冠状病毒病有关的急需创新。它涵盖了从发明到
提供产品或服务的各个阶段。鉴于其特别的重要性，专
利是本节的重点，而知识产权的其他方面将在正文中进
一步讨论。

 ¾ 知识产权制度：第二章第二节1、第三章第四节和第
四章第三节

专利信息的公开要求和传播确保了对技术信息的获取，这 
可以支持研究和开发需求。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产权
组织）在其全球PATENTSCOPE数据库中建立了一个
2019冠状病毒病检索工具10。该工具提供预定义的搜索
字符串，支持搜索2019冠状病毒病相关专利信息。欧
洲专利局（欧专局）11和一些国家的专利局也开发了类
似的工具，以及2019冠状病毒病相关专利的数据库。例 
如，中国推出了一个可免费访问的2019冠状病毒病相
关专利数据库；大韩民国提供了2019冠状病毒病诊断
和治疗相关技术的专利信息，包括专利分析和趋势报
告；作为PROSUR/PROSUL区域技术合作倡议的一部
分，阿根廷、巴西、秘鲁、厄瓜多尔、哥伦比亚、乌
拉圭和智利发布了2019冠状病毒病相关技术的专利报
告。12美国专利商标局（美国专商局）建立了2019冠状
病毒病优先审查试点计划，对小微企业提出的与2019
冠状病毒病有关的申请进行快速审查。13巴西国家工业
产权局从2020年4月7日至2021年6月30日优先审查与
防治2019冠状病毒病的创新有关的专利申请。14

响应世卫组织《公共卫生、创新和知识产权全球战略和
行动计划》中对用户友好型数据库的呼吁，药品专利池
在其药品专利和许可数据库（MedsPaL）中提供专利信
息。15截至撰写本文时，该数据库包括一些治疗2019冠
状病毒病用试验药物的信息：瑞德西韦、洛匹那韦/利
托那韦、法匹拉韦和芦可替尼，以及生物治疗药物托珠
单抗、沙利鲁单抗和司妥昔单抗。

 ¾ 专利信息：第二章第二节1(b)(viii)-(xi)

 ¾ 公开要求：第二章第二节1(b)(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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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作良好的知识产权制度应考虑广泛利益攸关方的利益，如 
初创企业、公共和私营研发机构、高校和企业，以 
及公共或私营资助者和包括患者在内的广大公众的利
益，他们最终会从满足其需求的创新中受益。为了实
现这种精细的平衡，每个国家都可以根据自己的特殊需
要和国情来调整国内知识产权制度，包括通过TRIPS灵 
活性。

 ¾ 知识产权制度中的知识产权政策选项和灵活性：第
二章第二节1(g)

知识产权制度有一些支持和便利研发与获取的特点，包
括可专利主题的某些排除和专利权的有限例外。这些选
项可用于支持各国对医疗技术的获取，以及支持各国的
创新政策。

 ¾ 知识产权的排除和例外：第二章第二节1(b)(vii)和
第四章第三节1和3

例如，在为自然界中存在的材料申请专利方面，国家知
识产权制度有某些选项。可专利性可能涉及对SARS-
CoV-2病毒的生物技术研发。

 ¾ 可专利主题：第三章第四节4(a)

国内知识产权法往往规定有研究例外。在有研究例外的
情况下，对2019冠状病毒病相关专利技术的研发不构
成专利侵权。

 ¾ 研究例外：第三章第四节5(a)-(b)

在有监管审查例外的国家，为获得监管部门上市许可
的目的，专利发明可以不经专利权人的同意用于开发 
信息。

 ¾ 监管审查例外：第四章第三节3(a)(i)

一些国家的专利制度提供了解决现有药品进一步开发和
旧药新用的选项，包括渐进式创新、医学适应症权利要
求和限制常青化。

 ¾ 进一步开发和旧药新用：第三章第四节4(b)–(c)

现有的政策措施包括强制许可和政府使用许可。一些国
家已经通过立法，确保在必要时有快速强制许可和政府
使用许可机制，以促进2019冠状病毒病疗法的获取，例 
如在加拿大和匈牙利。16 在德国，立法授权联邦卫生部
以公共利益或国家安全为由，命令主管部门允许使用受
专利保护的发明，以确保各种卫生技术的供应，包括药
品、诊断用品和个人防护设备。17在以色列，已经为进
口用于治疗2019冠状病毒病的洛匹那韦/利托那韦仿制
药颁发了政府使用许可。18 

 ¾ 强制许可和政府使用许可：第四章第三节3(a)(ii)

关于生产和出口药物产品的特别强制许可制度19，有人
对该制度能对2019冠状病毒病大流行提供何种应对提
出了疑问20，而且世贸组织发达国家成员排除了自己作
为进口商使用该制度21。

 ¾ 特别强制许可制度：第四章第三节3(a)(iii)和附件三

民间社会组织对可能用于2019冠状病毒病新药的技术
专利提出了异议；有些组织要求撤销专利。22这种措施
传统上更多地被商业竞争者使用。

 ¾ 授权前和授权后的专利复审：第四章第三节2

一个支持权利人利益并允许使用受版权保护作品的平
衡的版权制度可以支持研发活动，有利于开发支持诊
断和治疗的数字解决方案。文本和数据挖掘例外已被用
于2019冠状病毒病的初步研究，包括跟踪和预测其传
播，并正在被用于寻找治疗方法。

 ¾ 版权例外：第二章第二节1(e)(ii)

软件许可计划也可以支持电子卫生保健产品和数字流程
的开发，这些产品和流程可能使2019冠状病毒病患者
的诊断和治疗更加容易。

 ¾ 软件许可和电子卫生保健：第二章第二节1(e)(v)

在2019冠状病毒病危机期间，许多组织、公司和其他
权利人都采取了自愿行动和举措。开放许可模式已被
用于合作开发和制造硬件，解决供应链的缺陷。许多
私营部门的企业已经采取了面向获取的行动，其中包
括：(i)承诺在某些或所有司法管辖区发放非独占和免
使用费许可或发布专利权的不执行声明；23(ii)免费发
布科学数据；(iii)公布重要设备（如呼吸机）的技术规
格；以及(iv)分享知识，使其他人能够制造和使用这些
技术。24

此外，已经观察到的支持研发的其他自愿行动包括允许使
用文本和数据挖掘以及机器学习技术，免费获取和重新
使用受版权保护的2019冠状病毒病相关科学文献25，以 
及提供受版权保护的标准26。例如，作为“开放COVID
承诺”的一部分，一些私营公司和高校正在允许免费获
取与诊断、预防、控制和治疗2019冠状病毒病有关的专
利技术和受保护的外观设计。27

 ¾ 许可办法：第三章第三节5(g)、第四节1、2和5(c)
及第四章第三节3(b)、(c)和(e)

各国政府和私营部门也已采取措施转让技术和诀窍，以
制造、改造或使用与2019冠状病毒病有关的技术。

 ¾ 制造和技术转让：第四章第一节10

2019冠状病毒病新技术知识产权管理的一个具体例子
是，联合王国牛津大学开发的一种候选疫苗被授权给一家
原研制药公司进行生产。开发和生产得到了流行病防范创
新联盟（见下文）和全球疫苗免疫联盟7.5亿美元的资金
支持。虽然确切的合同条款没有公开，但原研公司已承诺
在全球范围内供应疫苗，不赚取利润，并与一家印度制造
商签署了协议，允许后者向中低收入国家供货。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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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¾ 社会责任许可：第四章第三节3(c)

支持2019冠状病毒病技术研发和公平
获取的国际倡议

2019冠状病毒病大流行爆发以来，众多公共和私人行
为方发起了全球合作努力，开发疗法、疫苗和诊断方
法，目的是保证公平地获取这些技术。许多这样的努力
都是为了同时满足研发和获取需求。合作努力包括对产
品开发伙伴关系的大量投资，以支持疫苗的非商业性开
发和大型的多利益攸关方研发举措。

 ¾ 应对大流行病的紧急创新框架：第三章第三节3和第
五节

世卫组织2019年《战略准备和应对计划》包括协调国
际研发工作的行动。这些行动包括利用研发蓝图全球
协调机制和召开专家磋商会，制定全球协调研究路线
图。29世卫组织的2019冠状病毒病研发蓝图强调了合作
方式的重要性，指出“病毒材料、临床样本和相关数据
应迅速共享，以用于即时的公共卫生目的，公平公正地
获取利用这些材料开发的任何医疗产品或创新，必须是
这种共享的一部分”。30病毒样本的基因序列正在全世
界范围内公开共享。及时分享流行病学和其他数据也至
关重要。

 ¾ 共享卫生相关数据：第四章第一节4(f)

 ¾ 遗传资源的获取和惠益分享：第二章第四节和第三
章第五节4

为确保高效测试潜在的治疗方法，世卫组织启动了“团
结”临床试验，将患者纳入一个单一的随机试验，以便
在全世界范围内迅速比较未经证实的治疗方法。截至
2020年6月3日，已在35个国家招募了3,500多名患者,
有400多家医院在积极招募患者。世卫组织正在通过一
些制造商的捐赠，为该试验获得数千个疗程。31

联合国大会第A/RES/74/274号决议32强调，公平获得
医疗卫生产品是一个全球优先事项，有质量保证的医疗
卫生产品具有可获性、可及性、可接受性和可负担性对
于战胜这场大流行病至关重要。世界卫生大会WHA73.1
号决议33特别关注确保卫生系统的持续运作和全民健康
覆盖，促进研发，包括通过开放式创新，以及及时和公
平获得负担得起的卫生技术。它呼吁“各国际组织和其
他利益攸关方[……]在各级协同努力，开发、测试和扩
大生产用于应对COVID-19的安全、有效、优质、负担
得起的诊断工具、治疗手段、药物和疫苗，包括利用现
有的自愿汇集和专利许可机制，根据相关国际条约的
规定，包括根据《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的规定 
和《关于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和公共卫生的多哈
宣言》所述的灵活性，促进及时和公平获得负担得起的
工具”。34它还呼吁对医疗设备和药品流动采取的限制措
施应是临时和有针对性的；分享知识、教训、经验、最
佳做法、数据、材料和产品；以及开展合作，促进私营
部门和政府为研发提供资金。

世卫组织与一组其他全球卫生行为方、私营部门合作伙
伴和其他利益攸关方一起，启动了“获取COVID-19工

具（ACT）加速计划”，这是一项旨在加速开发、生产
和在全球公平获取新的2019冠状病毒病基本卫生技术
的合作关系。35

响应哥斯达黎加政府的倡议，世卫组织于2020年5月29
日发起了“团结行动呼吁”和COVID-19技术获取池。该 
呼吁已获得其他39个成员国和其他利益相关方的支
持。36“呼吁”指出，“COVID-19大流行已经表明，要想
公平获取基本卫生技术，传统工作方式并不可靠”，并“
提出替代方案，它与世卫组织促进全球卫生公共产品的
努力相一致，以公平、强大科学、开放合作和全球团结
为基础”。“团结行动呼吁”的主要内容包括：

�� 公开披露基因序列和数据；

�� 及时公布所有临床试验结果；

�� 鼓励政府和研发资助者在与制药公司和其他创新者
签订的资助协议中加入关于公平分配、可负担性和
透明度的条款，包括公布试验数据；

�� 对相关卫生技术采用全球非独占许可，包括向药品
专利池许可；以及

�� 促进开放创新模式和技术转让，提高当地制造和供
应能力，包括通过加入“开放COVID承诺”和联合国
技术获取伙伴关系。37

为了落实“团结行动呼吁”，COVID-19技术获取池将通
过其执行伙伴，将自愿分享2019冠状病毒病卫生技术
相关知识、知识产权和数据的承诺汇编起来。38

此外，在世卫组织和国际药品采购机制的支持下，药品
专利池已暂时扩大其任务范围，以涵盖任何与2019冠
状病毒病有关的卫生技术，包括疫苗和诊断法。39

 ¾ 卫生领域的专利池：第三章第三节5(g)

由联合国技术银行主持的联合国技术获取伙伴关系，旨
在支持发展中国家扩大关键卫生技术的当地生产。它通
过一个协调网络促进发展中国家有经验的制造商和当地
制造商之间的联系，分享关键数据、知识和其他相关 
支持。40

 ¾ 制造和技术转让：第四章第一节10

对快速开发新技术的需求刺激了政府对研发的空前投
资。欧盟委员会于2020年5月启动了“冠状病毒全球响
应”认捐活动，到2020年6月底总额达到159亿欧元，用 
于资助合作开发、普遍部署和获得针对冠状病毒的诊
断、治疗和疫苗。41委员会还制定了一个“临时框架”，如 
果受益人承诺在非歧视性市场条件下向欧洲经济区的第
三方授予非独占许可，则允许国家援助用于与2019冠
状病毒病有关的研发。42

流行病防范创新联盟是2014年埃博拉病毒爆发后由慈
善机构和一些政府创建的一个产品开发伙伴关系，迄今
已从各国政府获得14亿美元用于2019冠状病毒病的相
关工作，这是产品开发伙伴关系获得的前所未有的巨大
投资。43对通过其资助开发的任何疫苗，联盟要求生产
者提供公平的获取机会。它还要求产品开发商愿意进行
技术转让，以便由全球制造商网络进行生产。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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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¾ 产品开发伙伴关系：第三章第三节6

为了支持对2019冠状病毒病以及未来健康威胁的研
究，疟疾药品事业会在其“COVID箱”中汇编了80个
化合物，包括正在开发和已上市的化合物，它们对
SARS-CoV-2具有已知的或预测的活性。45疟疾药
品事业会为研究目的提供了免费使用“COVID箱”的机
会，使用“COVID箱”的研究人员应将所获得的任何数
据置于公有领域。

监管部门的应对

为确保产品质量、安全性和有效性，卫生技术的监管评估
和批准在每个卫生系统中都是必不可少的。由于尚未找
到有效的2019冠状病毒病治疗方法，研究人员正在探索
旧药新用，并在特定情况下进行药物的“同情使用”（批 
准前的临床使用）。

 ¾ 卫生技术的监管：第二章第一节6和第四节3及第四
章第一节11

世卫组织的紧急使用清单程序旨在简化在公共卫生紧急
情况下使用新产品或未获许可产品的程序。该清单根据
一套基本的现有质量、安全性和有效性及性能数据，协
助感兴趣的联合国采购机构和成员国确定特定产品的可
接受性。紧急情况下可获得的数据有限，而且产品还没
有准备好申请世卫组织的资格预审，紧急使用清单这
时可以将未获许可产品在有限时间内列入清单。紧急
使用清单目前对检测SARS-CoV-2的候选体外诊断用 
品开放。46

 ¾ 世卫组织资格预审：第四章第一节11

确保透明度

透明度和提供关于政府所采取措施的最新信息至关重
要，并贯穿本出版物的法律和政策领域。

国际卫生条例》（2005年）包括一项广泛的通报要
求，其目的是尽早发现所有可能产生严重国际后果的公
共卫生事件，并在其跨境传播之前通过适当的应对措施
从源头上预防或遏制这些事件。47应通报的事件必须立
即向世卫组织报告，即在对与事件有关的公共卫生信息
进行评估后的24小时内。通报之后，缔约国还应当：

�� 继续向世卫组织通报其掌握的关于所通报事件的足
够详细的公共卫生信息，在可能的情况下，包括病

例定义、实验室结果、风险的来源和类型、病例和
死亡人数、影响疾病传播的条件以及所采取的卫生
措施；

�� 提交关于除世卫组织建议之外所采取卫生措施的信
息；以及

�� 必要时报告在应对国际关注的潜在公共卫生紧急情
况时面临的困难和需要的支持。

2019冠状病毒病研发和获取举措的透明度也是世卫组
织“团结行动呼吁”的一个重要部分。

产权组织2019冠状病毒病知识产权政策跟踪器48在线
列表提供了各知识产权局为应对2019冠状病毒病大流
行而采取的措施的信息，如延长最后期限以确保业务继
续。此外，政策跟踪器还提供了各国政府为改善获取而
采取的立法和监管措施的信息，以及广大利益攸关方自
愿行动的信息。它依赖知识产权局、成员国和其他实体
提供的信息，因此不是针对2019冠状病毒病所采取全
部行动的详尽清单。

为提高透明度，世贸组织对其成员为应对大流行病而采
取的与贸易有关的货物、服务和知识产权措施进行监测
和报告。49世贸组织在2019冠状病毒病背景下发布了一
些关于贸易的信息说明和报告，包括医用货物贸易、透 
明度、出口禁令和限制、区域贸易协定、标准和法规中
对医疗产品的处理，以及服务贸易。50

前进的道路

2019冠状病毒病大流行给全世界的卫生系统和贸易体
系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对可能有助于控制大流行病的技
术的迫切寻求，调动了前所未有的研究努力和投资。它
催生了新的工作模式。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快
速和有效的创新，而公平获得新技术则是最重要的。对
知识产权的充分管理是实现这些目标的核心。

国家和国际上对大流行病的应对，反映了决策者在解决
紧迫卫生需求方面日益丰富的经验，采取的措施以整体
的方式考虑了卫生、贸易和知识产权要素。对大流行病
的应对涵盖了如此广泛的技术领域，以至于本三方研究
报告的几乎每一部分都与全球应对2019冠状病毒病的
措施有关。

三个组织的总干事在本研究报告的前言中强调：“2019冠
状病毒病大流行给人们的健康、经济和整个社会带来了非
同寻常的挑战。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全球协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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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https://cepi.net/wp-content/uploads/2020/01/Call-
text_CfP2_019-nCoV_30.01.2020-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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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es_parties/en/；https://www.who.int/ihr/about/
FAQ2009.pdf?ua=1&u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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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id19-policy-tracker/ipo-oper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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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to.org/english/tratop_e/covid19_e/trade_related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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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wto.org/english/tratop_e/covid19_e/trade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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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菲律宾、沙特阿拉伯王国、新加坡、瑞士、泰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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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疾病和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等领域克服医疗产品研
发市场失灵的种种挑战。然后，它概述了激励和资
助研发的替代手段和补充手段。它概述了知识产权
在创新周期中的作用，包括与卫生研究中知识产权
管理有关的问题以及选定的授权前和授权后专利问
题。最后一节探讨了流感疫苗，它是为满足特定全
球卫生需求而进行创新管理和产品开发的一个明显
例子。

�� 第四章涉及获取维度的关键方面，描述了卫生技术
获取的背景，并对艾滋病毒/艾滋病、丙型肝炎、结
核病、非传染性疾病和疫苗的获取问题进行了更详
细的案例研究。它阐述了与卫生系统、知识产权和
贸易有关的获取问题关键决定因素，并分析了具体
领域卫生产品的获取。它特别审查了定价政策、药
品和卫生产品整个价值链的透明度、税收和加价、采 
购机制，以及监管方面和技术转让及促进当地生
产的举措、专利质量和复审程序、强制许可和自
愿许可、自由贸易协定和国际投资协定、关税和竞 
争政策。

随着获取和创新问题越来越多地在更广泛的政策领域得
到考虑，现在有更多不同的利益攸关方、价值观、经 
验、专门知识和实证数据在影响和指导着政策辩论：

�� 政策声音更加多样化，为传统上不同政策领域之间
发生交叉融合创造机会

�� 从广泛得多的创新和获取倡议中获取实际经验的可
能性更大

�� 在一系列相互关联的因素上，实证数据的整体包容
性、质量和可用性得到改善，这些因素包括全球健
康负担、药品的获取和定价、监管和贸易政策环境
以及国家知识产权制度。

由于这些政策领域相互交叉的特点，有些主题在第
二章勾勒总体政策框架的过程中提出，随后在第三章 
和（或）第四章中进行阐述，分别更详细地考查这些要
素对创新和获取的影响。例如，第二章介绍了知识产
权政策的一般要素和原则，而第三章则阐述知识产权政
策、法律和实践对医疗技术创新尤其有影响的各个方
面，第四章考虑知识产权的具体方面如何影响对技术的获
取。同样，第二章介绍了医疗技术监管的基本原理，第 
三章和第四章则分别讨论产品监管对创新过程和医疗技
术获取的影响。关于贸易政策，第二章介绍了主要因
素，第四章考虑了贸易和贸易政策设置对获取药品和其
他医疗技术的影响。

全球疾病负担需要动态应对

全球疾病负担正处于转型中。由于传染病预防和治疗
的进步，人口正在老龄化。但中低收入国家的非传染
性疾病负担正在上升，导致双重疾病负担（见第一章
第三节）。虽然生活方式、缺乏身体活动、烟草使用
和有害使用酒精、营养和环境因素方面的预防措施是
关键，但创新体系必须进行调整，以适应全球疾病负

为什么要进行这项研究？

公共卫生本质上是一种全球性的挑战，因此国际合作是
高度优先事项。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是卫生领域
的指导和协调机构，但卫生问题与其他政策领域——人
权、发展政策、知识产权和国际贸易——的互动，为世
卫组织与其他国际组织，特别是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产
权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世贸组织）的合作与协调创
造了有力的理由。本研究及其经过回顾和更新后的第二
版是在这些机构之间持续进行的三方合作计划中产生
的。它响应了日益增长的需求，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需
求，即加强在卫生、贸易和知识产权交汇领域的知情决
策能力，重点是药品和其他医疗技术的获取和创新。过
去几十年来，国际层面对合作和协调的需求不断加强,历
次多边决定都证实了这一点。

这项研究是在不断发展的卫生政策背景下进行的。采用综
合的方法，可以加强创新促进措施和确保获取重要医疗
技术的措施之间动态、积极的相互作用。世卫组织、产 
权组织和世贸组织技术合作活动的目的，是促进对全部
选项及其运作背景的认识。本研究汇集了技术合作中使
用的资料，并以一种易用、系统的格式满足信息需求，以 
支持正在进行的合作努力。

研究内容导航

本研究报告是作为决策者能力建设资源编写的。报告的
结构是为了让用户能够掌握政策要点，然后更深入地研
究特别感兴趣的领域。在解释了政策一致的必要性和每
个合作机构在应对全球疾病负担和健康风险中的作用 
后（见第一章），本研究描绘了政策环境的全景（见第二 
章），使所有相互关联的要素可以放在背景中观察。然后，它 
对与创新（见第三章）和获取（见第四章）具体相关
的问题进行了更详细的叙述。内容反映了过去20年的
多边政策辩论，承认创新和获取不可避免地交织在一
起——两者在应对不断演变的全球疾病负担中都是不可
或缺的因素。

�� 第一章介绍了与医疗技术有关的卫生政策和该领域
国际合作的一般背景，阐述了三个合作机构不同的
作用和任务，并概述了界定卫生政策基本挑战的全
球疾病负担。

�� 第二章概述了国际框架的基本要素——卫生政策、知 
识产权和贸易政策，包括监管问题，以及贸易的技
术性壁垒、卫生和植物检疫措施、卫生服务和采购
规则。它为下文第三章和第四章中对创新和获取维
度更详细的分析奠定了基础。它概述了经济学对医
疗技术创新和获取的关键见解。最后一节回顾了与
传统医学知识和遗传资源获取有关的政策问题，它 
对国家卫生系统具有重要意义，也是医学研究的一
种投入。

�� 第三章对有关医疗技术创新维度的政策问题作了更
详细的概述。医学研究与开发的历史模式为分析当
前的研发格局提供了背景。这一章探讨了在被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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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的这些变化。对药品获取的关注——过去一直关注
艾滋病毒/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等传染性疾病——已
经扩大了范围。非传染性疾病疗法的获取，包括中等
收入国家昂贵的癌症治疗，将是未来的挑战，也是获
取问题辩论的焦点（见第四章第二节4）。

药品获取和健康权

获得药品和卫生服务是实现人人享有能达到的最高健康
标准这一权利的一个要素。促进药品的获取也是联合国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一部分（见第二章第一节1-3）。缺 
乏卫生技术的获取很少是由单一因素造成的。药品和 
卫生产品的“价值链”（见图4.3）包括研发、监管、选
择、采购和供应、分销、开具药品和诊断处方、调剂和
负责任的使用（见第四章第一节2）。药疗的选择需要卫
生系统确定哪些药品对解决国家疾病负担最为重要。这 
种选择可以以世卫组织《基本药物标准清单》为指导。对 
充足和可持续资金的政治承诺是有效和可持续获取的基
本条件。全民健康覆盖已经成为可持续发展目标的一个
关键目的（见第四章第一节1）。负担得起的价格是药品
获取的关键决定因素，特别是在公共卫生部门薄弱、大 
部分人口自费购药的国家。仿制药政策是控制卫生预
算、使药品和其他卫生产品及服务更容易负担的关键干
预措施。然而，即便是仿制药品，卫生系统也可能负
担不起。全球有相当一部分人口甚至无法获得最基本的
药品（见第四章第一节3）。提供所需医疗技术和卫生
服务的首要条件是有一个运作正常的国家卫生保健系 
统（见第四章第一节4-12)。

自千年之交以来，努力扩大艾滋病毒/艾滋病的治疗覆
盖面已成为政策制定者的主要焦点。抗逆转录病毒仿
制药的低价格帮助各国政府和捐助机构努力在2030年
之前结束艾滋病的流行，这是可持续发展目标具体目
标3.3的要求（见第四章第二节1）。在抗微生物药物
耐药性领域，既要确保广泛提供核心抗微生物药物，同
时又要确保良好的受托管理（适当使用抗微生物药物
以改善患者结局，并最大限度地减少耐药性的发展和
蔓延)和新抗微生物药物的研究和开发（见第二章第一 
节5、第三章第三节2和第四章第二节2)。

虽然多数结核病病例可以用几十年来一直都有的药物成
功治疗，而且费用低廉，但人们越来越关注耐药结核
病。2012年至2019年有三种新药被批准用于治疗耐药
结核病，但由于临床数据有限、缺少国家注册、价格高
昂以及新治疗指南实施滞后等原因，对这些药物的获取
受到限制（见第四章第二节3)。

非传染性疾病给家庭预算带来巨大和持续的经济压力，在 
获取非传染性疾病原研药和仿制药两方面仍存在重大差
距。例如，人们已指出新的癌症疗法和糖尿病用胰岛素
在获取方面的不足。对所有国家来说，不采取行动的代
价远远超过对非传染性疾病采取行动的代价（见第四章
第二节4）。卫生系统，包括高收入国家的卫生系统，面 
临着上市价格的上升，特别是癌症和“孤儿”药物的 
价格。

丙型肝炎的治疗取得了突破，但这些新疗法的上市价
非常高，以至在许多国家无法获得治疗，治疗被配
给或被推迟。由于一些疗法签订了许可协议，多数中

低收入国家能以相对低价获得仿制药（见第四章第二
节5）。国家免疫接种计划是预防疾病和传染病传播
的一个非常有效的公共卫生工具。不同的市场条件和
技术诀窍要求，使疫苗的开发和传播形成不同的格 
局（见第三章第二节4(e)和第四章第二节7；另见第三
章第五节）。本研究涉及的其他领域是儿科配方和医
疗器械的获取（见第四章第二节6和8)。

控制成本和增加获取机会的措施

政府采用许多不同的手段来控制医疗技术的成本。旨在增
加获取机会的政策涉及采购、定价和知识产权等领域（见
第四章第一节和第三节），而且越来越多地使用卫生技
术评估来控制成本（见第四章第一节4）。进口关税（见 
第四章第四节1）、各种税收（见第四章第一节5）和 
供应链上的加价（见第四章第一节6），可能提高消费
者价格并对获取造成制约，但也可以成为成本控制政策
的对象，但必须确保商业供应商获得可持续利润，以便
在经济上具有可行性。

企业采用的差别定价可以作为增加获取机会的补充工
具。价格差异可能存在于不同地理区域之间，也可能
取决于购买力和社会经济群体的差异（见第四章第一节
4(g)）。提高药品可及性的另一个策略是促进当地生产
能力的发展和利用技术转让。与当地生产相关的政策一
致性对于实现可持续的公共卫生和工业发展收益至关重
要（见第四章第一节10)。

世贸组织《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
协定》）为世贸组织成员提供了执行获取政策的灵活
性，如可专利性标准和专利复审程序，以及监管审查
例外（见第二章第二节1和第四章第三节3等）。在获
取专利产品方面，这些灵活性包括使用强制许可或政
府使用许可，使专利产品的仿制版可以在当地生产或
不经专利权人授权进口。

卫生技术的监管

卫生技术的监管涉及基本的卫生政策目标：产品必须
安全、有效，有适当质量。它还塑造着获取和创新的
格局。监管审查程序影响到新产品上市所花的时间和
成本，可能推迟新产品进入市场（见第二章第一节6)。

临床试验是一种调查研究，有人类参与者分组参加，来 
评价新卫生技术的安全性和（或）有效性。临床试验
的注册和公布对公共卫生非常重要。世卫组织认为临
床试验的注册是一项科学和伦理责任，并设有国际临
床试验注册平台（ICTRP）。从公共卫生政策的角度
来看，临床试验结果应该公开，以便研究人员和其
他感兴趣的群体能够评估新产品的有效性和潜在副作 
用（见第三章第二节7）。生物治疗药物的出现给监
管制度带来了挑战，特别是在监管类似生物治疗产 
品（也称生物仿制药）方面（见第二章第一节6)。

监管制度面临的另一个挑战是伪劣医疗产品，这种产品
在世界各地都有，但通常在监管和执法体系薄弱的地区
问题更大。为有效打击伪劣医疗产品，可能需要监管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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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而打击伪造或假冒医疗产品则可能涉及刑事调查（见 
第二章第二节1(f)和第四章第一节12和第三节3(h)）。世 
卫组织的资格预审通过确保遵守质量标准，为改善发展
中国家对优质医疗产品的获取作出了重要贡献（见第四
章第一节11(a))。

医疗技术的创新：不断变化的政策 
环境

医疗技术创新需要私营部门和公共部门投入的复杂组
合。它与一般意义上创新的不同在于卫生研究的伦理维
度、严格的监管框架、责任问题以及高成本和高失败风
险。经济、商业、技术和监管因素使当前的研发格局发
生了快速变化，涉及更加多样的创新模式和更广泛的积
极参与者。为吸收高成本和相关风险及责任提供足够的
激励，是一项核心政策挑战；这一直是专利制度的历史
作用，特别是在应用于药品时。虽然对医学研究和产品
开发的实际成本估计不一，但创新无疑是昂贵和耗时
的。创新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增加了这一领域的研发成
本，包括大多数在进入市场前就失败的发明的开发成 
本（见第三章第二节3）。医学研究支出的上升并没有
使进入市场的新产品相应增多，这引发了关于研究生产
率的辩论以及对新创新模式和研发融资模式的追求。许
多倡议正在探索新的产品开发战略，从而为关于如何改
进创新结构并使之多样化以解决未满足健康需求的丰富
辩论提供了信息。目前的政策讨论已经确定了开放创新
结构的可能性，以及一系列“推拉”激励措施，包括将
产品价格与研发成本脱钩的奖励基金等计划（见第三章
第三节5）。世卫组织研究与开发方面筹资和协调问题
磋商性专家工作小组建议了其中的一些方案，包括开始
谈判一项具有全球约束力的研发公约或条约（见第三章
第三节4和5(i)）。

对产业作用和结构以及公私之别的新
思考

不断发展的创新格局正在推动制药业的变革。驱动因素
包括全球处方药支出的增加，高收入市场的支付方对处
方药价格的审查越来越多，从事医学研究和产品开发的
非营利性倡议的进展，新的研究工具和平台技术，行业
对个体化药物的关注增加，以及大型中等收入国家市场
的全球需求份额上升。历史上垂直整合的内部研发行业
模式正在向更加多样化和合作型的结构开放，主要的行
业参与者通过整合技术来开发产品，这些技术是通过许
可或者对小公司的兼并和整合获得的。原研公司也投资
于仿制药生产能力。比例越来越高的新药用于孤儿适应
症。同时，鉴于投资回报的潜力不大，多数大型制药公
司已经退出了抗微生物药物研究。

公共研究和学术机构的作用日益受到关注（包括在发展
中国家受到关注），这些机构试图调和公共利益责任
与私营部门伙伴关系提供的资本和产品开发能力（见 
第二章第三节；第三章第一节和第二节；第四章第四
节5(d)）。

被忽视疾病和其他领域的研究和创新
差距：政策挑战催生实务倡议

对于主要影响贫穷国家人民的疾病，由于收入潜力低、卫 
生服务资金不足和上游研究能力普遍薄弱，创新周期
不能自我维持，无法满足卫生需求。在销量可能很低
的领域也会出现类似的情况，例如抗生素和新出现病原
体的疗法或疫苗领域。在这种环境下，基于市场的激
励措施，如专利保护，本身无法解决发展中国家的卫 
生需求。

这些疾病的卫生研究格局已经发生了变化。产品开发
伙伴关系是过去十年的一个重要发展，它将非营利实
体和行业参与者聚集在一起，获得重大慈善资助，大
大增加了被忽视疾病的开发产品数量，并确定了现有
研究差距方面的途径（见第三章第三节6）。原研药企
也越来越多地参与慈善研究。一些公司建立了专门的
研究机构，研究严重影响发展中国家的疾病，或者参
与合作项目共享资产和知识，如WIPO Re:Search，该
项目是为了更好地利用受知识产权保护的资产，改善
获取途径（见第三章第三节6-8）。但是，国际社会在
这一领域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已经被认为是一个全球性威胁，许
多国家在国家行动计划中都有应对，世卫组织《抗微生
物药物耐药性全球行动计划》也是如此。私人投资不足
以填补目前的研发空白。一系列行动方已经发起了新的
非营利倡议，以重振候选药物管线。

知识产权制度是创新和获取问题辩论
的核心

除了专利制度和试验数据保护，其他相关的知识产权包
括商标，例如与国际非专利名称的关系，以及版权，例
如药品说明书（见第二章第二节1(d)-(e)）。专利制度
已被广泛用于卫生技术，特别是被制药部门采用。事实
上，制药部门在依赖专利获取研发回报方面非常突出，但 
专利在创新中的作用以及如何提高其有效性是不断辩论
的问题（见第三章第二节）。设置专利的理由是为了使
创新投资具有吸引力，并提供一种机制来确保专利文献
中包含的知识能够被获取。专利可以起到构建、界定
和建立创新伙伴关系的作用。知识产权在创新周期中的
作用在第三章第四节中讨论。专利对获取的影响是复杂 
的，是一个受到特别关注的领域。知识产权政策、体现知
识产权政策的法律以及这些法律的行政管理和执行，其 
目的都是为了以促进整体公共福祉的方式平衡和兼顾各
种合法利益（见第二章第二节1）。

全 球 知 识 产 权 框 架 主 要 由 产 权 组 织 管 理 的 条 约 
和《TRIPS协定》界定。《TRIPS协定》是世贸组织法律 
体系的一部分，它进而又纳入了产权组织多部条约、包
括《巴黎公约》的实质性条款。《TRIPS协定》规定了
知识产权保护和执法的最低标准。例如，所有技术领域
的任何创新都必须能够获得专利，只要它们是新的，有 
创造性（非显而易见性），并且工业上能够适用（或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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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专利的实质审查使已授予专利的有效性具有更
高的法律确定性。如果检索和审查的质量不高，可能产
生不利影响，可能使人们对专利的有效性产生错误的预
期。复审程序允许法院和其他复审机构纠正错误的专利
授权，并在必要时给予救济，以确保专利制度整体作为
一个公共利益政策工具发挥作用。严格的可专利性标准
和由专利审查指南支持的严格专利审查，有助于防止为
推迟仿制药竞争的进入而采取的策略，如“常青化”（见
第三章第四节4(b)和第四章第三节1)。

专利制度的一个部分是要求公开专利文献中描述的创
新，从而创造一个广泛的知识库。由此产生的专利信息
可作为一种工具，用于规划操作自由、潜在的技术合作
和采购选项，并使政策制定者深入了解创新模式（见第
二章第二节1(b)(viii)-(xi)）。虽然专利信息已变得更容
易获取，但许多中低收入国家的数据覆盖率仍然是一个
挑战。最近的趋势显示，主要中等偏上收入经济体的卫
生技术专利申请有所增长（见第三章第一节5)。

对临床试验数据的保护也说明了知识产权制度与创
新和获取之间的复杂关系。保护这些数据不受不公
平的商业使用很重要，因为人们为生成这些数据付出
了巨大的努力，而新药上市需要这些数据。为此，在
一些司法管辖区，新批准的药品受数据排他和市场排
他等监管排他期的保护，在此期间药品监管部门不
能接受仿制药的审批申请，或者不能批准仿制药上 
市。《TRIPS协定》要求对试验数据进行保护，但没有
规定要采取的具体形式，各国主管部门采取了不同的
办法（见第二章第二节1(c))。

如何管理知识产权可能决定对公共卫
生的影响

适当的专利许可可以帮助建立伙伴关系，并通过合
作实现创新，使新的卫生技术取得成果。私营部门的
许可战略通常瞄准商业目标，但公共部门实体可以利
用专利来撬动公共卫生成果。社会责任许可的新模式
在保护知识产权的同时，也确保新卫生技术的可获得
性和可负担性。公私伙伴关系产生了创造性的许可协
议，放弃了利润最大化，而是以负担得起的价格向
贫穷国家提供基本技术。自愿许可也构成了企业社会
责任计划的一部分，特别是在艾滋病毒/艾滋病治疗
方面。药品专利池加强了自愿许可计划的趋势，通过
促成新的配方和加强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更便宜的仿制
药，增加了药品的获取机会（见第四章第三节3(b))。

政策选项和知识产权灵活性也影响到
公共卫生

国际知识产权制度中包含了广泛的政策选项和灵活
性，可以用于实现公共卫生目标。需要在区域和国内
层面采取行动，确定如何最好地实施这些灵活性，使知
识产权制度满足每个国家的个别需求和政策目标。重 
要选项包括最不发达国家的过渡期（见第二章第二 
节1），不同的知识产权用尽制度，完善专利授权标
准，提供授权前和授权后复审程序，可专利性的排除

和授权后的例外和限制，包括促进仿制药进入市场的
监管审查例外（“博拉”例外），以及强制许可和政府
使用许可。各国已经使用了这些工具中的一种或多种
来改善传染病和非传染性疾病的药品获取（见第四章第
三节1-3）。世贸组织成员修正了《TRIPS协定》，允 
许更广泛地使用强制许可。有了这一额外的灵活性，那 
些因本地产能不足或没有产能而需要进口药品的成
员，能够从这些药品受专利保护的其他国家的仿制药
制造商那里寻求供应。为此，潜在的出口成员可以根
据“特别强制许可制度”授予出口专用的特别强制许 
可（见第四章第三节3和附件三）。虽然也由于《多哈
宣言》，灵活性的法律范围现在更加清晰，而且一些
灵活性得到了广泛实施（如“博拉”例外），但关于使
用强制许可等措施的政策辩论仍在继续。

国际贸易是一个基本的获取途径

国际贸易对获取药品和其他医疗技术至关重要，对小
国和资源匮乏的国家更是如此。贸易刺激竞争，进而
降低了价格，提供了更多的供应商，提高了供应的安
全性和可预测性。因此，贸易政策的设置——如对药
品、药物成分和医疗技术征收关税——直接影响到这
些产品的可及性（见第二章第二节3-5和第四章第四
节）。贸易政策和全球生产体系的经济学在建立国内
医疗产品生产能力的战略计划中，也是关键因素。建立
在健全卫生政策原则基础上的非歧视性国内法规，对 
于优质卫生产品的稳定供应也很重要。获得外贸机会
可以创造规模经济，支持医学研究和产品开发过程的
成本和不确定性。

发达国家在卫生相关产品的贸易中占主导地位，但印度
和中国已成为全球领先的制药和化学投入品出口方（中
国在医疗器械方面也是如此），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最
近也显现出强劲的出口增长。各国进口的卫生相关产品
因其发展水平不同而有很大差异，说明在获取方面存在
巨大且不断扩大的差距：2016年，少数国家（中国、欧 
盟成员国、日本和美国）占了进口的大部分。发展中国
家正在出现一些新的参与者，而最不发达国家的进口起
点低，增长最少。

卫生相关产品的进口关税可能影响获取：由于它们在价
值链的早期增加了成本，对价格的影响可能被放大。发
达国家根据1994年世贸组织《药品协定》，已经基本
取消了此类关税。其他国家已大大降低了关税，但情况
仍然很复杂：一些发展中国家以促进当地生产为目的构
建关税结构，而最不发达国家则适用较低的关税（见第
四章第四节1)。

竞争政策促进有效创新并支持获取

竞争政策与向患者提供卫生技术过程的所有阶段，从
开发到销售再到交付都有关。因此，通过竞争法和执法
来建立健全、有竞争力的市场结构，在加强卫生技术
的获取和促进制药部门的创新方面都有重要作用。如 
果知识产权阻碍了竞争，构成创新和获取的潜在障
碍，它可以作为一种纠正工具。一些司法管辖区的竞
争管理部门已经采取行动来处理制药行业的反竞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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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包括某些专利和解、某些许可行为和定价政策。
竞争政策在防止参与采购过程的医疗技术供应商进行
串通方面也可以发挥重要作用（见第二章第二节2和第
四章第四节2）。

通过更有效的政府采购获取医疗技术

在许多国家，医疗技术的获取主要来自政府采购，通过
公共资金或补贴来提供药品。采购系统的目的是在适
当的时间、以所需的数量和有利的成本获得优质药品
和其他医疗产品。因为支出巨大、物有所值对卫生的
影响和质量问题，这些原则在卫生部门尤其重要，据 

绘制政策交集：创新和获取的关键法律和政策领域

人权维度采购政策

可负担性、
定价政策和筹资竞争政策

 

质量、
安全性和有效

性监管

 

创新政策
 

 

 

国际贸易协定

 

专利制度试验数据保护
 

商标和非
专利名称

 
 

 

关税和非关
税措施

许可和操作自由

重点医疗技术

交
付

发
现

公共卫生
全民健康覆盖

知识产权

创新
与
获取

贸易
经济和商业政策 创新体系和技术传播

开发

报道有些项目为药品支付的费用大大超出了必要（见
第四章第一节8）。

在国家预算面临压力、慈善项目面临资金制约的财政环
境下，有利于公开和竞争性招标的采购政策，加上合
理使用药品，对于确保持续获取已变得更加重要。采 
购方面的良好治理与通过降低价格和不间断供应来增
加医疗技术的获取是一致的。世贸组织的诸边《政府
采购协定》提供了一个提高公共采购效率和良好治理
的国际规则框架，特别适用于药品采购，可以增加透
明度、促进公平竞争和提高公共开支的价值（见第二
章第二节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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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贸易协定与获取的关系日益密切

在既有的多边论坛之外，自由贸易协定和国际投资协定
的增加使国际政策和法律框架变得更加复杂（见第二
章第二节5和第四章第三节5）。这一背景下的政策辩
论，重点是知识产权（如专利期延长）、监管排他性和
其他措施（如专利链接）、这些协定中的药品监管条款
以及这些对药品获取的影响。较近一代的自贸协定往往

包括确认《多哈宣言》的附函或条款，特别是世贸组织
成员采取措施保护公共健康的权利。这些协定还在其他
政策领域设定了对获取有影响的标准，特别是在政府采
购和竞争政策方面设定的标准，以及对药品、投入品和
其他卫生产品的优惠关税。自贸协定通常要求在国内法
律中实施，这进而又会直接影响药品和医疗技术的获取 
和创新。



20

第一章		
医疗技术：基本原理

本章在全球疾病负担和全球健康风险的背景下，概述了合作的根本必要
性。它表明，需要考虑卫生、知识产权和贸易方面的变量，采取协调的办
法，以确保在国际、区域和国内各级公共卫生领域作出一致的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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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公共卫生和医疗技术：	
国际合作的必要性

要点

•• 世卫组织、产权组织和世贸组织在公共卫生、知识产权和贸易问题上的任务各不相同，但又相互补充。

•• 虽然本研究的重点是与药品有关的发展，但也涵盖了其他医疗技术，如疫苗和包括诊断用品在内的医疗器
械，因为它们对取得公共卫生成果非常重要。

•• 公共卫生和知识产权政策制定者面临着一项具有挑战性的任务，即确定政策选择的正确组合，以最好地推
进其国家目标。因此，各国政府正在为政策辩论寻求更一致、更全面、更易获取的信息。

•• 本研究旨在为最广泛意义上的决策者——立法者、政府官员、驻国际组织的代表、非政府组织和研究人员
提供背景参考。

健康是一项基本的普世人权。实现各民族尽可能高的
健康水平是世卫组织的基本宗旨。《世卫组织组织
法》序言强调，国际合作对促进健康至关重要：

“各民族之健康为获致和平与安全之基本，须赖个
人间与国家间之通力合作。任何国家促进及保护
健康之成就，全人类实利赖之。各国间对于促进
卫生与控制疾病，进展程度参差，实为共同之危
祸。而以控制传染病程度不一为害尤甚。”

世卫组织的这一中心目标、国际合作的基本逻辑和采取
实际行动的责任，对国际社会具有重大影响。因此，公 
共卫生成果对产权组织和世贸组织也很重要。在这方
面，产权组织和世贸组织注重创新和技术转让及传播的
社会和发展维度，以及获取这些技术的机会。产权组织
和世贸组织的政策讨论和技术合作活动，包括与世卫组 
织合作开展的一系列方案，越来越注重公共卫生问题。世 
贸组织成员强调，需要在公共卫生和全球贸易体系之间
建立积极的联系。在《关于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
和公共卫生的多哈宣言》（《多哈宣言》）1中，贸易部
长们认识到“影响许多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的公共 
卫生问题的严重性，特别是艾滋病毒/艾滋病、结核病、疟 
疾和其他流行病造成的问题”，阐明“世贸组织《与贸易
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协定）需要成为解决这
些问题的更广泛的国家和国际行动的一部分”。

“我们这三个组织，连同其他的利益攸关方，肩负着共
同的责任，那就是应对这些挑战，使创新技术以低价
格、可持续和易获取的方式走向市场。”2

世贸组织总干事阿泽维多

1. 政策的一致性

世卫组织、产权组织和世贸组织在公共卫生、知识产 
权和贸易问题上的任务各不相同，但又相互补充。因
此，这三个组织都有责任加强它们与其他伙伴的实务对

话，以便更有效地完成它们的任务，确保有效地利用技
术合作资源，避免活动的重复。

在解决公共卫生问题的国际行动中，一致性至关重要。这 
种一致性对于三个组织的技术合作工作来说，从未像现
在这样重要。世卫组织在公共卫生的所有领域都拥有丰
富的专业知识，包括药品和疫苗政策、医疗器械、监管
问题、定价和采购，以及影响药品获取的其他因素。产
权组织在以下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帮助建立对知识产
权制度的真正全球观点和理解，包括在国家层面实施专
利制度的灵活性；提供专利信息，包括关键药品和疫苗
在发展中国家的专利状况；并提供专利法及其与公共政
策之间相互作用方面的专门知识。世贸组织就与贸易政
策中与公共卫生直接相关的若干方面开展工作，包括国
际法体系内影响到获取和创新维度的知识产权规则和灵
活性。

《多哈宣言》是在国际层面发展一致性的催化剂。《多
哈宣言》使公共卫生问题成为世贸组织在知识产权和 
国际贸易方面工作的核心重点。与之相关，世界卫生大
会（卫生大会）关于确保基本药物可及性和公共卫生、创 
新和知识产权的一系列决议也采纳了《多哈宣言》。值 
得注意的是，《多哈宣言》在导致2008年通过《世 
卫组织公共卫生、创新和知识产权全球战略和行 
动计划》（《全球战略和行动计划》）3的谈判中是
一个参考点。2007年《产权组织发展议程》（WIPO, 
2007）广泛涉及国际知识产权法中的灵活性，包 
括《多哈宣言》中具体确定的与卫生有关的灵活性。

这些任务和权限一直是政策辩论的中心。2015年通过 
的《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呼吁开展合作以支
持可持续发展（具体目标17.16），强调根据《多哈宣
言》进行研发和获取药品的重要性（具体目标3.b）。

一些联合国高级别会议呼吁开展合作和政策协调，作
为解决紧急卫生问题的核心。例如，2016年《大会抗
微生物药物耐药性问题高级别会议的政治宣言》4呼
吁“在控制和预防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方面，加强能力
建设、按照共同商定条件进行的技术转让及技术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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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与合作，以及在支持制定和执行国家行动计划……方
面加强国际合作和供资”。同样，2017年《终结结核
病问题莫斯科宣言》和2018年联合国非传染性疾病问
题高级别会议也呼吁加强利益攸关方和技术伙伴之间
的合作。5

“全民健康覆盖是世界各国在可持续发展目标中通过的
具体目标之一。这也是我们世卫组织的首要任务。但我 
们意识到，实现全民健康覆盖不是世卫组织一家的事，也 
不是卫生部门一家的事。这需要我们大家的合作。”6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

2. 研究范围

本研究的重点是与医疗技术获取和创新有关的问题。除
药品和疫苗外，本研究还讨论了其他医疗技术，如包括
诊断用品在内的医疗器械，因为它们对取得公共卫生成
果非常重要。在药品获取和创新方面吸取的一些经验教
训可能对这些其他医疗技术有用。虽然在知识产权对创
新和获取的作用方面存在重大差异，但其他重要的公共
卫生决定因素，如健康促进、生活方式的改变、获取充
足的营养食品、卫生基础设施、人力资源、卫生筹资和
卫生系统等（除非与药品和医疗技术直接相关），不在
本研究的范围之内。

3. 本研究的必要性

各国政府可以选择在其国内制度和实践中适当地实施各
种政策工具。尽管国际标准适用于多数主要的政策工
具，特别是知识产权，但在这些标准之内和周围存在
着“政策空间”。公共卫生和知识产权政策的制定者面
临着一项具有挑战性的任务，即确定政策选择的正确组
合，以最好地推进其国家目标。因此，各国政府都在为
政策辩论寻求更一致、更全面、更易获取的信息。世卫 
组织、产权组织和世贸组织开展技术合作活动的目的，是 
促进对各种选择方案及其运作背景的了解。本研究汇集
了技术合作中使用的材料，并以方便、系统的形式满足
新出现的信息需求，以支持正在进行的合作努力。

“创新就是为了提高生活质量，而健康正是生活质量的
根本。没有健康，一切都是无本之源。承认前述观点就
意味着人道主义需求和经济理性主义可能互相对立。”7

产权组织总干事高锐

《多哈宣言》承认：“知识产权保护对新药的开发很重
要。”同时，它也承认人们关注知识产权对价格的影
响。对各国政府提出的挑战是，如何利用所掌握的政策
工具，以相辅相成的方式解决这两个方面的问题。自二

十一世纪初以来，在提高私营部门资助研发的能力，和
期望以最合理的方式选择、供应、使用药品的公共政策
目标这两者之间，政策制定者们一直在寻求有效方法来
加强其积极正面的联系。

“全民健康覆盖不是未来的梦。现在它是一个现实。处
于各收入水平的国家都在证明，利用国内资源，全民健
康覆盖是可以实现的，也是负担得起的。”8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

卫生保健费用的上涨导致国家公共卫生预算增加，公众
对卫生保健的期望值提高。在经济困难时期，更有理由
评估卫生服务的效率和公平，包括药品和医疗技术支出
的效率和公平。有效提供卫生保健还意味着使技术适应
不同的地方需求和优先事项。世界正面临着非传染性疾
病负担加重的问题。药品越来越多地可以获得专利，这 
对更多国家，特别是对传统上专门生产仿制药的主要 
低成本出口国构成了进一步的挑战。变化中的疾病负
担、治疗被忽视疾病所需的合适药物的缺乏、抗微生
物药物耐药性的挑战，以及新出现的具有大流行潜力的 
病原体，都需要开发新的治疗方法、疫苗和诊断用品。需 
要鼓励创新——既要发明新产品，又要提供有效的制
度，使产品通过非常复杂的产品开发阶段，进入市场并
带给患者。决策者已经认识到，有必要超越传统的研发
方法，解决创新差距，特别是在被忽视疾病、埃博拉病
毒等病原体和耐药性细菌感染领域的创新差距。

“贸易和多边贸易体系可以帮助为公共卫生政策和实施
平衡有效的知识产权制度创造更有利的全球环境。”9

世贸组织总干事阿泽维多

4. 谁应该阅读本研究？

本研究旨在为最广泛意义上的决策者——立法者、政府
官员、驻国际组织的代表、非政府组织和研究人员提供
背景参考，他们希望全面介绍各种问题，包括可能不熟
悉的机构和法律概念。本报告还旨在为三个组织的技术
合作活动提供事实资料。本研究中的任何内容都不应视
为三个组织中任何一个组织或其各自成员的正式立场或
对权利义务的解释。实际的政策选择和对成员国权利义
务的解释仍然是政府的专属领域。

“在目前的世界格局中，卫生、创新和贸易是密不可
分、相互依存的。除非我们继续创新，引进新技术改善
卫生成果，否则将无法享有相对的健康保障。”10

产权组织总干事高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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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合作机构：世卫组织、产权组织和世
贸组织

要点

•• 世卫组织是联合国系统内卫生问题的指导和协调机构。它负责对全球卫生事务提供领导，拟定卫生研究议
程，制定规范和标准，阐明以证据为基础的政策方案，向各国提供技术支持，以及监测和评估卫生趋势。

•• 产权组织是联合国的专门机构，致力于发展兼顾各方利益、便于使用的知识产权制度，为了公共利益奖励
创造，促进创新，为经济发展作出贡献。

•• 世贸组织的核心任务是在基于规则的包容性国际贸易体系基础上开放贸易。它为成员提供一个谈判论坛，监 
测贸易协定的执行，应成员的要求解决争端，以及开展能力建设，包括在《TRIPS协定》保护和执法标准
及相关政策选择方面的能力。

•• 伙伴关系对于国际社会有效应对公共卫生、知识产权和贸易之间不断变化的挑战至关重要。为此，世卫组
织、产权组织和世贸组织与其他国际和区域组织以及民间社会和私营部门开展合作。

本节简要介绍世卫组织、产权组织和世贸组织的具体作
用、任务和职能，这三个组织在总的国际框架内，在公
共卫生、知识产权和贸易之间有关医疗技术创新和获取
的问题上进行合作。

1. 世界卫生组织

世卫组织是联合国系统内卫生问题的指导和协调机构。它 
负责对全球卫生事务提供领导，拟定卫生研究议程，制
定规范和标准，阐明以证据为基础的政策方案，向各国
提供技术支持，以及监测和评估卫生趋势。

监测贸易和知识产权对公共卫生的影响是世卫组织工
作的战略领域之一。在《TRIPS协定》通过后，第四
十九届世界卫生大会（卫生大会）于1996年5月通过
了世卫组织处理公共卫生与知识产权关系的第一项任
务。11在随后的几年里又通过了许多决议，不断扩大和
加强世卫组织在公共卫生、知识产权和贸易相关问题
上的工作任务。

2003年5月，世卫组织成员国决定成立知识产权、创新
和公共卫生委员会，以研究知识产权、创新和公共卫生
的关系。12其2006年的报告（WHO, 2006a）含有60项
旨在促进创新和改善药品获取的建议。报告的结论是：

“在具有经济和技术实力的国家以及对于存在赢利
市场的产品，知识产权在刺激健康产品的创新方
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发展中国家，如果市场
太小，技术力量不足，则取得专利对创新可能不
起作用或作用甚微。[……]像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那
样，健康产品的消费者都是穷人，因此，如不采
取降低价格或增加资金的其他措施，与专利挂钩
的垄断价格使穷人买不起需要的专利健康产品。”

根据知识产权、创新和公共卫生委员会的建议，世卫组
织成员国于2008年和2009年通过了《全球战略和行动
计划》，在就公共卫生、创新和知识产权的实际行动达
成全球共识的过程中，这是迈出的重要一步。《全球
战略和行动计划》重申并扩大了世卫组织在公共卫生
和知识产权关系方面有关工作的任务。2016年和2017
年分别发布了对《全球战略和行动计划》的全面评价
和总体规划审评（Capra International, 2016; WHO, 
2017e）。

2019年，世卫组织秘书处制定了新的、全面的获得路
线图，概述了2019-2023年期间世卫组织在获得药品
和疫苗方面的工作方案，涵盖了《全球战略和行动计
划》以及世卫组织《卫生人力资源全球战略：卫生人力
2030》等其他相关战略文件的实施。13

世卫组织编制了大量资料，为成员国提供基于证据的指
导，由此在制定公共卫生和知识产权政策的过程中向它
们提供支持。这类指导包括丙型肝炎关键药物的专利态
势分析（WHO, 2016d），对当地生产的机会和挑战进
行的一系列详细分析14，以及关于贸易和卫生交集的技
术背景文件（WHO, 2015d）。

世卫组织还在《全球战略和行动计划》范围之外履行技
术职能，这些职能对药品、知识产权和贸易的交集具有
重要意义。例如，每两年审查一次的《基本药物标准清
单》15包含了满足人口卫生保健优先需要的药物16，许
多国家将其作为制定国家处方集（清单）的基础，用于
指导采购等目的。又如，世卫组织通过其资格预审平台
17提供一个质量保证机制。数百种药物和其他卫生产品
通过世卫组织资格预审得到了质量保证。如果没有资格
预审，在许多情况下质量难以保证，或者无法保证（见
第四章第一节1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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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 医疗技术：基本原理

2.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产权组织是联合国的专门机构，致力于发展兼顾各方利
益、便于使用的知识产权制度，为了公共利益奖励创
造，促进创新，为经济发展作出贡献。

产权组织的核心活动包括：

�� 管理多边条约，支持国际知识产权法律框架的发展

�� 提供多项全球知识产权服务，为跨国界知识产权保
护提供一条快速、高效和更具成本效益的途径，并
为替代性争议解决服务提供便利

�� 与各国政府、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以及公共和
私营部门的利益攸关方合作，协助制定和实施国家
知识产权和创新战略，建立适当的监管框架，建设
利用知识产权潜力促进经济发展所需的基础设施和
人的能力

�� 开发技术平台，促进知识产权局之间的合作

�� 开发免费的专利、商标和工业品外观设计数据库，
为获取知识提供便利

�� 培养对知识产权的认识、理解和尊重

�� 与联合国和其他组织合作，确定知识产权对气候变
化、粮食安全、公共卫生和其他全球挑战的贡献。

2007年，产权组织大会制定了产权组织发展议程18，以 
确保发展考量成为产权组织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发展
被认为是一个贯穿各领域的问题，影响到产权组织的各
个部门。45项发展议程建议指导着产权组织的工作。

产权组织开展的工作中有若干领域与公共卫生特别相关。

产权组织的全球挑战计划处理与全球性和相互关联议题
有关的创新和知识产权问题，比如气候变化、公共卫生
和粮食安全。该计划寻求提高人们对创新、技术转让和
技术传播等领域之间相互作用的认识和理解，这些涉及
到卫生创新和药品获取。WIPO Re:Search是一项公私伙
伴关系，旨在促进知识产权和专门知识的共享，推动开
发用于治疗被忽视疾病的药物（见第三章第三节8）。

产权组织为成员国之间的讨论提供便利，这些讨论是为
了发现专利法中需要多边关注和行动的问题，以跟上快
速发展的技术、经济和社会环境的步伐。19全世界专利
申请量的持续增长和技术的不断发展，对有效和高效处
理专利申请、实现高质量专利授权以及专利促进创新和
技术传播的作用提出了挑战。产权组织不仅就建立和实
施必要的法律框架，而且就如何评估各种选择、制定协
调一致的政策战略，向成员国提供咨询。1995年，产 
权组织和世贸组织达成了一项协议，作为合作提 
供《TRIPS协定》相关法律和技术援助的基础。202011
年以来，产权组织成员国一直在专利法常设委员 
会（SCP）21中参与讨论与专利和卫生有关的问题（见
专栏2.10）。22

产权组织的传统知识计划旨在更有效地运用知识产权 
原则和制度，对包括传统医药在内的传统知识进行法 
律保护。23

产权组织的营造尊重知识产权风尚计划主要通过执法咨
询委员会（ACE）的工作（见第二章第二节1(f)(iii)）促
进关于知识产权的国际政策对话，并向成员国提供关于 
知识产权执法和提高认识的技术和立法援助。

根据其促进知识产权与公共卫生国际政策对话的目标，产 
权组织还与其他有关利益攸关方——联合国和政府间组
织、成员国政府、民间社会和非政府组织、私营部门和
学术界——进行实质性接触。

3. 世界贸易组织

世贸组织的核心任务是在基于规则的包容性国际贸易体
系基础上开放贸易。它为成员提供一个谈判论坛，监测
贸易协定的执行，为能力建设，包括在《TRIPS协定》保 
护和执法标准及相关政策选择方面的能力建设提供援
助，并应其成员的要求解决争端。国际贸易和贸易规则 
在多个领域以多种不同方式与公共卫生目标相互交织。最 
直接的是，融入世界经济可以促进获取良好健康的最基
本要求，如安全的食品供应，或获取卫生相关产品和服
务。贸易还为经济增长提供机会，从而有助于减轻贫困
和健康不良。

自1947年以来，公共卫生的重要性一直在多边贸易体
系的规则中得到承认。1947年通过的《关税及贸易总
协定》（《关贸总协定》）随后被纳入1994年《关贸
总协定》，其中第二十条(b)项载有一项例外，明确承
认政府有权颁布保护人类生命和健康所必需的贸易限制
措施。世贸组织的其他协定，包括《TRIPS协定》的一
些条款也承认采取措施保护健康的权利。24

所涉协定规定的权利义务的执行，由部长级会议和世贸
组织附属机构监督。部长们认识到，根据世贸组织规
则，在符合某些要求的情况下，不应阻止任何国家在其
认为适当的水平上采取措施保护人类、动物或植物的生
命或健康，或者保护环境。25

在知识产权领域，在保护知识产权以激励研发的必要
性，和处理知识产权保护对卫生部门的潜在影响——特
别是对价格的影响——之间寻求平衡，一直是世贸组织
工作中的一个重要考量。《TRIPS协定》中的一些条款
与公共卫生直接相关。世贸组织成员可以灵活地解释和
实施这些条款，以支持其保护公共卫生的权利。2001年
的《多哈宣言》承认要在知识产权制度和药品获取之间
建立一种积极的、相辅相成的联系。2003年，世贸组织
总理事会通过了一项额外的灵活性，对药品出口实行特
别强制许可制度。该制度旨在解决缺乏足够生产能力的
世贸组织成员无法有效利用强制许可的困难，因为它们
必须从已授予专利的第三国供应商那里进口所需药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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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贸组织是讨论知识产权与公共卫生关系的一个有用和
有效的论坛，例如通过在TRIPS理事会上的讨论。

世贸组织秘书处旨在通过提高认识、能力建设和提供事
实及技术信息，加强其成员和观察员政府的参与和知情
决策。为实现这一目标，世贸组织定期开展技术援助活
动，全面涵盖贸易、知识产权和公共卫生的关系。26

世贸组织的一个核心职能是解决其成员之间关于遵守《马 
拉喀什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世贸组织协定》）所 
规定承诺的争端。世贸组织根据1994年《关贸总协
定》、《技术性贸易壁垒协定》、《TRIPS协定》和其
他协定，就公共卫生与贸易规则的交集发展了广泛的 
判例。

4. 三方合作

2001年以来，《多哈宣言》中所载的各项原则塑造了
这一领域的多边合作框架，并为世卫组织、产权组织和
世贸组织提供了指导，包括提供成员要求的技术和政策
支持、联合出版物和相互参与培训方案。

《世贸组织协定与公共卫生：世卫组织和世贸组织秘书
处的联合研究》（WHO and WTO, 2002）审查了贸易
和卫生政策的一般联系，以使贸易官员和卫生官员能够
更好地了解和监测其工作对彼此责任领域的影响。该研
究报告仍然是卫生服务、传染病控制、食品安全和烟草
等许多问题的有用资源。

2007年的产权组织发展议程——特别是建议40——要
求产权组织秘书处在知识产权相关问题上加强与相关
国际组织的合作，特别是与世卫组织和世贸组织的合
作，以加强协调，争取最大限度地提高执行发展计划的
效率。27在世卫组织，2008年通过的《全球战略和行
动计划》要求世卫组织“与其它有关国际政府间组织进

行协调，包括知识产权组织、世贸组织和联合国贸发会
议，以便有效地实施全球战略和行动计划”。28

鉴于伙伴关系对于国际上有效应对公共卫生所面临 
的不断变化的挑战至关重要，世卫组织、产权组织和 
世贸组织三个秘书处加强了在公共卫生、知识产权和 
贸易相关事项上的机构间合作。29在各自的任务和预 
算范围内，三方联合规划和开展共同的活动，确保数
据、经验和其他信息得到交流，并确保现有资源得到最
佳利用（Krattiger et al., 2015）。

这种合作有赖于与其他国际和区域组织以及民间社会和
私营部门的合作。因此，世卫组织、产权组织和世贸组
织扩大了其处理公共卫生问题的合作和协商网络的基
础。这三个组织在其能力建设活动中，经常邀请相关国
际组织、产业界和民间社会的发言者参加。

2010年以来，世卫组织、产权组织和世贸组织举办了一
系列联合技术专题讨论会（见专栏1.1）。30这些专题讨
论会是为了改善实务信息的流动，以指导和支持今后的
技术合作。同样，本三方研究第一版的推出是加强合作
道路上的又一个里程碑。本研究还为2016年开始的关于
公共卫生、知识产权和贸易交集的远程学习课程“促进医
疗技术的获取和创新”奠定了基础。31

5. 其他主要国际利益攸关方

2001年以来，参与有关医疗技术创新和获取的国际政
策辩论的人数和多样性都有了显著增加。对这些问题的
审议必然需要采取多学科和多元化的办法。辩论的一
个显著特点是讨论过程中出现的各种各样的观点，以及
来自国际组织和政府间组织、采购和产品开发倡议以及
公共卫生倡导者和行业协会等非政府组织的专门知识和
实践经验的深度。本研究承认并重视许多其他各方的工
作，没有暗示任何组织的相对重要性，无论是否提及。

专栏1.1：世卫组织-产权组织-世贸组织技术专题讨论会

2010年 获取药品：定价和采购做法32

2011年 获取药品：专利信息和操作自由33

2013年 医学创新——变化中的商业模式34

2014年 创新和医疗技术的获取：中等收入国家面临的挑战35

2015年 20年之际的公共卫生、知识产权和TRIPS：医药的创新与获取；知往鉴今36

2016年 耐药性：如何推动抗生素的创新、获取和合理使用？37

2018年 可持续发展目标：促进健康生活和福祉的创新技术38

2019年 前沿卫生技术：机会和挑战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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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全球疾病负担和全球健康风险

要点

•• 了解全球疾病负担的模式和趋势，对于制定有效战略改善健康和确定所需的医疗技术范围十分重要。

•• 由于预期寿命延长和人口老龄化，除高收入国家外，中低收入国家也更加重视非传染性疾病。2016年，非传 
染性疾病造成了60%的疾病负担（以残疾调整生命年衡量）。

本节介绍全球疾病负担的概念，并解释与之相关的趋势。

解决公共卫生问题的国际努力需要基于对全球疾病负担
的明确理解，今后的努力也应尽可能以对不断变化的疾
病状况的最佳估计为指导。制定全球疾病负担的测量方
法，是按年龄、性别和区域对死亡率和发病率进行全面
和内部一致的估计。疾病负担研究旨在总结与疾病和伤
害相关的总体健康损失。这一概念的主要特点是一种称
为残疾调整生命年的总结性衡量方法，目前被广泛用于
衡量健康不良的负担。残疾调整生命年的概念是作为一
个单一的衡量标准被引入的，用来量化疾病、伤害和风
险因素的负担（Murray and Lopez, 1996）。残疾调
整生命年是一种衡量标准，它将因过早死亡而丧失的生
命年数和在不完全健康情况下生活的年数结合起来（见
专栏1.2）。

1. 目前对全球和区域疾病负担的 
估计

在全球范围内，2016年健康不良的平均负担为每千人
358个残疾调整生命年，自2000年以来减少了22%。40 
全球出生时预期寿命从2000年的67岁增加到2016年
的72岁。412016年，世卫组织非洲区域的人均健康不
良负担最高，平均每千人587个残疾调整生命年。这比
2016年残疾调整生命年最低的区域(每千人270年) ——
世卫组织西太平洋区域的疾病负担高出一倍多。42

2. 趋势：造成疾病总负担的主要病
因组

1990年以来，作为所谓的“流行病学转变”的一部分，三 
大 病 因 组 在 疾 病 总 负 担 中 的 比 例 发 生 了 重 大 变 
化（Jamison et al., 2013）。2000年在全球范围内，按
残疾调整生命年计算，传染性、孕产妇、新生儿和营养
性（CMNN）疾病合计占疾病总负担的43%，非传染性
疾病占47%。到2016年，非传染性疾病负担的份额增加
到60%，是CMNN疾病所造成负担的两倍多，CMNN疾
病占残疾调整生命年负担的29%。伤害负担的比例变化
不大，从2000年占残疾调整生命年数的10%到2016年
的11%。43

2016年全球造成总体残疾调整生命年数的三个主要因素
是缺血性心脏病、脑卒中和下呼吸道感染（见图1.1）。 
2016年的主要死亡原因是缺血性心脏病、脑卒中和慢性
阻塞性肺病（见图1.2）。

3. 全球健康风险趋势

死亡和疾病负担可归因于选定的主要风险。在这 
方面，世卫组织将“健康风险”定义为“提高不利健康 
结果概率的因素”（WHO, 2009）。2017年，全球
导致死亡的主要风险是饮食风险（占全球死亡人数的 
19%）、高收缩压（19%）、使用烟草（14%）、高 

专栏1.2：残疾调整生命年

残疾调整生命年将因过早死亡而可能损失的生命年数的概念，扩展到包括因健康状况不佳或残疾而损失的同等 
“健康”生命年数（Murray and Lopez, 1996）。一个残疾调整生命年可以认为是损失的一年“健康”寿命，疾病
负担可以认为是当前健康状况与理想状况（即每个人都能活到老，没有疾病和残疾）之间差距的一种衡量标准。
疾病或伤害原因的残疾调整生命年计算为：人口过早死亡导致的寿命损失年数（YLL）和与疾病或伤害相关的常
见后遗症导致的残疾损失年数（YLD）之和。YLL的计算方法是：每个年龄的死亡人数乘以死亡年龄的全球标准
预期寿命。在特定时间段内，特定原因的YLD估算方法如下：

YLD=患病率x残疾权重

权重系数反映疾病的严重程度，取值范围从0（完全健康）到1（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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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2000年和2016年全球按残疾调整生命年计算的疾病负担主要原因

来源：世界卫生组织，疾病负担和死亡率估计，见：https://www.who.int/healthinfo/global_burden_disease/estimates/en/。

图1.2：2000年和2016年全球主要死亡原因

来源：世界卫生组织，疾病负担和死亡率估计：2000-2016年特定病因死亡率，见：https://www.who.int/healthinfo/global_burden_disease/
estimates/en/。

https://www.who.int/healthinfo/global_burden_disease/estimates/en/
https://www.who.int/healthinfo/global_burden_disease/estimates/en/
https://www.who.int/healthinfo/global_burden_disease/estimates/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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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腹血糖（12%）、空气污染（9%）、高体质指 
数（8%）、高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8%）、儿童和
孕产妇营养不良（6%）、使用酒精（5%）和肾功能
受损（5%）（二级风险组）。44

以残疾调整生命年衡量的全球主要疾病负担风险（见 
图1.3）是儿童和孕产妇营养不良（占全球残疾调 
整生命年数的13%）、饮食风险（10%）、高收缩 
压（9%）、烟草（9%）、高空腹血糖（7%）、高体质指 
数（6%）、空气污染（6%）、使用酒精（4%）、高 

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4%）和不安全的水、环境卫生
和洗手（3%）。45

健康风险正在发生变化：由于在防治传染病方面取得了
成功，人口正在老龄化。同时，身体活动的模式以及食
品、酒精和烟草消费也在发生变化。中低收入国家现在
面临着双重负担，既要面对日益增加的慢性非传染性疾
病，又要面对传统上影响穷人的传染性疾病。了解这些
风险因素的作用，对于制定明确有效的改善全球健康的
战略十分重要（WHO, 2009; Jamison et al., 2013）。

图1.3：1990年和2017年全球疾病负担排名

来源：健康指标与评估研究所，全球疾病负担研究，可见：http://ihmeuw.org/4sdh。为二级风险组数据。

http://ihmeuw.org/4sd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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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影响公共卫生政策的因素

1. 在复杂政策环境中寻求有效成果

针对医疗技术创新需求和公平有效获取所需技术的需
求建立一个可持续的全球对策，是一个复杂和不断变
化的挑战。虽然这一挑战常常以抽象或政治术语来表
达，但这一努力在根本上涉及如何提供更好的卫生成
果。创造新的医疗技术、评估这些技术、有效分配这
些技术并确保合理使用这些技术，归根结底是实务过
程。这些过程从实验室研究科学家的工作到农村诊所
的社区卫生工作者提供的护理等，不一而足。

政策、经济和法律环境影响着并能决定实务层面采取的
行动、选择、优先事项和资源分配。这种政策环境是复
杂的：它包括国家、区域和国际层面的法律、法规和政
策工具，涉及不同的领域，包括公共卫生、国际贸易和
知识产权制度。在单一的政策措施或法律工具的范围内
开展工作，不可能取得有效的进展，无法产生对公共卫
生的持续影响。不同领域的法律和政策如果缺乏一致
性，或者有可能发生冲突，就会阻碍进展，妨碍实际利
益。因此，了解这些不同政策措施的交集，是确保它们
和谐运作实现总体公共卫生利益的关键。

2. 政策交集的转型

强调“交集”——理解不同法律和政策领域的联系和相
互作用（见图1.4）——是近期公共卫生政策辩论的一
个一贯主题。本研究确定了两个层面的交集：

�� 不同领域的法律和政策原则之间的互动点，使法律
和政策工具可以在实践中得到解释和应用，以促进
公共卫生

�� 整合来自不同领域的各组数据，使决策者能够在
改进后的综合信息基础上开展工作，将有关公共卫
生、医疗技术获取的决定因素、相关知识产权的覆
盖面和贸易环境的数据结合起来。

贸易和商业视角有时被认为是与促进公共卫生根本相悖
的。然而，商业环境、促进竞争和私营部门创新以及对
贸易的监管，是药品获取的关键决定因素。国际贸易对
医疗技术的获取至关重要，没有一个国家完全自给自
足，即使是那些当地生产能力很强的国家。产业的规 
模经济和竞争性市场可以提高医疗技术的可负担性。对
国际贸易的开放一般会促进竞争，改善可负担性和获
取。通过让更多的供应商为民众服务，还可以提高供 
应的安全性。贸易政策环境，如关税、配额和其他管
制，对价格和可获得性有直接影响。许多国家的政府采
取了国家法律措施和政策措施，使药品供应能够实现或
促进仿制药竞争，以降低价格。世贸组织的规则在争端
解决中被解释为规定了公共卫生目标，如加强仿制药的
进入。《多哈宣言》也申明，可以而且应该从公共卫生
角度解释《TRIPS协定》。

在建设国内生产能力、改善医疗产品获取的战略计 
划中，贸易政策和全球生产体系的经济学也是关键因
素。在国家预算面临压力、慈善方案面临资金制约的财
政环境下，有利于公开和竞争性招标的采购政策，以及
合理使用药品，对于确保持续获取药品而言变得更加重
要。更好、更综合地利用数据，包括关于当前的和预测
的疾病负担、药品有效性、研发成本、药品价格和知识
产权覆盖面、贸易和监管措施等方面的数据，也会使促
进药品获取的方案受益。

政策讨论越来越多地涉及创新维度。事实上，创新
和获取的交集是根本性的，构成了本研究的支点。旨
在促进获取或创新的政策措施需要认识到，这两个概
念在本质上是相互交织的。仅仅加强对现有成熟药品
存量的获取是不够的。目前的药典需要不断扩大，以
跟上不断变化的疾病负担。疾病负担在继续变化，例
如，非传染性疾病负担在中低收入国家日益加重，成
为一个优先关注的领域。新的病毒毒株和抗微生物药
物耐药性对现有疗法的有效性提出了挑战。而医学创
新历来未能解决中低收入国家流行的主要疾病。

要点

•• 实现可持续和更公平的公共卫生成果，取决于国家公共卫生政策的动态相互作用，包括有效的卫生系统和
卫生系统的充分供资、健全的监管环境、贸易和竞争环境、采购政策、创新战略和知识产权制度。

•• 创新离不开对获取的关切，获取也必须放在创新和有效监管必要性的更大背景下看待。

•• 为应对不断变化的全球疾病负担所带来的挑战，不断需要新的、适应条件和更有效的卫生技术。

•• 越来越多的国家、区域和国际政策进程，包括贸易协定的制定，涉及多个机构，正在处理影响医疗技术的
获取和创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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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地方、国家和全球各级之间建
立更强有力的联系

各 国 在 制 定 指 导 卫 生 发 展 的 国 家 卫 生 政 策 和 战 
略时，考虑国际法律和政策框架。从概念上讲，这 
些政策和战略以国家社会发展远景和相关政策为基
础，并从中汲取力量。国家卫生政策的目的是组织和
加强国家卫生系统，使其有效地帮助实现政策的目
标。卫生政策是指为实现社会中特定的卫生保健目标
而采取的决策、计划和行动。它可能采取正式文件的
形式，由制度化程序支持并定期审查，也可能分散在
若干不同的文件中，包括通知、计划、战略、决定和
指令。卫生法律、规则和技术准则也被认为是卫生政
策的组成部分。

促进医学创新政策是一项挑战，因为它是在几个政策领
域的交集上运作的。医疗技术创新的基本挑战可以简单
归纳为：

�� 一是确保必要的资源（包括技术诀窍、研究和产品
开发能力、临床试验专门知识、监管基础设施、背
景和平台技术及研究工具，以及筹资）

�� 二是将这些创新资源最有效地应用于解决尚未满足
的公共卫生需求。

然而，要应对这一挑战，需要在不同政策领域之间复杂的
交集上开展工作，综合运用激励措施和市场干预措施，为
研发提供资金和其他支持，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公共研究
基础和熟练的研究人员队伍。同样，促进创新可能需要更
好地利用现有资源，利用对现有技术的获取，利用药物开
发技能和研发基础设施，以及更有效地利用本地研究和创
新能力，以扩大医疗技术发展渠道。一系列国际、区域和
国家法律和政策文书影响着创新活动。

国际法律文书需要从国家实施经验的角度来理解。要评
估国际、国家和机构政策如何决定实际创新成果，以及
实践经验如何继而影响政策框架，需要系统了解这些不
同层次政策和实践的交集（见图1.5）。

图1.4：公共卫生的不同政策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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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不同级别之间的政策交集

医疗技术政策框架概述，强调个体研发方案与国际法律和政策文书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反馈回路

以具体、经过证明和有效
的技术形式产生实际成果，

有利于公众卫生

针对明确界定的需求的
研发方案（与市场、

人道主义改善、
卫生相关优先事项有关）

具体的研究能力和目标以
及资源需求，
指导机构政策

参与创新实践的国内利益
攸关方为国家（以及越来
越多的国际）政策创新作

出贡献

考虑对具体国内政策优
先事项的影响，形成总体政

策环境

国际政策由国家层面决策
者的经验和观点形成

将公司或机构的资源用于
特定的研究和开发目标

为有关行为者制定具体的
激励措施，提供更有针对
性的资金和其他资源，以

实施创新方案

为更多促进创新的具体政
策提供法律框架和基础

在全球界定的政策空间
内，指导或决定国家层面
的政策选择，并提供“灵
活性”，以适应国家需求

和优先事项

公司和机构的研究与开发
政策和战略

促进医疗技术创新的国家
政策战略和筹资方案

国家创新政策、法律和监
管环境（如知识产权法及
其与其他监管领域的互动）

国际政策文书和标准，
国际法律框架

研究和开发新医疗技术的
个体方案和具体产品倡议

政策交集：从国际文书到个体项目

……但反过来，政策框架最好由从实际创新经验中
收集的广泛专门知识和实证数据形成。

国际和国家法律和政策环 境最终指导实务层面的选
择和结果，创造或以其他方式促进必要的激励措
施、法律基础和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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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 医疗技术：基本原理

4. 实证方面的挑战：可用的政策依据

应对医疗技术获取和创新挑战的政策制定者比以往任何
时候都要多，也更加多样化，他们要与国家、区域和国
际层面的一系列政策、法律和行政结构角力。例如，国
家监管机构为了保护公众不受不安全或无效药品的影
响，要处理可能受知识产权法保护的临床试验数据，并
在由多个国际和区域文书塑造的法律和政策框架内工
作。专利局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工作量，在检索和审查现
有技术46时必须使用尽可能好的技术数据来源，以决定
是否对提出权利要求的发明授予专利。采购计划必须应
对一系列快速变化的因素，同时评估不断变化的疾病负
担、临床需求、基本医疗技术的选择、有效性、价格和
可获得性，以及监管和知识产权方面。所有这些不同的
挑战的共同点是需要更强大的实证依据，以便政策选择
更有可能满足实际需要。虽然在数据的质量和包容性方
面，以及在获得将原始数据转化为利益攸关方可用的知
识服务所需的必要信息技术工具方面有了显著改善，但 
还需要做更多的工作，以进一步改善可靠决策的实证 
基础。

在许多情况下，卫生技术的开发（见专栏1.3）是一个
复杂、有风险和不确定的过程，需要利用公共和私营
部门的各种投入，往往需要严格的测试和监管。药品和
疫苗方面的创新是最不确定和最昂贵的技术开发形式之
一，需要独特的创新结构、密切的监管和伦理关注、适
当高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标准，以及具体或有针对性的激
励措施。

提供对药品、疫苗和其他医疗技术的获取——这是本研
究的重点——是作出有效应对的一个基本要素，但它本身
远远不足以实现广泛的公共卫生目标。在国家层面，需 
要政府的政治承诺，以便为卫生部门分配必要的财政资
源，发展强大的卫生系统。有效的医疗技术获取，取决

于能否获得适当的临床基础设施和医疗服务。预防是另
一个关键方面。例如，减少人口对烟草使用、不健康饮
食、缺乏身体活动和有害使用酒精的暴露，可以预防大
部分非传染性疾病负担。为此，需要制定有效的卫生预
防和宣传方案，以解决主要的风险因素。

随着疾病负担的变化和发展，不断需要新的、适应条件
和更有效的药物。因此，获取必要的医疗技术并不是一
个静态的等式——适当获取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必须是
承认有针对性的适当创新的价值，无论是新的重大突破
还是对现有技术的调整和改进。

创新不能离开对公平获取药品和其他医疗技术的关切而
孤立进行。衡量医学创新的社会价值，必须在一定程度
上看需要创新的人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有效和可持续地获
得创新。如果不能确保以适当的方式获取成品，就无法
实现新技术对广泛和公平保健的影响。因此，关于医学
创新的总体政策也需要考虑获取维度——在实践中，如
何将一项新技术提供给需要它的人，使它不再是一种抽
象的理论，也不只为社会中的小部分人保留。将获取考
量纳入创新政策有多重维度：从研究和产品开发活动的
核心目标，到适合资源匮乏型临床环境的现有技术“适
当”或适应性形式的相关工作，再到考虑将技术纳入成
品的操作自由策略和机制，使之能够以最有效的形式广
泛传播。

获取问题还必须放在更广泛的背景下理解。例如，对医
疗产品的监管是获取等式的一个组成部分。“获取”不仅
仅是购买——或被提供——一种基本商品或消费品的能
力。一种技术的可获得性一般必须有健全的监管作为后
盾，这种监管既要受到监督，又要得到执行，才能合理
地保证这种技术是安全有效的。同样，许多药品和技术
需要一定程度的临床支持和后备，包括诊断、处方和调
剂以及适当的后续行动。

专栏1.3：卫生技术和医疗技术：基本概念

虽然“卫生技术”和“医疗技术”这两个词有时可以互换使用，但“卫生技术”是一个更广泛的词，包含了医疗技
术。这两个词都没有明确的定义。世卫组织对卫生技术的定义是，以用于解决卫生问题和提高生活质量而开发
的装置、药品、疫苗、程序和系统的形式应用有组织的知识和技能。47

医疗技术与医疗干预的概念有关。这些干预可以是预防性（如疫苗）、诊断性（如体外诊断包、听诊器、体温 
计）、治疗性（如药品、手术器械、手术程序、植入物）或康复性的（如物理治疗设备、拐杖等辅助设备）。医 
疗器械是医疗技术的一个亚类，包括任何物品、仪器、器械、工具、机器、设备、植入物、体外试剂或校准
器、软件、材料或其他类似或相关的物品，这些物品无法仅凭药理学、免疫学或新陈代谢手段在人体中或在人 
体上实现其主要预期作用。例子包括注射器、除颤器、体外试验和髋关节假体。卫生技术除上述医疗技术外，还 
包括例如辅助技术，如盲人可使用的白棒，或可用作促进健康装置的跑步机和运动设备。48

随着技术的发展，更多的组合产品出现了——比如置于医疗器械给药装置中的药品。组合医疗技术的例子也
越来越多。用于治疗哮喘的计量吸入器就是一例，它是一种重要的基本药物，通常通过专有器械递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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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创新和获取行动的政策背景

本章概述了公共卫生、知识产权、国际贸易和竞争的政策框架，重点是它
们之间如何发生交集，特别强调医疗技术。该框架包括药品获取的人权维
度；知识产权和创新制度的政策、经济和法律特征；医疗产品的监管；竞
争政策；以及相关的贸易政策措施，包括进口关税、非关税措施、服务贸
易规则、政府采购以及区域和双边自由贸易协定。此外，还讨论了医疗技
术创新和获取的经济学，并概述了遗传资源、传统知识和传统医学、知识
产权和贸易之间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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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公共卫生政策

要点

•• 确保获得基本药物是国家的核心人权义务。

•• 根据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3，具体目标3.8是实现全民健康保障，包括人人获得安全、有效、优质和负担
得起的基本药品和疫苗。其他目标涉及需要建立一个促进创新的环境，包括在中低收入国家（目标9），以 
及促进国际合作以支持其实施（目标17）。

•• 世卫组织评估贸易协定对公共卫生的影响，并与其他相关国际组织合作，为成员国实施TRIPS灵活性提供
支持。

•• 世卫组织《公共卫生、创新和知识产权全球战略和行动计划》（《全球战略和行动计划》）旨在“鼓励和支
持以下列方式应用和管理知识产权：最大限度地加强与卫生有关的创新，尤其是在满足发展中国家的研究与
开发需求方面；保护公共卫生并促进人人获得药品；以及酌情研究和实施可能的研究与开发激励办法”。

•• 有效的监管确保产品具有必要的质量、安全性和有效性，并确保提供必要的信息，使人们能够合理地使用
这些产品，从而促进公众卫生。

•• 生物治疗产品的出现提出了如何根据世卫组织和主要监管机构的适当准则建设国家能力，以监管类似生物
治疗产品的问题。

•• 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是一个全球性的威胁，已引起卫生机构、政府和国际组织越来越多的关注。除其他
外，联合国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问题机构间协调小组（机构间协调小组）为确保在全球和国家层面采取持
续、有效的行动应对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所需的方法提供了实际指导。

•• 监管排他性（数据排他性和市场排他性）影响到药品的创新和获取。各国采取了从数据排他性到对数据保
密等不同的试验数据保护制度，同时允许主管当局依靠数据。

正如上一章中介绍的流行病学数据所显示的那样，中
低收入国家正面临着传染病和非传染性疾病的双重负 
担。在国际和国内，人权框架，特别是人人有权享受可
能达到之最高标准之身体与精神健康（简言之，健康
权）1，为推进保障和改善最需要的人获得药品的机会
这一公共卫生政策目标提供了一个重要机制。此外，在
千年发展目标的基础上，可持续发展目标巩固和加强了
亟需的国际行动平台，涉及从减轻贫困到改善获得药品
的机会等一系列关键问题，并以对全球伙伴关系和合作
的承诺为基础。2

医疗技术创新和获取的政策背景需要考虑目前在公共卫
生、创新和获取三者交集上存在的各种框架。下一节的
重点是国际人权法下的健康权、与健康有关的可持续发
展目标、世卫组织在公共卫生、获取和创新方面的发
展、国家卫生政策以及医疗技术的监管。

1. 健康和人权

人权维度为审议公共卫生和药物问题提供了一个重要的
法律和政策观察点。由习惯国际法和国际人权条约界定
的国际人权法，对缔约方创设了有约束力的义务。《世
卫组织组织法》是第一份作出以下表述的国际文书：“享 
受最高而能获致之健康标准，为人人基本权利之一。不

因种族，宗教，政治信仰，经济或社会情境各异，而 
分轩轾”（序言）。健康权是国际人权体系的一个核心要
素。它是1948年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和1966年《经 
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以及区域人权文书和 
许多国家宪法的一部分。它还构成了世卫组织总目标 
的基础——在《组织法》第一条中规定，即“求各民族
企达卫生之最高可能水准”。为了解决在普及卫生保健
系统方面总体上的不平等，1978年通过的《阿拉木图
宣言》提供了更全面的视角，将实现能达到的最高健
康水平这一社会维度与获取基本药物联系起来。多数国
家都加入了一项或多项国际或区域条约，并在国家宪
法中规定了某种形式的健康权（Hogerzeil and Mirza, 
2011）。2016年，可以在至少22个国家的宪法中找到
要求政府保护和（或）实现获得优质药品的权利并确保
其供应的规定（Perehudoff et al., 2016）。

联合国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委员会（经社文权利委
员会）在第14号一般性意见中，对于有166个国家加
入的《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十二条规
定的享有能达到的最高健康标准的权利，解释了其范
围和内容。3第14号一般性意见进一步解释，便利、获
得条件、接受条件和质量这四个要素对人人享有健康
权至关重要。经社文权利委员会规定了国家的一般义
务，这些义务在“尊重”、“保护”和“实现”的框架内得
到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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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尊重的义务包括但不限于要求缔约国不得干预享有
健康权。

�� 保护的义务除其他外要求缔约国采取措施，防止其
他方干预享有健康权。

�� 实现的义务要求通过法律的实施和采取积极措
施及政策，充分承认健康权，使个人能够享受 
健康权。

虽然《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规定的义务需
要逐步实现，但经社文权利委员会规定了各国应立即履
行的最低限度核心义务。这些义务包括确保不受歧视地
获得基本药物。4在这方面，健康权问题特别报告员确
定了药品获得的四个方面：药品必须在全国各地都能
获得；必须让人人，包括贫穷人口都能负担得起；必 
须不受歧视地都可获得，不得以性别、种族、族裔和
社会经济地位等任何受禁止的理由加以歧视；病人和
医护专业人员必须能获得可靠的药品信息，以便作出
知情决策。5委员会在其关于人人有权享受对其本人的
任何科学、文学或艺术作品所产生的精神和物质利益的
保护的第17号意见中，也表达了对知识产权影响基本
药物价格的看法。6委员会在第35段中指出，这项权利
不能与《公约》所保障的其他权利分开。因此，缔约
国有义务取得适当的平衡，即不应过于偏袒作者的私人 
利益，而应与公众广泛享受其作品的利益取得适当 
平衡。委员会指出，归根结底，知识产权是一种社会产
品，具有社会功能，因此缔约国有义务防止基本药物价
格过高。委员会在其第24号意见第24段中指出，“缔约
国应确保不因知识产权而剥夺或限制人人能获得享有健
康权所需的基本医药的机会”。7

在 被 忽 视 的 疾 病 方 面 ， 卫 生 干 预 和 研 究 与 开 发 
长期以来一直不充分，资金不足（尽管情况已开始 
改变），各国有义务通过研发和国际合作促进新医疗技
术的发展（OHCHR and WHO, 2008）。

2002年4月，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确立了人人充分享有
能达到的最高标准身心健康权利问题特别报告员的任
务。8特别报告员9在与包括世卫组织在内的许多利益攸
关方协商后，编写了多份独立报告10。其中一些报告涉
及获得基本药物、制药业的作用和知识产权问题（见附
件一）。

这些交集及其与人权的联系也是人权理事会及其前 
身联合国人权委员会若干报告和决议的重点（见附 
件一）。人权理事会的决议呼吁成员国促进人人获得
药品的机会，包括利用为此提供了灵活性的《TRIPS协
定》全部条款。人们认识到知识产权保护对激励新药开
发的重要性，也关注到知识产权保护对价格的影响。11

第35/23号决议将健康权置于《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
程》的背景下，敦促各国全面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包 
括具体目标3.b，该项具体目标要求支持研发，根 
据《关于TRIPS协定和公共卫生的多哈宣言》（《多哈
宣言》）提供负担得起的基本药品和疫苗。此外，在研
发方面，人权理事会呼吁各国“酌情继续开展合作，采
用各种模式和方法，支持将新研发活动的成本与防治主
要影响发展中国家的疾病（包括新出现的和被忽视的热
带疾病）的药品、疫苗和诊断方法的价格脱钩，使其可

持续获得、负担得起和可供使用，并确保所有需要治疗
者获得治疗”。12

联合国大会的几项决议和政治宣言都指出需要确保 
获得负担得起的药品。这样的决议在2001年首次通
过，涉及艾滋病毒/艾滋病。13随后还发表了其他几项
宣言，包括关于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2016年）、非
传染性疾病（2018年）、结核病（2018年）、全民 
健康覆盖（2019年）的政治宣言，以及关于艾滋病毒/
艾滋病的进一步政治宣言（2011年和2016年）（见附
件一）。关于艾滋病毒/艾滋病流行病，联合国大会通
过了几项关于保护艾滋病毒感染者的人权和改善获得艾
滋病毒治疗的决议。

联合国大会于2016年6月8日通过的一项政治宣言14 
承诺，排除限制中低收入国家能力的障碍，使它们能
够提供负担得起的有效预防和治疗艾滋病毒/艾滋病的 
产品，包括修改本国法律和条例，以最佳方式：

 (i) 利用《TRIPS协定》中专门为促进药品的获得 
机会和药品贸易而规定的灵活安排；在确认知识 
产权制度对于促进更有效防治艾滋病的重要性的 
同时，确保贸易协定中的知识产权规定无损这些灵
活安排，这一点已在《多哈宣言》中得到确认

 (ii) 应对阻碍人们获得负担得起的艾滋病毒治疗的障
碍、条例、政策和做法，为此促进非专利药的竞争

(iii) 鼓励建立新的伙伴关系，以降低治疗费用，并鼓励
开发新药。

2. 基本药物的获取：实现健康权的
一项指标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为包括健康权在内的12个方
面的人权制定了多套指标。实现健康权的指标提到，有
五个方面经常出现不平等和歧视：

�� 性健康和生殖健康

�� 儿童死亡率和保健

�� 自然环境和职业环境

�� 预防、治疗和控制疾病

�� 获得保健设施和基本药物的机会。

获取基本药物是实现健康权和全民健康保障的一个重 
要组成部分。基本药物供应不公平、价格高昂、非正
式支付和自费购买所需药物，将穷人和弱势群体排除
在外，不利于实现健康权。在许多情况下，在获得基本
药物方面面临障碍的主要人群包括贫穷人口或其他边缘
化人群、儿童、老年人、国内流离失所者、残疾人和被
拘留者。作为其人权承诺的一部分，政府有义务确保 
这些弱势群体能够获得基本药物。有各种不同的办法
来促进政府履行宪法和国际上有关健康权的义务，包
括：按经社文权利委员会第14号一般性意见第43(f)段
所述，制定战略和行动计划；建立和（或）加强参与 
性问责机制；确保利益攸关方有意义地参与政策的制
定、执行和监测（Hogerzeil et al., 2006; Toebes et al., 
2014）。专栏2.1概述了一些关于药品获取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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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普遍获取和联合国可持续发展 
目标

可持续发展目标由一套17项目标和169项具体目标组
成。15可持续发展目标旨在继续推进千年发展目标16所
启动的进程，采取更广泛、更全面的方法，承认影响人
类的问题的复杂性及其相互依存性。所有可持续发展目
标的设计都是贯穿各领域的，目标内的相互联系和网络
与单个目标本身同样重要（WHO, 2015b）。这种合作
方式特别适合医疗技术领域，在该领域，产品的可负担

性、可获得性、质量和适当性受到一长串政策决定、市
场力量和其他因素的影响。

可持续发展目标3旨在“确保各年龄段人群的健康生活
方式，促进他们的福祉”。它的13个具体目标涵盖了广
泛的健康问题，从防治传染病和非传染性疾病到改善生
殖、孕产妇、新生儿和儿童健康。

在13项具体目标中，有两项具体针对本研究的主题：具 
体目标3.8——“实现全民健康保障，包括提供经济风

专栏2.1：关于药品获取和研发的部分报告

联合国秘书长获得药品问题高级别小组的报告（2016年）

2015年11月，联合国秘书长召集了一个创新和获得卫生技术高级别小组（即联合国秘书长获得药品问题高级
别小组）。小组由来自不同利益攸关方群体的个人以个人身份组成。世贸组织秘书处向小组提交的一份背景说
明呼吁在公共卫生领域建立政策的一致性，并辅以更高的透明度和数据的可及性，努力使政策反应能够建立在
综合卫生、贸易和知识产权数据的基础上。17世卫组织提交的材料总结了其以前在这一主题上的工作，强调有
关可专利性标准和治疗效益规模的问题，并概述了可替代的和新的研发方法，如全球抗生素研究与开发伙伴关
系（GARDP）（见专栏3.7）。产权组织在给小组的情况说明中指出，它仍然致力于在联合国系统内并与其他
多边组织就有关创新和全球卫生的政策问题开展合作，并很高兴与小组乃至所有感兴趣的利益攸关方分享其关
于各种形式知识产权的专门知识和专业数据。

小组的报告（UNHLP, 2016）中建议，除其他外，应共同努力，通过立法促进药品的获取，并测试和实施新的
研发融资和奖励模式，避免在自贸协定中纳入干扰健康权的条款。它建议世贸组织成员尊重《多哈宣言》，充
分利用TRIPS灵活性，包括应用“对公共卫生敏感的可专利性标准”和实施立法，促进颁发“快速、公平、可预 
测和可实施”的强制许可，以满足合法的公共卫生需求。它建议秘书长启动一个进程，让各国政府谈判达成 
关于协调、资助和开发卫生技术的全球协议，包括一项具有约束力的研发公约，使研发成本与最终价格脱
钩。它建议各国政府要求卫生技术的制造商和经销商披露研发、制造、营销和分销的成本，以及支持研发的
公共资金。

世贸组织TRIPS理事会、世界卫生大会和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等都讨论了小组报告的发现。18一些世贸组织成员提
请TRIPS理事会注意小组的报告，以便就小组的建议以及各国在使用TRIPS灵活性方面的经验交换意见。其他一
些成员对小组的任务范围和职权范围提出质疑，包括在卫生技术方面发明人的正当权利、国际人权法、贸易规
则和公共卫生之间存在政策不一致的说法。19在SCP会议上，产权组织成员国要么要求讨论小组的报告，以指
导SCP今后在专利和卫生方面的工作，要么表示该报告不能作为SCP讨论的基础，因为它没有反映成员国的观
点。20在世卫组织执行委员会和世界卫生大会上，一些成员国对该报告表示赞赏，要求在世卫组织的行动计划
中落实报告中的建议，而另一些成员国则对该报告提出批评。21

联合国大会于2016年12月注意到小组的报告，并请“秘书长推动会员国和相关利益攸关方就促进获取药品、创
新和保健技术的适当政策选项以及其他更广泛的问题开展讨论，同时酌情铭记所有相关报告，例如获得药品问
题高级别小组的报告”以及本三方研究报告。22

柳叶刀基本药物政策委员会（2017年）

委员会确定了五项“基本药物政策的核心挑战”：有足够的资金来支付一套适当的基本药物，确保基本药物的可负
担性，保证基本药物的质量和安全性，适当使用药物，以及“缺失”的基本药物（如可持续发展目标3.b所述）：

1. 为了资助普遍获取基本药物，各国政府应减少药品的自付支出，跟踪药品开支，并提供充足的资金，必要
时由国际社会向低收入国家提供援助，以实现这一目标。

2. 为确保可负担性，委员会建议更好地监测药品的可负担性、价格和供应情况；制定全面的可负担性 
政策；制定指导采购和报销的一揽子福利计划；提高国际透明度。

3. 为保证药品的质量和安全性，质量保证机制应与国际接轨，尽量减少国家监管机构之间的重复，这些机构
应透明、接受问责，世卫组织的资格预审小组应参与其中，支付方和采购机构应有透明的质量保证机制。

4. 为加强优质药品的使用，应建立独立的药品分析单位，与其他利益攸关方合作，生成促进优质药品使用的
信息，利益攸关方群体应在分析单位提供的信息指导下，实施干预措施，解决当地药品使用问题。

5. 为开发“缺失”的基本药物，各国政府应建立一个包括新融资机制在内的全球研发政策框架，建立一个通用
的“基本药物专利池”，制药行业应将其研发与全球卫生需求更好地结合起来，并制定确保药物可及性的战
略（Wirtz et al.,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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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保护，人人享有优质的基本保健服务，人人获得 
安全、有效、优质和负担得起的基本药品和疫苗”；具
体目标3.b——“支持研发主要影响发展中国家的传染
和非传染性疾病的疫苗和药品，根据《〈关于TRIPS协
定〉与公共健康的多哈宣言》的规定，提供负担得起的
基本药品和疫苗，《多哈宣言》确认发展中国家有权充
分利用《TRIPS协定》中关于采用变通办法保护公共健
康，尤其是让所有人获得药品的条款”。

其他可持续发展目标也与实现公共卫生目标密切相
关。特别是，这涉及到关于需要建立一个有利于创新
的环境的目标，包括在中低收入国家，以及那些促进
国际合作以支持可持续发展目标实施的目标。目标9
是“建造具备抵御灾害能力的基础设施，促进具有包
容性的可持续工业化，推动创新”。创新发生在药品
和卫生产品价值链的各个层面（Cornell University, 
INSEAD and WIPO, 2019）。目标9下的行动可以通过
提高制造能力、降低物流成本、通过使用信息和通信
技术提高时效性和减少繁文缛节来促进快速贸易，在 
技术转让和医疗技术开发与商业化方面发挥重要作 
用（WTO, 2018）。可持续发展目标17强调需要“加
强执行手段，重振可持续发展全球伙伴关系”，以支
持和实现2030年议程的宏伟目标，将各国政府、国
际社会、民间社会、私营部门和其他行为者聚集在一
起。具体目标17.6、17.7和17.8强调了国际合作对于
加强知识共享以及技术开发、转让、传播和推广的重
要性。此外，关于贸易的贡献，具体目标17.10要求促
进“普遍、以规则为基础、开放、非歧视和公平的多边
贸易体系”，承认贸易对全面执行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目
标的关键作用。这对向所有人提供负担得起的药品有
影响（见第二章第二节和第四章第一节）。

4. 公共卫生、创新和获取在世卫 
组织

世卫组织关于公共卫生、创新和获取的政策框架是用时
多年制定的，包括大量世卫组织决议，反映了成员国对
世卫组织在这一领域独特作用越来越多的共识。

(a) 关于公共卫生、知识产权和贸易的决议

在《TRIPS协定》生效后，世卫组织成员国立即讨论
了该协定对公共卫生的潜在影响，并要求世卫组织总
干事“就世界贸易组织的工作对国家药物政策和基本药
物的影响进行报告，并对世界贸易组织与世界卫生组
织之间的合作提出适宜的建议”。23自那时起，公共卫
生、知识产权和贸易的相互关系一直是许多辩论和决议
的主题，这些辩论和决议反映了多年来日益增长的共
识（见世卫组织文件EB 144/17中的世卫组织主要决
议清单）。1999年第五十二届世界卫生大会（卫生大
会）授权世卫组织秘书处与世卫组织成员国合作，监
测《TRIPS协定》和其他贸易协定的影响，并帮助成员
国制定适当的卫生政策，以在必要时减轻贸易协定的
负面影响。24该决议的执行工作包括建立一个世卫组织
网络，以监测《TRIPS协定》对公共卫生的影响。多年 
来，世卫组织的任务进一步扩大，在个别成员国的要 

求下，包括对制定连贯的贸易和卫生政策以及实施
TRIPS灵活性提供技术和政策支持25，同时指出这应该
与其他相关国际组织合作进行。卫生大会认识到知识产
权在促进研发方面的重要性，但也敦促成员国“在必要
时，考虑调整国家法规以便充分利用与贸易有关的知识
产权协定中包含的灵活性”。26此后的许多决议都载有
类似的措辞。关于艾滋病毒/艾滋病，成员国同年强调
了发展中国家“根据关于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与
公共健康的宣言（多哈宣言）……有效使用强行许可所
面临的困难”。27

卫生大会还授权世卫组织秘书处应成员国的要求并与有
关国际组织合作，支持成员国努力制定一致的贸易和卫
生政策28，并应成员国的要求，与其他有关国际组织合
作，就TRIPS灵活性向各国提供技术和政策支持29（见附 
件二卫生大会相关决议清单）。

因此，虽然一开始决议的重点是监测和评估贸易协定
的影响，但这些年来决议变得更加具体——特别提到
了知识产权和TRIPS灵活性。世卫组织的任务范围扩大
了，包括应要求为制定一致的贸易和卫生政策以及实施
TRIPS灵活性提供技术和政策支持，同时明确这项工作
应与其他相关国际组织合作进行。

根据这一任务，世卫组织出版了一系列材料30，包
括：丙肝治疗的获取（WHO, 2016a, 2018c），知
识产权在当地生产中的作用以及特定药品的专利数
据（WHO, 2016b, 2016c），贸易与卫生政策的交
集（WHO, 2015d），艾滋病毒治疗的获取（WHO, 
2014a, 2014d），利用TRIPS灵活性改善公共卫 
生（如UNAIDS et al., 2011），发展药品专利审查的
公共卫生视角（如Correa, 2007），非自愿使用医疗
技术专利的报酬准则（如WHO, 2005），以及执行世
贸组织总理事会关于《多哈宣言》第6段的决定（如
Correa, 2004）。

知识产权、创新和公共卫生委员会的成立（见下文第
4(b)部分）以及随后通过的世卫组织《公共卫生、创新
和知识产权全球战略和行动计划》（《全球战略和行
动计划》）（见第4(c)部分）是执行这一任务的关键里 
程碑。

(b) 知识产权、创新和公共卫生委员会

2003年，世卫组织设立了知识产权、创新和公共卫
生委员会，“以便收集来自不同的有关行动者的数据
和建议，就知识产权、革新与公共卫生、包括为研制
针对严重影响发展中国家的疾病的新药物和其它产品
适当资助和奖励机制问题作出分析”。31

在2006年4月的最终报告中，委员会重点讨论了如何
通过药品开发的不同阶段——发现、开发和推广——
来促进创新和改善发展中国家获取医疗技术的机会这
一首要问题（CIPIH, 2006）。报告向发达国家和发展
中国家政府、世卫组织和其他政府间组织及利益攸关
方提出了60项建议。建议涉及整个创新周期，包括研
发政策、采购和医疗服务系统；专利的作用和临床试
验数据的保护；知识产权管理；TRIPS灵活性；竞争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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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药品质量、安全性和有效性的监管，以及自贸协
定对获取药品的影响。

报告促成了于2008年和2009年通过的《全球战略和行
动计划》。32

(c) 公共卫生、创新和知识产权全球战略和
行动计划

《全球战略和行动计划》的通过是朝着就公共卫生、创
新和知识产权的实际行动达成全球共识迈出的重要一
步。《全球战略和行动计划》的总体目标是促进关于创
新和药品可及性的新思维，以及（在委员会报告所载的
建议基础上）提供一个中期框架，以便为与严重影响发
展中国家的疾病有关的、以需求驱动的基本卫生研发形
成一种强化和可持久的基础，提出明确的目标和研发重
点，并就这方面的资金需求作出估计。《全球战略和行
动计划》指出，虽然知识产权是开发新的卫生保健产品
的一项重要激励措施，但如果潜在的支付市场规模不大
或不确定，仅此一项措施不足以激发开发防治疾病所需
的卫生产品。33世卫组织的两个专家工作小组随后讨论
了严重影响发展中国家的疾病缺乏研发资金的问题。34

总的来说，世卫组织成员国一致认为，《全球战略和行
动计划》应“鼓励和支持以下列方式应用和管理知识产
权：最大限度地加强与卫生有关的创新，尤其是在满足
发展中国家的研究与开发需求方面；保护公共卫生并促
进人人获得药品；以及酌情研究和实施可能的研究与开
发激励办法”（见专栏2.2）。35

《全球战略和行动计划》还重申并扩大了世卫组织在公
共卫生和知识产权交叉领域的工作任务。《全球战略和
行动计划》一直在总结、更新和扩大公共卫生和知识产
权领域的各种任务，这些任务是《TRIPS协定》生效以
来通过的各项决议赋予世卫组织的。另一方面，这一总

体任务与成员国的明确愿望相联系，即确保相关政府
间组织及其各自在公共卫生和知识产权相关问题上的
工作更加紧密地合作。因此，行动计划的要点5要求各
国政府和国际组织“增强努力在秘书处与有关区域和国
际组织的理事机构之间有效协调与知识产权和公共卫生
有关的工作，促进与国家进行的对话和传播信息”。36

这项规定，连同决议本身的案文，即请世卫组织总干事 
“与其它有关国际政府间组织进行协调，包括知识产权
组织、世贸组织和联合国贸发会议，以便有效地实施全
球战略和行动计划”37，也为世卫组织、产权组织和世
贸组织秘书处建立三方合作提供了依据38 。

根据2015年卫生大会批准的请求39，一个专家小组 
对《全球战略和行动计划》进行了审查。其对《全球战
略和行动计划》总体规划审评的建议于2018年被卫生
大会采纳。40

(d) 世卫组织的其他发展

世卫组织工作中与获取和创新有关的其他发展包括：

�� 《共享流感病毒以及获得疫苗和其它利益的大流行
性流感防范框架》于2011年5月由卫生大会通过，涉 
及到知识产权问题41（见第三章第五节）

�� 《预防和控制非传染性疾病问题政治宣言》，在首
届健康生活方式和非传染性疾病控制问题全球部 
长级会议和2011年9月举行的联合国预防和控制 
非传染性疾病问题高级别会议之后通过，以及后续
进程42（见第四章第二节4）

�� 一系列应对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的活动，包括建立
一个非营利性研发组织——全球抗生素研究与开发
伙伴关系（GARDP），它是由世卫组织和被忽视
疾病药物研发倡议（DNDi）发起的43（见第二章 
第一节5；第三章第三节2；第四章第二节2）

专栏2.2：公共卫生、创新和知识产权全球战略和行动计划

主要宗旨：

�• 促进关于创新和药品可及性的新思维
�• 促进创新和研发，建设创新和研发能力（侧重于二类和三类疾病以及发展中国家与一类疾病相关的特定 

需求）
�• 改进医疗技术获取
�• 为研发动员资源

《全球战略和行动计划》要点：

�• 要点1：把研发需要作为重点
�• 要点2：促进研发
�• 要点3：建设和提高创新能力
�• 要点4：技术转让
�• 要点5：应用和管理知识产权以促进创新和公共卫生
�• 要点6：改进提供和获取
�• 要点7：促进可持久的供资机制
�• 要点8：建立监测和报告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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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立全球卫生研发观察站，这是一个集中和全面 
的全球卫生研发信息和分析来源44（见第三章第三
节5(a)）

�� 关于药品公平定价的倡议，以及相关的两年一次公
平定价论坛，世卫组织成员国、非政府组织和患者
组织以及制药业在论坛上讨论对卫生系统和制药
业都可持续的更公平的定价制度选项45（见第四章 
第一节4）

�� 一系列分析，目的是制定一个框架，以汇集和指
导所有相关领域的决策者和其他人士，支持当 
地生产药品、疫苗和诊断方法，以改善获取途
径，最大限度地发挥改善公共卫生的潜力46（见第
四章第一节10）。

5. 应对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的跨领
域努力

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是指细菌、寄生虫、病毒和真菌对
用于治疗它们所引起感染的抗微生物药物产生了耐药
性。一种抗微生物药物每使用一次，就降低了对所有使
用者的效力，因为药物的使用增加了产生耐药性的可
能。47联合国已经认识到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是一种全
球性威胁，已引起卫生机构、政府和国际组织越来越
多的关注。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的驱动力在于人类、动
物、植物、食物和环境（IACG, 2019）。48由于抗微生
物药物耐药性的影响是全球性的，不止对人类健康，也
将产生经济和其他后果，持续、全面的应对措施需要不 

同的行为者和部门参与，如人类医学和兽医、农业、金 
融、环境和消费者。49这种方法被称为“同一个健康”，它 
努力让所有利益攸关方参与应对全球抗微生物药物耐药
性挑战。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粮农组织）、世界动
物卫生组织（国际兽疫局）、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环境
署）和世卫组织于2018年签署了一份谅解备忘录，并
制定了一项共同的工作计划，以全面应对抗微生物药物 
耐药性。50

2016年12月16日联合国《大会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问
题高级别会议的政治宣言》51提出了一些防止出现“后
抗生素时代”所需的行动，其中包括成立特设的联合国
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问题机构间协调小组（机构间协调
小组），对需要采取的办法提供实际指导，确保采取持
续有效的全球行动，解决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问题。52

机构间协调小组汇集了一系列多边组织，包括世卫组
织、粮农组织、环境署、产权组织、国际兽疫局和世贸
组织，以及一些个人专家。53机构间协调小组提交给联
合国秘书长的报告于2019年9月提交给联合国大会，其
中提出了一些建议，旨在对需要采取的办法提供实际指
导，确保采取持续有效的全球行动，解决抗微生物药物
耐药性问题（IACG, 2019）。14条建议分为以下五个
方面：A.加速在国家取得进展；B.开展创新，确保美好
未来；C.开展合作，采取更有效行动；D.投资于可持续
对策；E.加强问责制和全球治理。除其他外，报告旨在
支持动员所有利益攸关方采取行动；强调了所需行动的
紧迫性；对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采取了一致的“卫生一
体化”方针，涉及人类、陆生和水生动植物健康，以及

图2.1：实施国家行动计划的主要挑战

来源：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问题机构间协调小组（机构间协调小组）（2018年），“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国家行动计划”，机构间协调小组讨论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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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饲料生产和环境；重点是加强现有系统；还考虑
了进一步国际合作的选择。

秘书长在提交联合国大会的报告中，呼吁三方组织设立
一个联合秘书处，并在该联合秘书处的支持下，与环境
署、联合国系统其他实体、会员国和其他利益攸关方密
切合作，以透明的方式进一步定义执行机构间协调小组
报告的方式并作出所需的体制和治理安排。54

在2019年10月10日大会通过的一项决议中，会员国同
意加强合作应对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问题，因为它对实
现全民健康覆盖构成了挑战，同时注意到联合国机构
间协调小组的工作及秘书长报告中所载的小组建议。55 
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是2016年第六次世卫组织-产权组
织-世贸组织联合技术专题讨论会的主题56，并包括在
三方技术援助活动中57 。

世卫组织在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方面的工作基于2015
年卫生大会通过的《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全球行动 
计划》 58，涵盖一系列提高认识、政策实施和技 
术活动59。世贸组织在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方面的工
作，主要是管理世贸组织《实施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
协定》（SPS协定）和《技术性贸易壁垒协定》（TBT
协定）的相关方面（见第二节3(b)）。贸易法有可能
支持执行适当使用抗生素的国际标准，包括在畜牧业 
和（或）生产质量管理规范中。虽然产权组织没有正式
授权处理与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有关的问题，但产权 
组织与世卫组织和世贸组织就公共卫生、贸易和知识 
产权问题，包括与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有关的问题进行了 
合作，并发表了关于抗生素创新与知识产权关系的研究 
报告（Sampat, 2015; WIPO, 2015c; Jenner et al., 2017）。

为应对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的挑战，许多国家制定了国
家行动计划。60然而，许多国家由于一些因素难以实施
这些计划，其中包括意识和政治意愿、资金、协调、监
测以及数据和技术能力（见图2.1）。

针对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的可能措施包括：改善卫生；感 
染控制以防止耐药菌的传播；开发细菌不耐药的新抗微
生物药物；以及改进保护工作以保持新抗微生物药物和
现有药物的有效性。受托管理责任、创新和获取是应对
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的三个关键目标（见图2.2）。第
三章第三节2将进一步讨论抗微生物药物的研发。第四
章第二节2进一步讨论了抗微生物药物的获取问题。

6. 卫生技术的监管

对卫生技术进行监管，是为了确保药品（包括疫苗和其
他生物药品）的质量、安全性和有效性；对于医疗器 
械而言，是确保这些器械的质量、安全性、有效性和性
能（WHO, 2003b）。监管在影响新产品的获取方面也 
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不合理的监管措施和（或）监管
过程缺乏透明度和程序缓慢，可能成为获取的障碍。更 
高的安全标准和其他额外监管要求，可能要求制造商提
供更多的数据来证明产品的安全性，或进一步投资于生
产设施，以达到必要的质量标准。因此，较高的监管标
准可能提高所需的投资水平，并可能导致最终产品的价
格上涨。

一个有效的监管制度是确保上市产品质量、安全性和有
效性的先决条件。各国政府有责任建立任务明确、法 
律基础健全、目标现实的国家或区域监管框架和主管
部门。主管部门应具有适当的组织结构、足够数量的
合格工作人员、可持续的资金、能获得最新的循证技术
文献、设备和信息，以及实施有效市场控制的能力。监
管部门必须接受政府和公众的问责，其决策过程应当透
明。应将监测和评价机制纳入监管制度，以评估既定目
标的实现情况。61

多数国家都有提供药品上市授权的监管部门和形式 
要求。

图2.2：受托管理责任、创新和获取：目标冲突的微妙平衡

来源：“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一种全球流行病”，“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技术专题讨论会：如何促进创新、获取和适当使用抗生素？”背景 
文件，世卫组织、产权组织和世贸组织秘书处编写（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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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医疗技术，如医疗器械，受到的监管要求往往 
较低。但对医疗器械的监管是根据其风险程度来进行
的，可能更为复杂，需要专业人员对档案进行审查。世
卫组织发布了这方面的指导意见——《世卫组织医疗器
械包括体外诊断医疗器械全球示范监管框架》（2017
年），并编写了关于医疗器械监管的国家概况，以分析
监管差距，更好地了解需求（WHO, 2017j）。62

监管机构面临的另一个挑战是药品制造供应链日益复
杂。例如，一家从严格监管机构获得供应活性药物成分
生产质量管理规范（GMP）认证的公司，也可能从其
他未获得认证的制造商那里购买药物成分。

世卫组织在加强卫生技术监管方面的作用包括：通 
过其专家委员会发布建议的规范和标准，评估监管体
系，支持国家或区域一级的监管能力建设，支持上市后
活动，以及对基本药物、疫苗和某些医疗器械，特别是
体外诊断装置进行资格预审，以促进在国际上采购质量
适当的产品（见第四章第一节8）。

要在新产品的质量、有效性和安全性方面的不确定性与
尽早获得新产品的好处之间取得平衡，并找到可接受的
风险水平，是一项复杂的任务。监管者面临着复杂的挑
战，在确保产品安全有效的前提下，利用现有的最佳科
学手段平衡广大公众、患者和受监管医疗技术生产者的
各种不同利益。优化利用监管机构的稀缺资源，在未来
将变得越来越重要。在这种环境下，新产品将不可避免
地带来新的监管挑战。

接下来回顾医疗技术监管的概念，特别是药品监管。

(a) 为什么要对医疗产品进行监管？

政府必须确保有效监管医疗产品的生产、流通和 
使用，以保护和促进公共健康（Rägo and Santoso, 
2008）。药品监管的目标是确保：

�� 产品具有所需的质量、安全性和有效性

�� 产品由有执照的制造商、批发商和卫生专业人员适
当地制造、储存、分发和调剂

�� 生产和交易伪劣产品的行为被查出并受到适当制裁

�� 卫生专业人员和患者掌握必要的信息，能够合理地
使用产品（特别是药品）

�� 促销和广告如果为法律所允许，则是公平、平衡
的，并以合理使用为目标

�� 获取不因不合理的监管而受到阻碍

�� 充分的药物警戒（例如，在人口一级监测严重不良
事件）。

几千年来，人们一直在使用不同来源的药物来缓解疼
痛、不适和疾病症状，但关于如何确保药物具有必要
质量的想法相对较新。现代药物和医疗技术监管的时
代是在十九世纪化学、生理学和药理学取得各种突破
后开始的。

但后来，政府对各种医疗灾难的反应有效地加速了药
品监管的发展。例如，1938年美国《联邦食品、药品
和化妆品法》要求新药上市前通知，是在美国有一百
多人摄入二甘醇死亡之后出台的。二甘醇被用作磺胺
酏剂（一种覆盆子味的抗生素糖浆）的溶剂。加强政
府监督的第二大推手是沙利度胺灾难。沙利度胺最初
是作为一种镇静剂开出处方的，给有晨吐症状的孕妇
服用。1958年至1960年期间，沙利度胺在全球46个
国家被引入，导致估计一万名婴儿在出生时有严重的
出生缺陷（Rägo and Santoso, 2008）。在医疗器械
领域，据报道，65个国家的约30万妇女受到2001年至
2010年销售的某些硅胶乳房植入物生产的影响，这些
植入物破裂和渗漏的风险大大高于其他植入物。63

这些灾难促使人们一致推动加强监督，原因正是医疗产
品不是普通的消费品。消费者往往缺乏知识，无法对何
时使用某种药物、使用何种药物以及如何使用药物作出
知情的选择。他们可能没有足够的信息来权衡潜在的好
处和副作用的风险。因此在多数国家，需要处方师或
配药师的专业建议。无效或劣质的药物可能导致治疗失
败、疾病恶化或对药物产生耐药性，可能使病人对卫生
保健系统失去信心。

原研药的质量、安全性和有效性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广
泛的临床前和临床研究和试验确定的。仿制药或类似的
生物治疗药物要想获得批准，质量标准必须与原研产品
相同，而且必须通过适当的研究表明与原研产品有治疗
等效性。

(b) 临床试验

临床试验是一种调查研究，有大量的人类参与者分组参
加，通过监测新药或新医疗器械对人类受试者的影响来
评价其安全性和（或）有效性（患者和健康志愿者均可
参与）。然而，人类对新药的首次使用总是只在数量非
常有限的试验对象上谨慎进行。同样重要的是，临床试 
验在评价干预措施安全性方面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
为许多安全参数可以通过质量来控制。研究人员测量受
试者与无治疗（安慰剂）或标准治疗相比的健康变化 
情况。可以在临床试验中评估的干预措施还可能包括外
科手术、放射学程序、其他治疗、诊断或预防方法（如
疫苗）。

多数涉及新药测试的临床研究都是按一系列有序的步 
骤（称为期）进行的。这使研究人员能够提出和回答问
题，从而获得有关产品安全性和有效性的可靠信息，同
时也保护了患者。多数临床试验被分为四期：

�� I期试验：在健康志愿者中进行的首次研究，目的 
是评估：药物的安全性，包括适当的剂量和副作
用；新药应该如何给药（口服，还是注射到血液或
肌肉中）；多久给药一次；什么剂量被认为是安全
的。I期试验通常只涉及少数健康志愿者或患者。

�� II期试验：II期试验继续测试药物的安全性，并开始
评估新药的效果（有效性）。II期研究通常集中于
更大群体（几百人）中的特定病情或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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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I期试验：这些试验通过酌情将干预措施与标准护
理或安慰剂进行比较，对药物在大型人类受试者群
体（几百人到几千人）中的有效性进行调查。III期
还有助于监测不良反应，并收集更多关于安全性的
信息。

�� IV期试验，也叫“上市后”试验：IV期试验的目的
是，在一种药物获准上市后，在比III期临床试验
更长的时间和更多的人身上进一步评估药物的副
作用、风险和益处。IV期试验涉及几千人（NIH, 
2001）。64

(c) 研究伦理

(i) 临床试验伦理

临床试验不仅涉及到被试验产品的安全性问题，而且提
出了种种伦理问题。在允许进行临床试验之前，研究伦
理委员会需要解决的最重要问题有：

�� 收益风险比

�� 保护潜在参与者的尊严，其中包括知情同意程序的
有效性（所提供信息的质量和不胁迫参与者）和保
护隐私（个人数据的保密性）

�� 研究预期收益（新知识或新产品）的公平获取

�� 对弱势群体给予特别关注，没有歧视。

70多年来，许多国际和国家机构都制定了关于以合
乎伦理的方式开展研究的指南。继1947年发布《纽
伦堡守则》之后，世界医学会于1964年通过了《赫
尔辛基宣言》。随后定期对该宣言进行审查，最新版
本于2013年通过。《涉及人类受试者的生物医学研
究国际伦理准则》最早由国际医学科学组织理事会于
1982年发布，最近一次是2016年与世卫组织合作修订 
的（CIOMS, 2016），是另一个全球公认的伦理指导
文书。通过随机对照试验（参与者被随机分配接受几种
临床干预措施中的一种）比较两种疾病治疗方法的一个
基本伦理条件是，必须有一个很好的理由认为一种治疗
方法比另一种好，但同时，该领域的专家对一种治疗方
法是否有益确实存在不确定性（均势）。

继卫生大会在2006年通过一项决议后65，世卫组织开
发了一个旨在提高临床试验透明度的重要工具——国际
临床试验注册平台，该平台有助于让公众获取世界各地
正在进行的临床试验的信息（见第三章第二节7）。

(ii) 卫生数据库和生物库

卫生数据库和生物库（收集病人的生物材料和相关数
据）受伦理原则的约束。世界医学会通过了《台北宣
言》66，为将《赫尔辛基宣言》应用于卫生数据库和生
物库提供了其他临床原则。

《台北宣言》中概述的原则包括：

�� 自主权、隐私权和保密权，这也使个人有权对其个
人资料和生物材料的使用行使控制

�� 数据和样本的收集和储存必须是自愿的，只有在有
关个人被充分告知如何使用这些数据/样本的某些
关键方面，包括关于商业用途和利益分享、知识产
权问题以及向其他机构或第三国转移数据或材料的
信息时，同意才有效

�� 在出现明确识别的严重和直接威胁，而匿名数据不
足的情况下，为保护人口健康，可以放弃对同意的
要求。

关于知识产权，《台北宣言》认为：“应特别考虑对知
识产权的可能利用。在收集和分享材料之前，必须考
虑对材料所有权、权利和特权的保护，并在合同中加
以界定。知识产权问题应在一项涵盖所有利益攸关方
权利的政策中加以涉及，并以透明的方式进行沟通。”

(iii) 生物伦理

教科文组织对生物伦理学领域的描述如下：

“干细胞研究，基因测试，克隆：生命科学的进
步赋予人类改善健康和控制所有生物进化过程的
权利。社会、文化、法律和道德上对这种科技上
的进步的关注，引发了上世纪最有影响力的争
论。为了阐述这一争论，一个新兴词汇‘生物伦理
学’被引入。”67

根据《世界生物伦理与人权宣言》，应遵守的主要生物
伦理学原则包括：

�� 人的尊严和人权，包括个人的利益和福祉高于单纯
的科学利益或社会利益

�� 多元化，即容纳不同的价值体系

�� 透明度和获取信息

�� 收益风险比、自主权、事先知情同意、隐私和保密

�� 尊重人的脆弱性和人格

�� 科学研究所带来的利益与全社会和在国际社会内公
平共享，特别是要与发展中国家共享

�� 保护后代：应当充分重视生命科学对后代的影响，
包括对他们遗传基因的影响

�� 保护环境、生物圈和生物多样性。68

需要考虑的各种问题并非相互独立。与技术及其法律
保护有关的问题可能涉及多个层面，包括：

�� 一项技术本身的伦理问题（例如，是否应允许对胚
胎干细胞进行研究？）

�� 国家当局对某项技术授予排他性知识产权的伦理 
问题（例如，为转基因哺乳动物授予专利是否违反
道德？）

�� 个人、公司或机构寻求为某项技术取得排他性知识
产权的伦理问题（例如，一个公共资助机构是否应
该为其研究成果申请专利？什么时候这样做是不道
德的，例如在没有任何必要同意的情况下？）

�� 知识产权人应如何行使对技术的排他性权利的伦理
问题（例如，基本研究工具的专利权人应以开放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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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限制的方式许可该技术？公共机构在道德上是否
有义务从明确的人道主义角度许可医疗技术？）。69

在政府间规范性工作方面，本三方研究的所有三个
伙伴组织都参加了联合国机构间生物伦理委员会。70

联合国有关生物伦理的主要文书包括《世界人类基因
组与人权宣言》（1997年）71、《国际人类基因数 
据宣言》（2003年）72和《世界生物伦理与人权宣
言》（2005年）73。世卫组织在生物伦理方面的工作
除其他外，包括设立关于制定人类基因组编辑全球治
理和监督标准的咨询委员会，以及召开国家生物伦理
学委员会全球峰会。74

(d) 生物治疗产品

(i) 背景

生物治疗产品（也称生物制品或生物制药产品）是增长
最快的制药工业部门之一。生物制品在临床上日益重
要，这反映在世卫组织《基本药物标准清单》75中增加
的产品数量上（如2013年的贝伐珠单抗，2015年的曲
妥珠单抗和利妥昔单抗，以及2019年的阿达木单抗和
纳武利尤单抗）。

生物治疗产品是通过生物技术工艺利用生物材料生产
的，可以包括血液衍生产品和治疗性重组蛋白等。通
常，该术语用于治疗性重组蛋白，即通过对细胞系 
进行基因工程（从细胞培养物中产生和纯化所需的蛋 
白质）制造的治疗性物质。

目前，市场被原研产品（参比生物治疗产品）所主导，这 
类产品的价格往往很高。类似生物治疗产品（有时也称
生物仿制药、后续生物制品或随后进入的生物制品）是
指在质量、安全性和有效性方面与原研产品（参比生物
治疗产品）相似的产品。76

生物治疗产品可进一步分为分子量较低的化合物（“简
单”生物制品），一般是不以抗体为基础的较小蛋白 
质（如胰岛素），以及分子量较高的化合物（“大型”
生物制品），如单克隆抗体（“单抗”）。“简单”的类
似生物治疗产品的分析表征通常比较大的类似生物治疗
产品（如单抗）更容易，在某些情况下这有助于缩短审 
批途径。77

(ii) 生物治疗产品的注册途径

由于分子的复杂性，与小分子产品相比，生物治疗产品
的上市许可一般需要更多、更大规模的临床研究，以证
明产品在结构和临床方面的相似性。为此，世卫组织为
此类产品制定了具体的指南78，一些监管机构，如欧洲
药品管理局和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对生物治疗
产品适用具体的规则（下文讨论）。监管部门批准的 
类似生物治疗产品必须与参比产品没有临床意义上的
差异（FDA, 2019b）。79依靠体外试验数据和简单的
生物等效性试验（在健康志愿者中进行单剂量试验）不
能保证类似生物治疗产品的有效性和安全性。相反，目
前的监管政策要求类似生物治疗产品进行大型、昂贵的

临床试验，以证明其与原研产品的相似性。这些试验
通常是II期或III期试验（见上文第6(b)部分），招募数
百名患者，持续数月。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FTC）在
2009年指出，类似生物治疗产品的开发成本可能在1亿
至2亿美元之间，需要8至10年，而小分子仿制药的开 
发成本为100万至500万美元，用时3至5年（FTC,  
2009）。2016年欧洲药品协会委托的一份报告指出，开 
发类似生物治疗产品的成本可能在1.5亿至2.5亿欧 
元左右，耗时可达9年（Simon-Kucher, 2016）。

监管制度的任务是界定这种产品何时可被视为与参比生
物治疗产品“类似”或“可互换”，可能需要对不同类别
的类似生物治疗产品实行不同的监管。

小分子药物的特性主要由其化学结构决定，使得这类
药物相对容易复制，而生物治疗药物由复杂的蛋白质
组成，往往不能用化学或物理方法完全表征。生产过程
中，包括细胞系选择和生长培养基在内的细微变化，都
可能显著影响生物治疗产品的独特特性，从而可能对产
品的临床安全性和有效性产生影响。因此，类似生物治
疗产品的产品特性和制造工艺最好应尽可能少地偏离参
比产品的工艺。

一些药品监管机构，如FDA、欧洲药管局80和瑞士 
药品管理局81以及世卫组织82已经发布了关于评价 
和（或）批准类似生物治疗产品的指南。许多中等收
入国家正在制定指南和建立监管路径。例如，哥伦比
亚、印度、马来西亚、秘鲁和俄罗斯联邦都发布了生
物仿制药指南（Welch, 2016b; GaBI, 2018a）。在
为类似生物治疗产品建立特定的注册途径之前，一
些国家自二十一世纪初以来已经批准了一些非原研
生物治疗产品（Bosco and Chance, 2013; GaBI, 
2018b）。这些生物治疗产品与通过证明与参比生物
治疗产品可比性而获批的类似生物治疗产品不同。

(iii) 类似生物治疗产品对价格有什么影响？

由于生物治疗产品及其制造过程的复杂性，以及需要
进行随机对照试验（试验中随机分配病人接受试验物
质或安慰剂；另见上文第6(b)部分），开发生物仿制
药比开发传统小分子药物的仿制药成本和时间要多得
多。在预计来自类似生物治疗产品的竞争有多大，以 
及这种竞争能在多大程度上导致价格下降的问题上，还 
存在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是由许多因素造成的，包括 
需要复杂的技术诀窍、高开发成本、具有挑战性的
储存和搬运问题、法律给予原研药申办者暂时的试验
数据排他权、免疫原性问题，以及可能的额外监管要 
求（如上市后监测和药物警戒），以确保安全性和有
效性（Roger and Goldsmith, 2008）。小分子仿制药
发展的经验表明，在市场上有几个制造商生产同一产
品之前，价格一般不会大幅下降。早期估计预测，价
格下降将限制在10-40%左右（Mulcahy et al., 2014;  
Blackstone and Fuhr, 2013）。在丹麦、芬兰和挪
威，英夫利昔单抗类似药已经出现了约70%的大幅
降价，转化为类似生物治疗产品市场份额的大幅增 
长（Chopra and Lopes, 2017; Schafer et al., 2016; 
Welch, 2016a）。许多知名的原研企业已经进入了类
似生物治疗产品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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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一系列因素，生物治疗产品的使用在许多中低收入国
家的卫生系统中受到限制，这些因素包括生物治疗产品的
价格普遍较高，（在某些情况下）需要能够支持监督输液
的卫生设施，以及（在某些情况下）需要复杂的诊断技
术。然而，在资源有限的卫生系统中，生物治疗产品的使
用正在增加。2017年世卫组织启动了一个试点项目，对选
定的生物治疗产品和类似生物治疗产品进行资格预审（另
见第四章第一节11(a)）。世卫组织的资格预审小组制定了
世卫组织对两种生物治疗产品——利妥昔单抗和曲妥珠单
抗——进行资格预审的试点程序，并邀请制造商向世卫组
织生物治疗产品资格预审小组提交产品评估意向书。83

世卫组织与乌得勒支负担得起的生物治疗中心合作，倡
议开发一种类似生物治疗产品帕利珠单抗，这是一种 
预防早产婴儿呼吸道感染的疗法。据估计，类似 
生物治疗产品版本的生产价格可以达到每位患者250
美元，相当于高收入国家原研药价格的5-15%左 
右（Crowe, 2017; Sanchez-Luna et al., 2017）。

(e) 监管的未来

一系列“先进疗法”或“先进疗法药物产品”正在得
到监管机构的批准并进入临床使用84，包括基因疗
法、细胞疗法和组织工程（见专栏2.3和2.4）。目
前正在开发能将化疗药物选择性地输送到癌细胞的
纳米颗粒。85 这些先进疗法可以为一些疾病或伤
害提供革命性的治疗，如阿尔茨海默病、镰状细胞
病、严重肝病、癌症和肌营养不良，以及烧伤患者
的皮肤损伤。它们为研究、患者和工业界提供了巨
大的潜力。

药品监管和其他受监管医疗技术的未来越来越依赖于高
超的科学技能和监管者的能力，以及更大程度的协作与
合作。得到相关立法支持的监管制度是运作良好的现代
卫生系统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促进创新和获得安全
有效的新药至关重要。86

专栏2.3：CRISPR-Cas9基因编辑技术

CRISPR（成簇规律间隔短回文重复序列）是一种天然存在的细菌防御系统，它利用一种酶来识别和切
割入侵病毒的DNA，使其丧失攻击能力。研究人员对这种机制进行了改造，以在特定位置切割DNA。例
如，CRISPR-Cas9使研究人员能够将Cas9酶部署到DNA的精确部分。然后，Cas9酶就像“剪刀”一样剪断目
标片段，接着一个定制的DNA片段就可以插入到DNA链中。这项技术被认为是一项突破性的发现。它首次为研
究人员提供了一种高度灵活、精确、易用和高效的工具，用于编辑活细胞的基因组等用途。最近的发展包括使
用CRISPR-Cas13来编辑RNA而不是DNA。87

正在为一些疾病开发基于CRISPR的疗法，包括镰状细胞病和某些癌症（Mullin, 2017）。CRISPR有望促进其
他疗法的发展，例如提高CAR T细胞疗法的疗效（见专栏2.4）（Eyquem et al., 2017）。CRISPR也被用于开
发面向中低收入国家的技术。例如，已经开发出一种基于CRISPR的诊断系统，能够以非常高的灵敏度检测一系
列病毒，包括寨卡病毒和登革热病毒。据信，该系统一旦进一步开发，将很容易适应不同的病毒，在“田野”条
件下坚固耐用，而且负担得起（Cohen, 2017）。

然而，基于CRISPR的技术仍未被完全理解，潜在的不良副作用正在研究中。88一些法律、监管和伦理问题已经
被提出，特别是关于该技术在临床种系编辑中的应用（Lander et al., 2019）。

关于CRISPR技术专利态势的公开讨论主要集中在一件长期专利纠纷上，一方为哈佛大学布罗德研究所和麻省理
工学院，另一方为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Jewell and Balakrishnan, 2017）。调查专利态势的多项研究发现，专利
持有者多种多样，包括一家医院、若干高校、个人研究人员和公司，主要专利簇在中国、欧洲、日本、大韩民国
和美国（Ferreira et al., 2018; Martin-Laffon et al., 2019）。虽然第一批专利是在2001年发现的，但自2012年以
来，专利活动有所增加。到2019年7月，全球已识别了12,000项CRISPR专利，属于4,600个专利族，有超过740
项CRISPR专利获得授权（Kwon, 2019，参考数据来自www.ipstudies.ch/crispr-patent-analytics/t）。目前已
发现专利商业化的三个主要应用领域：(1)CRISPR-Cas9用于医学应用，重点是人用疗法和药物发现；(2)研究工
具应用、细胞系和动物模型；(3)农业和食品应用（Ferreira et al., 2018）。第三章第三节5(g)和第四节5(c)-(d) 
讨论了一些专利权人许可办法的各个方面。

专栏2.4：CAR	T细胞疗法

嵌合抗原受体T细胞（CAR T细胞）疗法是一种新型的细胞疗法，适用于某些类型的血癌患者。T细胞是免疫细
胞的一种。通过改变患者的T细胞，该疗法可以增强其识别和杀死特定癌细胞的能力。CAR T细胞疗法包括收
集患者的T细胞样本，然后通过基因编辑修改细胞，在其表面产生嵌合抗原受体，使T细胞能更有效地识别肿瘤
细胞。然后将CAR T细胞重新注入患者体内，激活患者的免疫系统，使其针对肿瘤细胞上的特定抗原攻击癌细
胞。成功不仅和工程细胞有关，还和患者自身免疫系统有关。89

CAR T细胞疗法于2017年首次获得FDA批准，用于治疗部分儿童和成人的晚期白血病。据信，CAR T细胞疗法最终 
可能为某些癌症提供治愈性治疗。在早期临床试验中，对于某些癌症，有相当比例的患者实现了完全缓解（癌
症的所有迹象消失）。但是，目前正在进行的大多数CAR T细胞临床试验都是用于治疗血液恶性肿瘤；虽然迄今 

(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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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监管外，许多其他卫生政策问题也影响到医疗技术的
创新和获取。第四章第一节介绍了卫生系统内药品和医
疗技术的供应，以及药品和医疗技术的采购、价格监管
和卫生系统的供资。

此外，移动设备在卫生领域的使用越来越多，带来了
新的监管问题需要解决，如应用认证、责任、互操作
性、（跨境）数据流和患者数据保密等。92

(f) 监管排他性

监管排他性是由国家或区域性法律赋予的。监管排他性
的保护期可能与专利保护期重叠，但独立于专利保护 
期（见图2.3）。监管排他性是一个总括性术语，它包
括数据排他性——实施试验数据保护的一种方式（见第
二节1(c)）——和市场排他性。

�� 数据排他性条款阻止监管部门在一定期间内依靠参
比产品试验数据批准仿制药。

�� 市场排他性条款阻止监管部门在一定期间内授予上
市许可。市场排他性与数据排他性的不同在于，它
阻止竞争公司获得监管审批，无论是否参考原研者
的数据（Thomas, 2014）。例如，一旦数据排他
期结束，竞争者可以依靠原研药试验数据提交审批
申请，而市场排他条款在市场排他期也届满之前，
仍将阻止授予上市许可。

授予数据排他权的国家一般规定5至8年的固定期限，在 
某些情况下有可能延长。固定期限通常从原研产品在寻
求试验数据保护的同一国家获批上市之日起算。一些世
贸组织成员，如欧洲联盟和美国，允许对新的适应症和
配方给予额外的数据排他期。

在欧盟，获得欧洲药管局批准的原研药享有10年的市场
保护和8年的数据保护，两者均从上市授权开始。93这意
味着，欧洲药管局或国家主管部门可以在第8年结束时
开始评估潜在仿制药竞争者的申请（依靠参比产品数据
支持其申请），而上市授权只能在第10年结束时获得。如 
果上市授权的持有人在前8年内获得一个或多个新的 

治疗适应症的授权，并且发现这些新的治疗适应症比现
有疗法带来显著的临床效益，那么10年的上市保护期可
以延长到11年。这称为欧盟的“8+2+1”排他制度。94

在欧盟，被指定为孤儿药的药物被授予单独的排他 
权（见第三章第二节6）。欧盟的孤儿药排他权赋予针
对与原研药相同适应症的任何类似95产品10年的市场
排他权，如果完成了规定孤儿药儿科使用的儿科调查计
划，则可延长两年96。欧盟的孤儿药排他权与给予所有
原研药的一般保护期平行（见上段概述），如果在第5
年结束时，该产品不再符合孤儿药排他权的标准，则可
能从10年缩短到6年。97

美国立法机构出台了一系列不同类型的监管排他权，包
括新化学实体的5年数据排他权（Thomas, 2015）。在生
物制品方面，《生物制品价格竞争和创新法》规定，类 
似生物治疗产品在参比产品首次获批之日起4年内不能
提交审批，如果依赖原研公司提交的数据，要到12年后
才能获批。98美国对第一个进入市场的“可互换”类似生
物治疗产品授予一年的排他权（见上文6(d)）。99 每一
种排他权在其资格标准、保护范围和基本政策目标上都
有所不同（部分例子见专栏2.5）。这些排他权的时间
框架可能对仿制药或类似生物治疗产品进入市场所需的
时间有重大影响。

在1997年引入儿科上市排他权后100，据报道，儿科研
究和改变产品标签以增加儿科用途的情况有所增加。然 
而，为儿科上市延伸而进行的研究，针对的产品多 
是用于治疗对儿童有重要公共卫生意义的疾病（如高血
压）。据报告，一些制造商将儿科试验推迟到其产品上
市排他期的后期进行（Kesselheim, 2010）。

在有数据排他权的国家，可能适用数据排他权的例外和
限制。美国法律规定，如果第二种产品的申请人证明专
利无效或第二种产品不侵犯专利，则数据排他期缩短为
4年（但在侵权诉讼期间可以中止）。如果原研产品不
在其领土上市，加拿大不提供数据排他。101如果原研 
产品在授予当地上市许可后12个月内不在其领土上上
市，哥伦比亚不提供数据排他。如果在外国首次批准注
册或授予上市许可后12个月以上才提出当地上市许可申
请，智利不提供数据排他。

为止，CAR T细胞疗法在实体瘤中的使用成功率有限，但这是一个积极发展的领域（Pettitt et al., 2018; Shum et 
al., 2018）。由于CAR T细胞疗法有可能导致严重的副作用，作为监管审批的一部分，提供此类疗法的公司必须
管理长期跟踪研究，以满足上市后的要求，并且必须收集患者安全信息15年。90

对CAR T细胞疗法相关专利活动的回顾发现，早期的专利公布于2000年代中期，2013年的公布量明显增 
加（Jürgens and Clarke, 2019）。该研究发现了全球399个专利族中的1,914份专利文献，其中通过《专利合
作条约》（PCT）的申请最多，其次是向中国专利局、欧洲专利局（欧专局）、美国和其他一些国家专利局的 
申请。分析显示，被引用最多的专利是宾夕法尼亚大学的专利。91分析发现，宾夕法尼亚大学与诺华公司的合
作关系十分紧密，这一点从众多专利申请的共同作者就可以看出。还从同一国家共同发明人的专利申请中得出
结论，几乎没有进行国际合作。根据阿姆斯特朗（Armstrong, 2019）的统计，已公布的CAR T细胞技术相关国 
际专利申请数量从2014年的60件增加到2018年的450件，主要申请人为联合王国和美国两国的大学和制药
公司。与CAR T细胞疗法相关的可能专利法问题包括与可专利主题和工业适用性/实用性相关的问题（见第二
章第二节1(b)(iii)）、为自然界中存在的材料申请专利（见第三章第四节4(a)）、诊断和治疗方法的可专利性 
排除（见第四章第三节1(a)和专栏4.17）。在适用此类排除的情况下，专利的权利要求可以用“主动治疗步骤”
和“第二/进一步医疗用途权利要求”寻求专利保护（Black, 2017；Gainey, 2018；另见第三章第四节4(c)）。

(续)



促进医疗技术获取和创新

50

数据排他权有可能阻碍专利强制许可的实施。例
如，2016年罗马尼亚政府曾考虑对丙型肝炎药物索 
磷布韦发放强制许可，但据报道，由于欧盟数据排他权
要到2024年才到期，所以没有继续进行（Paun, 2016; 
’t Hoen et al., 2017）。

在一些国家，数据排他性例外可能包括保护公共利益，例 
如为保护公共健康颁发强制许可。102比如在智利和马
来西亚，如果产品被强制许可，就放弃数据排他；智
利、哥伦比亚和马来西亚在有必要保护公共健康的情况
下放弃数据排他。103另有在特别强制许可制度下根据
强制许可出口的必要情况：加拿大和欧盟对根据强制许
可生产的出口产品放弃数据排他。104 在药品专利池许
可协议中，以及在其他旨在促进中低收入国家仿制药竞
争的许可协议中，也规定了数据排他豁免。105

授予额外的排他权，如数据排他权，通常会增加制造商
将新产品推向市场的收入预期，因此理论上是以延迟仿

制药进入为代价为产品开发提供激励。有一些研究涉
及数据排他和其他监管排他与创新的关系（Williams, 
2017; Goldman et al., 2011; Gaessler and Wagner, 
2018; Budish et al., 2015）。

(g) 专利链接

通常情况下，负责授予专利的机构（专利局）和批准药
品进入市场的机构不同，它们各自独立运作。然而，有
些国家将通常基于质量、安全性和有效性的监管审批与
药品的专利状态挂钩。这被称为“专利链接”，可以有几
种形式。链接最简单的形式是，对于为原研者药物产品
的仿制药寻求监管审批的，只需向专利所有人通报制造
商的身份。一种更强的专利链接形式是，在产品专利到
期（或被宣告无效）之前，禁止对第三方的药品授予上
市许可。另一种比这更强的链接形式不仅禁止授予上市
许可，还禁止在专利期内考虑仿制药申请。

专栏2.5：美国监管排他权的部分类型

类型 资格标准 保护范围 期限 目标

新化学实体
（NCE）排他

含有新化学实体的药
物——即FDA以前没有批
准过其至少一种活性成分

这是美国对非生物治疗药物的一般性数
据排他规定

不接受含有相同活性成分药品的仿 
制药申请，除非申办者提交新药申 
请（NDA），并自行进行所有必要的 
临床前和临床研究

5年 鼓励开发含有全新活性
成分的创新药产品

新临床研究排他
（原始或补充新
药申请）

新药申请或补充新药申
请，其中包含申办者进行
的新临床研究报告，这
对FDA批准该申请至关重
要（补充新药申请是对已
提出新药申请的产品进行
修改）

这是美国对非生物治疗药物的一般性数
据排他规定

同一药物、同一适应症，不得批准仿
制药申请

FDA仍可接受仿制药申请，并可对仿制
药发出暂定批准，排他期结束即生效

同一药物、同一适应症的新药申请，如
果申办者已自行进行所有必要的临床前
和临床研究，则仍可接受其申请

3年 鼓励改进已知药物

孤儿药排他 治疗罕见病或病症的“孤儿
药”：(1)在美国影响人数
不到20万；或(2)无法合理
预期药物的销售能收回其
开发成本

同一药物、同一适应症，不得批准仿
制药申请

即使在后申请的申办者已自行进行了所
有必要的临床前和临床研究，也适用

FDA仍然可以批准同一药物、不同适
应症上市

7年 鼓励企业开发治疗罕见
病和病症的药品

合格的传染病产
品排他

用于治疗严重或危及生
命的感染的抗菌或抗真
菌药物

延长新化学实体、新临床研究或孤儿
药排他期

5年（从上一个排他期
结束开始）

为开发抗生素提供更
多激励

儿科排他 完成FDA要求的儿科研
究的新药申请持有人或
申请人

延长现有的专利或监管排他保护期 6个月（从上一个排他
期或专利保护期结束
开始）

增加药品的适当儿科
用途

生物制品排他 生物制品 不接受后续生物制品申请 4年 鼓励开发生物制品

后续生物制品申请可能被接受，但如果
后续生物制品依赖于参比生物制品申办
者开发的数据，则不被批准

12年

来源：约翰·托马斯，《药品专利法》，第三版（2015年）（J. R. Thomas, Pharmaceutical Patent Law, 3rd edition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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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3：专利保护期和监管排他期图示

来源：世卫组织、产权组织、世贸组织秘书处。

注：

 • 时间线不是按比例绘制的，专利和监管要素的时间点因个案而异。专利授权和监管审批需要的时间可能更长也可能更短。
 • “专利”一词是指专利申请的提交、专利的授权和专利的维持。几个“专利”条的左侧表示专利申请日。由于专利程序所需时间各异，图中没有标

明专利授权。授予的进一步专利独立于先前授予的专利，并不延长任何先前专利的专利保护期。
 • 国家法律规定的专利保护期不会在申请日起20年内结束。往往在达到20年的最长保护期之前，专利就被放弃、宣告无效、未被维持等。
 • 首项专利通常涵盖化合物，进一步专利可能涵盖国内法规定的其他方面，如组合、用途等。首项专利和进一步专利不一定为同一实体持有。
 • 一些司法管辖区规定了有限的专利期延长（PTE）、有限的专利期调整（PTA）或补充保护证书（SPC）形式的有限额外保护。并非每项专利

都被延长。PTE、PTA和SPC的期限并不总是相同。

一些利益攸关方认为，专利链接条款让监管机构扮
演“专利执法者”的角色，一些专利链接条款对根
据强制许可生产的仿制药也不例外，而且如果监
管机构无法在专利期内开始审查仿制药申请，专 
利 链 接 条 款 可 能 不 合 理 地 延 长 产 品 在 市 场 上 的 
排他性。另一方面，专利链接的支持者认为，专

利链接可以防止不必要的侵权，而且通过在上市
许可程序中确定与每种药物产品相关的专利，增 
加了透明度和可预测性。

关于专利权和专利制度的解释和讨论，见第二章第二节
1(b)、第三章第四节3-4和第四章第三节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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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点

•• 知识产权保护的目的是加强基于市场的激励措施，将资源投入到产品开发和新技术的上市中。

•• 全球知识产权法律框架主要由产权组织管理的条约和世贸组织《TRIPS协定》界定。多边知识产权标准一
般是最低标准，因此决策者有相当大的余地来决定如何以支持公共卫生目标的方式执行这些标准。

•• 专利制度的目的是支持创新，同时提供一种机制，确保社会能够获得这些创新。公布的专利和专利申请是
技术和法律信息的重要来源。

•• 商标制度的作用是区别产品，向消费者提供信息。商标用于标示原产品和仿制产品。为避免混淆，药物产
品的商标需要与产品的国际非专利名称区别开来。

•• 《TRIPS协定》允许在国家执行方面有灵活性。随后的《多哈宣言》确认，“世贸组织成员有权充分利用
《TRIPS协定》中……提供灵活性的条款”来保护公共健康。

•• 竞争法和竞争政策在增加获得卫生技术的机会和促进创新方面可发挥重要作用。对竞争的不正当限制，无
论是滥用知识产权或其他因素造成的支配地位，还是反竞争协议，都可以通过执行竞争法来解决。在创新
方面，一个关键问题是兼并控制，竞争主管部门必须确保兼并不会威胁到研发管线。

•• 所有国家都在不同程度上依赖进口来满足其人口的卫生保健需求。这种依赖对于较小发展中国家的国家卫
生系统来说尤其明显。

•• 世贸组织《政府采购协定》为国际层面的规则提供了一个适当框架，目的是促进公共采购领域的有效贸易
和最佳做法。这些都可以有助于改善药品的可及性和可负担性，从而提高卫生系统的效率和成本效益。

•• 自由贸易协定（自贸协定）塑造了许多国家的获取和创新框架。

本节概述了与知识产权和国际贸易体系有关的法律和政
策文书，这些文书与国际层面的医学创新和医疗技术获
取有关。

1. 知识产权制度

本部分概述了与医疗技术的创新和获取最相关的知识产
权，以及与知识产权执法有关的跨领域问题。

(a) 知识产权制度简介

知识产权制度的运作方式是提供有限的权利，排除某些
特定的第三方对受保护材料的使用。知识产权保护一般
是为了加强基于市场的激励措施，以便将资源投入到产
品开发和新技术的上市中。这种激励措施被认为对医疗
技术的开发特别有价值，因为它需要大量的资金和技术
资源，加之即使到了产品开发后期也有很高的失败风
险，还有与产品责任有关的问题。许多医疗技术的开发
成本很高，但复制成本相对较低。在这种情况下，如果
其竞争者能够立即推出仿制产品，那么企业在产品开发
和监管审批方面的资本投入将是不可持续的（关于一系
列创新激励模式的讨论，见第三章第二节4）。106

由于知识产权保护是通过排他权来运作的，因此它可以
抑制各种形式的竞争（如仿制药进入市场），阻碍进一
步创新（如在不存在研究例外107的情况下）。知识产
权政策、体现知识产权政策的法律以及这些法律的行政

管理和执行，其目的都是为了以促进整体公共福祉的正
和方式来平衡和兼顾各种合法利益。

平衡因素是多种多样的——就专利而言，它们包括可专
利主题的排除、可专利性标准的定义、专利权的例外与
限制、对专利期的限制以及用维持费鼓励未充分利用的
专利失效，此外还有专利法范围以外的手段，如竞争政
策。虽然适当的平衡最终由国家政策制定者和立法者来
确定，但国际法律框架为国家制度提供了背景和一般原 
则。全球知识产权框架是本节的重点，它主要由产权 
组织管理的条约和世贸组织《TRIPS协定》界定，后者
构成了世贸组织法律体系的一部分，并进而纳入了产权
组织若干条约的实质性条款，包括《巴黎公约》（见专
栏2.6）。

《TRIPS协定》对知识产权在医疗技术上的应用有相当
大的影响，特别是通过实施国际标准。这些国际标准要
求对包括药物产品在内的所有技术领域的发明提供专
利，并要求保护为获得上市许可而提交的未披露试验数
据，防止不公平的商业使用和披露。《TRIPS协定》的
谈判及其后续实施不断关注知识产权和卫生问题（见专
栏2.7），特别是《TRIPS协定》中关于药品专利和试
验数据保护义务的性质和影响。

《TRIPS协定》第7条特别从权利和义务平衡的角度描
述了知识产权保护和执法的目标。这些目标提到“促进
技术创新”、“技术的转让与传播”、“技术知识的生产
者和使用者”共同受益，还提到“社会和经济福利”。第
8条规定的原则是，世贸组织成员可以采取必要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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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公共健康和营养，但这些措施必须符合《TRIPS协
定》的规定。2001年世贸组织部长级会议通过的《多
哈宣言》是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宣言，它重申了这
些目标和原则，作为根据公共卫生政策实施TRIPS条
款的指导。《多哈宣言》提到了一系列的灵活性，即
《TRIPS协定》框架内的法律选项（下文在对知识产权
问题进行总体回顾后将进一步讨论）。

每种形式知识产权的多边标准一般都是最低标准，往往
有很大的实施空间。《TRIPS协定》规定，世贸组织成
员可在其法律实践中自由决定实施TRIPS标准的适当方
法。因此，在为实施确定选项范围时，决策者要考虑国
际标准，并在适用的情况下考虑区域标准，以及其他国
家的做法和本国的需要及优先事项。如果各国愿意，也 
可以实施更广泛的保护，但必须符合《TRIPS协定》。这 
种保护有时称为“TRIPS-plus”。这些标准已经在越来
越多的双边和区域协定的知识产权章节中确立（见第四
章第三节5），而且也是出于国家的国内政策考虑（见
下文第二节5）。

不歧视原则是国际知识产权制度的一个基石。“国民待
遇”规定，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各国不得区别对待本
国国民和外国国民，但一些极少数的例外所允许的除
外。该原则早在1883年《巴黎公约》第2条原文中就 
有规定，后来在《TRIPS协定》第3条中基本得到应
用。“最惠国待遇”规定，各国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不
得区别对待不同外国的国民。最惠国待遇的适用也有一
些例外。最惠国待遇长期以来是国际贸易法中的一项 
义务，通过《TRIPS协定》第4条首次适用于知识产

权。该原则的适用意味着，如果两个国家同意在双边
条约中给予对方国民更高水平的知识产权保护，它们
必须将同样的利益扩大到所有其他世贸组织成员的国
民。108 在不歧视原则方面，《TRIPS协定》因此与世
贸组织其他的主要协定有很大的不同，它通常不允许各
国歧视其贸易伙伴的国民。

除了这些一般原则外，每种形式的知识产权都受制于具
体的标准，反映了其独特的政策目的、不同的客体和经
济效果。这些差异明显体现在受保护客体的范围、权利
范围、保护期、例外的性质和对第三方利益其他保障，以 
及这些权利的行使方式上。

(b) 专利法和专利政策

2000年以来，从专利申请量、活动的地域基础（某些
新兴经济体的专利显著增加）以及寻求专利的私营和公
共实体的多样性来看，医疗技术专利的使用有了显著增
长。同一时期的另一个特点是，对专利制度在医疗产品
创新和获取方面的作用发生了激烈的辩论。

《多哈宣言》承认了知识产权保护的双重效果——促进
新药开发和影响价格。此后，辩论的重点是专利权对获
取基本药物的影响。此外，人们还讨论了专利制度是否
对某些领域——例如被忽视的疾病或某些国家——的新
产品开发提供了足够和适当的激励。实践中，专利也被
用作缔结许多技术伙伴关系和研发合作的媒介，并作出
多种许可安排，以便向公众提供新的医疗技术。

专栏2.6：巴黎公约

《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巴黎公约》）于1883年缔结，经过多次修订，最近一次是在1967年。该公约
适用于最广泛意义上的工业产权，包括专利、商标、服务商标、工业品外观设计、实用新型、厂商名称和制止
不正当竞争。除其他外，它规定了国民待遇、优先权和共同规则。

《巴黎公约》规定的国民待遇原则意味着每个缔约国必须在保护工业产权方面给予其他缔约国的国民与本国国
民同样的利益。非缔约国的国民在某些条件下有权享受国民待遇。

优先权是指：申请人基于在某一缔约国提出的较早规范申请，在一定时间内（优先权期）向其他任何一个缔约
国申请保护相同的工业产权主题。这时，在后的申请将不受在第一次申请的申请日（优先权日）和在后申请的
申请日之间可能发生的任何事件的影响，如专利申请中提出权利要求的发明的任何公布，或带有商标或包含工
业品外观设计的物品的销售。根据《巴黎公约》，专利和实用新型的优先权期限为12个月，工业品外观设计和
商标的优先权期限为6个月。

所有缔约国必须遵守的共同规则包括：

�• 在不同缔约国为同一发明授予的专利是相互独立的。
�• 不得仅仅因为国家法律不允许或限制销售专利产品或通过专利方法获得的产品，就拒绝授予专利或宣告专利

无效。
�• 缔约国可以采取立法措施，规定在某些限制下颁发强制许可，以防止因行使所授予的专有权而可能造成的 

滥用。
�• 商标在一个缔约国的注册独立于在任何其他国家，包括原属国的可能注册。因此，商标在一个缔约国的注册

失效或无效不会影响在其他缔约国注册的有效性。
�• 缔约国必须接受已在另一缔约国（原属国）正式注册的商标申请，但如果该申请不符合国家法律的要求，则允 

许驳回该申请。
�• 对本国主管机关认为在该国已经驰名，属于有权享受《巴黎公约》利益的人所有、并且用于相同或类似商品

的商标构成复制、仿制或翻译，易于产生混淆的商标，各缔约国必须拒绝注册，并禁止使用。
�• 每个缔约国必须提供有效的保护，防止不正当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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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专利制度的理论依据

专利制度的理论依据是使创新投资具有吸引力，并提 
供一种机制，确保社会能够获得专利申请中所载的 
知识。除其他义务外，专利所有人公开披露其发 
明的义务使社会能够了解并最终使用专利文献中的知
识。如果一项发明可以在不增加成本的情况下被他人
自由使用，“搭便车者”就不会承担开发成本。这将减 
少原始发明人的预期收益，并在理论上导致新发明提供
不足。产权组织2008年的一份报告解释，正是由于这
个原因，专利制度意在通过向创新者提供有限的排他
权，防止他人利用其发明，从而使创新者能够从其创新
活动中获得适当的回报，以纠正可能导致创新活动提供
不足的市场失灵。109

但是，排他权的运用本身就会造成市场扭曲，并可能导
致效率低下、价格高涨和商品供应不足的局面。实证研
究发现，有证据表明，专利对创新既有积极效果，也有
消极效果。关于专利制度在鼓励研发和技术转让方面作
用的证据没有结论性，因此很难就专利制度促进经济发
展的有效性得出任何明确的结论。110

专利制度中存在着一些防止和纠正不良效果的机制： 

�� 专利权只在有限的期间内有效。

�� 为确保与更大的公共政策目标相一致，可专利主题
允许有排除，专利权允许有例外和限制。

�� 专利申请、审查和授权程序，以及异议、上诉和其
他复审程序，允许法院和其他复审机构纠正错误的
专利授权，并在必要时给予救济，以确保专利制度
整体作为一个公共利益政策工具发挥作用。

(ii) 国际框架

专利保护的实质性多边标准主要是《巴黎公约》和
《TRIPS协定》中规定的标准。《巴黎公约》没有规定 
哪些被认为是可专利的，1995年《TRIPS协定》生 
效之前，各国在这方面的法律和实践有很大的差
异。1988年，在《TRIPS协定》谈判的早期阶段，产
权组织的一份报告列举了49个国家，它们要么根本不
对药物产品授予专利保护，要么只提供有限形式的保
护。其中一些国家还将制药方法排除在外。111各国的
专利期也有很大的不同。

《TRIPS协定》是第一个规定可专利主题核心标准的多
边条约（另见下文关于可专利性标准的第(iii)部分）。
《TRIPS协定》规定，“所有技术领域中的任何发明，无
论是产品或是方法”，均应能够获得专利（《TRIPS协
定》第27条）。提到“所有技术领域”，意味着专利必须
适用于药物产品（如具有药效的新化合物）和方法（如
制药方法）。同时规定，可用的保护期限不得自提交申
请之日起计算的20年期限届满前结束。与公共卫生领
域相关的最重要变化是要求，药物产品从2005年开始
可以在发展中国家申请专利。这些要求逐步生效，现在

专栏2.7：TRIPS和公共卫生：重要里程碑

1986年 在埃斯特角城启动乌拉圭回合谈判，赋予知识产权任务。

1994年 谈判结束，马拉喀什部长级会议通过《TRIPS协定》。

1995年 《TRIPS协定》生效，世贸组织成立，并被赋予《TRIPS协定》的法律和行政责任。

2000年 多数TRIPS义务对发展中国家成员生效，同时对药物产品专利适用过渡期。

2000年 世贸组织专家组就关于监管审查（“博拉”）例外的TRIPS争端作出裁决，该例外为仿制药的进入提供
便利。

2001年 世卫组织-世贸组织讲习班（挪威霍斯比约）讨论基本药物的差别定价和筹资问题。

2001年 《关于TRIPS协定和公共卫生的多哈宣言》获得通过，其中将最不发达国家成员实施专利和试验数据
保护的过渡期延长至2016年。

2002年 世贸组织总理事会免除了最不发达国家在过渡期内提供专有销售权的义务。

2003年 通过了“第6段”机制，作为额外的TRIPS灵活性，允许为药品出口颁发特别强制许可，最初是以法律
豁免的形式，随后是2005年关于永久修正《TRIPS协定》的议定书。

2005年 保护药物产品专利的TRIPS义务适用于世贸组织的发展中国家成员（但不适用于最不发达国家）。

2005年 TRIPS理事会将最不发达国家执行《TRIPS协定》整体的过渡期延长至2013年。

2013年 TRIPS理事会将最不发达国家执行TRIPS的过渡期延长至2021年。

2015年 TRIPS理事会将最不发达国家在制药部门实施专利和试验数据保护的过渡期延长至2033年。总理事会
免除在过渡期内提供邮箱申请和专有销售权的义务。

2017年 《修正〈TRIPS协定〉的议定书》（新的第31条之二）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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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 创新和获取行动的政策背景

适用于所有世贸组织成员，但最不发达国家除外，它们
的过渡期被延长到2033年（见专栏2.7）。

即使有了这些专利保护的国际标准，也不存在所谓的世界
专利。专利是根据国家法律或在区域基础上授予的。《巴 
黎公约》第4条之二规定了同一发明在不同国家所获专利
的独立性。这意味着，一个国家授予的专利在任何其他
国家不带来权利。一个国家的制药技术专利不能用来在 

无有效专利的其他国家阻止仿制药竞争。一项发明可能在
一个国家获得专利，在另一个国家不能获得专利。

然而，有一个全球性的专利申请体系，即《专利合作条
约》（PCT），由产权组织管理（见专栏2.8）。是否
应该授予专利的最终决定不是在国际上作出的，而是由
负责国家专利辖区的国家或区域当局分别作出的；一些
区域性协定还统一和简化了各自区域内的专利法。112

专栏2.8：专利合作条约

有了《专利合作条约》（PCT）113，可以通过提出一份国际专利申请，在所有PCT缔约国同时为一项发明申请
专利保护。任何PCT缔约国的国民或居民都可以提出这种申请，可以向申请人为其国民或居民的缔约国国家专
利局、主管的区域专利局或日内瓦的产权组织国际局（“受理局”）提出。国际申请的效力与向各缔约国国家专
利局提交国家专利申请相同。PCT详细规定了任何国际申请必须遵守的形式要求，但它并不决定一个国家在决
定是否最终授予专利时适用的实质性规则。

PCT规定了一个国际阶段，在这个阶段内，国际申请要接受国际检索，产生一份国际检索报告（可能影响发明可
专利性的已公布文献引证列表），并根据检索报告就发明是否显得有新颖性、创造性（非显而易见性）和工业
适用性提出初步的无约束力书面意见。国际申请如果没有被撤回，将与国际检索报告一起公布。此外，如果申
请人提出要求，将进行可选的无约束力国际初步审查。如果申请人决定继续进行国际申请，以期获得国家或区域
专利，申请人需要另行在其希望获得专利保护的每个PCT缔约国启动国家/区域程序（“进入国家阶段”）。在这
个“国家阶段”中，一国当局将适用国家法律规定的实质性专利资格规则，这可能导致各国出现不同的结果。114

如果申请人没有在规定时限内在具体的主管局启动国家阶段程序，则申请失去效力，后果与撤回国家申请相同。

尽管有这样的区域和国际合作，但各国的专利法及其实
践不尽相同，导致可能出现不同的结果。如果就同一发
明向不同的国家或区域专利局提出专利申请，将根据适
用的国家法律或区域法律分别进行处理，这种处理可能
产生不同的结果。例如，当某种药物化合物的PCT申请
在PCT缔约国进入国家阶段时，可能根据每个国家或区
域的专利法适用不同的可专利性实质要求。根据这些要
求在国家审查过程中的适用情况，专利权利要求可能在
一个国家被修改，而在另一个国家保持不变（关于权利
要求，另见下文第(vi)部分）。因此，同一PCT申请可
能在一个国家获得专利授权，在另一个国家获得专利授
权但权利要求受限，而在第三国被驳回。此外，一项专
利可能在一个国家被法院宣告无效，在另一个国家却被
法院确认。多数专利都是在相对少数的国家提出申请并
最终获得的——通常是专利权人打算着力生产或营销的
国家，或者是有重要竞争对手或生产能力的国家。

(iii) 专利基本问题

专利是地域性权利。此外，专利保护有时间限制。专利法
一般规定，在从申请日起计算的20年届满前，专利保护不
得终止。这一规则是《TRIPS协定》第33条规定的，并在
2000年的世贸组织案件“加拿大——专利保护期”案中得 
到了适用。115另一方面，专利所有人可以提前放弃专利，比 
如发明的商业化未产生预期的投资回报，无法支付维持专
利的费用。不按时回复专利局的通知，不支付维持费或者
提交书面放弃声明，都可以导致放弃专利。也可以根据国
内法规定的理由，通过法院或行政程序使专利无效。在没
有提出专利申请，或专利申请被撤回或驳回，或已授权
专利不再有效的国家，已公布的发明进入公有领域，但前
提是没有其他专利或其他权利涉及同一技术。产权组织发 

展与知识产权委员会（CDIP）研究了专利与公有领域的
关系，编写了一项专利与公有领域研究报告。116

虽然已公布的专利申请向公众通报了申请正在处理中的
事实，但专利保护只在专利授权时才开始。国内法可能
规定对已公布专利申请的临时保护，如果有的话，通常
以专利授权和提供本国语言的公布为条件。这种临时保
护可能采用支付使用费的形式，例如在欧洲专利局（欧 
专局）成员国或美国。并非所有国家都规定了临时保
护；例如，巴西和印度的法律就没有规定临时保护。117

根据《TRIPS协定》第27条和第29条，某些可专利性
标准是所有专利法共有的：(i)申请中提出权利要求的
主题必须由可专利的主题构成；(ii)提出权利要求的主 
题必须是新的；(iii)必须有创造性（也叫非显而易见
性）；(iv)必须在工业上适用（或有用）；(v)发明必须
适当公开。这些要求是累计适用的。不满足任何一项标
准都会导致专利申请被驳回。118

尽管绝大多数国家都有相同的基本可专利性标准，但对
这些标准的定义和解释没有达成一致的国际谅解。这就
为在适用的国家法律下确立这些标准创造了一些政策空
间。因此，专利局和法院在适用的法律框架内逐案解释
和适用国家的可专利性要求。为使专利法的适用更加一
致和连贯，许多专利局提供专利审查指南，给予更具体
的指导，这些指导通常是基于主管法院以前判决的案
件。119当新技术出现时，或者当专利申请和可专利性标
准的适用提出伦理问题时，这些指南也可以帮助专利审
查员（见专栏2.9）。例如，欧专局发布了关于生物技术
发明120、计算机实施的发明121以及人工智能和机器学
习122的审查指南，作为欧专局审查指南的一部分。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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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人资格、所有权和申请权

每项发明都是由一个或多个发明人创造的。虽然国际知
识产权法没有规定谁应该被视为发明人——这个问题由
国家法律决定，但一般的做法是，对专利至少一项权利
要求的构思有贡献的人是共同发明人，无论他们的贡献
比例如何。

发明人资格不一定意味着所有权。雇员在受雇期间的发
明，根据国家法律的规则，无论是否有具体协议，都可
能属于雇主。雇用合同或顾问合同可以规定，在雇用过
程之外所做的发明也属于雇主或聘请顾问的一方。发明
人常将其对发明的经济权利转让给为其研究提供资金的
机构。

关于在大学等公共机构内进行的研究所产生的发 
明，其专利所有权政策对如何开发医疗技术可能有重大
影响。如果没有明确的指导方针，就会出现不确定性。

可专利主题

只有可专利的主题才能获得专利。国际上对可专利
主题没有一致的定义，各国法律对这一要求的界定要
么正面进行，要么通过负面的排除主题清单，或两者
兼而有之。可专利主题的排除可以是一般性的——如
单纯的发现、科学原理或抽象思想。不属于这些类
别的可专利主题可能基于其他理由排除。例如，这包 
括那些如果投入商业利用会被认为违反道德的发 
明（见专栏2.9），或者治疗人类或动物的某些医疗
方法（《TRIPS协定》第27条第3款(a)项）。一些国
家已经选择将有关医疗方法的发明排除在专利授权范
围之外（或不允许行使此种发明的专利，或限制此类
专利的行使，以取得类似效果）。一些国家的法律明 
确规定了非常具体的排除，如第一和第二医学适应
症，或明确允许对此类权利要求申请专利（见第三章

第四节4(c)）。产权组织关于国际专利制度的报告整理
了各国/地区关于可专利主题排除的主要立法信息。132

新颖性

新颖性标准旨在确保只对公众尚不能获得的技术授予 
专利。在许多司法管辖区，这一标准被理解为，提出 
权利要求的发明必须在专利申请的申请日或优先权日 
之前没有在世界任何地方向公众公开过——例如，通过
发表，或者在提出专利申请之前或在优先权日之前（如
果有）已经公开制作过、实施过、口头介绍过或使用
过。各国法律规定了哪种类型和形式的文件（如果有）
构成与评估新颖性有关的事先公开披露。133

例如，考虑一个案例：一个专利申请对一种用于固定
病人手臂的新型石膏提出权利要求。在提出专利申请
时，只有申请公司的雇员知道这项发明。这些雇员受
雇用合同的约束，不得向公众透露他们的知识。在这
种情况下，该发明尚未向公众公开，为专利审查目的
会被视为新颖。但是，如果在专利申请发生之前，在
没有商定和实施保密安排的情况下，对病人进行了石
膏试验，则提出权利要求的发明可能不再被认为是新
颖的，因为对相关知识的获取可能没有受到足够的限
制，因此可能被认为已经向公众披露。

创造性/非显而易见性

一般来说，专利法只界定构成创造性的基本概念，而将
解释权交给专利局和监督法院。实践中已经形成了不同
的方法，根据专利审查员检查的一些指标来确定创造性
的存在。这一标准在许多司法管辖区被理解为，发明相
对于技术现状必须代表足够的技术进步——与相关领域
以前所使用或描述过的技术相比的技术进步，在相关日
期（专利申请的申请日或优先权日），对于在发明相关

专栏2.9：专利制度中的社会和道德价值

什么被认为是违反道德的，取决于一个社会在特定情况下的基本价值观。《TRIPS协定》第27条第2款124 为进
行道德评估提供了一个灵活的框架，为考虑社会和道德价值留下了空间。125

2008年，欧专局上诉扩大委员会裁定，如果权利要求针对的产品只能通过必然涉及破坏人类胚胎的方法来 
制备，则不可获得专利，即使所述方法不属于权利要求的一部分。1262014年，欧专局上诉委员会确认，对于
利用公开可用的人类胚胎干细胞系的发明，如该干细胞系最初是用导致人类胚胎被破坏的方法产生的，则排
除可专利性。1272011年，欧洲联盟法院虽然没有触及医学或伦理性质的问题，但裁定任何能够开始人类发育 
过程的人类卵子都是“人类胚胎”，关于使用和破坏人类胚胎的权利要求被排除可专利性。1282014年，欧盟
法院认为，未受精的人类卵子，其分裂和发育受到孤雌生殖的刺激，但在没有父系DNA的情况下，不能发育 
成人（“孤雌生殖体”），不构成人类胚胎，孤雌生殖体不排除可专利性。129在澳大利亚，只要材料从自然状 
态中移除，并且有可证明的用途，干细胞就可以申请专利，但胚胎干细胞除外。根据《1990年专利法》（联
邦）第18条第(2)款，胚胎干细胞被明确排除可专利性。孤雌生殖体可以申请专利。130

《TRIPS协定》第27条第3款(b)项允许世贸组织成员将动植物及动植物繁殖的基本生物过程排除在可专利范围
之外。这种排除不延及微生物，以及非生物与微生物的植物或动物繁殖过程，这些方法必须是可专利的。世贸
组织对这一规定的范围还没有进行过认定。131一些专利制度将动植物的部分，如细胞、细胞系、基因和基因组
排除在外；另一些专利制度认为它们是一种特殊类型的化学物质，如果从其自然环境中分离和纯化，就可以获
得专利（这在第三章第四节4(a)中进一步讨论）。一些国家已明确选择排除对任何未改变遗传材料的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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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领域工作的具有“普通技能”或平均知识的人（“本
领域技术人员”）来说，不可能是显而易见的。虽然有
些法律要求该人具有“普通”或“平均”技能，但产权组
织的一项研究发现，没有任何国家/地区的法律解释或
定义“本领域技术人员”134，尽管可以推断出，平均或
普通技能是指在相关领域具有适当资格的普通从业人员
的假设人预期拥有的技能135。在一些国家，行政准则
或判例对该词的含义提供了指导。136

创造性（也叫非显而易见性）可以通过“意料之外”
或“让人吃惊”的效果来证明，而这种效果在发明时
对本领域技术人员来说是不明显的。例如，一种药物
混合物，由止痛药（止痛剂）和镇定药（镇定剂）组
成。已知镇定药本身似无止痛作用，但通过加入该镇
定药，大大增强了止痛药的止痛作用，而这种效果是
不能从两种活性物质的已知性质预料得到的。137

显而易见还是非显而易见，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
变。例如，在二十世纪末，分离一个基因需要大量的
努力。但今天，这被认为是比较常规的（见第三章第
四节4(a)）。2019年产权组织关于创造性的研究报
告（第三部分）收集了产权组织成员国在有机和无机
化学领域（包括药品应用）如何应用创造性标准的资
料。138

工业适用性/实用性

工业适用性（也叫实用性）是指发明可以在任何工 
业（包括农业）中制造或使用，也就是说发明具有具
体、可信和实质的实用性。一般来说，为了符合这一要
求，申请人必须在说明书中指出提出权利要求的发明满
足工业应用可能性的方式，除非所属领域的技术人员从
提出权利要求的发明的性质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一一
般性要求在许多国家被赋予了具体的形式。例如，欧专
局上诉委员会已经决定，如果发明人不能说明产品的具
体用途，例如将产品与一种疾病或已确定的病症联系
起来，某物质仅仅可以制造出来是不够的。139一般来
说，这一要求的适用不会给专利审查带来实际问题。

工业适用性要求对于确定生物技术领域发明——更具体
地说，例如，关于基因序列或部分序列的发明——是否
可以获得专利的问题越来越重要。虽然一般来说，就基
因序列授予的产品专利涵盖了提出权利要求的基因序列
所有已知和未知的用途，也就是说，即使是专利权人尚
不知道的用途也受保护，但一些司法管辖区要求专利申
请书在工业适用性（实用性）标准方面具体说明提出权
利要求的基因或基因序列实现的功能，甚至要求在权利
要求中包括该功能（见第三章第四节4(a)）。在后一种
情况下，产品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将限于提出权利要求
的用途。

联合王国《生物技术发明专利申请审查指南》140 解释
说，基因或蛋白质序列的工业应用从发明本身看并不明
显。基于联合王国最高法院和欧专局的判例，《指南》
指出，实际应用和有利可图的使用，以及具体利益，必
须可以直接从专利和普通常识中推导出来，从而使技
术人员能够利用提出权利要求的发明。韩国特许厅发布

的《专利审查指南》141规定，对于涉及基因、DNA片
段、反义、载体、重组载体、转化体、融合细胞、蛋白
质、重组蛋白质、单克隆抗体、微生物、动物、植物等
的发明，必须在发明说明书中说明具体、实质性、可信
的实用性。如果没有说明实用性或者从说明书推断不出
实用性，则发明不符合《专利法》第29条第1款的工业
适用性要求。

公开

要授予专利，发明必须充分公开。《TRIPS协定》第29
条第1款规定，专利申请人应以足令所属领域的技术人
员能够实施发明的清楚与完整的方式公开其发明。在一
些国家，还可能要求申请人说明在申请日为发明人所知
的发明最佳实施方式。一般来说，可以用专利申请的说
明书部分满足公开要求。说明书要清晰明确，不能有任
何歧义。142在一些国家，申请人可能还必须披露在其
他司法管辖区申请专利或被授予专利的细节（《TRIPS
协定》第29条第2款规定的一个选项）。

申请中提及生物材料的，作为书面公开的补充，专利
法可以允许将材料的样本存放在被授权机构。产权组
织《国际承认用于专利程序的微生物保藏布达佩斯条
约》143规定了一种制度，在缔约国中，为了专利程
序的目的，微生物在任何“国际保藏单位”的保藏都得
到承认，不论国际保藏单位位于何处。144该条约没
有定义微生物的含义。根据《布达佩斯条约微生物保
藏指南》D节，细胞培养物可以在若干国际保藏单位 
保藏。145

公开要求被认为是专利制度的重要理论依据之一，因
为它能够实现传播信息，增加公共知识储备，提高社
会总体收益，如诱导技术转让。146有人认为，专利
发明的公开往往不足以使专利“发挥作用”，例如在
生物治疗产品领域（Mandel, 2006; Price and Rai,  
2016）。关于公开要求提出的一个基本问题是，专利
权人必须在多大程度上在专利制度内公开其发明，才
能有利于促进创新，促进技术的转让和传播，使技术
知识的生产者和使用者共同受益。虽然在专利中对发
明的描述必须使本领域技术人员能够在不进行不适当
的实验或试验的情况下实施发明，但为了使发明的生
产达到产生经济利润的程度，专利中所包含的技术信
息往往需要得到进一步信息的补充。公开要求是针对
专利制度具体的法律和技术目的设计的。通过专利制
度传播的技术信息不能取代其他信息来源，例如教科
书和科学期刊。147

在某些情况下，即使不符合适用的国家/区域法律的充分
公开要求，也可能无意中授予专利。在这种情况下，专 
利可能是有缺陷的。对于不符合法定可专利性要求的 
情况，多数专利法都规定了撤销专利或宣告专利无效的
程序。因此，故意不完全公开一项发明，从而不符合
适用的国家/区域法律的公开要求，是一种有风险的策
略。例如，加拿大最高法院148认为，加拿大授予阳痿
疗法的第2,163,446号发明专利是无效的，因为该专利
申请没有满足加拿大专利法（R.S.C. 1985, c. P-4）中规 
定的公开要求。法院指出，说明书中的充分公开是授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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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的先决条件。说明书包括权利要求和公开，必须
界定所要求权利的“精确和确切范围”。从本领域技术
人员的角度来看，公众必须只通过说明书就能对发明 
进行发明人在申请专利时能够对发明进行的同样 
的使用。在本案中，权利要求书的结构为“层叠式权利
要求”，权利要求1涉及260万兆个化合物，权利要求
2至5涉及逐渐缩小的化合物组，权利要求6和7分别涉
及单个化合物。法院表示，层叠式权利要求的做法很 
常见，不一定干扰公开要求。熟悉业务的读者知道，当
一项专利包含层叠权利要求时，相关权利要求通常是最
后涉及单个化合物的权利要求。不起作用的化合物被简
单地视为无效，任何有效的权利要求将继续存在。但在
本案中，权利要求书以两个单独要求的化合物结束，仅
靠说明书中的公开，技术人员无从确定权利要求6和7
中哪个包含有效的化合物。要确定这两个化合物中哪一
个是真正有效的，还需要进一步的测试。法院认为，专利 
权人选择隐瞒充分公开发明所需的信息。

(iv) 专利程序

专利申请中提出权利要求的发明是否符合所有的可专利
性标准，通常由受理申请的专利局来认定。尽管《TRIPS
协定》第62条规定，要获得和维护知识产权，可 
以要求遵守合理的程序和手续，但《TRIPS协定》和
《巴黎公约》都没有规定具体的专利程序。因此，各
国在制定符合本国国情的专利程序方针时有回旋余 
地（WIPO, 2014a）。一般来说，授予专利前可以：(i)
仅进行形式审查；(ii)进行形式审查和现有技术149检
索；或者(iii)进行形式审查、现有技术检索和实质审查。

在实质审查制度中，国家/区域专利局进行现有技术检
索和实质审查。如果专利局认定所有适用的要求都得
到了满足，就授予专利。这种实质审查使专利授权的有
效性具有更高的法律确定性——高于只登记专利申请而
不进行实质审查的制度所提供的确定性。但是，如果检
索和审查的质量不高，可能有不利影响，因为这可能使
人们对专利的有效性产生错误的预期。如果专利局没有
必要的资源来维持最新的现有技术文献、雇用具有必要
专业知识的审查员，或者如果专利局没有足够数量的申
请来证明有理由在所有技术领域雇用合格的审查员，实
质审查制度可能不是最合适的办法。其他选择包括：不
进行实质审查而授予专利；在其他地方进行实质审查后
对授予的专利进行注册；利用其他局的检索和审查结
果；以及不同专利局的合作。150专利局之间已经发展
了一些机制和实际安排，利用其他专利局的检索和审查
结果，目的是提高专利的整体质量。151例如，《专利
合作条约》（PCT）规定了不具约束力的国际检索和国
际初步审查，由PCT联盟大会为此专门指定的一些专利
局进行。152这些检索和审查报告可以被专利局用来决
定专利授权。区域153和双边154层面也存在其他合作机
制。产权组织的“检索和审查集中式接入”（CASE）就
是一个例子，它为参与的专利局提供了一个平台，供存
储、共享和检索与专利检索和审查有关的信息。

如果专利法规定对专利申请进行全面审查，则专利局对
专利申请的审查根据形式上和实质上的可专利性标准进
行。在这一过程中，申请人为避免其申请被驳回，往往

必须缩小权利要求的范围。申请人也可能不得不删除专
利审查员认为不符合可专利性标准的权利要求。这可
能是因为这些权利要求已经为人所知，因此不具有新颖
性，或者因为这些权利要求可能是显而易见的，因此不
具有创造性。所授专利的权利范围最终可能比申请中最
初提出的权利要求要窄。155

一些国家目前采用的是登记制度，而不是审查制度。这
种制度没有规定实质审查，因此不评估提出权利要求的
发明是否符合可专利性要求。可以在主管法院质疑专利
的有效性。有些人认为，明智的做法是将是否符合可专
利性标准的认定推迟到专利发生实际诉讼之时。这种论
点是否有效，一方面可能取决于专利诉讼的成本、耗时
和数量，另一方面可能取决于建立和维持审查制度的成
本。在司法系统运作不完善的国家，纠正错误授予的专
利可能具有挑战性。

国际专利制度的灵活性使各国能够从一种制度转向另
一种制度。产权组织的一份指南概述了各国在根据
其政策设计专利申请检索和审查时可以选择的各种方
案（WIPO, 2014a）。例如，该指南介绍了一种选
择，把实质审查限于某些战略性技术领域，而其他技
术领域的申请可以只进行形式审查，或在国内外进
行外包。参照这一指南，2018年《南非共和国知识
产权政策》156宣布对专利申请实行实质性检索和审
查，由于资源限制，最初仅限于药品专利。

(v) 复审程序

专利制度提供复审程序，允许第三方在专利授权之 
前（例如在上诉委员会等行政机构）介入专利审查程
序，或在专利授权之后（在行政机构或法院）对专利
提出质疑（见第四章第三节2）。这种程序是对主管局
专利授权程序的补充，使公众能够对专利质量作出贡
献。最常见的机制是异议制度、复审程序、行政撤销
机制和无效宣告机制，以及第三方提交意见。157

(vi) 专利赋予的权利

专利所赋予的保护范围由专利权利要求确定。权利要 
求的起草必须清晰、简明，必须有发明公开的充分支
持。专利一旦被授予，所赋予的权利就取决于主题是 
产品专利还是方法专利。产品专利赋予其所有人专有权，可 
以制止第三方在授予专利权的国家制造、使用、提 
供销售、销售或进口专利发明（《TRIPS协定》第28条
第1款(a)项）。方法专利赋予其所有人的专有权可以制
止第三方使用该方法，以及使用、提供销售、销售或为
这些目的进口至少是以该方法直接获得的产品（《TRIPS
协定》第28条第1款(b)项）。例如，在一个国家受专利
保护的方法，可以在没有专利效力的另一个国家用于生
产。但是，未经专利所有人同意，该方法直接产生的产
品不得进口到该方法专利有效的国家（WTO, 2012）。

此外，《TRIPS协定》第34条把民事侵权案件中的举
证责任交给所指称的专利侵权人承担，认定在下列条件
下，产品被认为是使用专利方法生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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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专利方法获得的产品是新的。

�� 被告在未经专利权人同意的情况下，生产了相同的
产品。

�� 该相同产品很可能是用专利方法生产的。

�� 专利所有人经过合理的努力无法确定实际使用的 
方法。

在实践中，专利不仅用于排除竞争者，还用于允许第
三方通过许可方式制造、使用、提供销售、销售或进
口专利发明。专利所有人可以许可、出售专利，也可
转让专利的所有权。许可是一种合同，专利权人在这
种合同中允许另一方使用知识产权，其回报要么是支
付使用费（或其他一些对价，如产品营销或使用另一
方的资产），或在某一使用领域、在某一地区免费使
用（可能是专利整个有效期）。在专利由另一家公司
或研究机构拥有的情况下，经常用许可来允许制药公
司根据双方商定的条款进一步开发和（或）生产某
项医疗技术（另见第三章第四节5(c)和第四章第三节
3(b)、(c)和(e)）。

专利和上市许可是两个不同的问题。一国对新药授予专
利，不意味着权利人在该国有权在未经监管部门批准的
情况下销售该药。是否授予专利，与监管部门的批准
无关。但是，有些国家要求上市许可申请人提交是否授 
予专利、授予哪些专利的资料，而且当相关专利存在
时，不允许监管部门授予上市许可（“上市许可/专利链
接”，见第一节6(g)）。158

(vii) 专利权的例外和限制

专利权的例外和限制是用来处理不同利益的工具。这
种工具在所有知识产权制度中都存在。例外和限制可
以在专利发明的某些用途方面限制专利权的行使，例如
个人和（或）非商业使用。《巴黎公约》第5条和第5
条之三包含了关于强制许可的某些规则，以及在维护公 
共利益情况下对专有权的某些限制。《TRIPS协定》第
30、31和31之二条规定了权利的例外和限制，这些条
款规列出了适用这些例外和限制的条件。产权组织专利
法常设委员会（SCP，见专栏2.10）已经在例外和限
制领域开展了工作。159

专栏2.10：产权组织专利法常设委员会

SCP是一个讨论问题、促进成员之间的协调并就专利法的国际渐进式发展提供指导的论坛。SCP由产权组织和
巴黎联盟的所有成员国以及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等经认可的观察员组成。2011年以来，SCP重点关注专利
权的例外与限制、技术转让、专利质量（包括异议制度）、专利与卫生等议题。160SCP已经就专利权的例外与
限制，包括可能与公共卫生有关的例外与限制，如监管审查例外161、研究例外162和强制许可163等，编写了研
究报告和参考文件草案。SCP还编写了一份研究报告，探讨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在充分利用例外和限制
等专利灵活性方面所面临的制约。164SCP整理有关专利法某些方面的信息，由成员国定期更新，可在SCP网站
上查阅。165

一个很常见的例外是研究例外，它允许他人在专利 
生命期内为研究目的使用专利发明（见第三章第四节
5(a)）。另一个常见的例外是监管审查例外（也称“博
拉”例外），它允许仿制药竞争者在专利到期前有限度
地使用专利发明，以争取竞争产品的上市许可（见第四
章第三节3(a)(i)）。

国家法律还可以在某些条件下向第三方授予“强制 
许可”，供第三方自己使用，或供政府或代表政府 
使用，无需权利人授权。根据强制许可或政府使用授
权，法院或主管部门对专利所有人以外的人给予特定许
可，允许其生产、进口、销售或使用受专利保护的产
品，或使用受专利保护的方法。原则上，专利所有人有
权获得报酬。关于授予强制许可和政府使用许可的法律
要求，详见第四章第三节3(a)(ii)。

(viii) 专利信息

专利制度要求向公众公开发明（见上文第(iii)部分），使 
已公布专利和专利申请成为重要的技术和法律信息来 
源（Bregonje, 2005）。专利文献中的信息包括关于发
明人、专利申请人或专利权人的著录项目数据、关于提
出权利要求的发明和相关技术发展的说明书，以及表明

申请人所寻求保护范围的权利要求（关于该术语，见上
文第(vi)部分）清单。除了专利文献本身之外，还可以
获得关于专利的其他信息，例如与专利申请有关的检索
和审查报告、专利法律状态信息，以及在适用法律规定
可以查阅档案的情况下，专利局与申请人的通信。专利
信息是知识产权和商业战略与决策的依据166，也是研
发过程的投入。改善与卫生有关的专利信息的获取，也
是《全球战略和行动计划》的一个关注点，它涉及对用
户友好、载有卫生相关专利行政管理状态公共信息的全
球数据库的访问需求。

产权组织标准167是产权组织标准委员会（CWS）168 通
过的建议和指导原则。它们帮助知识产权局建立和管理
其知识产权数据和信息实践与公布系统。产权组织标准
使全世界的专利文献结构相当统一：它们涉及专利信息
在知识产权局之间的传输、交换、共享和传播，并为检
索和获取专利文献中的技术信息提供便利。169 产权组织
还在《产权组织工业产权信息与文献手册》中收集和公
布知识产权局做法的例子。170这使专利信息检索更加方
便，更加用户友好。

虽然《TRIPS协定》第29条第1款要求在专利申请中公
开发明，但不要求公布专利文献本身。然而，根据《巴
黎公约》第12条，专利局至少必须在官方期刊上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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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布已授权专利的所有人名称和专利发明的简要说明
书。专利申请一般在申请日（或优先权日，视情况而
定）18个月后公布，供公众查阅。同样，PCT第21条
一般要求在优先权日起满18个月后迅速公布PCT国际
申请。

各国专利公布的形式和内容有很大不同。有些专利局只
公布专利申请，不公布专利授权。还有的专利局不公布
专利申请，只公布已授权专利，或者只公布关于专利授
权的简短通知。在这种情况下，获取专利技术信息和评
估专利的范围和法律状态要困难得多，只有到专利局查
阅档案才能得到提出权利要求的发明的详细信息。另一 
方面，各国可以选择公布专利办理过程中产生的所有 
文件，包括额外的有用信息，如检索和审查报告、更 
正、修改、译文和法律状态信息。2019年卫生大会的
一项决议强调了专利状态透明度在公共卫生方面的重要
性（见第四章第一节4(f)）。171

产权组织专利注册簿门户172提供200多个司法管辖区
和专利信息集的在线专利注册簿和公报以及法律状态信
息的链接。它有助于确定哪些信息可以在线检索以及如
何查询这些信息。

PATENTSCOPE173是产权组织的专利信息数据库。它
提供对已公布PCT国际申请以及一些国家和区域专利数
据的访问。174除了使用高级检索选项和提供文件全文
本检索外，该数据库还使用一组工具让技术信息更易获
得，并帮助克服语言障碍。例如，检索界面有20多种
语言版本，并提供名为“跨语言信息检索（CLIR）”175 
的多语言检索工具，该工具可以用不同语言同时在 
PATENTSCOPE中进行检索。WIPO Translate176是一
个即时翻译工具，专门用于翻译专利相关文本。WIPO 
Pearl177提供从不同语言专利文献中提取的科技术语，帮 
助搜索科技知识。

虽然专利信息的公布和数字化使知识更容易获得 
和检索，但没有一个数据库能完全覆盖全世界已公布
的所有专利文献（WIPO, 2015b）。除了专利局数据 
库（主要来源），商业实体还提供专利信息服务和补
充服务，以满足特定的专利信息需求。为支持公众查
找药品专利信息，开发了专门的数据库，将药品数据和
相应的专利数据联系起来。这类数据库包括墨西哥工业
产权局发布的《药品特别公报》178，由药品专利池维
护的药品专利和许可数据库（MedsPaL），以及由产
权组织和国际制药商协会联合会发起的药品专利信息倡 
议（Pat-INFORMED）（见专栏2.11和表2.1）。

专栏2.11：部分数据库

MedsPaL179

药品专利池建立了MedsPaL，这是一个公开的专利和许可数据库，其中载有某些中低收入国家治疗艾滋病
毒、丙型肝炎和结核病的药物以及其他基本专利药物的专利状态信息。确定收入数据库的同族专利是FDA橙皮
书或加拿大卫生部专利注册簿中所列的同族专利，或世卫组织/国际药品采购机制专利态势检索确定的同族专
利。MedsPaL从不同来源获得专利信息，包括直接从专利局和专利数据库获取，以及直接从行业获得。

Pat-INFORMED180

药品专利信息倡议（Pat-INFORMED）是一个公开的专利数据库，其中载有一系列疾病领域的药物专利状态
信息。Pat-INFORMED转录了由专利权人自愿提交的关于特定市场中获批具体药品的关键专利信息。Pat-
INFORMED完全依靠权利人提供的专利信息，所提供的信息未经产权组织核实。

识别相关同族专利的另一种方法（见本节下文）是
在一些国家药品监管部门维护的数据库中检索有关药 
品（如FDA橙皮书或加拿大卫生部专利注册簿；见第二
节1(b)(ix)专利状态和法律状态信息），或查阅已发布
的“专利态势”（见第二节1(b)(x)专利态势）。没有任
何信息来源是包罗万象的，也没有专利信息或法律信
息的一站式商店，信息的准确性和有效性也可能迅速 
变化。有关部门要经常维护和更新数据库中的信息，以 
确保其保持最新和准确。如果需要准确的信息，必须 
向专利主管部门或权利人确认信息的正确性。因此，数 
据库使用条款将包括一项法律免责声明，说明对信息
不作保证。181

产权组织改善信息和知识获取的倡议是建立在产 
权组织发展议程182建议集C“技术转让、信息与通信技
术（ICT）及获取知识”的基础上的。这些倡议包括：

�� “获得研究成果促进发展创新”（ARDI）183：最不
发达国家的地方非营利机构免费获取主要科技期
刊，发展中国家的工业产权局以低价获取

�� “专业化专利信息查询”（ASPI）184：发展中国家
专利局和学术研究机构免费或低价获取检索和分析
专利数据的工具和服务

�� “专利审查国际合作”（ICE）185：为发展中国家提
供免费的专家援助、培训和获取专利文献集的机会

�� “技术与创新支持中心”（TISC）186：提供技术信
息和相关服务，帮助发展中国家的创新者创造、保
护和管理知识产权

�� “数字查询服务”（DAS）187：参与的知识产权局之
间安全交换优先权文件和其他类似文件

�� “检索和审查集中式接入”（CASE）188：专利局之
间安全共享专利检索和审查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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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倡议对于正在考虑专利审查程序的中低收入国家专
利局尤其重要，因为它们在发展知识和实践（如药品专
利申请审查知识和实践）时需要获得现有技术资源，可
能希望看到世界各地其他专利局取得的结果。

同族专利是指若干不同的专利文献，它们要么通过一 
个或多个共同优先权文件相互关联，要么在技术上等
同。例如，一个专利申请人可能在一个专利局提出初始
专利申请，然后在规定的时间内在其他国家提出随后的
申请，并要求第一次申请的优先权（见专栏2.6）。因
此，同族专利可以通过这种优先权要求相互关联。由于
后续申请可以要求不同在先申请的若干优先权，因此存
在着多种不同的族概念。189数据库可能使用不同的同
族专利定义。所以，在不同的数据库中，基于同族专利
的检索结果可能不同。190

专利信息的检索、分析和利用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需要
专门的技能。专利检索服务于多种目的，每一种目的都
需要一个适当的策略，例如专利审查员要进行现有技术
检索，科学家要寻求研究问题的解决方案，采购人员要
寻找与商业化药品有关的专利文献，仿制药企业要评估
商业机会。由于一种化合物可以有一个以上官方认可的
名称，并且可以在专利文献中按品牌名、国际非专利名
称（INN）、厂商名、CAS（化学文摘社）登记号、国
际专利分类号191或化学结构的文字表示法（如国际化
合物标识（InChI））进行检索，这使得药品专利文献 
的检索更为复杂。药用物质的检索参数示例见表2.2。只 
要发明被充分公开，申请人可以选择这些表示法中的任
何一个。

专利审查员和知识产权专业人员使用各种检索参数
进行检索，通常由商业数据库服务和新的软件工具

协助。192已经开发了一些检索算法，允许将一种检
索查询变体（如国际非专利名称）转换为其他查询变 
体（如相应的分子名、CAS登记号和化学结构）。例
如，欧洲生物信息学研究所（EMBL-EBI）在互联网
上提供这样的检索系统。193PATENTSCOPE中的产
权组织化学结构检索194从专利文献内嵌的附图中识
别化合物的名称，包括其国际非专利名称和结构。该
工具于2016年开始用于英文和德文的已公布PCT申 
请（1978年起）以及美国的国家数据集（1979年
起），此后扩展到其他语言和数据集。

(ix) 专利状态和法律状态信息

在本研究中，“专利状态”是指与某一具体产品有关的
所有专利，而“法律状态”是指一项专利的生命周期中
发生的各种法律和行政事件。195专利状态和法律状态
信息有助于确定项目的操作自由，以及在多大程度上
必须谈判和与谁谈判许可证，但事实上没有完美的信 
息来源。196由于各国和各区域的专利法和惯例不同，知 
识产权局提供这些信息时采用不同的格式，既不一致
也不及时。1972017年通过的产权组织标准ST.27，旨
在促进知识产权局之间以统一的方式高效交换专利法
律状态数据，提高专利法律状态数据在世界范围内的
可用性、可靠性和可比性，并为专利注册簿和专利数
据库的最终用户了解不同司法管辖区某些法律状态事
件的含义提供便利。

专利注册簿记录适用的法律法规所要求的最重要法律
事件。最可靠和最权威的信息通常可以从这些一级来
源获得。二级来源，如商业性专利数据库，通常从
多个一级来源汇编法律状态数据，更容易获得多个司

表2.1：MedsPaL和Pat-INFORMED中提供的信息

MedsPaL Pat-INFORMED

覆盖面 中低收入国家 全球

所收专利类型 药品，使用方法，中间体，生产方法 药品，使用方法

已授权专利 有 有

待决申请 有 无

预期到期日 有 无

异议 有 无

许可信息 有 无

数据排他性 有 无

授权号 有 有

优先权申请 有 无

能够直接与企业联系，咨询专利状态 无 有

更新频率 某些国家通过自动程序每两个月更新一次；其他
国家每年一次

世卫组织《基本药物清单》上的药品至少每6个
月一次，其他药品至少每年一次

来源：MedsPaL问答，可见：https://medicinespatentpool.org/what-we-do/medspal/；Pat-INFORMED常问问题，可见：https://www.
wipo.int/pat-informed/en/faqs/；Pat-INFORMED使用条款，可见：https://www.wipo.int/patinformed/documents/pat_informed_terms_
of_use.pdf。

https://medicinespatentpool.org/what-we-do/medspal/
https://www.wipo.int/pat-informed/en/faqs/
https://www.wipo.int/pat-informed/en/faqs/
https://www.wipo.int/patinformed/documents/pat_informed_terms_of_use.pdf
https://www.wipo.int/patinformed/documents/pat_informed_terms_of_us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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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2：药用物质的检索参数示例

参数 举例 说明

生产厂商名 BMS-232632 在研发阶段，一种物质在实验室或出版物中用代码（字母数字组
合）识别。

国际非专利名称（通用名） 阿扎那韦 用于识别每种药用物质的唯一且普遍使用的指定名称。

品牌名 锐艾妥® 药品一旦获得上市许可，就用专有名称销售，该名称进行注册以获
得商标保护。

IUPAC化学名称 methyl N-[(1S)-1-{[(2S,3S)-3-
hydroxy-
4-[(2S)-2-[(methoxycarbonyI)
amino]-
3,3-dimethyl-N’-{[4-(pyridin-2-
yl)phenyl]methyl}
butanehydrazido]-1-
phenylbutan-2-yl]carbamoyl}-2,2-
dimethylpropyl]carbamate

国际理论化学和应用化学联合会（IUPAC）以结构化的方式制定了
化学元素和化合物的命名标准。

CAS登记号 198904-31-3 化学文献和专利一旦发表，化学文摘社（CAS）就会为新公布的化
合物分配一个唯一的数字识别码。

国际专利分类（IPC）号 A61P 31/18 虽然IPC号不指向某种特定物质，但它与其他检索参数一起使用，
缩小检索结果的范围。

分子式 C38H52N6O7 显示分子中原子数量和种类的化学式。

化学结构（结构式） N

N

O

O

O

O

OH
O

O

CH3

CH3

CH3

CH3

CH3

H3C

H3C

H3C

N N
H

NN
H

H

H

H

H

H

H

一些商业服务提供的专利检索数据库，除了关键词（名称）和分类
号以外，还可以按化学结构检索化合物。它们使用多种索引规则，
使检索者也能检索以马库什结构描述的化合物。

来源：产权组织SCP/21/9。

注：虽然还有其他组织为化合物分配标识符，但CAS登记号是化学领域专家最广泛使用的代码之一。

法管辖区的法律状态概览。但是，这些二级来源不像
一级来源那样最新，而且可能缺少一级来源中的一些 
数据。198

评估医疗产品的专利状态，一般需要具体的专门知识。一 
种产品（包括由多种成分组合而成的产品，如固定剂量
组合）、其制造方法和用法可能由若干专利覆盖，以保
护各种技术方面。

虽然有关专利申请和授权的信息是公开的，但将专 
利与已上市药品直接联系起来的资源却很稀少和有
限。对于在美国商业化的药品，可以从FDA橙皮书199

中获得一些信息，该书列出了FDA批准的药品以及相
关的专利和排他性信息。橙皮书包括那些由制造商提
供的专利，“对于这些专利，可以合理地对生产或销 
售未获许可药品的人提出专利侵权指控”。200橙皮书 
不包括方法专利和主张包装、代谢物和中间体的 
专利，这些专利信息也不提交给FDA。201橙皮书只 
列出化合物和治疗方法专利，不包括方法专利等。此
外，有些类型的药品没有被列出，如大多数生物治疗产
品（见第一节6(d)生物治疗产品），FDA对这些产品有
单独的获许可生物治疗产品清单（紫皮书），该清单提
供了关于参比产品监管排他性和生物相似性或可互换性
评价的信息，但不提供专利或专利到期的信息。202

加拿大卫生部有一个类似的专利注册簿，其中按字母顺
序列出了药物成分及其相关专利、专利到期日和其他相
关信息。与橙皮书不同的是，加拿大卫生部的专利登记
簿一般列出生物治疗产品的专利信息。203

大韩民国要求在批准上市后30天内提交与获批药品相关
的专利信息，并在其绿名单中公布这些信息。204上市许
可的持有人必须明确说明涵盖获批药品的每项权利要
求，并提交每项权利要求与获批药品之间的详细解释。

一方面，获批药品的专利清单是一个方便的信息来
源，使检索专利信息变得容易。因此，许多研究在开
始进行专利分析时，都先检索橙皮书，然后将检索范
围扩大到同族专利信息。205另一方面，将专利信息
与监管程序信息链接起来的做法受到了批评，理由是
这影响了仿制产品进入市场。关于专利链接的更多信
息，见第一节6(g)。

(x) 专利态势和医疗技术

在本研究中，“专利态势”是指基于专利数据（指专利文
献，无论是申请还是已授予的专利）、检索和分析的报
告，它提供某个特定技术领域专利活动的概况。根据具
体的项目需求，通常有可视化内容的支持，包括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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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角和数据分析。“专利态势”一词没有公认的定义，也
没有预先确定的内容或结构。

态势报告的价值在于以非专家容易理解的方式介绍一个
技术领域。经验性发现的呈现通过可视化得到加强，而
不同类型数据的组合可能引出有趣的见解和结论。因
此，专利态势报告对于政策讨论、战略研究规划、投资
或技术转让都是有用的。然而，它们只提供在进行检索
时专利情况的一个快照。

分析态势的第一步通常是对感兴趣技术领域的专利申
请/专利进行现有技术检索。下一步通常是确定相关的
同族专利。然后对结果进行分析，例如回答一些具体的
问题，如与专利申请模式有关的问题（谁提出申请？提
出什么申请？在哪里提出？），或与某些创新模式有关
的问题（创新趋势、技术问题解决方案的多样性、研究
人员之间的合作）。随后对调查发现的分析可能得出各
种结论或建议。

一些态势报告更进一步，包括了专利申请/专利的法律
状态信息，例如申请是否产生专利授权，以及这些专 
利是否仍然有效等。然而，态势报告很少涉及法律状
态，因为这种信息一般不易获得，没有在一个数据库中
系统地收集和维护这些信息（见上文第(ix)部分）。此
外，法律状态总在发生变化。

专利态势报告往往被用作识别相关专利的第一步，这些
专利在操作自由分析的框架内，从法律状态的角度得到
进一步研究（见第三章第四节5(f)）。操作自由分析将
集中在有限数量的专利和司法管辖区/潜在的感兴趣市
场上，而专利态势报告通常包括更广泛的数据集，因为
其目的是提供有关总体态势的信息，而不是与进入市场
有关的问题，这些问题是操作自由问题。

专利态势报告的成本可能很高。为了使这些信息能够得
到共享，产权组织编写了一系列多个技术领域的专利
态势报告206，其中包括与公共卫生有关的专题，如选
定传染病的疫苗207，以及视障者和听障者用辅助设备
和技术208。此外，产权组织还收集了一系列由国际组
织、国家知识产权局、非政府组织和私营部门实体出版
的专利态势报告，可在一个专门的可检索数据库中查
阅。209

世卫组织、国际药品采购机制和民间社会组织为全球卫
生界高度关注的药品发布了许多专利“态势”报告。这
些态势报告是专利专家对某项技术的关键专利及其在各
管辖区状态的概述，在某些情况下还有对权利要求覆盖
面的分析。这些报告包括艾滋病毒药物、管线中和已获
批的结核病药物，以及管线中和已获批的丙肝药物的专
利概况。210

图2.4：2000-2019年四大技术领域的增长情况

来源：产权组织统计数据库。



64

促进医疗技术获取和创新

(xi) 《专利合作条约》体系下的申请趋势

根据产权组织（WIPO, 2019），医疗技术领域在所
有申请中仅占较小比例（2019年为6.4%）。但应 
指出，产权组织在其PCT年鉴中使用的“医疗技术”一 
词（WIPO，2019a）与本研究中使用的术语不同。本研
究还包括与药品有关的数据（2019年占所有PCT申请的
3.7%）。医疗技术和药品的PCT申请量占2019年所有申
请量的10.1%，医疗技术和药品合起来代表了2000年至
2019年PCT申请量最高的技术领域（见图2.4和2.5）。

根据产权组织统计数据库，2000年至2019年，医疗技术
领域每年公布的PCT申请总量保持在4,497件至16,953件
的区间。在药品领域，2000年至2019年每年公布的PCT
申请总量保持在3,808件至9,772件的区间。关于医疗技
术（按本研究中的理解，即包括药品），2000年至2019
年每年提交的PCT申请总量保持在8,805件至26,725件
的区间（见图2.5）。在2008年之前，总数每年都在
增加，随后两年有所下降，然后一直到2019年继续增
加（除2015年外）。主要来源国包括美国、中国、日 
本、大韩民国和一些西欧国家（见图2.6）。

(c) 试验数据保护

试验数据保护与药品监管密切相关，同时也是知识产权
制度的一部分，因为它是反不正当竞争的一种形式。如
上文第一节6所述，在对药品的质量、安全性和有效性
进行评价的国家，任何新药物产品要获得上市许可，必
须向监管机构提交试验数据。根据特定司法管辖区法规
实施的国际法标准，所产生的试验数据受到保护，防止
受到不正当的商业使用和公开。

保护试验数据的理论依据是，产生数据需要花费大
量的时间和金钱，特别是在监管要求越来越严的情
况下。在产生试验数据时，申请人通常有强烈的利益 

诉求，不允许后来的申请人在临床试验投资上搭便
车。另一方面，为确保更早地获得仿制药产品，存在
着与之矛盾的公共利益。当仿制药无法依赖原研药试
验数据时，可能延迟对仿制药的获取。因此，在关于
公共卫生和知识产权的辩论中，如何保护试验数据 
是一个相对有争议的话题。

要指出，其他背景下的“数据保护”是指为了隐私（病人
保密）而保护个人医疗数据。这不是本文使用的含义。

(i) 怎样保护试验数据

试验数据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进行保护，例如可以通过
数据排他性监管框架，或者依靠保密，或反不正当竞争
法。保护制度的选择将影响监管机构如何处理申请人在
申请档案中提供的数据。下一部分列出了适用的国际法
律标准，以及如何在国内层面实施试验数据保护。

国际法律标准

《巴黎公约》第10条之二（要求给予有效保护，防止一
般意义上的不正当竞争）和《TRIPS协定》第39条第3
款载有关于保护试验数据的多边标准。

《TRIPS协定》第39条第3款要求世贸组织成员保护试
验数据，防止：

�� 不正当的商业使用：《TRIPS协定》没有对“不正当
的商业使用”给出定义，也没有指明如何实现这种
保护。因此，在《TRIPS协定》第39条第3款的确
切要求上，各种意见以及各国做法各不相同。有人
认为，保护试验数据的最有效方式是给予原研企业
一段合理的数据排他期。另一些人则认为，针对不
正当商业使用的其他保护形式是允许的，也是充分
的。在乌拉圭回合谈判期间，讨论了将数据排他性

图2.5：2000-2019年医疗技术领域（含药品）的PCT申请量

来源：产权组织统计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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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TRIPS协定》一项明确义务的选项，但谈判者
却采用了目前第39条第3款的一般性措辞。

�� 公开：这是一项在通常情况下不披露为监管审批目的
所提交数据的义务。但是，如果为保护公众必须披
露，或者采取了措施确保有关数据不受不正当商业使
用时，监管机构可以公开数据。例如，欧洲药管局在
某些条件下提供临床试验数据，以避免重复临床试
验，鼓励开发新药的创新活动，并允许学术界和研究
人员重新评估临床试验数据（见专栏3.6）。

世贸组织没有关于这两个问题的判例或权威性指导。阿
根廷和美国在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下进行的磋商中提
出了这一问题，但没有得到解决。双方商定的解决方案
只是指出，双方表达了各自的观点，并同意根据《关于
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的谅解》规则来解决解释上的分
歧。211在2001年多哈部长级会议召开之前，TRIPS理事
会也没有解决这些问题，尽管成员对《TRIPS协定》第
39条第3款的解释提出了一些意见。可以说的是：(i)《多
哈宣言》中的灵活性和有利于公众卫生的解释涵盖了整
个《TRIPS协定》，因此适用于第39条第3款下的试验数
据保护；(ii)TRIPS没有明确要求提供数据排他性，但要
求某种形式的保护，防止不正当商业使用；(iii)《TRIPS
协定》第39条第3款规定要提供两种保护形式表明，防
止不正当商业使用的保护不能仅仅是不公开数据。

尽管如此，对试验数据的保护也有一定的限定条件：

�� 数据是未公开的：第39条第3款只要求保护未公开
的数据，而不是以前公布过的信息。如果数据已
经公开，例如发表在科学杂志、专利文献或其他地
方，则无需给予进一步保护。

�� 国家要求提交试验数据：任何国家如果不要求提交
试验数据或其他数据来对药物产品进行自己的监管
审查，则无义务根据《TRIPS协定》为该产品提供任
何试验数据保护。数据保护义务只是因为存在着作
为获得上市许可条件而提交这些数据的监管要求。

�� 申请上市许可的产品使用了新化学实体：《TRIPS
协定》中的试验数据只涉及使用“新化学实体”的
产品上市许可申请。该词在《TRIPS协定》中没有
进一步定义，世贸组织也没有对其范围作出任何认
定。这一条件是否适用于生物治疗用品，有不同的
看法。因此，这一特定产业部门的数据保护要求可
能属于、也可能不属于《TRIPS协定》的范围。

�� 数据的生成付出相当大的努力：《TRIPS协定》没
有具体说明这种努力的性质，即这种努力必须是技
术性的还是经济性的。也没有规定申请人必须证明
已经作出了这种努力。

由于过渡期目前延长至2033年1月1日，世贸组织的最
不发达国家成员无论如何没有义务保护药物产品的试验
数据。

国家的实施

根据《TRIPS协定》以不同方式保护试验数据的可能
性，反映在这一义务被国家法律的采用。各国根据其政
治优先事项，在防止不正当商业使用方面采取了不同办
法。在许多情况下，所选择的方法也以各国在自贸协定
中签署的条款为指导（Diependaele et al., 2017；另见
第二章第二节5和第四章第三节5）；或者，在少数情
况下，以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承诺为指导，在加入世贸组 

图2.6：2000-2019年医疗技术领域（含药品）PCT申请的主要来源国

来源：产权组织统计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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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的议定书中这些承诺明确规定了数据排他权（如中
国、俄罗斯联邦和乌克兰）。212这些国家因此同意承担
比《TRIPS协定》所要求的更详细的义务。

多数高收入国家和一些中低收入国家规定了数据排他制
度。另一些国家则根据关于保密和反不正当竞争的法律
禁止本国监管部门允许第三方获取和使用提交给它们的
信息。这些国家不禁止监管部门依靠在以前批准的原研
产品申请时提交的试验数据来审查和批准第二个和随后
进入市场者的申请。

在讨论过的试验数据保护的其他选择中，还有补偿或费
用分担模式，这种模式允许依赖原研数据，条件是仿 
制药供应商分担生成数据的费用。例如，美国对杀虫 
剂（但不是药品）的监管审批申请中提交的数据规定了
数据排他性和这种强制性数据补偿制度。欧洲自由贸易
联盟（欧贸联）-韩国自贸协定（第3条，附件十三）承
认一种补偿方案，作为药品数据排他性的替代办法。213

(ii) 创新和获取维度

从原研企业的角度看，仿制药竞争企业对它们数据的依
赖，可能被认为是不公平的，因为第二个和随后进入市
场的企业将不必投资于昂贵的临床试验（包括失败的试
验），从而具有重大成本优势，可以直接进行竞争。它
们因此认为，试验数据保护，尤其是数据排他形式的
保护，为行业投资开发新产品和进行必要临床试验提供
了重要激励。此外，专利在效力或范围方面的不确定性 
更高，这进而增加了能否暂时排除竞争对手的不确定
性。与此相比，原研企业更看重数据排他的相对确定
性。这方面的一个例子就是开发一种现有药品的儿科用
药，在某些司法管辖区，由于缺乏新颖性，将不能获 
得专利。在这种情况下，在没有其他激励机制，如赠
款、进入市场奖励或预先市场承诺的情况下，临床试验
数据保护将是投资开发这一配方的唯一激励。对已知传
统药物或因缺乏新颖性而无法获得专利的老药进行临床
试验，以检验安全性和有效性时，也可能出现类似的情
况（见专栏2.12）。

另一方面，仿制药生产商会等待任何试验数据排他性保
护期届满，即使理论上他们可以重新进行临床试验或与
原研企业就使用原始数据达成协议。这在实践中似乎没
有发生。仿制药申请人希望依靠原研药数据，使仿制产
品能更快、成本更低地投入市场。依靠原研药数据还

可以避免不合伦理的重复临床试验。因此，公共卫生倡
导者强调，就发展中国家而言，数据排他性对开展研究
和临床试验的额外激励作用被认为是微不足道的，而对
价格的负面影响、从而对获取医疗技术的影响是相当大
的。世卫组织研究与开发方面筹资和协调问题磋商性专
家工作小组（磋商性专家工作小组）认为：“没有证据
显示出数据独占性能够在实质上推动二类和三类疾病及
发展中国家与一类疾病相关的特定研发需求的创新，因
此我们的结论是，去除数据独占性不会负面影响对于这
些疾病的创新激励，反而会有助于降低受影响药品的价
格”（WHO, 2012）。

(iii) 专利保护与试验数据保护的区别

专利和试验数据保护是两类不同的知识产权。《TRIPS
协定》将试验数据保护作为一种反不正当竞争的保护形
式，放在关于保护未公开信息、而不是关于专利的章节
中。专利赋予专利所有人在法律上可执行的权利以保护 
发明（例如一种新分子），不考虑所涉的努力和投资，试 
验数据保护则涵盖不同的主题，具体就是提交监管审 
批的信息（有时称为“监管档案”）。可以由一方持有专
利，另一方持有监管档案（如专利的当地被许可人）。

对于确实进入市场的专利药，专利保护和试验数据保
护是并行的（见图2.3的例子）。然而，专利保护通常
早几年开始。这是因为专利申请通常是在一项发明问
世后立即提出，而临床试验在产品开发周期的后期才
进行。当临床试验开始时，专利可能还在申请中，也
可能已经被批准。由于试验数据保护和专利保护是不
同的，因此保护试验数据可以给产生数据的公司带来
某些好处。例如，当一种产品不受专利保护（见专栏
2.12中的例子），专利保护期只剩下很短的时间，或
者专利有效性受到挑战时，这种好处就会体现出来。在 
这些情况下，排他期可以推迟仿制药较早进入市场，因 
为监管机构有义务在排他期结束前不审查/批准产品。例 
如，在乌克兰，在索磷布韦的关键专利被驳回后，原
研公司于2016年基于数据排他条款对仿制产品的注册
提出挑战，导致仿制产品被撤销注册。随后公司与政
府达成协议，降价提供原研产品。2017年8月，原研
公司同意将乌克兰列入其印度被许可人可以出口仿制
产品的国家名单中。214

此外，试验数据保护是自动授予的，而获得和维护专利
则需要努力和投资。专利可能被撤销。与专利不同，试 

专栏2.12：秋水仙碱的例子

秋水仙碱是一种治疗痛风的药物，古希腊人就知道，而且至少从十九世纪就在美国使用。虽然1938年《联邦 
食品、药品和化妆品法》要求所有药品必须经过FDA批准，但该法生效前已经上市的药品允许继续在市场上销
售，秋水仙碱被一些制药公司作为仿制药销售。2006年，根据“未批准药物倡议”，FDA要求，制药公司如果想
继续销售秋水仙碱，必须进行临床试验和其他研究，目的是完善该疗法安全性和有效性的证据基础。一家制药公
司进行了必要的试验，使其秋水仙碱产品在2009年获得FDA许可。215根据《哈奇-韦克斯曼法》，由于该许可
在技术上是针对“新适应症”的（因为以前的版本从未被专门批准用于这些适应症），该制药公司被授予用于急
性痛风的三年监管排他权，以及用于另一适应症——家族性地中海热（一种罕见的遗传性疾病）的七年孤儿药排
他权（见第二章第一节6(f)）。以前上市的其他秋水仙碱产品被要求逐步停产。秋水仙碱的价格从每片0.09美元
上升到4.85美元（Brett, 2010; Kesselheim and Solomon, 2010）。此外，该公司还获得了使用方法专利，预
计2028年左右在美国到期。然而，FDA于2014年批准了一种竞争产品，此后又批准了其他几种仿制药。216



67

第
二

节
 知

识
产

权
、

贸
易

和
其

他
政

策
维

度
第二章 – 创新和获取行动的政策背景

验数据保护不需要支付维持费。《TRIPS协定》规定 
的强制许可涉及使用专利技术，但不涉及使用试验数
据。不过，一些国家的法律对根据强制许可生产的产品
规定了豁免试验数据保护（’t Hoen et al., 2017）。虽 
然可能绕过专利，特别是配方、制造方法和化学中间体
方面的专利，但对于仿制药竞争者来说，要生成自己的
临床试验数据更为困难。鉴于这些特点，有人认为制
药业更重视数据和其他监管排他权而不是专利（Roth, 
2012; Diependaele et al., 2017）。

(iv) 试验数据的公开获取

从公共卫生的角度看，开放试验数据是可取的，特别是
为了避免重复临床试验，鼓励开发新药的创新活动，以
及允许研究人员评价临床试验数据。尽管如此，问题是
如何同时实现开放试验数据的合理公共政策目标，和
《TRIPS协定》第39条第3款保护此类数据不受不正当
商业使用和公开的要求。

例如，如专栏3.6所述，欧盟已经建立了关于公众获取
临床试验数据的政策和法律框架。217除其他外，它规
定由欧洲药管局建立和维护一个欧盟数据库，以确保
临床试验的适当透明度。可以说，在欧盟，试验数据
的公开披露不影响《TRIPS协定》第39条第3款规定的
保护，因为这些数据受到最长8年的数据排他制度的保
护，在此期间任何竞争者都不能依靠这些数据获得上市
许可。然而，欧盟的开放获取政策对试验数据在第三国
的保护有何影响似乎还不清楚。218一旦在数据库中公
布，这些数据将不再视为《TRIPS协定》第39条第3款
意义上的“未公开”，因此不必被其他世贸组织成员国
保护。然而，欧洲药管局的《使用条款》规定，临床报
告只能用于一般信息和非商业目的，要求数据使用者同
意不引用这些数据来支持在第三国的上市许可申请。对
于不遵守使用条款的情况，没有责任条款。

欧盟普通法院在2018年9月25日的判决中裁定,
《TRIPS协定》第39条第3款不意味着“给予知识产权
的保护必须绝对优先于孤儿药产品上市许可申请中提交
信息的公开原则”。219法院的结论是：“因此，临床研
究报告不能因为一个隐含的理由而被认为享有普遍的保
密性推定，这个隐含理由是，作为一个原则问题，它们
的整体内容显然被有关保护上市许可申请人商业利益的
例外所涵盖。”220

(d) 商标

(i) 商标制度

商标使制造商和贸易商能够将其商品与竞争者的商品区
别开来。它们帮助消费者作出知情的选择，目的是防
止消费者受骗。当商品不是“搜索”商品（质量在购买
前很容易辨别——如西红柿颜色红润、质地坚实），而
是“体验”商品（消费者必须购买才能知道其属性——
如止咳糖浆）时，商标更能帮助消费者评估质量。因
此，体验商品的品牌广告支出要高于搜索商品。221

商标注册须符合某些要求，这些要求在全世界有一定程
度的标准化，几乎出现在所有商标法中。商标必须能够
区别商标所有人的商品或服务，或者至少能够取得这种
区别作用，而且不得有误导性。商标不得侵犯第三方已
获得的权利，不得仅由商业中用以表示商品的种类、质 
量、数量、用途、价值、原产地或生产时间，或者在现
代语言或公认实践中已经成为惯用的标志或标记所组
成。使用普通词语来界定商品类别或类型的通用名称不
具有区别性，应继续供所有竞争者使用，不受商标权的
限制。

在必须保留用于识别任何产品的产品通用名（如氨苄西
林），与原研药企业和仿制药企业为区别它们负责生产
和分销的产品而使用的专有商标之间，存在着重要的区
别。这些有时被称为“品牌名”。世卫组织批准药用物
质的通用名，称为国际非专利名称（INN）（见第1(d)
(ii)部分），这些被公认为是识别特定活性药物成分的
唯一名称。商标与产品相关联，原研药企业和多数情况
下的仿制药企业都使用商标，用以在企业、处方医生和
患者之间建立信任和品牌忠诚度，从而有可能使商标所
有人收取更高的价格。经常使用的“品牌名”药品用来
描述原研产品是不准确的，因为原研药企业和仿制药企
业都使用品牌名来营销和区别产品。

商标受每个国家或区域的法律保护，不是全球保护。《巴 
黎公约》和《TRIPS协定》规定了商标保护的国际标
准。所有加入《巴黎公约》的国家都设有商标注册部
门。商标申请必须在申请注册的每个国家或区域分别
提交，或者使用商标国际注册马德里体系（马德里体
系）（见专栏2.13）提交。222一个商标在某些国家受
保护、在另一些国家不受保护的情况并不鲜见。

专栏2.13：商标国际注册马德里体系

制药企业在马德里体系下进行大量注册。药品和其他药物制剂223的国际注册占每年申请的所有国际注 
册10%。它们从2000年24,414件中的2,810件增加到2018年61,139件中的6,216件，增长了两倍。224马德里
体系为商标持有人提供了在出口市场获得和维持商标保护的一个选项。通过提交一份国际申请，商标持有人可
以在多个缔约方获得保护225，前提是持有人拥有“基础商标”，即在缔约方商标局（“原属局”）有商标申请或
商标注册。产权组织国际局进行形式审查，实质事项由每个被指定缔约方根据本国或本区域商标立法决定。如 
果被指定缔约方商标局在规定期限内没有驳回保护，则商标受到的保护与在该局注册的商标相同。

马德里体系简化了商标管理，只有一个国际注册、一个续展日期，而这一个注册可以包含在多个被指定缔约方
的保护。还可以将商标保护进一步延伸到其他缔约方，并集中管理国际注册的续展和变更登记。自国际注册之
日起的前五年内，国际注册依附于基础商标：如果基础商标被撤销，国际注册也将被同样注销。如果发生这种
情况，商标所有人将有机会把国际注册转为国家和区域权利，确保商标保护的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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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标所有人享有防止未经授权在相关商品或服务上使用
与注册商标相同或近似标志的专有权，如果这种使用会
导致出现混淆的可能性。商标所有人，以及通常的任何
被许可人，可以针对侵权行使权利。但是，存在对侵权
的抗辩，包括商标合理使用。商标有确定的初始保护
期，可以无限续展226，条件是商标仍在使用并保持其
显著特征，且商标持有人认为有必要续展。如果商标未
续展或未支付续展费，商标权可能因注销（即从注册簿
中删除）而丧失。商标可能失去显著特征，成为通用名 
称。如果商标所有人，或公众在商标所有人的容忍下，将 
商标用作产品名称或通用语，或者使用商标而不使用产
品名称或通用语，就可能发生这种情况。

(ii) 活性药物成分的商标和国际非专利名称

商标是私有权利，与商标不同，国际非专利名称是活性
药物成分227和生物治疗产品228的通用名。提议和推荐
的国际非专利名称清单也可在世卫组织国际非专利名称
网站上查阅，并可在世卫组织国际非专利名称MedNet
网上进行查阅和搜索。此外还有一个网络服务，即国际
非专利名称全球数据枢纽（INN Global Data Hub），允 
许被授权用户查询国际非专利名称数据库。世卫组织有
一项组织法任务是“发展，建立，并提倡粮食，药物，生 
物及其他有关制品之国际标准”。国际非专利名称的制
定和发布由世卫组织国际非专利名称规划管理，该规划
是世卫组织于1950年启动的一项核心规范性规划。世
卫组织秘书处和世卫组织国际非专利名称专家小组与各
国命名委员会、药品监管部门、药典和制药业密切合
作，为将作为药品销售的每种活性物质选择一个全世界
都能接受的单一名称。

以国际非专利名称形式存在的药用物质国际命名法，对
于明确识别、安全开具处方和向患者配药，以及对于全
世界卫生专业人员和科学家之间的信息沟通和交流都很
重要。国际非专利名称作为唯一名称，必须在发音和拼
写上具有区别性，不易与其他常用名称相混淆。为了使
国际非专利名称能够普遍使用，世卫组织将其正式置于
公有领域，所以才称为“非专利”。只要使用准确，任
何制造商或供应商都可以为其产品使用国际非专利名
称。例如，“布洛芬”是国际非专利名称，任何制造商
或供应商都可以将其用于该产品的命名。

国际非专利名称制度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化学和药学
相关物质的名称通过把共同的“词干”用作国际非专利
名称的一部分来表明它们的关系。使用共同词干可以
确保医务人员、药剂师或任何与药物产品打交道的人都 
能认出该物质属于具有类似药理活性的一组物质。例
如，所有单克隆抗体的词干/词尾均为“单抗”，而所有
肾上腺受体拮抗剂使用的词干/词尾都是“洛尔”。

确保将商标与国际非专利名称明确区别开来，对准确
识别产品从而保护患者安全很重要。同样重要的是要
将国际非专利名称保留在公有领域，避免赋予其私有产
权。商标不得从国际非专利名称衍生而来，特别是不
得包括共同词干。229在品牌名中使用共同词干将严重
妨碍在一个系列中选择其他名称。出于同样原因，国际
非专利名称不应包含现有商标。因此，世卫组织召集的
国际非专利名称专家小组通常拒绝包含已知商标的提议

名称，并有一套程序来处理有关方的反对意见。除其他
理由外，这种反对意见可以基于提议的名称和商标的近
似性。另一方面，包含已确定国际非专利名称词干的商
标侵犯了国际非专利名称制度。卫生大会已要求成员国
不鼓励使用由其衍生的名称，特别是包括已确定词干的
名称作为商标（WHA46.19）。它向世卫组织所有成员 
国分发每一份新公布的提议或推荐国际非专利名称清
单。提议和推荐的名称清单也可在世卫组织国际非专
利名称网站和世卫组织国际非专利名称MedNet网上查
阅。230世卫组织国际非专利名称全球数据枢纽允许具
有适当凭据的人在线搜索国际非专利名称。

产权组织和世卫组织于1999年11月开始合作，为其成
员的商标局提供及时准确的国际非专利名称信息。鉴于
两个组织通信技术的改进，2018年两个组织达成合作
协议，将世卫组织国际非专利名称数据库中的名称数
据整合到产权组织的全球品牌数据库中。产权组织成员
国的商标审查员现在可以在全球品牌数据库中以方便的
格式、用便于对国际非专利名称和文字商标进行文字比
较的不同过滤器检索国际非专利名称。在这一新工具的
帮助下，审查员将能够保留这些名称供全世界药剂师和 
医务人员免费使用，从而实现公共利益，防止用药错
误。在谱系的另一端，关于已被适当授权用于制药技术
的现有商标信息，是避免这一关键领域出现假冒的关
键。国际非专利名称专家还可以利用全球品牌数据库中
的商标数据来避免提议或推荐可能与现有商标混淆的新
名称，从而有助于加强药物警戒，使药品更加可靠。231

区别国际非专利名称和专有商标，对于帮助在采购过程
中选择特定药品非常重要。这是因为，以国际非专利名
称采购产品，则用该名称表示同一产品的所有制造商都
可进入采购程序。许多国家要求将国际非专利名称与仿
制药企业或原产药企业名称、品牌或商标分开印制，进
行清楚的标识。《TRIPS协定》第20条允许成员对商标
使用提出特殊要求，但条件是这种要求不会无理地妨碍
商标在贸易过程中的使用。

(iii) 商标和不正当竞争

产品标签不准确或有误导性也可被视为一种不正当竞 
争（见第二节2(d)）。《巴黎公约》第10条之二232涵
盖了这一问题，旨在防止欺骗性或误导性标签。

(iv) 专有名称的监管审批

新药在市场上销售所用的名称（即商标/品牌名）也要
经过监管部门的审查，作为新药上市许可的一部分需要
得到批准。二十世纪90年代的药名近似和用药错误导
致FDA和欧洲药管局引入了对专有名称的评估，以保护
公共卫生和安全。233在过去十年中，随着FDA和欧洲
药管局设立了专门机构，在监管审批背景下对这些名 
称的审查变得更加正式。234例如，从2018年1月到9
月，欧洲药管局接受了182个拟用（新创）的名称，拒
绝了150个名称。235

药品监管部门采用的专有名称评价标准，旨在防止在药
品流通和开具处方的特定背景下出现混淆和潜在的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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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错误。因此，这种评价在一定程度上与商标申请的审
查标准重叠。其目的是排除那些声称或暗示药物有效性 
和安全性，但实际上是虚假、误导或无数据支持的名
称。此外，为了顾及开具药品处方的具体环境所带来的
风险，监管评价还排除在文字或手写体上与其他药品名
称或手写处方常用缩写（如用法、剂型或给药途径）相
似的名称。还考虑与国际非专利名称有关的问题（见第
二节1(d)(ii)），比如与国际非专利名称近似，或者包含
国际非专利名称的词干。

在药品监管授权的整个过程中，新药专有名称的审批要
求是确保新药在药品流通和处方特定环境下安全性的 
重要因素。由于药品是主管部门用特定名称批准上市 
的（不能用其他名称上市），对于制药企业来说，面
临的挑战是如何确定一个既能让监管部门批准，又能在 
药品销售主要市场上得到商标保护的药名。为了实现
这一双重目标，并确保成功的结果，企业通常为新药
确定多个可能名称，并将所有这些名称在其主要市场
上进行商标注册，然后再作为备选名称提交给监管部
门。2016年制药领域的商标申请占到所有商标申请的
4.3%，这种做法部分解释了申请激增的原因（WIPO, 
2017b）。这样的申请量可能导致出现大量注册商标未
使用的情况（见下文第(v)部分）。

(v) 商标拥堵

商标保护申请的量可能导致商标注册簿中含有大量未使
用的商标。这有时被称为商标拥堵。这可能增加其他申
请人，包括仿制药生产商创建和注册新商标的成本。考
虑到商标需求的增加以及对商标的依赖，而商标不像专
利那样有时限性，商标注册簿的这种拥堵可能造成严重
后果。一些国家和区域立法中含有以不使用为由撤销商
标的规定。例如，尽管商标注册在欧盟可以以十年为期
连续无限续展，但如果商标注册后五年内没有使用，欧
盟也允许以不使用为由申请撤销商标。在柬埔寨、菲律
宾和美国等一些司法管辖区，商标持有人必须在商标的
整个生命期内声明实际使用或不使用。

(vi) 非传统商标

非传统商标可以由声音、颜色、形状、包装的特点和纹
理等标志构成。在国际上，这些标志在《商标法新加坡
条约》（2006年）的细则三中首次得到承认236，并出
现在许多自贸协定中；但是，《TRIPS协定》中没有具
体提到这些标志（尽管可注册为商标的可能标志清单是
非穷尽的）。非传统商标在一些但非全部司法管辖区受 
保护，它们在药品领域尤其重要，知识产权局和法院已经 
对药品颜色给予了保护，例如：蓝色Pantone 284 U，用 
于原研药西地那非，上面有公司名称237；药品形状（心 
形，用于右旋苯丙胺）238和医疗器械的立体形状（吸 
入器的塑料外壳）239。制药公司依赖非传统商标的
方式与依赖传统商标的方式相同：使产品在市场上 
与众不同，并使患者产生信心。非传统商标一直有诉 
讼发生，抄袭药品显著物理特征的竞争者被起诉。但
是，非传统商标可能对药品获取产生影响，因为它增加
了交易成本，并阻碍与参比产品有相同物理特征的仿制
药进入市场（Scaria and Mammen, 2018）。患者可能

不愿意服用物理属性不同的仿制药（Kesselheim, et al., 
2013）。从理论上讲，如果药品的物理特征对其有效 
性很重要，那么仿制药的有效性也可能被非传统商 
标削弱。一项研究表明，当颜色与药物的预期效果相对
应时，患者的反应最好——例如，抗酸药的颜色为粉红
色（Srivastava and More, 2010）。又如，为了使药
物能够为儿童所接受，可能需要特别的味道。

(vii) 标准化包装

标准化包装也称“平装”，是指监管机构要求包装的特
征符合某些参数。标准化包装的一个著名例子是平装烟
草，澳大利亚法律是第一个涉及烟草产品的立法，规
定了烟草产品的物理特征、颜色和品牌展示要求。240 

在“澳大利亚——烟草平装案”（见下文第二节6）中，世 
贸组织专家组没有发现这一立法不合理地妨碍了
《TRIPS协定》第20条意义上商标在贸易过程中的 
使用。241在制药部门，标准化包装要求使用不能使消
费者对特定药品产生偏好的标识。在欧盟，监管框架
为药品标签和包装提供了包装颜色和尺寸指南。242一
项审查发现，澳大利亚2%-3%的住院治疗与用药错误
有关243，之后澳大利亚治疗商品管理局建议在药品包
装上将品牌和活性成分放在同样显著的位置244。在智
利，法律要求包装上直接在品牌名下印刷国际非专利名
称，使用相同的大写字体和颜色，而且国际非专利名称
的字号必须至少达到品牌名字号的50%。245

(e) 版权

版权保护文学、科学或艺术领域的每一项原创性 
表达，这是《保护文学和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的规
定，并以援引的方式纳入了《TRIPS协定》。两项条约
中受版权保护的作品清单不是穷尽的，可以包括文学作
品、计算机程序、数据库、电影和音乐作品。版权保护
不延及思想、程序、操作方法或数学概念等本身。版权
赋予经济权利，可以许可或转让，使作品所有人获得经
济回报，并鼓励为社会和大众创作更多作品。版权是一
种自动的权利，在大多数情况下无需登记或办理手续即
可获得。《伯尔尼公约》关于版权保护期的最低标准一
般是版权作品作者的有生之年加50年；但是，各国可
以规定更长的保护期。

版权与其他形式的知识产权一样，必须考虑作者和所有
人的权利与更大的公共利益之间的平衡。版权规定了例
外和限制，允许在某些特殊情况下获取这些作品。在考
虑医疗技术的获取和创新问题时，一方面是版权，另一
方面是版权的例外和限制，这两者都特别重要。

(i) 版权和药品说明书

就药物产品而言，一个关键的版权问题是，保护范围 
是否包括随附的说明书或信息传单。版权保护延 
及表达，而不是思想、程序、操作方法或数学概念本
身。仿制药生产者可以自由使用说明书中提供的事实信
息，因为版权不延伸到信息本身，只延伸到作为原创作
品的表达方式；法院有时认定，仿制药生产者不能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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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产品直接复制产品第一生产商说明书中的原创表
达。2002年南非对抗菌药阿莫西林/克拉维酸钾说明书的
裁决就是这样的。2462011年澳大利亚最初对类风湿关节
炎药物来氟米特作出了类似的裁决。联邦法院认为，产
品信息文件中存在版权。但在2011年晚些时候，澳大利
亚议会批准了澳大利亚《版权法》的一项修正案，规定
以任何方式（包括直接复制）在其他药物产品文本中使
用已经批准的产品信息，都不构成版权侵权。联邦法院
随后的一项判决确认，仿制药公司可以在多种情况下复
制经治疗商品管理局批准的产品信息，不侵犯版权。247

(ii) 例外和限制——文本和数据挖掘

文本和数据挖掘被定义为“自动分析技术”，其工作方
式是“复制现有的电子信息，例如科学期刊上的文章和
其他作品，并分析其中包含的数据，以寻找模式、趋势
和其他有用信息”。248文本和数据挖掘可以成为研究人
员开发卫生保健新技术的宝贵手段。例如，一家药物发
现企业可能应用技术来分析数千个可能作为候选药物的
分子，并预测它们是否适合阻断病原体的机制，或者挖
掘大量的遗传信息和医疗记录数据集，以发现遗传突变
与疾病之间的联系。由于对医学创新的发展采用了平衡
的版权灵活性，可以开发出涉及文本和数据挖掘的新研
究技术和诊断方法。

灵活性可以基于公平使用条款，特别是非表达性 
使用（Sag, 2009），也可以基于特定的法定文本和数 
据挖掘例外。2009年，日本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允许 
将文本和数据挖掘作为版权特定例外的国家。2018
年，日本将这一例外扩大到原始数据的使用，具体允许
对作品进行电子复制和附带复制，允许用版权作品进行
数据验证。例如，欧盟249、联合王国250、法国251和德
国252的版权立法中，都出现了文本和数据挖掘例外。

(iii) 许可制度

在获取可能受版权保护的研究数据等信息时，可以获得
豁免或许可。包括各国政府在内的研究资助者越来越多
地要求将其资助的研究过程中产生的数据提供给其他研
究人员。然而，对于研究人员及其机构来说，获得这些
许可可能很费时，而且成本很高，因此这个过程可能阻
碍开发新医疗技术和随后上市的速度。许可计划，如知
识共享和开放数据共用许可，可以确保医学研究数据等 
更容易共享。世卫组织的卫生互联网利用研究行动规 
划（Hinari）是一项自愿的许可倡议，为中低收入国家
的卫生工作者和研究人员提供免费获取生物医学和卫生
文献等版权作品的机会。253

(iv) 孤儿作品使用许可计划

孤儿作品是指版权人不明或无法找到版权人的作品。对 
于作品的未来使用者来说，发现和找到权利人的 
过程可能极其昂贵和耗费时间，而且可能最终没有结
果。例如，玛希隆-牛津热带医学研究处希望向其研究
人员提供二十世纪早期疟疾治疗实验的研究论文，患者
在该实验中被故意感染疟疾。由于这些研究论文被认为

是孤儿作品，发表在早已停刊的期刊上，因此无法提
供。这些文章（及附图和图表）无法复制用于在线提
供，也无法对其进行数据挖掘，寻找可以帮助研究人员
的模式和关联。为了提供使用这些信息和其他类似信息
的机会，联合王国制定了一项孤儿作品许可计划，在符
合某些条件的情况下，为商业和非商业目的孤儿作品使
用颁发许可。254根据加拿大《版权法》第77条，如果
经过合理搜索未找到版权人，用户可以向加拿大版权委 
员会申请作品使用许可。欧盟《孤儿作品指令》允许对
孤儿作品进行某些使用255，欧盟知识产权局建立了一个
在线数据库，提供欧盟成员收集的孤儿作品信息256。产 
权组织标准委员会批准在产权组织标准ST.96中纳入版
权孤儿作品的数据字典和XML组件。

(v) 软件许可和电子卫生保健

电子和数字流程被越来越多地用于卫生保健实践（电子
卫生保健或卫生信息学）。电子卫生保健可以包括电子
健康记录、电子处方、诊断工具和移动电话上的健康应
用，用以收集健康数据、提供保健信息或实时监测病人
的生命数据。2005年，世卫组织认识到电子卫生保健
的重要性及其迅速改变世界各地，特别是中低收入国家
提供卫生服务和系统的能力。257世卫组织全球电子卫
生保健观察站向成员国提供关于电子卫生保健有效做法
和标准的战略信息和指导。版权法（以及在较小程度上
的专利法）可以保护使移动应用程序易于使用的特定图
形用户界面和功能，支持广大用户获得医疗保健。258

因此，虽然知识产权制度可以支持对电子卫生保健倡议
的投资，但许可模式也是电子卫生保健服务得到广泛使
用的必要因素（例如，健康信息平台的有效性取决于采
用率）。产品开发也可以通过灵活的许可来加强，从而
降低成本，缩短开发周期。许可做法将需要设法解决
用作机器学习或人工智能训练数据的电子卫生保健记
录（如放射图像数据库）的所有权和隐私问题（见专
栏2.14）。259开源模式，如软件开发中广泛使用的模
式，可能是一个有效的选择。

(f) 执法

上述知识产权规则的价值取决于是否有有效的执行制
度。由于知识产权是私权，其执行通常是权利人自己
的责任（见第四章第三节3(h)）。因此，侵权行为通常
由权利人在民事诉讼中追究。但在涉及公共利益的情
况下，可以通过刑事措施来补救知识产权侵权行为。例
如，当一个商人未经许可，在明知的情况下以商业规模
制造、分销或销售标有另一公司商标的商品，特别是药
品和食品时。尽管如此，知识产权执法显然有别于对药
品安全性、质量和有效性的监管，包括针对伪劣产品的
任何补救措施（见第四章第一节12）。

(i) 知识产权执法与公共卫生之间的联系

打击伪劣产品的动机在公共卫生方面和在知识产权方面
是不同的。从公共卫生的角度，打击伪劣产品的动机完
全是出于对公共卫生的威胁和对消费者保护的相关关
注。从知识产权的角度，未经商标所有人授权，在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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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使用与注册商标相同或在本质上无法区别的标志，是
认定产品为假冒的关键条件。在这一背景下，主要目的
是维护商标所有人行使权利的利益，防止消费者在带有
商标的商品上产生来源误解，同时也是通过打击发生在
刑事层面的侵权来保护公共利益。

尽管动机可能不同，但用于禁止生产、交易和销售各种
商标侵权产品和伪劣产品的方法有一些相似之处，海关
管制和刑法是打击这些产品最常用的手段。因此，知识
产权执法可能对更大的公共卫生考虑产生影响。在国际
贸易中，商标作为一种贸易标识符发挥着重要作用，是贸
易来源的标志，可以而且确实有助于识别假冒产品。制 
假者未经权利人授权使用商标，给人以真品的假象，从
而虚假地表现其身份和来源。因此，打击商标假冒的知
识产权执法措施可以产生积极的副作用，有可能支持将
危险产品赶出市场的努力。这方面的一个例子就是，经
常有报道称，药品是因侵犯知识产权而被海关当局扣押
最多的商品之一。269

(ii) 《TRIPS协定》的执法条款

《TRIPS协定》是知识产权执法方面唯一的全面多边法
律框架。它包含一套保障知识产权所有人权利的最低
标准（见第四章第三节3(h)）。这些标准包括应提供的

民事法庭程序和补救措施，如禁令、损害赔偿和处理
侵犯知识产权商品的命令。这些补救措施必须适用于
《TRIPS协定》涵盖的所有知识产权，包括专利、未公
开信息（如试验数据）、商标和版权。行政程序，如向
行政部门提起诉讼，是可选择的，且必须符合适用于民
事程序的原则。对于《TRIPS协定》中定义的假冒商标
商品（可能包括医疗产品）和盗版商品，必须有更广泛
的程序，包括海关措施和刑事程序。《TRIPS协定》还
包括某些一般性义务或绩效标准，规定世贸组织成员必
须确保这些具体的执法程序允许采取有效的行动，包括
迅速的补救措施，以防止和遏制侵权行为。这些程序的
适用必须避免对合法贸易设置障碍，并必须提供保障措
施防止其滥用。《TRIPS协定》明确了世贸组织成员在
知识产权执法和一般性执法之间的资源分配方面没有任
何义务。270

(iii) 产权组织执法咨询委员会

产权组织执法咨询委员会（ACE）是一个关于知识产
权执法和建立尊重知识产权风尚的政策对话论坛，任务
是提供技术援助和协调，同时明确排除准则制定。自
2016年以来，委员会根据专家们的书面文稿，讨论与
提高认识、知识产权执法政策和制度、能力建设活动和
立法援助有关的专题。271这些专题包括中间人在防止

专栏2.14：人工智能与健康

专栏2.14：人工智能与健康260兴起于二十世纪中叶，虽然定义各异，但大体上可以归为模拟人类认知功能和能
力的计算机算法，如感知环境、获取信息采取行动，然后在机器学习的基础上改进这些行动。例如，人工神经网
络已经被用于药物发现，用于筛选新类药物自动化设计中的化合物，以及为已知药物寻找新用途。人工智能已显
示出高效的一个领域是影像学解释，如计算机断层扫描（CT）和磁共振成像（MRI）扫描（Topol, 2019）。人工 
智能已经被用于临床试验的设计和分析。有人预计，计算机建模和人工智能可能使开展临床试验所需的成本和
时间减少（Harrer et al., 2019）。

在所有人工智能专利申请中，有12%涉及生命和医疗科学领域261，人工智能已经对医疗领域产生了重大影响，有 
可能提高未来的卫生保健质量。目前，人工智能主要用于实现患者数据管理和个体化医学。特别是，人工智能
可以改进医生的工作方法，作为传统医疗工具和技术的补充，提高诊断的准确性和速度。262例如，一个美国研
究团队创建了一个基于乳房X光影像的深度学习模型，能够预测女性是否会在五年内患上乳腺癌，减少了假阳性
和不必要的手术（Conner-Simons, 2017）。软件应用可以帮助医生和患者通过定制化的监测和后续护理来管
理病情。目前正在制定指导方针，以协助该领域的政策制定者。例如，国际电信联盟（国际电联）正在与世卫
组织合作，建立一个标准化的评估框架，用于评价基于人工智能的健康、诊断、分诊或治疗决策方法。263 该评
估框架将有助于确定在卫生领域使用人工智能时出现的与伦理、商业、法律、技术或其他限制因素有关的关键
问题，并发展一个实用的方法来解决这些问题。264

为加快新药的开发，研究人员还在利用人工智能进行数据挖掘和机器学习，因为可以更容易地对数据进行合成
和分析（见第二节1(e)(ii)文本和数据挖掘）。例如，有一些举措利用人工智能预测化学反应，人工智能在其中
模拟不同的组合及其预期效果和特性。265

软件应用使用人工智能和区块链技术来支持维护可追溯的供应链安全（Lock, 2019; Mok, 2018）。人工智能
使用机器学习过程，将唯一的产品标识（如化学特征或影像类型）与相应的参考数据进行比较，目的是以自
动化方式识别和验证伪劣产品。同时，人工智能利用识别到的数据来维护和改进数据库，从而训练和改进系 
统本身。266

国家和区域层面在人工智能技术上的投资正在增加。267然而，伦理问题，包括人工智能决策和行动的责任，以
及所有权和数据隐私问题，仍将是政策制定者关心的问题。从知识产权的角度，讨论的焦点是如何管理与人工
智能相关的知识产权、数据的访问和所有权，以及在不同司法管辖区如何解释可专利性标准并将其应用于人工
智能等问题。268这将焦点放在了持有“大数据”的卫生保健提供者如何管理与人工智能开发者共享数据上（Geis 
et al., 2019; UNESCO and IBC,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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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冒盗版方面的作用、在线侵权和知识产权执法中的新
技术、知识产权执法协调、有效的知识产权争议解决机
制以及对知识产权侵权商品进行环境安全处置和销毁。

(g) 《TRIPS协定》和《多哈宣言》下的灵
活性

在现有的选择范围内确定一个国家的最佳选择，是设计
国家知识产权制度时的一个核心考虑。但是，这些政策
选择中有许多通常被称为“TRIPS灵活性”的选择，长期
以来一直是专利制度中公私利益平衡机制的一部分——
早在《TRIPS协定》谈判之前，也早在《多哈宣言》制
定之前。

(i) 知识产权制度中的灵活性

《TRIPS协定》各项标准的通过为世贸组织成员履行 
其TRIPS义务创造了多种选择，同时考虑了不同的
因素，如国家的发展阶段和具体的国家利益（如公 
共卫生）。然而，尽管在政策辩论中反复提到“灵活
性”，但无论是《TRIPS协定》还是后来的任何文书都
没有正式界定这一术语的确切含义。《TRIPS协定》对
该词的使用十分有限。事实上，虽然灵活性的可用范围
要广得多，包括给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灵活性，但
明确提及“灵活性”，仅是针对最不发达国家成员建立
健全、可行的技术基础这一特殊要求，从而解释了给予
最不发达国家额外过渡期的动机（见《TRIPS协定》序
言和第66条第1款）。“灵活性”这一表述只是在《多哈
宣言》之前，特别是在谈判结束之后才成为更广泛的知
识产权界术语的一部分。272

在阐述“灵活性”的作用时，《多哈宣言》澄清了具体
的国家选择在执行《TRIPS协定》中的重要性。它以更
加突出的方式提到了灵活性。可能的解释是，从多哈
谈判的准备工作开始，关于促进公共卫生的政策选择辩
论就具有了核心意义，最终在2001年通过了《多哈宣
言》。《TRIPS协定》强调了灵活性的存在及其对制药
部门的重要性，而《多哈宣言》确认“世贸组织成员有
权充分利用《TRIPS协定》中……提供灵活性的条款”
来保护公共健康。《宣言》列出了一些与强制许可和用
尽有关的灵活性。随后2003年8月30日关于实施《多
哈宣言》第6段的决定（2003年决定）再次确认了“成
员根据《TRIPS协定》的条款享有的权利、义务和灵活
性”。273

根据1995年12月22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与世界贸易组
织之间的协定》274，产权组织提供与《TRIPS协定》有
关的法律和技术援助。负责起草法律的政府机构经常要
求产权组织就如何在本国运用TRIPS灵活性提供咨询。咨
询意见是在认真考虑了灵活性、与《TRIPS协定》的一致
性及其法律、技术和经济影响之后提供的。但是，关于
立法选择的最终决定权完全在每个成员国。在产权组织
的工作中，已经明确了四组灵活性（见专栏2.15）：275

�� 履行TRIPS义务的方法

�� 实质性保护标准

�� 执法机制

�� 《TRIPS协定》未涵盖的领域。

世卫组织《全球战略和行动计划》和《2019-2023年
促进药物、疫苗和其它卫生产品获得路线图》（见专栏
2.16）以产权组织发展议程（第一章第二节2）中的一
些建议也提到了灵活性的运用。应发展与知识产权委员 
会（CDIP）的要求，产权组织编写了关于多边法律框架
中专利相关灵活性及其在国家和区域层面立法实施的研
究报告。这些研究报告提出了一些非穷尽的灵活性，其
附件和表格反映了一些国家的相应法律规定和做法。这
些研究表明，在国家法律中实施TRIPS灵活性的方法多种
多样。276

2011年以来，产权组织专利法常设委员会（SCP）对
成员国的立法进行了审查，发现许多国家在以下方面
规定了专利权的例外和限制：(i)私人和（或）非商业性
使用；(ii)实验性使用和（或）科学研究；(iii)药品的临
时制备；(iv)在先使用；(v)在外国船只、飞机和陆地车
辆上使用物品；(vi)获得当局监管批准的行为；(vii)专
利权用尽；(viii)强制许可和（或）政府使用；(ix)农民
和育种者对专利发明的某些使用。277产权组织的一项
研究审查了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在充分利用专
利灵活性方面所面临的制约，以及这些制约对这些国
家为公共卫生目的获取负担得起的、特别是基本药物
的影响。各国继续报告，它们在充分利用强制许可等
灵活性方面面临着各种制约，包括来自一些工业化国
家的政治和经济压力，实际执行的复杂性，机构能力
不足，专利局、卫生部和贸易部以及药品监管部门之
间缺乏协调。278

(ii) 《多哈宣言》的背景

《TRIPS协定》的谈判者旨在确保各国为药物产品提供
专利，同时为公共卫生目的保留某些关于可专利性和权
利范围的选择。然而，该协定在多大程度上支持公共卫
生成为备受争议的问题，特别是2000年协定对发展中
国家的大部分实质性义务生效的时候。在一次具有里程
碑意义的法律诉讼中，一个制药工业协会及其39家成员
公司向比勒陀利亚高等法院起诉，除其他外，指控南非
的药品法允许平行进口（艾滋病毒/艾滋病）药品，不
符合《TRIPS协定》。该诉讼引发了由非政府组织和艾
滋病活动家领导的积极运动。在法庭审理过程中，人们
发现南非的法律是以产权组织的示范法为基础的，这些
公司最后于2001年无条件地撤回了起诉。到那时，许
多政府和相关方都相信需要澄清《TRIPS协定》与公共
卫生的关系。

2001年4月，世卫组织和世贸组织秘书处在挪威霍斯
比约召开了一次关于基本药物差别定价和筹资的讲习
班。在讲习班的报告279发表之后，非洲集团建议世
贸组织召开一次TRIPS理事会特别会议，就《TRIPS
协定》相关条款的解释和适用展开讨论，以澄清成员
有权享有的灵活性，特别是确定知识产权与药品获取
的关系。举行特别会议的建议得到了所有成员的支
持。280此后在2001年6月，一些发展中国家编写了一 
份详细的书面提案，呼吁世贸组织采取行动，确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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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 创新和获取行动的政策背景

《TRIPS协定》不会以任何方式损害世贸组织成员制定
自己的公共卫生政策和采取保护公共卫生的措施来执
行这些政策的合法权利。在2001年11月14日于卡塔尔
多哈举行的第四次世贸组织部长级会议上，部长们以
协商一致方式通过了《多哈宣言》，对人们所表达的
关切作出回应。

(iii) 《多哈宣言》的内容

《多哈宣言》阐明了《TRIPS协定》在促进药品获取方
面的总体作用，澄清了为此目的的具体灵活性，为根据
《TRIPS协定》使用政策选项的具体操作选择提供了更
明确的背景。

《多哈宣言》承认影响许多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
的公共卫生问题的严重性，特别是艾滋病毒/艾滋病、结 
核病、疟疾和其他流行病造成的公共卫生问题。在这一 
界定性陈述之后是若干重要陈述，向所有成员表明，它 
们可以自由地以支持公共卫生的方式运用《TRIPS协
定》的条款。第4段确认，“《TRIPS协定》没有也不应
阻止成员采取措施保护公共健康”，“可以而且应该以
支持世贸组织成员保护公共健康的权利，特别是促进所
有人获得药品的权利的方式来解释和执行”。此外，世
贸组织成员有权“充分利用《TRIPS协定》中为此目的
提供灵活性的条款”。

《多哈宣言》第5段具体确认了《TRIPS协定》的条款
为此目的提供灵活性的四个方面：

专栏2.15：产权组织对灵活性的定义

根据产权组织一份CDIP报告281，“灵活性”一词意味着将TRIPS义务转变成国内法有不同的选项，既照顾国家利
益，也遵守TRIPS的规定和原则。这一定义实际上通过下列各项要素限制了概念的范围：

�• 强调了实施办法有各种选项的思想
�• 提到了立法实施过程，反映的观点是利用某一灵活性的第一步是将其写入国内法
�• 提到了灵活性的原因，即顾及国家利益
�• 反映特定灵活性要与条约的规定和原则相统一。

这些灵活性可以有不同的分类办法，包括根据有关知识产权生命期分类的办法。因此，可以在以下方面行使灵
活性：

�• 取得权利的过程
�• 权利的范围
�• 权利的行使和运用。

产权组织建立了一个知识产权制度灵活性数据库。通过该数据库，可以搜索选定管辖区的国家知识产权法中对
灵活性的实施。282

专栏2.16：《全球战略和行动计划》和《2019-2023年促进药物、疫苗和其它卫生产品获得路线图》中强调
的TRIPS灵活性

《全球战略和行动计划》（见第一节4(c)和专栏2.2）明确包括与《多哈宣言》所重申的灵活性有关的行动。它
敦促成员国考虑实施TRIPS灵活性，包括《多哈宣言》中承认的灵活性，将其纳入国家法律（要点5.2a）。关
于超出《TRIPS协定》所要求的更广泛的知识产权保护，敦促成员国在考虑采取或实施这些义务时，考虑对公 
共卫生的影响（要点5.2b）。成员国在谈判其他（双边或区域）贸易协定时，也应考虑灵活性（要点5.2c）。此 
外，《全球战略和行动计划》还强调了成员国可利用的一些灵活性和公共政策选项，其目的是促进研究和医疗
技术的获取：

�• 研究例外（要点2.4e）283

�• 上游和下游技术自愿专利联营（要点4.3a）
�• 有生产能力的国家，考虑采取措施实施世贸组织第6段制度（要点5.2d）284

�• 在最不发达国家建立有效和可持久的机制以增加获取现有需求的机会，同时确认2016年之前的过 
渡期（要点6.1b）285

�• 监管审查例外，也称“博拉”型例外（要素6.3a）。286

世卫组织《2019-2023年促进药物、疫苗和其它卫生产品获得路线图》列出了以下与TRIPS灵活性有关的可交
付成果：287

�• 提供有关各国经验的信息，促进在实施《TRIPS协定》中卫生相关规定时采取公共卫生方法，包括相关
TRIPS灵活性和知识产权管理

�• (酌情根据请求与其它主责国际组织协作）提供技术支持，以促进获得药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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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项澄清涉及《TRIPS协定》的解释方式。
《TRIPS协定》的每项条款都应根据《协定》所表
达的目标和宗旨，特别是其“目标”和“原则”来理
解。这两个词在《多哈宣言》中并未另行定义，但
与《TRIPS协定》第7条和第8条各自的标题是平行
的，尽管目标和原则也可以在《协定》的其他地方
找到。288

�� 第二项和第三项澄清涉及强制许可。每个世贸组
织成员都有“授予强制许可的权利，都有自由决定 
给予这种许可的理由”。这些澄清消除了一种误解，即 
只有在国家紧急状态下才能提供强制许可。世 
贸组织的每个成员也有权确定什么构成国家紧急状
态或其他极端紧急的情况。这些澄清具有实际意
义，因为在这些情况下，国家可以免于首先尝试与
专利权人谈判自愿许可。关于这类紧急状况的例
子，《多哈宣言》列举了“公共卫生危机，包括与
艾滋病毒/艾滋病、结核病、疟疾和其他流行病有
关的危机”。

�� 最后，《多哈宣言》还确认每个世贸组织成员都
有“在不受质疑的情况下建立自己的用尽制度”的自
由，但必须遵守禁止国籍歧视的规则。这使得世贸
组织成员可以在国家、区域或国际用尽之间进行选
择。289用尽规定的是知识产权人可以在多大程度上
阻止在同一国家或另一国家转售和进口经其同意投
放市场的正品商品。因此，各国可以自由决定是否
希望允许平行进口专利产品，包括医疗产品。

在“澳大利亚——烟草平装案”中，专家组认为，第5段
构成《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三十一条第三款(a)项意
义上的世贸组织成员的“嗣后协定”，因此表达了成员
之间关于解释《TRIPS协定》条款时应遵循方法的一致
意见。290

《多哈宣言》第6段促使人们开始工作，后来最终通
过了一项额外的灵活性，旨在帮助制药部门制造能力
不足或没有制造能力的国家有效利用强制许可。291

《TRIPS协定》第31条之二执行了该决定，并于2017
年1月23日生效。

《多哈宣言》第7段重申了世贸组织发达国家成员的承
诺，即按照《TRIPS协定》第66条第2款的规定，向其
企业和机构提供激励措施，以促进和鼓励向最不发达国
家成员转让技术，从而确认向最不发达国家转让技术也
是一个公共卫生问题。此外，第7段还指示TRIPS理事
会在药物产品专利和试验数据保护义务方面（包括执法
程序和补救措施）延长最不发达国家的过渡期。最初商
定的过渡期截止日2016年1月1日被延长到了2033年1
月1日。292

(iv) 《多哈宣言》的实施

与《TRIPS协定》本身不同的是，《多哈宣言》不要求
颁布任何具体的立法。其他国际组织的工作，特别是世
卫组织的许多决议、产权组织发展议程和联合国大会的
决议都提到了《多哈宣言》。

(v) 最不发达国家过渡期

《TRIPS协定》规定了若干过渡期，以便各国能够分阶
段履行其TRIPS义务。其中一些过渡期专门针对药物产
品的专利问题。世贸组织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成员的
过渡期已经结束。根据《多哈宣言》和随后的TRIPS理
事会决定，最不发达国家在药品专利和药物产品试验数
据保护（包括执法程序和补救措施）方面继续受益于延
长的过渡期，直至2033年1月1日。293

世贸组织总理事会还批准对最不发达国家免除《TRIPS
协定》第70条第8款和第9款规定的过渡期义务，直至 
2033年1月1日。294由于免除了第70条第8款的义务，最 
不发达国家在过渡期内没有义务允许提交药品发明专利
申请。它们也没有义务在专利申请未决时给予药物产品
专有销售权——即使对于属于第70条第9款规定的非常
特殊情况的产品，也无义务。这些决定与最不发达国家
过渡期的总体延长是分开的，而过渡期涵盖了除不歧视
原则以外的所有TRIPS义务，直到2021年7月1日。295

如果最不发达国家成员提出有合理动机的要求，可能进
一步延长最不发达国家的过渡期。

因此，在国家一级，最不发达国家目前可以维持现有的
保护和执法法律标准，不必遵守《TRIPS协定》规定的
药物产品专利和试验数据保护义务。但是，如果最不发
达国家希望降低其药物产品的专利保护标准（上述延期
决定允许这样做），通常仍需要采取行动，将这些修改
写入其国家法律。卢旺达在2009年通过的新知识产权
保护法就属于这种情况。该法从可专利性中排除了“就
卢旺达加入的国际公约而言，药物产品”。296根据卢旺
达以前的专利立法，药物产品是可专利的主题。2018
年《经修订的卢旺达知识产权政策》297表示，希望创
造一个能让更多药品在当地生产的环境，包括为卢旺 
达的药品投资创造一个有利的知识产权环境。尽管如
此，该政策提出，卢旺达作为最不发达国家，希望确
保最脆弱的人群能够获得负担得起的药品，因此继续“
专利制度中的例外，其中包括：a)药品专利，b)已知物
质的新医疗用途，c)研究例外，d)上市许可（“博拉”例
外），e)临床试验数据例外”。或者，最不发达国家可
以不修改法律，只宣布在过渡期结束之前，它们将不执
行与药品领域试验数据保护或专利有关的法律规定。对
于任何这些措施，有关的最不发达国家无论如何还需要
检查拟采取的行动是否符合本国法律制度，是否符合它
们作为区域组织成员或者双边贸易协定及它们加入的其
他条约所产生的法律义务。

过渡期有可能为这些国家创造机会、吸引投资，在当地
生产药物产品。298虽然一些最不发达国家在过渡期内
将药物产品排除在专利保护之外，但其他国家，如作为
非洲知识产权组织（OAPI）成员的最不发达国家，到
目前为止已经放弃了这一选项，因为《班吉协定》规定
授予药品专利。299但2015年12月在马里巴马科通过的
《班吉协定》修订案将免除OAPI最不发达国家成员在
2033年之前为专利和未公开信息提供保护和执法的义
务。300《巴马科文本》要生效，需要OAPI成员的12份
批准书；2019年10月，已交存9份批准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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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 创新和获取行动的政策背景

(h) 加入世贸组织的条件

加入世贸组织的条件是世贸组织体系中知识产权承诺的
另一个潜在来源。根据《马拉喀什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
定》（《世贸组织协定》）第12条，世贸组织新成员
必须就加入世贸组织进行谈判。301因此，加入条件是
一个谈判问题。这些谈判在申请加入成员和选择参加加
入工作组的现有成员之间进行。加入条件至少都要规定
遵守世贸组织所有多边协定，包括《TRIPS协定》，但
有可能的过渡期。在过去的一些案例中，现有成员还要
求作出额外承诺。如果申请加入成员接受，这些额外承
诺则在工作组报告中记录，并在构成该成员世贸组织协
定一部分的《加入议定书》中提及。新加入成员接受的
加入条件可能要求提供比《TRIPS协定》更高的知识产
权保护水平。然而，工作组报告中并非所有要素都具 
有同等的法律地位。有些相当于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承
诺，在报告和《加入议定书》中都有详细说明，而其他
要素则是描述性的，只是反映了加入国向工作组提供的
信息。在这种情况下，工作组不记录任何承诺。

与知识产权和药物产品有关的问题在一些入世谈判中占
有重要地位（关于入世协定中知识产权要素的概述，见
Abbott and Correa (2007)）。例如，乌克兰在2008
年加入世贸组织时，它记录了一项承诺，即把后续申请
通知第一批原研药物产品上市许可申请人，以使第一批
申请人有机会提交关于这些在后申请是否允许使用原 
始试验数据的信息，并对试验数据授予至少五年的排他
权（见第一节6(f)）。302

关于最不发达国家，2001年启动《多哈发展议程》的
《部长宣言》商定，世贸组织成员将努力促进和加快最
不发达国家的入世谈判。2002年，世贸组织总理事会
通过了关于最不发达国家加入世贸组织的准则。303 该
准则除其他外规定，必须给予世贸组织具体协定所规定
的过渡期——考虑到各国的发展、财政和贸易需要，而
且这些过渡期应伴有做到符合贸易规则的行动计划。此
外，2011年12月世贸组织第八次部长级会议作出的一
项决定规定：“将考虑加入的最不发达国家的个别发展
需求，审议关于额外过渡期的请求。”304 随后，世贸组
织总理事会2012年7月25日的决定进一步简化了最不发
达国家加入准则并使其更具操作性，除其他外提高了透
明度，并承诺在个案基础上积极考虑额外过渡期。305

自1995年世贸组织成立以来加入该组织的最不发达国 
家包括柬埔寨和尼泊尔（2004年）、佛得角（2008
年）、萨摩亚和瓦努阿图（2012年）、老挝人民民主
共和国（2013年）、也门（2014年）以及阿富汗和利
比里亚（2016年）（见专栏2.17）。通常情况下，加
入的最不发达国家承诺在各自的加入议定书中确定的
日期起全面实施《TRIPS协定》。然而，在编写本报告
时，TRIPS理事会在准备审查萨摩亚实施立法的同时，
尚未开始审查这些国家的任何实施立法。

2. 竞争法和竞争政策

在政府可用于解决公共卫生问题的政策工具中，竞争政
策在确保获取医疗技术和促进制药部门创新方面发挥着
重要作用。竞争有利于自由选择、低价和物有所值，同
时也是创新和提高生产力的重要推动力。

(a) 竞争法和竞争政策的双重功能

在审查旨在促进创新和确保医疗技术获取的政策时，竞
争政策可被认为具有两种相互关联的功能，它们相互补
充（Hawkins, 2011）。

第一，竞争政策在为与医疗技术创新和获取有关的监管
措施和其他政策选择提供信息方面非常重要。竞争机构
可被授权对竞争和监管、药品价格监管制度、药店监管
和批发/分销安排进行广泛的政策审查。它们可以就一
系列影响竞争的政策提出政策建议——不仅是竞争法和
消费者保护法的实施，而且还包括直接影响公共卫生的
领域。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合组织）和世界银行等
机构发表了关于竞争政策与卫生监管相互作用的研究报
告。这种相互作用促进了竞争主管部门与监管医疗产品
价格和总体上监管卫生部门的机构之间的协调。308

第二，竞争法的执行还有助于纠正参与开发和向需
要医疗技术的患者提供医疗技术的不同商业部门可能
发生的反竞争行为。它的目的是用纪律约束反竞争做
法，例如：可能限制研发、限制医疗技术生产所需资
源的提供、对仿制药进入或品牌间竞争造成不必要障
碍、总体上限制现有销售渠道和消费者选择等做法。

专栏2.17：柬埔寨的例子：最不发达国家加入世贸组织的条件

柬埔寨是第一个完成入世谈判的最不发达国家（1995年世贸组织成立时，许多最不发达国家是原始成员）。其工
作组成立于1994年，从2001年到2003年举行会议，柬埔寨于2004年加入世贸组织。在加入条件中，柬埔寨承诺
不迟于2007年1月1日实施《TRIPS协定》——尽管《多哈宣言》同意将最不发达国家成员在药物产品专利和试验
数据保护方面的期限延长至2016年1月1日，后来又商定将最不发达国家成员的期限普遍延长至2013年7月1日。

柬埔寨承诺在2007年实施《TRIPS协定》，但有一项谅解，即在过渡期内，柬埔寨除其他外将授予五年的试验
数据排他权，并规定专利与上市许可的链接。306因此，柬埔寨接受了现有成员提出的要求，这些要求超出了
《TRIPS协定》中规定的明确义务。这样，柬埔寨在其加入协定中似乎放弃了《协定》的一些灵活性，而根据
目前的过渡期，柬埔寨本可以从这些灵活性中受益。

但是，就在通过关于柬埔寨加入的决定之前，时任世贸组织副总干事代表柬埔寨加入工作组主席发言澄清：“柬
埔寨所取得的成果是不言而喻的，在这方面，我还要补充一点，本项加入的条件并不排除柬埔寨作为最不发达
国家利用《〈TRIPS协定〉和公共卫生多哈宣言》所规定的利益。”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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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医疗技术获取和创新

在这方面被认定为有害的做法包括（但不限于）：(i)滥 
用知识产权——在医疗技术许可中，具有市场力量的
公司用过于限制性的条件，或者强加这种条件来实现
拒绝交易；(ii)通过被认为是反竞争的专利和解协议 
来阻止仿制药竞争；(iii)制药公司的兼并导致研发和
知识产权的不适当集中；(iv)制药公司之间的卡特尔协
议，包括仿制药制造商之间的协议；(v)医药零售和其
他相关部门的反竞争行为；以及(vi)在公共采购中操纵
投标。最近，制药部门的过度定价也被认为是可能值
得竞争主管部门审查的行为。309这些做法可以通过竞
争法执法逐一处理（见第四章第四节2）。

(b) 竞争法和政策与知识产权保护之间的联系

在创新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和竞争政策的目的和效果是
相辅相成的：二者都旨在通过创造激励机制来促进创
新，从而开发新产品和新服务。310对新型医疗技术的
知识产权保护一般认为是促进新医疗技术研发投资的重
要手段。这导致不同的原研公司在开发有价值的新医疗
技术方面的竞争，因此也导致它们在尽早生产和供应方
面的竞争。这种形式的竞争一般通过知识产权得到加
强。竞争政策还有助于保持市场结构的开放性，对反竞
争行为提供反制措施，从而保持行业的创新潜力。

由于竞争者被排除在使用专利技术或受其他保护的医
疗技术之外，知识产权激励他们拿出替代品或者更优
质的产品。当知识产权被用来排除竞争者时，可以给
能够率先进入市场的创新者提供商业优势（这被称为 
“先行者”优势）（Bond and Lean, 1977），而初始
利润可以鼓励竞争的原研企业通过开发竞争产品进入
这些市场。理想的情况是，这导致药品市场上所谓的
专利间竞争：可能有同一治疗类别的替代产品，医疗
技术的生产者然后在同一市场上竞争。

(i) 在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框架中处理竞争政 
策问题

竞争政策为知识产权保护法律框架作出了贡献，国际协
定和国家知识产权法都承认竞争政策为知识产权提供 
“制衡”的作用。311关于竞争的法律规定可被认为是知
识产权保护规则的一个组成部分。

在国际层面，《巴黎公约》早已承认竞争政策在制定
知识产权保护规则方面的相关性，将其作为授予强制
许可防止滥用知识产权的理由。这同样反映在《TRIPS
协定》的一些条款中。312

《TRIPS协定》第8条第2款规定，可能需要采取（符
合《协定》规定的）适当措施，防止权利人滥用知识产
权，或采取不合理限制贸易或对国际技术转让产生不利
影响的做法。从表面上看，这项规定不一定只涉及违反
竞争法的行为，还涉及“滥用”知识产权这一可能更广
泛的概念。

在一个相关、但侧重于限制竞争的许可做法这一具体
问题的领域，《TRIPS协定》第40条第1款记录了世
贸组织成员的一致意见，即与知识产权有关的一些限 

制竞争的许可做法或条件，可能对贸易产生不利 
影响，并可能阻碍新技术的转让和传播。为了处理 
这一问题，《TRIPS协定》第40条第2款承认世贸组 
织成员政府有权采取措施防止对知识产权的反竞争滥
用。《TRIPS协定》第40条第2款还包含了一份可视 
为滥用行为的简短示例。这些行为包括排他性回授条件、防 
止质疑有效性的条件，以及胁迫性一揽子许可。313

《TRIPS协定》第31条规定了不经权利人授权使用专利
的某些条件，(k)项明确规定，在“为纠正经司法或行政
程序确定的反竞争行为”而授予强制许可的情况下，成
员没有义务适用其中的某些条件，这些条件即：要求表
明，有意使用者已经作出努力，按照合理的商业条款和
条件从权利人那里获得自愿授权，而且这种努力在合理
的时间内没有成功，以及要求根据强制许可授权使用专
利主要是为了供应授权这种使用的成员的国内市场。此
外，当局在确定应支付的报酬数额时，可以考虑纠正反
竞争行为的必要性。

在许多国家，实施《TRIPS协定》的国家知识产权立 
法也承认竞争政策在知识产权方面的作用。例如，《印度 
专利法》规定，在专利权人采取反竞争做法的情况下，无 
需事先尝试以合理条款和条件从专利权人那里获得许
可，即可授予强制许可（第84条第6款第(iv)项），必要
时还有权出口根据这种许可生产的任何产品。

(ii) 在知识产权背景下执行竞争法

竞争法执法为逐一纠正滥用知识产权的行为提供了有用
的工具。314一般来说，竞争法没有适用于知识产权的
特别原则，但对知识产权的反竞争使用要受到竞争法纪
律的约束。知识产权保护也不能假定为赋予市场力量或
预示反竞争行为。事实上，知识产权被认为有助于建立
正常的市场和促进创新。作为一般规则，竞争法不阻止
知识产权人行使其专有权。竞争法对知识产权的这种一
般性尊重是基于这样一种假设，即知识产权是通过一种
不赋予过宽知识产权的制度合法获得的。例如，意大利 
竞争管理局2012年1月决定对一家制药公司排他性滥用
支配地位进行罚款，得到了意大利国务委员会的确认。国
务委员会强调，简单地行使知识产权不足以构成滥用支配
地位，但公司采用的策略确实构成了滥用行为。315

因此，竞争法执法的作用是只在必要时提供“纠正”措
施。在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本身无法防止非法限制竞争的
情况下，可能需要竞争法执法行动。在许多司法管辖
区，人们对确保知识产权与竞争法和政策的适当平衡越
来越感兴趣。

(c) 维护创新：制药部门的兼并控制

制药部门的兼并数量不断增加，包括具有潜在新药管
线的原研公司和仿制药公司之间的兼并（UNCTAD, 
2015b）。为确保合并不会严重阻碍有效竞争，各司法
管辖区的竞争管理机构开展兼并控制活动。它们可能要
求，兼并必须剥离某些研究部门，以防止放弃对未来潜
在竞争性医疗技术的研究（见专栏2.18欧盟委员会的
兼并控制活动）。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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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不正当竞争

《巴黎公约》第10条之二涉及不正当竞争。318该条要
求巴黎联盟各国保证向各国国民提供有效的保护，制止
不正当竞争，也就是使其免受在商业事务中违反诚实习
惯做法的竞争行为。《TRIPS协定》将这一义务扩大到
所有世贸组织成员（《TRIPS协定》第2条第1款）。特
别是，各成员应禁止某些行为：造成混淆的行为，通过
虚假指控损害竞争者信誉的行为，在商品的性质、制造
方法、特点、用途或数量方面误导公众的行为。

反不正当竞争是为了保护竞争者和消费者，同时也是为
了公众利益。在确定商业交易中的诚信时，必须考虑所
有这些因素。这种方法符合《TRIPS协定》第7条，该
条反映了在其中提到的社会目标之间建立和保持平衡的
意图。319因此，认定哪些行为构成违反商业事务中的诚
实做法，视具体情况，可能反映了这些利益的平衡。320

反不正当竞争的规则和控制反竞争行为的规则是相互关
联的，两者的目的都是为了确保市场的有效运作，但方
式却不一样。前一套规则旨在保护竞争者和消费者，使
其免受在某一市场内被认为有违诚实公平的竞争行为之
害。后一套规则旨在确保市场中的竞争不受私人限制和
滥用市场力量的影响。

各国在国内法中以不同方式实施反不正当竞争。一些国
家通过了有关的专门立法，另一些国家则依靠一般的消
费者保护法和类似法律。

3. 贸易政策设置

所有国家都在不同程度上依赖进口商品来满足人口的卫
生保健需求。在大多数国家，特别是在医疗技术当地生
产能力很小或根本没有的较小发展中国家，这种进口商
品对该国的国家卫生系统作出了独特的贡献。各国还越
来越多地参与卫生保健服务贸易。因此，贸易政策影响
到医疗技术市场向进口商品和服务开放竞争的方式。

国际贸易规则是在世贸组织的框架内，在多边一级制 
定的。世贸组织的基石之一是国际贸易关系中的非 
歧视。这是通过国民待遇原则和最惠国待遇原则来 
实施的。这两项原则体现在世贸组织的所有协定中，包
括与货物贸易有关的《关贸总协定》、与服务贸易有关
的《服务贸易总协定》（《服贸总协定》）以及与知识
产权有关的《TRIPS协定》。在《关贸总协定》和《服
贸总协定》中有一些重要的例外，特别是有利于发展中
国家的特殊和差别待遇，以及区域一体化协定。

世贸组织还保障其成员保护公共健康的权利。自1947
年成立以来，《关贸总协定》在第二十条(b)项下赋予
各国在某些条件下采取贸易限制措施保护人类、动物或
植物生命或健康的权利。《服贸总协定》第十四条(b)
款对服务贸易有类似的例外规定。这些一般例外可以证
明一项本来不符合世贸组织义务和承诺的措施是合理
的，但条件是卫生措施及此类措施的实施方式必须满足
某些条件，例如其实施不构成对国际贸易的不合理歧视
或变相限制。此外，《TRIPS协定》第8条承认成员有
权采取措施保护公共健康，只要这些措施符合《TRIPS
协定》。

(a) 关税

对进口货物征收关税或海关税是一种传统的贸易政策工
具，根据世贸组织的规则，它优于配额等数量限制，后
者一般被禁止。关税相对透明，而且与配额不同，不对
进口量施加严格的限制。

世贸组织成员商定了各自对包括药品在内的所有或多数
进口产品的某些最高关税水平（关于卫生相关产品的关
税，见第四章第四节1(b)）。这些最高水平称为“关税
约束”，因国家和产品而异。它们是几十年来关税谈判
的结果，逐渐形成了对更多产品的关税约束，创造了一
个更可预测和稳定的贸易环境。连续几轮谈判也使约束
税率降低，而且世贸组织成员事实上经常采用低于约束
税率的关税。例如，发展中国家对制剂的约束关税平
均为21.3%的从价税（按进口价值计算），但它们在
2016年实际适用的关税平均为2.5%从价税。 321

关税使包括药品在内的进口商品对消费者更加昂贵。尽
管如此，许多国家都征收关税以加强本地企业在国内市
场的竞争地位，试图保护就业或促进产业发展（如制药
部门的当地生产能力），或者对国际市场保持一定程度
的独立性。对消费者来说，关税保护可能导致昂贵的结
果。关税还能为政府增加收入，尽管就药品而言，增加
的收入额一般不大。

在发达国家，对药品征收的关税很低，甚至为零。一
些世贸组织成员，主要是发达国家，于1994年缔结了 
世贸组织《药品协定》（见第四章第四节1(b)和专栏
4.29）。根据该协定，这些国家取消了所有药物产品
成品以及指定活性成分和生产投入品的关税。1994年
以来，缔约方定期更新协定的覆盖范围。2016年，发
达国家对药品适用的从价税率低于0.1%。发展中国家
将药品适用的关税税率从6.7%平均降至2.5%。这些发
展中国家中包括一些有当地制造业的国家，它们对成

专栏2.18：欧盟的兼并控制317

近年来，欧盟委员会阻止了一些交易，它们可能有损于推出新药或扩大现有药品治疗用途的研发工作。为保护
创新竞争，委员会对一些案件进行了干预，这些案件例如有可能阻碍拯救生命的癌症药物或处于早期开发阶段
的管线失眠药物的先进研发项目。所发现的潜在竞争问题主要涉及以下风险：(i)剥夺患者和国家卫生保健系统
的某些药品；(ii)削弱在欧洲甚至全球范围内开发的某些疗法创新，有可能导致某些药品在一个或几个成员国
价格上涨。在多数案件中，委员会在公司提出补救措施、确保管线项目不被放弃并找到新的经营者来推动这些
项目之后，才批准了所有这些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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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适用较高的关税。最不发达国家适用的税率平均从
4.4%到2.5%不等。

对某些药品或某些购买者往往可以给予关税豁免。公共
部门和私人非营利性购买者往往可以享受关税豁免。健
康行动国际与世卫组织合作，确定了不同国家与药品价
格相关的各种费用。一些国家的数据包括关税和豁免信
息。322

(b) 非关税措施

过去60年连续几轮谈判使关税税率稳步下降，导致重
点转向其他类型的贸易措施。一些专家认为，这些其
他贸易措施越来越多地被用来取代关税，以保护国内
产业。非关税措施包括卫生措施、技术法规、装运前
检查、进口许可证、价格控制措施、税费、限制销售
和售后服务等。世贸组织的几项协定，包括《实施卫
生与植物卫生措施协定》（SPS协定）和《技术性贸易
壁垒协定》（TBT协定），都是专门针对这些类型的非
关税措施的。这类协定的一个基本目标是为这些措施
的使用制定规则，使它们不成为歧视性或不必要的贸
易壁垒。虽然所有这些措施都可能影响药品贸易，但
以下两种措施与公共卫生成果有直接联系。

(i) 卫生和植物检疫措施

对于想确保食品安全，防止植物或动物携带的疾病通
过贸易传播给人类的国家，《SPS协定》载有具体的
规则。该协定的目的是，在承认成员决定其认为适当
的健康保护水平的主权权利，与防止对国际贸易进行
不必要、任意、科学上不合理或变相限制的卫生和植
物检疫管制之间取得平衡。《SPS协定》要求卫生和
植物检疫措施对贸易的限制不得超过达到适当卫生和
植物检疫保护水平所需的程度，同时考虑技术和经济
可行性。因此，它鼓励成员遵循国际标准、准则和建
议。允许成员采取提高健康保护水平的卫生和植物检

疫措施，或者不存在国际标准的措施，只要这些措施
在科学上是合理的。

卫生与植物检疫委员会（SPS委员会）监督《SPS协 
定》的执行，并促进成员间就监管程序和在制定卫生 
和植物检疫措施时使用风险评估等问题交流信息。此
外，委员会还提供一个论坛，供成员就另一成员的卫生
和植物检疫措施讨论具体贸易问题（见专栏2.19）。

(ii) 技术性贸易壁垒

《TBT协定》适用于未被《SPS协定》涵盖的技术性产
品要求。《TBT协定》有助于支持让不同的国家规章与
国际标准统一起来，进而促进各国体系的监管合作和
趋同。《TBT协定》大力鼓励这种监管协调，要求各成
员通常应使用相关国际标准作为其监管措施（即技术法
规、合格评定程序和国内标准）的基础。当由于监管制
度或方法的不同而产生贸易摩擦时，世贸组织TBT委员
会为成员提供了一个讨论和解决问题的论坛。TBT委员
会还充当关于如何进行最佳监管的孵化器，成员可以在
这里交流经验，包括良好监管做法方面的经验（如内部
协调、对监管和非监管替代办法的分析，以及透明度和
公众咨询）。

《协定》既涉及强制性工具（“技术法规”），也涉
及自愿性工具（“标准”），以及这些工具的合格评
定程序，如检查。例如，技术法规和标准包括药品的
质量要求、食品药品的标签和包装要求，以及例如X
光机的安全标准。《TBT协定》在国民待遇和最惠国
待遇方面都纳入了不歧视原则。《协定》还要求，技
术法规对贸易的限制不得超过为实现合法目标所必需 
的程度，同时考虑合法目标未能实现可能造成的风
险。《协定》还载有关于合格评定程序和标准的类
似义务。《协定》将保护人类健康或安全列为合法
目标。换言之，《TBT协定》允许各国为保护健康而
对贸易进行管制，但要求这种措施不得歧视或不必要
地限制贸易。根据《TBT协定》，只有不必要的限制

专栏2.19：卫生与植物检疫委员会中的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问题

2018年以来，在SPS委员会会议上，在SPS相关立法信息共享的背景下，提出了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问题，这
同时也是一个具体的贸易问题。

2018年7月323，欧盟向委员会通报了其新的《兽药产品条例》，该条例将于2021年底生效。《条例》的主要
目标之一是按照“卫生一体化”的方法解决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的公共卫生风险。《条例》规定了针对耐药性
的行动，包括慎用抗生素，以及保留某些抗微生物药物仅用于治疗人类感染，禁止在动物身上为促进生长而
使用这些药物。这是一揽子计划的一部分，其中还包括一项关于加药饲料的新条例，该条例包含旨在打击滥用
抗微生物药物的措施，包括为预防目的禁止在加药饲料中使用抗微生物药物，并限制治疗时间。关于欧盟《兽
药产品条例》，某些世贸组织成员表示关切的是，尽管第三国整体卫生条件不同，区域条件和疾病流行程度也
不同，但外国生产者必须遵守欧盟有关牲畜抗生素使用限制的生产方法要求。324成员质疑这种措施的科学依
据，并关注对国际贸易的不必要限制性影响。它们告诫不要采取任何单边做法，表示倾向于由粮农组织、国
际兽疫局和世卫组织作出多边努力，包括通过耐药特设法典政府间工作组，合作制定标准来解决抗微生物药
物耐药性问题。欧盟答复，2006年以来欧盟一直禁止使用抗生素作为饲料添加剂，这是基于科学意见的。这
与国际上日益认识到需要逐步停止把抗微生物药物用作生长促进剂是一致的，其中一些药物对人类医学至关重 
要。新《条例》对欧盟的经营者提出了比非欧盟国家经营者更严格的要求。新的进口要求应视为防止抗微生物
药物耐药性全球蔓延整体斗争的一部分，而不是贸易壁垒。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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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的法规才被禁止，而例如保护人类健康等必要 
法规是允许的，即使这些法规强烈限制贸易。监管
的协调，即国家法规与国际标准的统一，是《TBT协
定》的另一个基本支柱。《协定》大力鼓励这种监管
协调，要求成员使用相关国际标准（即技术法规、合
格评定程序和国内标准）作为监管措施的基础。《协
定》还规定了灵活性，在成员认为某项国际标准对实
现有关措施所追求的合法目标无效或不合适时，可免
除这种义务。最后，《协定》在序言中承认“国际标准
化在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让技术方面可以作出的
贡献”，明确提到了通过国际标准进行协调的另一个重
要好处。

(c) 服务贸易

由于个人（无论是病人还是卫生服务提供者）的流动 
性增加，私营部门在提供卫生服务方面的作用越来 
越大（建立了跨国公司），以及通信革命带来了移动应
用和与卫生有关的联网设备数量激增，卫生服务贸易一 
直在增长。此外，卫生服务对许多药品和其他医疗技术
的有效提供和正确使用作出了重大贡献，特别是与预
防、诊断和治疗有关的服务，但也包括辅助和技术支
持。对于许多复杂的诊断服务或治疗方法来说，在有效
和适当地获得技术本身与提供相关服务之间没有明确的
区别。因此，在向外国服务和服务供应商开放卫生服务
方面作出的选择，可能影响医疗技术的获取。

(i) 多边法律框架

《服贸总协定》是管理服务贸易，包括卫生服务贸易的
主要多边法律文书。它将服务贸易定义为通过四种不
同“提供方式”提供服务，每种方式都与卫生部门有关：

�� 方式1：跨境提供（如远程医疗、远程保健）

�� 方式2：境外消费（如患者在外国寻求医疗）

�� 方式3：建立商业存在（如诊所在海外开设分支或
在境外投资已有设施）

�� 方式4：自然人存在（如医生迁移到国外的外资诊
所工作）。

(ii) 《服贸总协定》在卫生相关部门的承诺范围

《服贸总协定》给予世贸组织成员充分的灵活性，可
以决定是否为开放卫生相关部门列入有约束力的承
诺，向外国竞争开放哪些提供方式，以及它们准备承
担多少义务。卫生服务分为几类：(i)医院服务；(ii)其 
他人类健康服务；(iii)社会服务；(iv)医疗和牙科服
务；(v)助产士、护士、理疗医师和护理员提供的服
务。326 其他服务对健康服务和医疗技术起到补充和
便利作用，例如：保险服务；医学科学的研究与开
发；各种药品、医疗和外科商品和器械的药房、批
发和零售；医疗设备的维护和修理服务；以及技术 
测试和分析服务。但是，许多公共部门的卫生服务
不在《服贸总协定》的范围内，因为其纪律不涉及 
“行使政府职权时提供的”服务（即那些既不“依据商 

业基础”也不“与一个或多个服务提供者竞争”的 
服务）。

许多国家已逐步放开了卫生服务，从而为私人经营者创
造了更多机会。然而，这些国家仍然不愿意根据《服贸
总协定》的条款使这种开放具有约束力。因此，除了健
康保险服务外，根据《服贸总协定》作出的具有法律约
束力的卫生服务自由化承诺比任何其他部门都要少（见
表2.3）。这可能是由于公共实体在提供公共卫生服务
方面发挥着主要作用，再加上政治上的敏感性。卫生服
务不是正在进行的双边谈判的对象，在该部门作出的承
诺大多由某一国家主动发起（Adlung, 2010）。要指
出的是，无论如何，承诺向外国竞争开放一个服务部门
不影响政府监管该部门的能力。

在所审议的卫生部门中，普遍不愿意就跨境提供卫生服
务作出承诺。这可能是由于在如何设计和执行对国外服
务供应商的适当监管方面存在不确定性（其他服务部门
也观察到这种情况）。

关于在境外消费卫生服务的约束在全面承诺中的数量最
多，这也许反映了政府不愿意——也没有能力——阻止
其国民离开本辖区到境外消费服务（这种做法也在所有
服务部门都存在）。一些成员限制保险对境外治疗的可
携带性，这可能阻止病人在其辖区以外寻求治疗。

近半数承诺涉及通过商业存在提供卫生服务，这些承诺
似乎在部门一级不受限制，这一结果似乎高于所有部门
的平均水平。327然而，这种方式下的多数承诺都受到
限制，例如对外国股本的限制以及对合资企业或居住地
的要求。一些成员采用经济需求测试——在批准建立新
的医院或诊所之前，考虑人口密度、现有医疗设施、专
业化程度、医疗设备类型、与设施的距离或是否有交通
基础设施等标准。

与其他提供方式不同的是，绝大多数成员都在“横向”
基础上对通过在境外工作的卫生专业人员提供的卫生服
务作出了承诺。这意味着，这些承诺同样适用于某一
成员作出有约束力承诺的所有服务部门。多数世贸组
织成员对这种方式的承诺有严格的限制，重点是高技 
能人员或与商业存在有关的个人，而不是自营职业 
者（Adlung, 2009）。一些成员在其承诺中增加了进一 
步的限制，提到语言、居所或国籍要求、承认文凭、严

表2.3：《服贸总协定》承诺的数量（截至2020年）

医疗和牙科服务 52

护士、助产士等 22

医院服务 49

其他人类健康服务（救护车等） 25

社会服务 15

其他与健康相关的服务和社会服务  6

来源：世贸组织秘书处

注：欧盟（25个）的承诺表算作一个，但包括截至2004年25个成员国
的承诺。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克罗地亚有单独的承诺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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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的时间限制、经济需求测试或配额，从而进一步限制
了已经有限的约束水平。然而，有证据表明，卫生专业
人员在实践中受益于更好的准入条件，好于他们只受限
于《服贸总协定》约束时的情况。卫生服务承诺在所涵
盖活动的广度上也受限制，如排除公共供应商，将医院
服务承诺限于私人提供或私人出资的服务，或限于所涵
盖的医疗专业类型。但要指出，随着新成员加入世贸组
织，卫生服务承诺数量有所增加。

(iii) 卫生服务贸易日益增长的经济重要性 
和《服贸总协定》承诺的影响

根据全球卫生观察站的数据，2016年卫生支出为7.5万亿
美元，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10%。预计到2030年，卫 
生部门将新增4千万个工作岗位（WHO, 2016e）。现
有统计数据显示，在经合组织地区，2000年至2014年 
期间，卫生部门的劳动力增加了48%，是总就业人数增
长的3.5倍。然而，这种日益增长的需求具有挑战性，为 
应对某些司法管辖区一些可预见的短缺，服务贸易显然
可以发挥作用。由于许多国家没有报告详细的官方统
计数据，关于卫生服务在国际贸易中份额的经验证据有
限。但是，根据世贸组织秘书处编制的一套试验性数据
所作的估计表明，卫生服务占500亿美元。建立外国控
制的医疗机构是提供这种服务的主要方法（71%），其
次是在境外接受治疗（23%）、跨境提供，如远程医 
疗（5%）和卫生专业人员/工作者的临时存在（1%）。

卫生服务正在全球化，卫生保健人员和病人的跨境流
动增加，技术发展和电信费用下降，这些都促进了一
系列活动中电子卫生保健的发展（如远程放射学、远
程诊断、远程病理学、远程问诊和远程手术）。

但是，因为数据有限，而且难以区分贸易协定下的约束
与其他政策和监管措施的影响，几乎不可能衡量《服贸
总协定》承诺对卫生服务——以及任何其他部门——的
影响。然而，研究表明，《服贸总协定》承诺——在有
承诺的地方——对贸易格局的影响很可能不大。《服贸
总协定》承诺并不意味着额外的自由化，而是（最多）约 
束现有的市场准入水平。因此，无论《服贸总协定》下
的义务如何，卫生服务的商业化都已发生，《服贸总协
定》的主要影响似乎是使国家政策更可预测（Adlung, 
2010）。第四章将讨论自贸协定对卫生服务的覆盖。

(iv) 与开放卫生服务贸易有关的挑战

卫生服务方面一个日益严重的挑战与人口变化（即人口
老龄化）有关，这种变化正在推动医疗护理相关服务需
求的增长。开放卫生服务贸易本身不应被视为目的，而
应被视为一种工具，如果在更大的政策背景下加以适当
利用，可以产生明显的效益。从公共卫生的角度，增加卫
生服务贸易既能带来提高卫生服务质量的机遇（如偏远
地区的可及性、减轻人力资源限制、额外的资源），也 
会对公平造成风险（如只为部分人口服务、电信网络的
大量初始投资、吸引投资）。人们往往担心的是，开放
卫生服务（贸易）可能造成一种两级制度——富人好服
务，穷人坏服务，从而危及所有人公平获得服务。例
如，通过互联网从异地中心出口卫生服务，可能增加发

展中国家的就业机会，并控制发达国家的成本。通过吸
引卫生保健工作者到经济上更有吸引力的机会，可能使
当地卫生部门出现缺口。

因此，公共所有和经营的卫生设施需要一个适当的监
管框架，以确保更开放的卫生服务贸易惠及所有阶层
的人口。在根据《服贸总协定》或任何其他贸易协定作
出有约束力的承诺之前，应先对卫生服务的供应进行影
响评估。卫生工作者的流动是一个关键问题，他们往往
从一国最贫困的地区流向较富裕的城市，并从那里流向
高收入国家。高收入国家对外国卫生工作者的需求出现
增加，因为当地培训的卫生专业人员数量不足，而且这
些国家在发生人口老龄化。在考虑卫生专业人员的流动
时，承认资格也是在外国市场提供服务的一个必要条
件。希望遏制“人才外流”的政府仍然可以自由地这样
做，因为这种措施不受《服贸总协定》纪律的约束，特
别是那些与外国卫生工作者临时流动有关的措施。

这一承诺，包括其定义和具体承诺在范围上有限，意味
着《服贸总协定》传统上在卫生人员国际移徙方面发挥
的作用可能微不足道，但可以帮助填补未来日益扩大的
资源缺口。

4. 政府采购

政府采购一般是指政府机构为履行其公共服务职责，包 
括在卫生保健等具有重要社会意义的领域，购买或由
其代表购买货物、服务和建筑服务或其任何组合。本
部分论述精心设计的政府采购框架可望对卫生部门产生
的积极影响。文中介绍了世贸组织下的诸边《政府采购
协定》（2012年修订）为此制定的规则，以及该《协
定》所涵盖的卫生相关部门的采购市场规模。

(a) 透明的竞争性采购过程对卫生部门的重
要性

通过引入更好的政府采购工具来实现大量节约的可 
能性，对卫生部门尤为重要。世界银行称，药品采购特 
别容易出现管理不善的情况，造成缺货、浪费、质量差
和价格上涨（Savedoff, 2011）。现有的调查显示，在 
许多中低收入国家，药品供应仍然远远不足，价格仍然
比国际参考价格高出许多倍（见第四章第一节3）。在 
公共卫生系统中引入更高效、透明和竞争性的采购程
序，可以大大有助于改善药品的可及性和可负担性，从
而有助于建立更高效、更具成本效益的医疗服务系统，最 
大限度地减少浪费，防止欺诈和腐败行为。第四章第一
节第8部分总结了通过在卫生保健部门采用透明的竞争
性采购程序而实现成本降低的一系列证据。

(b) 根据《政府采购协定》采购医疗技术和
卫生服务

《政府采购协定》为国际一级的规则提供了一个适当的
框架，目的是促进公共采购领域的有效贸易和最佳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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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 创新和获取行动的政策背景

《政府采购协定》是一项诸边协定，这意味着只有加入
该协定的世贸组织成员（2019年5月5日为48个）才受
其规则的约束。

除了作为一项有约束力的国际协定外，《政府采购协
定》还成为体现政府采购承诺的若干双边和区域贸易
协定的范本。它还与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贸易
法委员会）的《货物、工程和服务采购示范法》（包
括2011年修订本）大体一致，该示范法启发了许多 
国家的国家立法。《协定》还加强了其他国际文书，如
世界银行的准则和经合组织关于预防腐败的工作。因
此，《政府采购协定》的基本纪律涉及到更广的采购，而 
且涉及到的国家可能多于其现有成员。328

(i) 《政府采购协定》覆盖面

《政府采购协定》对公共卫生部门有重要的适用性，特
别是在它所涵盖的领域——药品、药物产品和卫生服务
的采购方面。原则上，《政府采购协定》促进透明度和
公平竞争，帮助提高政府及其机构的资金效益。除非另
外明确排除，《政府采购协定》涵盖所涉实体采购的价
值超过相关门槛价的所有商品329，包括药品和药物产
品（见表2.4）。

《政府采购协定》只适用于缔约方具体承诺并列入《政
府采购协定》附录一中各自承诺表的货物和服务以及政
府机构或实体。为确定《政府采购协定》缔约方在卫

表2.4：世贸组织《政府采购协定》缔约方在卫生部门的涵盖情况

2019年5月5日世贸组织	
《政府采购协定》缔约方

涵盖中央政府一级的	
卫生相关实体

涵盖次中央政府一级的	
卫生相关实体

涵盖货物（药物产品	
一般视为货物） 涵盖卫生相关服务

亚美尼亚a   

澳大利亚d    X

加拿大    X

欧盟，包括其成员国330    X

中国香港  不适用  X

冰岛b  X

以色列c  X  X

日本  X  X

大韩民国  X  X

列支敦士登b  X

摩尔多瓦共和国a   X

黑山a   X

荷兰，关于阿鲁巴  不适用  X

新西兰e    X

挪威a   X

新加坡  不适用  X

瑞士    X

中国台北    X

乌克兰b  

美国    

注：世贸组织《政府采购协定》缔约方名称为世贸组织使用的名称。符号“V”和“X”分别用来表示缔约方的涵盖范围是否明确表示包括卫生相关 
实体。如果缔约方的涵盖范围是用一般的或描述性的语言提出的，没有提供额外的细节——例如以说明性清单的方式，具体条目则留白。此外还用 
脚注表明某个项目既未明确涵盖，也未明确排除。还应指出，以下各方没有次中央级政府，因此没有这方面的承诺表：中国香港、荷兰（关于阿 
鲁巴）和新加坡。
a 在亚美尼亚、摩尔多瓦共和国、黑山和挪威的附件2中，既未明确涵盖也未排除卫生相关实体。
b 卫生相关实体（附件1和附件2）既未明确涵盖也未排除。
c  以色列明确排除了卫生部采购的下列货物：胰岛素泵和输液泵、听力计、医用敷料（绷带、不含纱布绷带和纱布垫的胶布）、静脉注射液、输液

装置、头皮静脉套装、血液透析和输血管、血袋和注射器针头。应指出，由于《政府采购协定》谈判结束，这些排除项目中有一些已经被删除。
d 在其《政府采购协定》涵盖范围中，澳大利亚明确排除了卫生服务（附件5）和血液及血液相关产品的采购，包括血浆衍生产品（附件4）。
e  除了明确涵盖次中央卫生相关实体外，新西兰的附件2还澄清，所列地区卫生委员会通过其代理机构Health Alliance Limited进行的采购也涵盖
在内。采购公共卫生服务被明确排除在新西兰的涵盖范围之外（附件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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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保健部门作出的具体市场准入承诺，必须考虑以下
因素：(i)《政府采购协定》缔约方承诺表是否涵盖了卫
生相关实体，如果涵盖，哪些实体；(ii)《政府采购协
定》是否涵盖卫生相关产品和服务，如果涵盖，哪些产
品和服务。

关于第一个方面，《政府采购协定》缔约方涵盖了各级
政府的卫生相关实体（见表2.4）。更准确地说：

�� 几乎所有缔约方都明确涵盖中央政府一级的此类实
体（如联邦实体和部委）

�� 多数设有次中央一级政府（如州、省和直辖市）的缔
约方在这一级涵盖了它们，或者没有明确排除它们

�� 三个缔约方涵盖其他类型的卫生相关政府实体（如
医院）。

正如《政府采购协定》修订后的案文所表明的那样，《政 
府采购协定》不适用于为商业销售或转售而采购的货物
或服务。

此外，欧盟还根据《政府采购协定》对其所有成员国中
央政府一级的卫生相关实体以及大量次中央政府一级的
卫生相关实体作出了有约束力的承诺。美国则涵盖联邦
卫生与公众服务部及若干州的卫生相关实体。新西兰明
确地将其地区卫生委员会包括在内。331

另一个关键点是，根据《政府采购协定》，药物产品一
般视为货物，因此除非另有规定，否则当缔约方涵盖表
中所列实体购买的价值超过相关门槛价时，通常视为属 
于《政府采购协定》的范围。此外，《政府采购协定》缔 
约方目前均未在其涵盖表中总体排除此类产品。一个较
小的缔约方将其卫生部采购的一些货物排除在外。关 
于《政府采购协定》对卫生相关服务的涵盖范围，乌克
兰和美国是目前唯一涵盖这些服务的缔约方。新西兰明
确排除了公共卫生服务采购。因此，总体而言，《政府
采购协定》为卫生保健部门的实体提供了相对广泛的涵
盖面，特别是在货物（包括药品）方面；另一方面，它
对卫生服务的涵盖有限。

(ii) 《政府采购协定》缔约方卫生相关采购的规模

《政府采购协定》是规范政府采购市场贸易的主要国际文
书。经过几轮谈判和增加新成员，《政府采购协定》缔 
约方已将每年估值1.8万亿美元的采购活动向国际竞争
开放（即向《政府采购协定》缔约方提供货物、服务或
建筑服务的供应商开放）。要了解《政府采购协定》所
涵盖的政府采购市场在卫生相关领域的重要性，必须量
化这些市场准入承诺的潜在价值。目前，《政府采购协
定》缔约方向政府采购委员会提交的最新统计报告提供
了关于所涵盖采购市场规模的重要统计资料来源。虽然
这些统计报告不一定在所有方面都是一致的（正在努力
确保方法上有更大一致性），但它们是关于《政府采购
协定》下市场准入承诺规模的有用信息来源。332

这些官方资料表明，《政府采购协定》所涵盖的卫生
相关部门的政府采购市场规模巨大。333例如，美国在
其统计报告中指出，《政府采购协定》所涵盖的37个

州在2010年按职能划分的总支出中，医院支出为490
亿美元，卫生支出为470亿美元。334此外，美国报告
称，2010年《政府采购协定》所涵盖的、由卫生与公 
众服务部采购的商品和服务价值估计约为100亿美元。欧 
盟也在2013年的统计报告中指出，其涵盖的实体采购
的《政府采购协定》所涵盖的医疗和实验室设备、药
品和相关医疗消耗品估值为280亿欧元。335日本报告
说，2010年厚生劳动省颁发的《政府采购协定》所涵盖
合同价值估计为18亿美元。336

5. 自由贸易协定

“区域贸易协定”、“自由贸易协定”、“双边贸易协定”
和“优惠贸易协定”等词往往是重叠的。世贸组织将两
个或两个以上不一定属于同一地区的伙伴之间的任何互
惠贸易协定定义为区域贸易协定。本研究将“自由贸易
协定”作为同义词。

这里对自贸协定进行笼统讨论；第四章第三节5更具体
地讨论药品获取问题。

(a) 多边场合以外的贸易谈判趋势

世界范围内有一种趋势，各国在签订多边协定的同时，以 
各种双边和区域组合的形式结成经济一体化安排（见
图4.9）——这一发展给本章所述（及WTO, 2011中分
析）的多边体系带来了重大的系统性挑战。

早期的协定侧重于货物贸易和取消协定缔约方之间在
边境适用的关税和其他限制。随着边境措施的减少甚
至取消，自贸协定发展到涵盖广泛的国内监管政策领
域，如服务和知识产权。现代自贸协定包括发展水平
不同的缔约方或地区。涵盖广泛贸易相关纪律的谈判
始于乌拉圭回合，更广泛的覆盖面在其中是一种有意
的战略，以使所有谈判方在贸易方面受益，从而补偿
实际的或认为的贸易损失。自贸协定所带来的贸易开
放性促进了国家实践、国际治理和法治的协调，这些
都超越了国界。在知识产权法律和政策领域，这种趋
势可能导致国家法律的改变，继而又可能直接影响药
品和医疗技术的获取和创新。

谈判和实施自贸协定的动机可能包括：

�� 中和“以邻为壑”的贸易政策，这些政策以牺牲他国
利益为代价，为一个国家谋取利益

�� 扩大市场规模

�� 加强政策的可预见性

�� 向投资者发出开放信号

�� 促进国际生产网络的扩大（WTO, 2011）。

《2011年世界贸易报告》的结论是，对中低收入国家而
言，与高收入国家实行共同的政策可能带来好处，因为它
们可以引进“经过预先测试”和代表“最佳做法”的监管制
度。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也可能迫于压力而采用不适合
本国国情或被高收入国家用来保护既得利益的共同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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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市场规模可以是建立自贸协定的一个目标，因为
它使企业能够利用规模经济，获得对第三国竞争者的
相对优势。此外，以优惠条件进入更大的市场可以增
加一个国家作为外国直接投资目的地的吸引力。这两
个目标对小经济体都具有潜在的特别价值，这可能有
助于解释为什么这些国家在与大型经济体谈判自贸协
定时，同意在知识产权或环境标准等其他更有争议的
问题上作出让步（WTO, 2011）。

(b) 不歧视原则和自贸协定

自贸协定的主要特点是对其缔约方提供优惠待遇，这种
待遇不会自动扩大到第三方。1994年《关贸总协定》第
24条和《服贸总协定》第5条规定了不歧视原则的广泛例
外，并允许世贸组织成员谈判和实施自由贸易协定。但
是，《TRIPS协定》没有规定这种例外。具体来说，如果
两个世贸组织成员商定了比《TRIPS协定》规定的标准更
高的知识产权保护，它们原则上不能拒绝向任何其他世
贸组织成员的国民提供同样高的保护水平。换言之，商
定的更高保护水平将不限于自贸协定缔约方的国民，而
必须扩大到所有其他世贸组织成员的国民。这可能对药
品和医疗技术的获取以及新产品的创新产生重要影响。

例如，如果两个国家同意为彼此的专利权人提供专利期
延长，《TRIPS协定》下的最惠国待遇原则将要求它们
为所有其他世贸组织成员的专利权人提供同样的专利期
延长。相反，如果它们作为自贸协定或关税同盟的一部
分，同意降低或取消从另一方进口的药品或化学成分的
关税，则不需要降低或取消从其他国家进口的关税。

(c) 知识产权标准

如第二章第二节1(a)和第四章第三节5(a)所讨论的那
样，世贸组织成员可以自由地在其国家法律中纳入 
比《TRIPS协定》所要求最低标准更广的知识产权保
护，只要这种保护不违反TRIPS要求。一些自贸协定为
专利和试验数据提供了更广泛的保护和更高的执法标
准，这可能影响药品贸易，并对医疗技术的价格产生影
响（见第四章第三节5）。

此外，在通常通过运用国家法规来运作的领域，如知识
产权、服务和竞争政策（WTO, 2011），在任何情况
下，为了有利于来自优惠伙伴经济体的国民而量身定制
法规，在实践中的成本很高，而且随着一个国家签署的
自贸协定增多，这变得更为困难。因此，出于原则性和
实用性的原因，知识产权标准具有“棘轮效应”，它们
可以锁定更高的保护水平，对医疗技术的创新和获取产
生潜在影响。

(d) 投资者与国家之间的争端解决

一些自贸协定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投资者与国家间争端
解决机制，这种机制允许私人实体在为解决争端设立的
法庭上以涉嫌违反自贸协定条款为由起诉国家政府（见
第四章第三节5(b)）。

(e) 其他领域的承诺

要彻底分析自贸协定对医疗技术创新和获取的潜在影
响，必须考虑在与制药部门直接相关的所有关键政策领
域议定的承诺和标准，如投入品和成品批发或零售的关
税、政府采购和竞争法。

由于各种产品和各国的平均适用关税较低（见第四章第
四节1(a)），在贸易协定中交换优惠关税减让的余地通
常不大。因此，包括投资、竞争政策和政府采购在内的
事项越来越多地被纳入到最新一代的自贸协定中，对减
少贸易壁垒起到了补充作用，反映了监管制度趋于一致
的趋势。现代自贸协定含有关于监管问题的具体、独立
的自贸协定章节。例如，约64%的自贸协定包含专门的
竞争章节（Anderson et al., 2018）。

或者，正如竞争部门通常的情况一样，它们可以成为知识
产权或政府采购等章节的一个组成部分（WTO, 2011）。

6. 在世贸组织解决贸易争端

世贸组织的许多争端都涉及卫生问题。337世贸组织上
诉机构在“欧共体——石棉案”中认为，通过消除或减
少石棉纤维带来的众所周知威胁生命的健康风险来保护
人类生命和健康，是一种“在最高程度上既攸关生死又
十分重要的价值”。338同样，在“巴西——翻新轮胎案”
中，上诉机构同意专家组的意见，即“没有什么利益比
保护人类免受健康风险更‘攸关生死’和‘重要’”。339在
该争端中，争议的是巴西采取措施减少因积累废弃轮胎
而产生的风险，包括登革热和疟疾。

在《TRIPS协定》领域，“加拿大——药品专利案”的专
家组报告说明，存在成员可利用的政策空间，通过运用
可允许的例外，在专利权人和使用者的利益之间寻求适
当的平衡。专家组认为，根据《TRIPS协定》第30条
的所谓“三步检验法”，加拿大的监管审查条款是允许 
的340，但库存条款根据第30条是不合理的，特别是因
为根据该条款生产的产品在用于库存的生产数量或市场
目的地上没有限制。341

2018年，“澳大利亚——烟草平装案”专家组的全面报
告讨论了公共卫生、知识产权和贸易的交集。342争议
涉及澳大利亚的烟草平装措施，它要求烟草产品及其零
售包装采用统一的形式。343专家组报告特别讨论了国
内和国际法律和政策一致性的某些方面。

在这些争端中，申诉各方对烟草平装措施提出质疑，认 
为这些措施在《TBT协定》第2.2条的意义上是不必要 
的，在《TRIPS协定》第20条的意义上是不合理的。申 
诉各方对烟草消费的有害后果没有异议，并承认有效
的烟草控制措施对减少烟草使用造成的公共卫生负担
的重要性。但它们的主要论点是，烟草平装措施无法
促进其公共卫生目标。在审查了当事各方提供的大量
证据后，专家组得出结论认为，烟草平装措施与澳大
利亚坚持的其他烟草控制措施相结合，能够而且事实
上也有助于实现通过减少烟草产品的使用和接触来改
善公众卫生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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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组一方面承认使用商标在市场中区别产品的重要
性，另一方面也承认有关的国内和全球卫生问题的异常
严重性，其中涉及大量可预防的发病和死亡，并根据烟
草平装措施对改善公众卫生的贡献来考虑这些因素。专
家组认为，申诉各方没有证明烟草平装措施中与商标有
关的要求在《TRIPS协定》》第20条的意义上不合理
地限制了商标在贸易过程中的使用。专家组在分析中指
出，澳大利亚虽然是第一个实施烟草平装的国家，但它
对相关国内公共卫生目标的追求，符合《世卫组织烟草
控制框架公约》及在世卫组织主持下进行的工作，包括
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第11条和第13条《实施准则》中所
反映的烟草控制领域新出现的多边公共卫生政策。344

专家组同样认为，申诉各方没有证明烟草平装措施限
制贸易的作用在《TBT协定》第2.2条的意义上超过了
实现合法目标所必需的限度。345在这方面，专家组指

出，虽然澳大利亚没有证明《实施准则》在烟草平装
方面构成《TBT协定》附件1.2项下的“标准”，但《实
施准则》为《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缔约方处理包装问
题，以及在相关情况下，将实施平装作为有效烟草控
制政策综合方案的一部分提供了重要的指导。346

专家组驳回了申诉各方的主张，即烟草平装对商标、地 
理标志和原产地标记图形要素的使用施加的限制，违
反了《TRIPS协定》的若干其他条款，包括以援引方
式从《巴黎公约》（1967年）纳入的条款。347在讨
论如何解释以援引方式纳入《TRIPS协定》的原有条
约条款时，专家组回顾说，一般解释原则是采用能 
够调和不同条约案文并避免它们产生冲突的含义。因
此，应避免将以援引方式纳入《TRIPS协定》的《巴黎
公约》（1967年）条款解释为与《巴黎公约》（1967
年）上下文不同的含义，除非有明确规定。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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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医疗技术创新和获取的经济学

要点

•• 知识也即新的、有用的信息具有通常所说的“公共产品”的特征。

•• 卫生技术领域的特殊挑战包括：产品开发时间长、监管负担必须严格、失败风险较高而生产的边际成本相
对较低。

•• 制药部门在依赖专利获取研发回报方面尤为突出。

•• 专利制度内外有若干政策选项可以减轻专利对价格和福祉的负面影响，特别是对药品的影响。

过去几十年来，人们作出了更系统的努力，利用经济分
析工具来支持卫生政策讨论。世卫组织宏观经济与卫生
委员会（WHO, 2001a）是这条道路上的一个重要里程
碑。本研究并不试图推动经济分析以及从理论上认识技
术创新和获取问题的经济学。相反，它承认经济概念在
政策辩论中日益重要，并简要回顾了主要的经济学概念
和目前涉及这些问题知识产权方面的文献。

在创新和知识产权经济学中，知识也即新的、有用的信
息曾被认为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公共产品的经典特征：非
排他性和非竞争性。非排他性是指知识一旦被公开，就
不可能排除他人使用。非竞争性是指一个人对知识的使
用不限制或减少知识的可用量，也不限制或减少对他人
的使用价值。其非竞争性的特点意味着知识可以容易地
进行分享和复制。如果没有某种保护措施防止未经授 
权的分享或复制，私人实体可能不会投资于知识的创
造，因为一旦知识公开，他人就可以从他们的努力中免
费获益。因此，对于最初的私人投资者来说，为其投资
创造合理的回报水平可能很困难。所以在投资只能通过
销售收回的情况下，如果完全不提供保护，会导致对知
识创造的长期投资不足，或者换句话说，市场将无法以
社会最优产量生产知识。

经济学家考虑的问题是如何为创造新知识进行最佳融
资，特别是在涉及私人投资的情况下。整体上在医疗技
术领域，具体在药品领域，出现了特殊的挑战，因为产
品开发时间长，监管负担必须严格，失败风险较高（如
药品在开发后期未能通过安全性和有效性测试），而生
产的边际成本相对较低。

专利制度可以产生净社会收益。虽然专利在短期内可能
因限制竞争而增加社会成本，但人们希望专利能够长期
鼓励更多创新，从而产生更大、更有活力的收益。在专
利申请中公开发明的要求，有助于传播本来可以保密的
科技信息。在这种情况下，那些“站在巨人肩膀上”的
人进行研究，创造出更多新的、有用的发明，对社会是
有益的。专利也可以成为获得资金（风险资本）的有用
工具。

制药行业的研究成本很高，但一旦进入市场，其他公司
就可以相对容易地对新的药物化合物进行逆向工程，并
以低得多的价格销售仿制品。有几项研究表明，当对专
利、商业秘密、领先时间和其他商业策略等一系列不同

的选择进行研究时，制药部门是最依赖专利获取研发 
投资回报的行业。在联合王国（Taylor and Silberston, 
1973）、美国（Mansfield, 1986; Levin et al., 1987;  
Cohen et al., 2000）和许多其他国家（WIPO, 2009）进 
行的大规模、多部门行业调查也证实了这一发现。然
而，生物制品的出现正在改变该行业的产业组织，因为
生物治疗产品不像传统的小分子创新那样容易进行逆向
工程。因此，围绕生产方法的商业秘密已成为重要的生
物治疗产品保护机制（Price and Rai, 2015, 2016）。虽 
然生物创新企业经常寻求产品专利保护，但这些专利未
涉及的生产方法细节可能作为商业秘密被保留。据观
察，这种专利和商业秘密的保护结合在一起，可以使类
似生物治疗产品实现足够相似的生产方法变得复杂。此 
外有观点认为，由于美国对生物治疗产品有12年的 
监管排他期，企业可能宁可依靠商业秘密也不依靠专 
利保护，这将导致信息公开的缺失（Price and Rai,  
2016）。另一方面有观点认为，未来技术进步可能进一 
步推动逆向工程，即使对生物治疗产品也是如此，也会
降低商业秘密对制造方法的价值（Weires, 2019）。

受专利保护的药品，商业化期通常比专利期（从授权到
到期）短得多。据估计，一种新药的有效专利期，即 
获得相关监管审批后专利期的剩余时间，不同的来源
指出平均为8年至13.5年（US Congress, Office of 
Technology Assessment, 1993; Grabowski and Kyle, 
2007; Aitken and Kleinrock, 2017）。

与其他大多数行业相比，制药行业的会计利润率较
高，根据美国政府问责局的数据，2015年平均利润率
是制药和软件外其他行业500家最大公司的两倍多一
点。349生物医学研发的大部分支出只在少数几个国家
进行，而医学创新则造福于全世界的患者，只要能够获
得并负担得起（Viergever and Hendriks, 2016）。这
就提出了各国应如何公平分摊研发支出的问题。

根据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数据，2015年美国制药公
司在研发方面的投资，相对于其销售额而言，是美国制
造业企业平均水平的三倍。350此外，美国制药公司所
进行研发的投资大多来自于相关公司自身，而不是来自
包括美国联邦政府在内的外部资金来源。351

为了解药物产品专利的影响，经济学家做了一些尝
试，模拟引入药品专利对价格和福祉的影响。一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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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发现，不同产品和国家在专利到期后的降价程 
度差异很大，认为未来的研究应该收集更多的国别 
数据（Vondeling et al., 2018）。一项这样的研究
得出结论，印度仅在一个治疗细分领域引入药品的
产品专利，就会导致价格高涨和福祉损失，估计每年
在1.45亿美元至4.5亿美元之间（Chaudhuri et al., 
2006）。另一方面，一项利用2003年至2008年印度
中枢神经系统药品市场数据进行的研究表明，几乎没
有证据表明该市场的平均药品价格大幅上涨，但该市
场的一个细分部分，即受化合物专利（相对于二级专
利）保护的产品，有统计学意义上的价格上涨，约为
12%（Duggan and Goyal, 2012）。但是，这些发现
受限于较窄的收入标准，而且没有考虑“邮箱”专利352  
——印度《专利法》的后TRIPS修正案包括一项条款，允 
许印度仿制药公司继续生产1995年以来在印度提出
申请并获得专利授权的药品，并向专利权人支付使用
费。用2015年后的数据做的进一步研究将阐明对价格
的更系统影响，因为邮箱专利将过期。

价格管制，无论是直接成本加成还是间接价格报销模
式，包括基于参考定价的模式，都可以成为降低价格的
有效手段，但必须谨慎制定，以免造成市场上的药品短
缺。353

据报道，强制许可也导致专利药品在专利期内价格大幅
下降（见第四章第三节3(a)(ii)）。然而，强制许可对于
诸如生物治疗产品等较为复杂的技术来说，其效果可能
有限，因为并不要求专利所有人进行合作，披露生产方
法的商业秘密、转让额外的技术诀窍和（或）转让可能
需要的材料。

允许平行进口不会自动导致价格下降。原因是，平行进
口并不完全取决于一个国家选择的知识产权制度。相 
反，它还取决于制造商和批发商之间具体合同中的条
件，以及所授予的上市许可的差异，包括产品的商业名
称等，这些因素在不同的管辖区可能有所不同。

另一个可能的解决办法是差别定价或分级定价，在较穷
的国家实行较低的价格（见第四章第一节4(g)）。为了
实现利润最大化，在不同市场条件下销售的垄断者可以
根据对产品的不同支付意愿和支付能力，采用某种形式
的价格歧视。差别定价的一个替代办法是统一定价，即

卖方为所有国家的所有消费者确定一个价格，并按运
输、分销和其他成本进行调整。应当指出，有意的平行
进口限制了在可以、也的确进行平行进口的国家中分割
市场和采用价格差别的能力。

受专利保护的药品原则上适合实行差别定价。在这种情况
下，贫穷国家的消费者和拥有专利的企业都会受益。这 
时，市场本身似乎也可以更接近于解决公平分摊研发成
本的问题。为了使价格歧视发生，需要满足三个条件：

�� 卖方必须对价格有一定的控制权，如一定程度的市
场力量

�� 卖方必须能够根据不同的价格敏感度识别和隔离消
费者

�� 卖方必须能够限制从低价市场向高价市场的转售，换 
言之，必须能够分割市场（Watal, 2001；另见第
四章第一节4(g)）。

但在实践中，几乎没有证据表明制药企业根据人均收入
进行差别定价（Scherer and Watal, 2002; Watal and 
Dai, 2019——见专栏2.20）。弗林等人（Flynn et al., 
2009）的研究表明，如果当地经济中的收入分配不平
等，企业将以高价向富人出售限量产品来实现收入最 
大化，导致人均收入水平不同的国家之间价格相对接
近。当宗等人（Danzon et al., 2015）发现，有证据 
表明，收入不平等确实会导致药价较高。此外他们发
现，在这样的市场中，即使在仿制药进入后，原研产品
的价格也只是略有下降。

除了对专利药品的价格或可负担性的关注外，人们
还对这些药品自第一国首次批准之日起在其他国 
家的延迟供应表示关注。一项研究（Lanjouw, 2005）发 
现，虽然在高收入国家，专利无疑有鼓励引进新药
的作用，但在有价格管制的地方，企业往往会晚
一些推出产品。其他国家的情况则各有不同。兰 
尤（Lanjouw）总结说，对于新药仿制药生产能力较
强的中低收入国家来说，引入强有力的知识产权保护
可能意味着市场上的新药减少，因为专利所有人可能
因为预期支付能力低而推迟进入市场，而仿制药生产
商则会因为专利保护而无法进入市场。另一方面，虽
然价格管制使新药在中低收入国家迅速上市的可能性
降低，但这种管制似乎并不妨碍新产品的最终上市。

专栏2.20：后TRIPS时代的产品专利和创新药物的获取

瓦塔尔和戴（Watal and Dai, 2019）354研究了两个问题：(1)为药品引入产品专利如何影响制药企业在这些市
场推出新药和创新药的可能性？(2)对于创新药355，专利所有人或仿制药企业根据当地收入水平调整价格的程度
如何？

利用1980年至2017年覆盖70个市场的上市数据，研究发现，在专利法中引入药品的产品专利对提前上市的可
能性有积极影响，特别是对创新药。然而，这种影响在低收入市场相当有限。此外，无论当地市场的专利制度
如何，创新药比非创新药更早上市。

应用2007年至2017年原研药和仿制药价格的一个面板数据集，研究发现有证据表明原研药和仿制药产品都存
在一定的差异定价。总体而言，原研药的差异约为11%，仿制药的差异约为26%。治疗传染病的药品，特别是
艾滋病毒/艾滋病药品的差异定价大于治疗非传染性疾病的药品。但在两种情况中，药品价格都远未完全按照当
地收入水平进行调整。显然，竞争、特别是某一药品市场内的竞争，相对于治疗类似病症的药品市场而言，能
够在原产药和仿制药市场上有效降低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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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研究者进一步推进了这一研究，包括凯尔和 
钱（Kyle and Qian, 2014），他们研究了专利保护对
新药可用性的影响，发现专利确实鼓励这些分子在当地
市场上市。科伯恩等人（Cockburn et al., 2016）也
得出结论，虽然在有价格管制的地方，原研公司往往推
出时间较晚，但在所有国家，更长和更广的专利权加速
产品的推出。继这些研究之后，世贸组织的一份工作文 
件（Watal and Dai, 2019）研究了后TRIPS时代创新
药物的可获得性和可负担性问题（见专栏2.20）。

一些国家鼓励原研公司在世界任何地方首次上市后不久
就推出其产品，方法是将试验数据的排他期从全球首次

批准的日期开始计算，而不是从该国首次批准的日期开
始计算。例如，智利在美国-智利自贸协定之后实施了
这样的制度（Fink, 2011）。356另一方面，对于监管
框架薄弱的国家，在一定程度上推迟引进，好处是可以
避免因安全原因而撤回产品的不良事件。

最后要指出，专利和其他知识产权是以市场为基础的
工具。在市场规模小的地方，它们鼓励为“被忽视的疾
病”或“穷人病”开发新药的作用有限。因此，正在进行
的关于药品获取的辩论引发了关于奖励创新的非价格
挂钩机制的辩论，如奖金或预先市场承诺。这也催生
了新的商业模式，如产品开发伙伴关系。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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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遗传资源、传统知识和传统医学

要点

•• 传统医学是基于不同文化本土理论、信仰和经验的知识、技能和做法的总和，无论是否可以解释，用于维
护健康，以及预防、诊断、改善或治疗身体和精神疾病。

•• 与其他人用药一样，传统药物也应纳入监管框架，确保它们符合必要的安全性、质量和有效性标准。

•• 传统知识持有人以外的人对遗传资源和传统知识的商业性利用，提出了针对未经授权使用的传统知识法律
保护问题。

•• 数据库和国家目录等传统医学知识文献可在专利程序中用作现有技术的证据。

•• 《生物多样性公约》和《名古屋议定书》的基本作用是确认国家对遗传资源的主权，并确立遗传资源和相关
传统知识获取和使用的事先知情同意权。《生物多样性公约》的三个主要目标是保护生物多样性、可持续地
利用其组成部分和公正公平地分享利用遗传资源所产生的惠益。

•• 世卫组织大流行性流感防范框架管理着研究中心和商业实体之间的流感病毒（及相关材料）共享。

传统医学长期以来一直是众多人口的卫生保健支柱。本
节审查了与传统医学体系有关的知识产权、监管制度和
贸易方面的若干问题。

1. 传统医学知识体系

传统医学是基于不同文化本土理论、信仰和经验的 
知识、技能和做法的总和，无论是否可以解释，用于
维护健康，以及预防、诊断、改善或治疗身体和精神疾
病。358它被用作一个综合术语，既指传统医学体系，如 
传统中医、阿育吠陀医学和尤那尼医学，也指传统上实
践的各种形式土著医学。因此，最好将其理解为一套不
同的知识体系，包括不同的治疗理念、产品和实践。被
其他人口（在其土著文化之外）采用的传统医学往往被
称为“补充和替代医学”。359

传统药物可以有不同的成分，包括草药、草药材料和制
剂，以及草药成品。它们也可能使用动物材料或矿物材
料。因此，它们的活性成分是来自植物、动物或矿物的
物质。360传统药物在世界各地广泛使用，但在发展中
国家尤其如此。截至2018年，88%的世卫组织成员国
承认使用传统和补充医学（WHO, 2019f）。

草药治疗是最受欢迎的传统医学形式。传统药物的国
际贸易正在增长，据中国医药保健品进出口商会报
告，2014年至2018年，中药出口总值超过390亿美
元，年增长率约为0.5%。361

《世卫组织2014-2023年传统医学战略》的目标是在
以下方面支持成员国：

�� 掌握利用传统和补充医学对健康、福祉和以人为本
的卫生保健和全民健康覆盖的潜在贡献

�� 对传统和补充医学产品、技术服务提供者和实践进
行监管和研究，并酌情将其纳入卫生系统，从而促
进安全和有效地使用传统和补充医学。362

世卫组织在《全球战略和行动计划》中，将传统医学 
确定为其快速启动方案所要处理的领域之一。该方案旨
在“支持发展中国家传统医学产品的研发并促进其标准
制定”。363世界卫生大会关于全球患者安全行动的决议
和联合国关于全民健康覆盖的政治宣言（均于2019年通
过）都承认了要将传统和补充医学纳入卫生系统以加强
全球应对健康挑战的努力。

2. 卫生和知识产权政策中的传统医
学知识

在国际辩论中，“传统知识”一词在许多上下文中被广
义使用，特别是在关于环境和生物多样性、卫生、人权
和知识产权制度的政策讨论中。该词本身没有约定的国
际法律定义（WIPO, 2015a）。364在本研究中，“传统
医学知识”用于具体的上下文，是指传统知识、技能和
学问的内容或实质，具体应用于人类健康、福祉和治
疗。它可以用于传统药物本身，也可以用于与医疗有关
的知识体系（如治疗性按摩或瑜伽姿势）。

一般来说，传统医学体系可分为以下两类：

�� 成文体系，已在古代经书中以文字形式披露；这些
体系包括阿育吠陀、蒙古传统医学、悉达医学、传
统中医、泰国传统医学、藏医学和尤那尼医学。

�� 不成文传统医学知识，没有以文字形式固定下来，传 
统知识持有人往往不披露，而是以口头方式代代 
相传。

过去十年，传统医学知识在一些国际政策背景下得到
了更多关注。例如，2007年通过的《联合国土著人民
权利宣言》365指出：“土著人民有权使用自己的传统医
药，有权保持自己的保健方法，包括保护他们必需的药
用植物、动物和矿物。”《宣言》还在“有权保持、掌
管、保护和发展其文化遗产、传统知识和传统文化体现



89

第
四

节
 遗

传
资

源
、

传
统

知
识

和
传

统
医

学
第二章 – 创新和获取行动的政策背景

方式，以及其科学、技术和文化表现形式”的上下文中
提到了医药。

3. 传统药物监管

与其他人用药一样，传统药物也应纳入监管框架，确保
它们符合必要的安全性、质量和有效性标准。世界各地
对传统药物的监管有多种不同形式。根据国家立法和 
监管框架的不同，它们可以作为处方药或非处方药、膳
食补充剂、天然健康产品、保健食品或功能性食品出
售。截至2018年，124个成员国（64%）报告，它们
有关于草药的法律和（或）法规（WHO, 2019f）。

作为实施《世卫组织2014-2023年传统医学战略》的 
一部分，世卫组织推动并支持了一揽子综合监管措施，其 
中包括对传统、补充和整合医学的产品、做法和从业
人员的监管。截至2018年，有109个成员国报告有传
统和补充医学法律框架，78个成员国报告对传统和 
补充医学提供者进行监管（WHO, 2019f）。在这方
面，世卫组织正在制定几类标准、规范和技术文件，如
传统和补充医学培训基准系列、传统和补充医学实践基
准系列、传统和补充医学术语系列、国际疾病分类中的
传统医学章节等。366

传统医疗产品国际贸易的增长引发了关于规章制度 
对贸易影响的讨论。世贸组织成员在世贸组织TBT委员
会（见上文第二节3(b)(ii)）上通报并讨论了涉及此类产
品的规章制度。1995年以来，向TBT委员会通报了80
多项监管传统医疗产品的措施。367这类通报中可以看
出的增长反映了对这些产品的监管越来越普遍。368 成
员们提到，这些措施的主要目标是保护人类健康或安
全，以及防止欺骗性做法和保护消费者。

世贸组织成员在TBT委员会中对涉及传统医疗产品的措
施提出了一些具体的贸易问题。目的是讨论与影响这些
产品贸易的具体法律、法规或程序有关的问题，通常是
对通报的答复。

例如，2010年，中国、厄瓜多尔和印度认为，欧盟关
于传统草药产品的第2001/83/EC号和第2004/24/
EC号指令369为传统医疗产品的贸易引入了不必要的壁
垒。370欧盟解释说，2004年的指令为传统草药简化了
注册程序，例如免除了制造商提供一些正常许可程序所
要求的测试和临床试验。371

4. 对盗用传统知识和遗传资源的 
关切

传统知识持有人面临的一个问题是他人对其知识的商业
性利用。这就提出了针对未经授权使用的传统知识法律
保护问题。不同领域对传统药物和传统医学知识的研究
仍在继续，每个领域都产生了许多政策问题：

�� 传统保健从业人员通过观察，在对传统配方用法的
经验性理解的基础上，发展自己的专业知识。许多
国家越来越多地寻求保护和促进传统医学体系。

�� 目前正在努力开展研究，对传统药物进行科学和临
床验证，将其纳入各国的卫生系统。

�� 传统药物和医学知识为开发新疗法提供了线索。许
多已有的现代药物最初都是基于草药制品的。例
如，用于治疗各种流感感染的奥司他韦所基于的莽
草酸，就是从中医用的香料八角中分离出来的。372 
目前的疟疾治疗方法包含青蒿素的合成衍生物，它
是从一种植物黄花蒿中提取的。这是一种现代实践
中仍在使用的古老中药，在越南战争期间曾被用于
治疗患疟疾的士兵，并通过国际合作发展成为一种
广泛使用的疟疾治疗药物产品（Rietveld, 2008）。

一些计划反映了传统医学的临床意义，采取了一种“整
合”法，寻求“传统”和“常规”医学研究之间的协同作
用。例如关于后基因组时代中医研究良好做法的研究计
划（Uzuner et al., 2012），以及在中东整合传统和
当代癌症护理的举措（Ben-Ayre et al., 2012）。这
类辩论中强调的许多问题涉及作为医学研究基础的遗传
材料，以及直接用于生产新产品或作为研究新疗法先导
的传统医学知识。重点的主要转变是认识到：(i)传统医
学知识的保管人和实践者可能拥有合法权利；(ii)不能
假定他们的知识属于公有领域，任何人都可以自由使
用；(iii)由于研发的经济和非经济利益是在产品开发管 
线中分享的，因此也应向研究所用材料的原产地或来 
源提供公平的份额。知识产权、创新和公共卫生委员会
指出，它认为有必要保护遗传资源和传统知识不被盗
用，以确保传统知识带来的利益与发现这些资源及其潜
在医学用途的社区公平分享，并促进为公共卫生使用这
些知识（WHO, 2006a）。

遗传资源和相关传统知识的获取主要受1993年生效的
《生物多样性公约》和2014年生效的《生物多样性公
约关于获取遗传资源和公正公平分享其利用所产生惠益
的名古屋议定书》（《名古屋议定书》）的调整。373 
国家生物多样性政策经常提到传统药物和医学研究。许
多其他的国家政策试图在其遗传资源和相关传统知识遗
产的基础上建立医学研发计划。

《生物多样性公约》和《名古屋议定书》的基本作用
是确认国家对遗传资源的主权，并确立遗传资源和相
关传统知识获取和使用的事先知情同意、核准和参与
权。《公约》的三个主要目标是保护生物多样性、可
持续地利用其组成部分和公正公平地分享利用遗传资
源所产生的惠益（见专栏2.21）。

如何应用事先知情同意和获取与惠益分享引发了广泛的
讨论。在疫苗开发领域，世卫组织《共享流感病毒以及
获得疫苗和其它利益的大流行性流感防范框架》（大流
行性流感防范框架）制定了《标准材料转让协议》，以
落实该框架中关于病毒交换的获取与惠益分享考量（关
于病毒共享方面的获取与惠益分享政治辩论，见第三章
第五节）。374但在知识产权方面，政策问题可以归纳
为两大主题：

�� 对于从遗传资源和相关传统知识中衍生的发明，是
否可以而且应该获得专利和其他知识产权。特别
是，如果有的话，应建立何种机制，以确保传统知
识和遗传资源不被错误地授予专利，并确保专利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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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遵守事先知情同意和获取与惠益分享原则。确保
第三方不对传统知识主题和相关遗传资源获得非法
或无根据知识产权的战略称为“防御性保护”，例如
采取措施，防止将先前存在的传统知识作为发明专
利，或宣告这种专利无效。

�� 不论是通过现有知识产权制度还是通过专门权利，如 
何承认遗传资源和相关传统知识的所有人或保管人
可能拥有的积极知识产权，并赋予其法律和实际效
力。这称为“积极保护”。积极保护涉及防止第三方
未经授权使用传统知识，以及由来源社区自身对传
统知识进行积极利用。

人们关注在专利审查中适当考虑传统知识的问题，所以
国际和国家两级都采取了一些举措，避免授予错误的专
利，特别是对传统药物错误授予专利。一个主要的例子
是传统知识数字库（TKDL），这是印度科学与工业研

究理事会、科技部与卫生和家庭福利部的一个合作项 
目。一个由印度医学专家、专利审查员、信息技术专
家、科学家和技术官员组成的跨学科团队，建立了一个
数字化系统，使人们能够查阅公有领域中与阿育吠陀、尤 
那尼、悉达和瑜伽有关的现有文献。这些文献一般以传
统语言和格式提供。所以，数字库以五种国际语言和国
际化专利局专利审查员理解的格式提供传统医学知识 
信息。其目的是防止授予错误专利375，同时不以有助
于传统知识被盗用的方式公布。《全球战略和行动计
划》敦促各国政府和相关社区促进传统医学知识信息 
的可能获得，在专利审查中作为现有技术376加以 
运用，酌情将这些信息纳入数字库（要点5.1f）。世
贸组织TRIPS理事会377和产权组织知识产权与遗传资
源、传统知识和民间文学艺术政府间委员会（政府间委
员会）讨论了如何通过使用数据库来防止使用遗传资源
和相关传统知识的错误专利。378

专栏2.21：《关于获取遗传资源和公正公平分享其利用所产生惠益的名古屋议定书》（《名古屋议定书》）

《生物多样性公约》和《名古屋议定书》既涵盖遗传资源也涵盖与遗传资源相关的传统知识。《公约》确认了
各国对其自然资源的主权权利，而《名古屋议定书》则建立了透明的法律框架，目的是确保遗传资源和相关传
统知识的利用和（或）商业化所带来的惠益能够与原产国公平公正地分享。

《名古屋议定书》下的遗传资源获取须符合两项基本要求：事先知情同意和共同商定的条件。根据《名古屋议
定书》第6条第1款，希望获取遗传资源的人需要原产国或来源国主管当局的事先知情同意，并且必须达成共同
商定的条件。例如，研究机构希望获取来自另一个司法管辖区的遗传资源，必须履行该管辖区获取和惠益分享
立法所规定的义务。在实践中，这可能意味着与相关的获取与惠益分享国家联络点或其他负责批准获取特定遗
传资源的主管当局建立联系，申请必要的许可证和签订关于共同商定条件的双边协议，规定条款和条件，特别
是关于惠益的公平分享。商定利用遗传资源的各方必须确保进行尽职调查，确保其管辖范围内使用遗传资源的
任何人都遵循适当的事先知情同意和共同商定条件程序。379

根据《名古屋议定书》的“获取和惠益分享”原则，制定了不同的知识产权管理办法。阿根廷的《公约》示范性共
同商定条件总体上规定，政府独家保留与所用材料及其衍生物有关的所有知识产权。在谱系的另一端是澳大利亚的
《公约》示范性共同商定条件，它将使用材料的研发活动所产生的知识产权授予使用者。根据瑞士的示范协议，如
果为研发成果寻求商业化，必须谈判新的事先知情同意和共同商定的条件，而且使用者有机会在商定的时间内提出
知识产权申请，之后提供者行使其发表研究的权利，从而将其置于公有领域。《名古屋议定书》附件1(j)考虑了相
关知识产权共同所有权的可能性。在大流行性流感防范框架内，《标准材料转让协议1》规定了大流行性流感防范
生物材料在世卫组织全球流感监测和应对系统（GISRS）内的共享，它禁止使用者获得材料的知识产权；《标准材
料转让协议2》则规定了大流行性流感防范生物材料在GISRS之外的共享，没有禁止（见第三章第五节3）。

《生物多样性公约》和《名古屋议定书》的缔约方正在讨论为了《公约》的目标使用遗传资源数字序列信息的
问题。380在《公约》的背景下，“数字序列信息”一词还没有定义。类似的讨论也在大流行性流感防范框架内进
行（见第三章第五节3-4）。这里的辩论使用了“基因序列数据”一词，并将这两个词理解为指与基因测序有关
的信息。381世卫组织认为，来自病原体的数字序列信息是一种全球公共卫生产品，应广泛提供给所有人，使用
这种序列信息所产生的利益应与所有人公平分享，同时不妨碍迅速、及时和广泛地为疾病控制、预防和防范目
的分享序列。382

5. 传统医学知识的知识产权保护新
方法

《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产权组织成员和世贸组织
成员审议了专利制度中公开要求的概念，支持者提出这
一概念是作为一种手段，确保传统知识和遗传资源所产
生的发明专利符合事先知情同意和获取与惠益分享原
则。这些提案和辩论多种多样，涵盖了医学以外的其他
领域，但医学领域的专利一直是辩论的主要焦点。关于

在专利制度中实施公开要求的提案，基本要点是要求专
利申请人告知提出权利要求的发明中所用传统知识和遗
传资源的来源或产地，并记录遵守事先知情同意和获取
与惠益分享要求的情况。一些国家已经在其国家法律中
实施了这种规定，但没有商定的国际标准。世贸组织的
一个成员联盟已经提议修改《TRIPS协定》，将此类规
定变成强制性的383，但另一些国家继续质疑这种公开
机制的有用性和有效性。384《遗传资源和传统知识专
利公开要求关键问题》（WIPO, 2017b）全面概述了
公开要求的关键法律和业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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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 创新和获取行动的政策背景

由于传统知识在文化、科学、环境和经济方面的重要
性，人们要求保存（防止损失或流失）和保护（防止他
人不当或未经授权使用）传统知识，国家、区域和国际
各级正在实施许多方案，以保存、促进和保护传统知识
的不同方面。这些措施包括：(i)保护传统知识有生命的
文化和社会背景，维持发展、传承和管理获取传统知识
的习惯框架；(ii)以固定形式保存传统知识，如予以记
录或录制。

产权组织主要关注知识产权意义上的“保护”（即防止
未经授权方复制、改编和使用）。简而言之，其目的是
确保材料不被错误地使用。如上所述，已经发展和应用
了两种保护形式——积极保护和防御性保护。

在产权组织政府间委员会中，成员国正在制定一项有
效保护传统知识的国际法律文书，并研究如何处理遗
传资源获取和惠益分享的知识产权问题，包括专利公
开要求。有两份案文草案供成员国讨论。385政府间委
员会关于传统知识的工作386集中在积极保护和保护中
的知识产权问题上——承认防止他人非法或未经授权
使用传统知识的权利，以及这种权利的行使。由于产
权组织成员国正在继续努力就这些问题进行谈判，所
以尚未达成最终协议。因此，有效保护传统知识的国
际法律文书的案文在不断变化，新的草案不断定期出
现。下文提供的资料旨在对产权组织谈判中正在进行
的讨论的性质进行广泛和非正式的介绍。

在世贸组织TRIPS理事会上，成员们一直在讨论保护传
统知识的问题，包括在国家层面采取的措施和建立传统
知识保护国际框架的必要性。此前，非洲集团曾提出建
立传统知识保护制度的正式决定，但这一讨论还没有得
出任何结论。387

(a) 为什么保护传统知识？

政府间委员会审议了国际保护的政策目标388，这些目
标包括：

�� 防止未经授权使用传统知识

�� 制止不公平和不公正的使用，防止未经授权的知识
产权

�� 促进创新和创造、社区发展和合法交易活动

�� 确保事先知情同意，依据共同商定条件进行交换，
并促进公平的惠益分享。

(b) 保护什么，为谁保护？

国际一级还没有传统知识的公认定义。原则上，传统 
知识指的就是传统的知识，尤其是因传统背景下的智
力活动而产生的知识，其中包括诀窍、做法、技能和
创新。普遍认为，保护应当主要使传统知识持有人自身
受益，包括土著人民和当地社区。但是，对于家庭、民

族、个人和其他人（如国家自身）是否可以成为受益
人，没有一致意见。虽然一般认为传统知识是集体产
生、保存和传播的，因此任何权益都应属于土著人民和
当地社区，但在某些情况下，受益人也可能包括社区内
被承认的个人，如某些传统保健从业人员（特指传统医
学知识）。有些国家不使用“土著人民”或“当地社区”
这样的词语，认为传统知识是个人或家庭维持的。

(c) 要防止什么？

传统知识持有人报告，传统知识不受尊重，不被了解。例 
如，当一个传统医者提供一种草药混合物来治疗疾病
时，医者可能不会分离和描述某些化合物，或者用现
代生物化学术语来描述它们对身体的影响，但医者疗法
的基础实际上是过去医者数代以来所做的临床实验，以
及对混合物与人体生理学相互作用的扎实理解，比如在 
“天竺葵”案中（Wendland and Jiao, 2018）。

(d) 怎样保护传统知识？

传统知识的多样性意味着没有“一刀切”的解决办法能
适合所有国家和社区。对于国家制度下的保护，确定如
何在区域和国际上执行，也是一项重大挑战。

现有的知识产权已被成功用来保护传统知识的某些方
面不受一些形式的滥用和盗用。《保护并弘扬您的文
化：土著人民和当地社区知识产权实用指南》（WIPO, 
2017c）解释了如何利用知识产权工具保护和促进传统
知识。一些国家已经根据传统知识持有人的需求调整了
目前的知识产权制度，包括采用保护传统知识的具体规
则或程序。例如，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有一支专门负责
中医药的专利审查员队伍。其他国家也制定了新的、独
立的专门制度来保护传统知识。政府间委员会正在谈判
的有效保护传统知识的国际法律文书就是一种专门制
度。还有其他选择，如合同法、与生物多样性有关的法
律，以及习惯和土著法及规约。

(e) 文献编制

文献编制尤其重要，因为它往往是传统圈以外的人获 
取传统知识的手段。它并不确保传统知识得到法律保
护，这意味着它不能阻止第三方使用传统知识。文献编
制过程如何进行，导致它可能促进也可能损害一个社区
的利益。当传统知识被编成文献时，知识产权可能丧失
也可能得到加强。产权组织编写了《传统知识文献编制
工具包》（WIPO, 2017a），帮助传统知识持有人，特
别是土著人民和当地社区，在决定对其传统知识进行文
献化时保护自己的利益。该工具包侧重于如何在文献编
制过程中管理所关注的知识产权问题，以及如何将文献
编制过程作为起点，对作为社区知识和文化资产的传统
知识进行更有益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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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注
  1 健康权在国际文书中得到承认，如《世卫组织组织法》、《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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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公约》（第十二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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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nt.un.org/sdgs，特别是目标1、3和17。

  3 联合国文件E/C.12/2000/4。

  4 同上。

  5 健康权问题特别报告员的报告（2006年)，A/61/338, 
第49段。

  6 联合国文件E/C.12/GC/17。

  7 联合国文件E/C.12/GC/24。

  8 人权委员会第2002/31号决议，见https://www.ohchr.org/
CH/Issues/Health/Pages/SRRightHealthIndex.aspx。

  9 见https://www.ohchr.org/CH/Issues/Health/Pages/
SRRightHealthIndex.aspx。

 10 见https://www.ohchr.org/EN/Issues/Health/Pages/
AnnualReports.aspx。

 11 联合国文件A/HRC/RES/32/15、A/HRC/RES/23/14和
A/HRC/41/L.13。

 12 联合国文件A/HRC/RES/32/15和A/HRC/41/L.13。

 13 联合国文件A/RES/S-26/2。

 14 联合国文件A/RES/70/266。

 15 见可持续发展知识平台：https://sustainabledevelop 
ment.un.org/sdgs。

 16 见https://www.un.org/zh/millenniumgoals/。

 17 给联合国高级别小组的所有呈件可见：http ://www.
unsgaccessmeds.org/reports-documents。

 18 世贸组织文件IP/C/75，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理事
会——“TRIPS理事会年度报告（2016年）”；世卫组织文
件A70/20，“解决全球药品及疫苗短缺和可及问题”；联合
国人权理事会，人权理事会第三十四届会议（2017年2月
27日至3月24日），关于获得药品作为人人有权享有能达
到的最高标准身心健康基本要素之一的良好做法和主要挑
战的小组讨论。

 19 尤其见：2016年11月8日至9日的TRIPS理事会会议，世贸
组织文件IP/C/M/83和Add.1，以及2017年3月1日至2日
的TRIPS理事会会议，世贸组织文件IP/C/M/85和Add.1。

 20 见产权组织文件SCP/25/6、SCP/26/8、SCP/27/10、 
SCP/28/12和SCP/29/8，可见：https://www.wipo.int/
meetings/zh/topic.jsp?group_id=61。

 21 联合国文件WHA70/2017/REC/3、WHA71/2018/
REC/3、EB140/2017/REC/2和EB144/2019/REC/2。

 22 大会决议A/RES/71/159。

 23 卫生大会，WHA49.14号决议：修订的药物战略。

 24 卫生大会，WHA52.19号决议：修订的药物战略。

 25 卫生大会, WHA60.30号决议:公共卫生、创新和知识产权。

 26 卫生大会，WHA56.27号决议：知识产权、革新与公共卫生。

 27 卫生大会，WHA56.30号决议：全球卫生部门艾滋病毒/艾
滋病战略。

 28 卫生大会，WHA59.26号决议：国际贸易和卫生。

 29 卫生大会,WHA60.30号决议: 公共卫生、创新和知识产权。

 30 世卫组织和其他政府间组织的相关出版物清单见：https://
www.who.int/phi/publications/en/。

 31 卫生大会,WHA56.27号决议:知识产权、革新与公共卫生。

 32 卫生大会，WHA61.21号决议：公共卫生、创新和知识产
权全球战略和行动计划；卫生大会，WHA62.16号决议:公
共卫生、创新和知识产权全球战略和行动计划。

 33 卫生大会,WHA61.21号决议:公共卫生、创新和知识产权全
球战略和行动计划，附件第7段。

 34 见第三章第三节4。

 35 卫生大会,WHA61.21号决议:公共卫生、创新和知识产权全
球战略和行动计划，附件第14(e)段。

 36 同上，附件，要点5.1(h)。

 37 卫生大会，WHA61.21号决议：公共卫生、创新和知识产
权全球战略和行动计划，第4(5)段。

 38 见第一章第二节4。

 39 见卫生大会WHA62.16号决议、EB136(17)和WHA68.18。

 40 卫生大会，WHA71(9)号决定：公共卫生、创新和知识产权
全球战略和行动计划：总体规划审评。

 41 卫生大会，WHA64.5号决议：大流行性流感的防范：共享
流感病毒以及获得疫苗和其它利益。另见第三章第五节。

 42 联合国文件A/RES/66/2。另见卫生大会，WHA65(8)号决
定：预防和控制非传染性疾病：联合国大会关于预防和控
制非传染性疾病问题高级别会议的后续工作。

 43 见https://www.gardp.org/。

 44 见https://www.who.int/research-observatory/en/。

 45 见https://www.who.int/medicines/access/fair_pricing/ 
en/。

 46 见https://www.who.int/phi/implementation/tech_ 
transfer/en/。

 47 “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一种全球流行病，‘抗微生物药
物耐药性技术专题讨论会：如何促进创新、获取和适当使
用抗生素？’背景文件，世卫组织、产权组织和世贸组织秘
书处编写”，可见：https://www.wipo.int/edocs/mdocs/
mdocs/en/wipo_who_wto_ip_ge_16/wipo_who_wto_ip_
ge_16_inf_2.pdf。

 48 见https://www.who.int/antimicrobial-resistance/
interagency-coordination-group/final-report/en/。

 49 卫生大会，WHA68.7号决议：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全球行
动计划。

 50 见世卫组织文件A72/18，第37–41段，可见：https://
apps.who.int/gb/ebwha/pdf_files/WHA72/A72_18-ch.
pdf；另见http://www.fao.org/antimicrobial-resistance/
en/、https ://www.o ie . in t/en/our-sc ient i f i c-
expert ise/veterinary-products/antimicrobials/
和https://www.who.int/foodsafety/areas_work/
antimicrobial-resistance/tripartite/en/。

 51 联合国文件A/RES/71/3。

 52 同上，第15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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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机构间协调小组制定了六份讨论文件，内容包括以下
几个方面:(一)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投资于创新和研
究,促进研发和获取;(二)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国家行 
动 计 划 ; ( 三 ) 抗 微 生 物 药 物 使 用 和 耐 药 性 的 监 督 和 监
测;(四)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的未来全球治理;(五)优化
抗微生物药物的使用；以及(六)应对抗微生物药物耐
药 性 的 挑 战 ： 从 沟 通 到 集 体 行 动 。 讨 论 文 件 可 在 以
下网站查阅：https://www.who.int/antimicrobial-
res is tance/ interagency-coord inat ion-group/
public-consultation-discussion-papers/en/。

 54 联合国文件A/73/869。

 55 联合国文件A/RES/74/2。

 56 见https://www.wipo.int/meetings/en/2016/wipo_wto_
who_technical_symposium.html；“抗微生物药物耐药
性——一种全球流行病，‘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技术专题讨论
会：如何促进创新、获取和适当使用抗生素？’背景文件，世
卫组织、产权组织和世贸组织秘书处编写”，可见：https://
www.wipo.int/edocs/mdocs/mdocs/en/wipo_who_wto_
ip_ge_16/wipo_who_wto_ip_ge_16_inf_2.pdf。

 57 例如，见世贸组织与世卫组织和产权组织密切合作举
办的贸易与公共卫生讲习班，2018年10月8日至12
日，https://www.wto.org/english/news_e/news18_e/
tra_15oct18_e.htm。

 58 见 h t t p s : / / a p p s . w h o . i n t / i r i s / b i t s t r e a m /
hand le/10665/193736/9789241509763_eng.
pdf?sequence=1。

 59 见https://www.who.int/antimicrobial-resistance/zh/。

 60 见世卫组织国家行动计划库，可见：https://www.who.
int/antimicrobial-resistance/national-action-plans/
library/en/。

 61 例 如 , 见 世 卫 组 织 , 《 多 来 源 药 品 ( 仿 制 药 品 ) 上 市
许 可 ： 国 家 药 品 管 理 机 构 手 册 》 — — 第 二 版 , 可
见：https://apps.who.int/iris/bitstream/handle/ 
10665/44576/9789241501453_eng.pdf?sequence=1;
世卫组织全球基准工具，可见：https://www.who.int/
medicines/regulation/benchmarking_tool/en/;《世
卫组织国家医疗产品监管体系评价全球基准工具——国
家监管体系：指标和概况》,可见：https://www.who.
int/medicines/areas/regulation/01_GBT_RS_RevVI.
pdf?ua=1。

 62 另见https://www.who.int/medical_devices/safety/zh/。

 63 见第(EU) 2017/745号条例和第(EU) 2017/746号条
例；BBC新闻“问答：PIP乳房植入物健康恐慌”，2013
年12月10日，可见：https://www.bbc.com/news/
health-16391522。

 64 另见https://www.who.int/clinical-trials-registry-
platform/about/glossary。关于临床试验在药物开发过程
中的作用，见第三章第二节7。

 65 卫生大会，WHA58.34号决议：卫生研究部长级高层会议。

 66 世界医学会，《世界医学会卫生数据库和生物库伦理考量
台北宣言》，可见：https://www.wma.net/policies-post/
wma-declaration-of-taipei-on-ethical-considerations- 
regarding-health-databases-and-biobanks/。

 67 教科文组织,“关于生物伦理计划",可见:https://zh.unesco.
org/themes/eth ics-science-and-technology/
bioethics。

 68 教科文组织,《世界生物伦理与人权宣言》,2005年10月
19日，可见：http://portal.unesco.org/en/ev.php- 
U R L _ I D = 3 1 0 5 8 & U R L _ D O = D O _ T O P I C & U R L _
SECTION=201.html。

 69 产权组织,《知识产权与生物伦理——概述：协商草案》,
可见：https://www.wipo.int/edocs/pubdocs/en/
intproperty/932/wipo_pub_b932ipb.pdf；另见产权组织
生命科学专题讨论会,2007年9月4日,可见：https://www.
wipo.int/meetings/en/details.jsp?meeting_id=14142。

 70 见 https://www.who.int/ethics/about/unintercomm/en/。

 71 可见:http://www.unesco.org/new/en/social-and- 
human-sc i ences/ themes/b ioe th i c s/human- 
genome-and-human-rights/。

 72 可见:http://www.unesco.org/new/en/social-and- 
human-sc i ences/ themes/b ioe th i c s/human- 
genetic-data/。

 73 可见:http://www.unesco.org/new/en/social-and- 
human-sciences/themes/bioethics/bioethics- 
and-human-rights/。

 74 世卫组织制定人类基因组编辑全球治理和监督标准问题专
家咨询委员会，见https://www.who.int/ethics/topics/
human-genome-editing/committee-members/en/；国
家生物伦理学委员会全球峰会，见https://www.who.int/
ethics/partnerships/globalsummit/en/。

 75 世卫组织《基本药物标准清单》可见：https://www.who.
int/medicines/publications/essentialmedicines/zh/。

 76 世界卫生组织，生物制品标准化专家委员会，2009年
10月19日至23日，《类似生物治疗产品评价指南》，
可见：https://www.who.int/biologicals/publications/
trs/areas/biological_therapeutics/TRS_977_Annex_2.
pdf?ua=1。

 77 例如，见Berkowitz, S. A., Engen, J. R., Mazzeo J. R. and 
Jones, G. B. (2012)，“Analytical tools for characterizing 
biopharmaceuticals and the implications for biosimilars” 
(表征生物制药的分析工具和对生物仿制药的影响),Nature 
Reviews，Drug Discovery 11(7): 527–540。

 78 见https://www.who.int/biologicals/biotherapeutics/
biotherapeutic-products/en/。

 79 另见欧洲药品管理局，“生物仿制药：概览”,可见:https://
www.ema.europa.eu/en/human-regulatory/overview/
biosimilar-medicines-overview。

 80 见欧洲药品管理局,“多学科：生物仿制药”,可见：https://
www.ema.europa.eu/en/human-regulatory/research-
development/scientific-guidelines/multidisciplinary/
multidisciplinary-biosimilar。

 81 见https://www.swissmedic.ch/swissmedic/en/home/
humanarzneimittel/authorisations/information/
anpassung_wlbiosimilar.html。

 82 见https://www.who.int/biologicals/biotherapeutics/
similar_biotherapeutic_products/en/。

 83 见世卫组织生物治疗产品和类似生物治疗产品资格预
审试行程序，可见https://www.who.int/medicines/
regulation/biotherapeutic_products/en/。

 84 不 同 监 管 机 构 对 列 入 先 进 治 疗 药 物 产 品 类 别 的 产
品范围略有不同，见https : //eur- lex .eu ropa .eu/
legal-content/EN/TXT/?qid=1560343808209&
uri=CELEX:32007R1394和https://www.fda.gov/
BiologicsBloodVaccines/CellularGeneTherapyProducts/
ucm537670.htm。

 85 见国家癌症研究所，“治疗和疗法”，可见：https://www.
cancer.gov/nano/cancer-nanotechnology/treatment。

 86 第四章第一节4-9介绍了卫生系统内药品和医疗技术的供
应，以及采购、价格管理和卫生系统的供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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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 例子引自《PCT国际检索和初步审查指南》第13.14(d)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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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7 产权组织文件SCP/13/5。

148 加拿大最高法院2012年11月8日的裁决，2012 SCC,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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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ex.do。

149 “现有技术”一般是指在待审专利申请的申请日或优先权日
之前已向公众提供的所有知识。现有技术用于确定新颖性
和创造性的范围，这是两项可专利性要求（产权组织文件
SCP/12/3 Rev.2，第210段）。

150 产权组织文件SCP/12/3和CDIP/7/3。

151 见“专利申请检索和审查国际工作共享与合作活动” ,
可见：https://www.wipo.int/patents/en/topics/
worksharing。

152 到2020年7月1日，已指定23个国际检索和初步审查单位,
见：https://www.wipo.int/pct/en/access/isa_ipea_
agreements.html。

153 东盟专利审查合作计划（ASPEC）；PROSUR，拉丁美
洲参与国之间的技术合作体系；温哥华集团，澳大利亚、
加拿大和联合王国知识产权局之间的合作；五局（IP5:即
欧洲专利局（欧专局）、日本特许厅、韩国特许厅、中华
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和美国专利商标局（美国专商
局)）建立了一套机制，以提高全球专利审查过程的效率,
见：http://www.fiveipoffices.org/index.html。五局处理
了全世界约80%的专利申请和PCT全部工作的95%。

154 例子包括韩国特许厅与美国专利商标局之间的SHARE工作
共享试点倡议项目和双边“专利审查高速路”协定。

155 第四章第三节1-2从药品获取角度进一步讨论了专利授权和
复审程序。

156 见https://www.gov.za/sites/default/fi les/gcis_
document/201808/ippolicy2018-phasei.pdf，第5页。

157 关于异议制度和其他行政撤销及无效宣告机制的进一步信
息，见“异议和行政撤销机制”，可见：https://www.wipo.
int/scp/en/revocation_mechanisms/，和产权组织文件
SCP/18/4。第四章第三节2从药品获取角度讨论了复审 
程序。

158 更多信息，见第四章第三节5(a)(vi)。

159 见产权组织文件SCP/13/3、SCP/15/3、SCP/16/3、 
SCP/17/3、SCP/18/3、SCP/20/3、SCP/20/4、SCP/ 
20/5、SCP/20/6、SCP/20/7、SCP/21/3、SCP/21/4 
Rev.、SCP/21/5 Rev.、SCP/21/6、SCP/21/7、SCP/23 
/3、SCP/25/3、SCP/25/3 Add.、SCP/27/3、SCP/ 
28/3、SCP/28/3 Add.，可见：https://www.wipo.int/
patents/en/topics/exceptions_limitations.html。从创新
和药品获取角度对专利制度例外与限制及灵活性的论述分
别见第二章第二节1(b)(vii)、第三章第四节5(a)-(b)和第四
章第三节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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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 详细信息，见“主题和议题：专利与卫生”，可见：https://
www.wipo.int/patents/en/topics/public_health.html。

161 “关于从当局获得监管批准行为例外的参考文件草案（第二
稿）”，产权文件SCP/28/3，可见：https://www.wipo.
int/meetings/zh/doc_details.jsp?doc_id=406783。

162 “关于研究例外的参考文件草案”，文件SCP/29/3，可
见：https://www.wipo.int/meetings/zh/doc_details.
jsp?doc_id=420102。

163 “关于强制许可例外的参考文件草案”，文件SCP/30/3,
可见：https://www.wipo.int/meetings/zh/doc_details.
jsp?doc_id=437425。

164 产权组织文件SCP/26/5、SCP/27/5。

165 见https://www.wipo.int/scp/en/annex_ii.html。

166 第三章第四节5(f)概述了操作自由问题。

167 见https://www.wipo.int/standards/zh/。

168 见https://www.wipo.int/cws/zh/index.html。

169 关于产权组织标准、建议和准则的清单，见https://www.
wipo.int/standards/en/part_03_standards.html。

170 见https://www.wipo.int/standards/en/part_07.html。

171 卫生大会文件A72.8“提高药物、疫苗以及其他卫生产品的
市场透明度”，可见：https://apps.who.int/gb/ebwha/
pdf_files/WHA72/A72_R8-ch.pdf。

172 见https://www.wipo.int/patent_register_portal/en/
index.html。

173 见http://www.wipo.int/patentscope/zh/。

174 截 至 2 0 2 0 年 5 月 已 有 6 0 多 个 国 家 和 区 域 局 的 数 据 ,
见：https://patentscope.wipo.int/search/zh/help/data_
coverage.jsf。

175 见https://patentscope.wipo.int/search/zh/clir/clir.
jsf?new=true。

176 见https://patentscope.wipo.int/translate/translate.
jsf?interfaceLanguage=zh。

177 见https://www.wipo.int/reference/zh/wipopearl。

178 Gaceta de medicamentos，可见：https://www.gob. 
mx/impi/documentos/gaceta-de-medicamentos? 
state=published。

179 见https://www.medspal.org/。

180 见https://www.wipo.int/pat-informed/en/。

181 见Pat-INFORMED使用条款/免责声明，可见：https://
www.wipo.int/patinformed/。

182 见https://www.wipo.int/ip-development/zh/agenda/
recommendations.html。

183 见https://www.wipo.int/ardi。

184 见https://www.wipo.int/aspi。

185 见https://www.wipo. int/patentscope/en/data/
developing_countries.html。

186 见https://www.wipo.int/tisc。

187 见https://www.wipo.int/das。

188 见https://www.wipo.int/case。

189 更多信息，见产权组织《工业产权信息与文献手册》，“词
汇表”（可见：https://www.wipo.int/export/sites/www/
standards/en/pdf/08-01-01.pdf）；以及，例如欧洲
专利局的同族专利定义（可见：https://www.epo.org/

searching-for-patents/helpful-resources/first-time-
here/patent-families.html）。

190 见Tr ippe (2015 )；产权组织《工业产权信息与文献
手册》,可见：https ://www.wipo. int/standards/
en/#handbook；Martinez (2010)。

191 国际专利分类（IPC）由《国际专利分类斯特拉斯堡协定》
建立，提供了一种由独立于语言的符号构成的分级系统,
用于根据专利和实用新型所涉不同技术领域，对专利和
实用新型进行分类。专家用IPC号对专利文献进行标准化
应用，可以进行独立于语言的专利检索，使IPC成为不可
或缺的检索工具。更多信息，见https://www.wipo.int/
classifications/ipc/zh/。

192 产权组织文件SCP/28/5。

193 SureChEMBL可以免费查询：https://www.surechembl.
org/search/。

194 见https://www.wipo.int/patentscope/zh/news/
pctdb/2016/news_0008.html。

195 第三章第四节5(f)概述了操作自由问题。

196 同上。

197 见产权组织标准ST.27，可见：https://www.wipo.int/
export/sites/www/standards/en/pdf/03-27-01.pdf。

198 产权组织的一项技术研究（产权组织文件CDIP/4/3 REV./
STUDY/INF/3）审查了一级来源和二级来源法律状态数
据的可用性，并描述了与这些数据的可用性、可靠性和可
比性有关的挑战。总共有87个专利机构为这项研究提供
了信息，证实了在可靠法律状态数据的可用性和可比性方
面有时存在不足。研究报告中提出了改进建议，这需要
各国主管部门作出重大承诺。关于产权组织专利法律状
态数据项目的进一步信息，见：https://www.wipo.int/
patentscope/en/programs/legal_status/index.html。

199 该书的全名是《已批准药物产品与治疗等效性评价》; 
可见以下网址：https://www.fda.gov/drugs/drug-
approvals-and-databases/approved-drug-products-
therapeutic-equivalence-evaluations-orange-book。

200 见https://www.accessdata.fda.gov/scripts/cder/ob/
index.cfm和21 U.S.C. §355 - New drugs，(b)(1)，可
见：https://www.law.cornell.edu/uscode/text/21/355。

201 见https://www.accessdata.fda.gov/scripts/cdrh/
cfdocs/cfcfr/CFRSearch.cfm?fr=314.53。

202 见https://www.fda.gov/drugs/biosimilars/purple-
book-lists-licensed-biological-products-reference-
product-exclusivity-and-biosimilarity-or。

203 见http://pr-rdb.hc-sc.gc.ca/pr-rdb/index-eng.jsp。

204 见https://nedrug.mfds.go.kr/pbp/CCBAK01（韩文); 
“在数据库中检索——韩国”：https://www.epo.org/
searching-for-patents/helpful-resources/asian/korea/
search.html；http://koreaniplaw.blogspot.com/search/
label/Green%20List。

205 例 如 ， 见 产 权 组 织 利 托 那 韦 专 利 态 势 报 告 ， 可
见：https://www.wipo.int/publications/en/details.
jsp?id=230&plang=EN，和阿扎那韦专利态势报告,可
见：https://www.wipo.int/publications/en/details.
jsp?id=265&plang=EN。

206 见https://www.wipo.int/patentscope/zh/programs/
patent_landscapes/。

207 见ht tps : //www.w ipo . i n t /edocs/pubdocs/en/
patents/946/wipo_pub_946_3.pdf。

208 见https://www.wipo.int/edocs/pubdocs/en/wipo_
pub_949_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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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9 见https://www.wipo.int/patentscope/en/programs/
patent_landscapes/plrdb.html。

210 例如，见Unitaid (2014a)；Unitaid and Medicines Patent 
Pool (2015)。

211 乌拉圭回合《关于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的谅解》;见世贸组
织文件WT/DS171/3 和WT/DS196/4。

212 见世贸组织文件WT/MIN(01)/3，第284段（中国);WT/
ACC/RUS/70，WT/MIN(11)/2，第1295段（俄罗斯联
邦）；WT/ACC/UKR/152，第433段（乌克兰)。

213 协定案文见：https ://www.ef ta . in t/ f ree-t rade/
free-trade-agreements/korea。

214 WHO, 2018e，第11页。

215 见Drugs@FDA: FDA-Approved Drugs，“Colcrys”，可
见：http://www.accessdata.fda.gov/scripts/cder/daf/
index.cfm?event=overview.process&varApplNo=022352。

216 见Wasserman (2016)；Drugs@FDA: FDA-Approved 
Drug Products，“Colchicine”，可见https://www.access 
data.fda.gov/scripts/cder/daf/index.cfm。

217 欧洲议会和理事会2014年4月16日关于人用药临床试验的
第(EU) 536/2014号条例，OJEU L 158/1，2014年5月
27日。关于欧盟制度的更多细节，另见世贸组织秘书处关
于欧盟贸易政策的报告，世贸组织文件WT/TPR/S/357/
Rev.1，第3.330-3.334段。

218 世贸组织秘书处关于欧盟贸易政策的报告，世贸组织文件
WT/TPR/S/317，第3.302-3.303段。另见2018年9月25
日普通法院（第二庭）在“Amicus Therapeutics UK Ltd 
and Amicus Therapeutics, Inc. v. European Medicines 
Agency (EMA)”案判决书中关于数据开放获取对第三国竞
争者使用数据的影响的讨论，第84段，可见：http://curia.
europa.eu/juris/document/document.jsf?text=&docid=
206064&pageIndex=0&doclang=en&mode=lst&dir=&oc
c=first&part=1&cid=4729437。

219 同上，第55段。

220 同 上 ， 第 7 7 和 8 5 段 。 这 一 决 定 被 提 出 上 诉 ， 总 法
律顾问于2019年9月11日发表了意见；见：ht tp ://
cu r i a . eu ropa . eu/ j u r i s /documen t /documen t .
jsf?docid=217636&doclang=EN。

221 “TRIPS经济学——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方面经济问题
系列入门资料”，可见：https://www.wto.org/english/
tratop_e/trips_e/trips_econprimer1_e.pdf。

222 见www.wipo.int/madrid/zh/。

223 尼斯分类（NCL）由《尼斯协定》（1957年）建立，是一
种商标注册用商品和服务国际分类。尼斯分类第5类主要包
括药品和其他医用或兽医用制剂。更多信息，见https://
www.wipo.int/classifications/nice/zh/。

224 产权组织知识产权统计数据库：https://www3.wipo.
int/ipstats/pmhindex.htm?lang=zh&tab=madrid。这
些数字涉及按原属局开列的马德里体系注册在尼斯分类
第5类下指定的商品和服务，见https://www.wipo.int/
classifications/nice/zh/index.html。

225 截至2019年12月27日，可以在122个国家进行保护,
见https://www.wipo.int/madrid/zh/news/2019/
news_0027.html。

226 根据《TRIPS协定》第18条，保护期不短于7年，根据《商
标法条约》第13条第7款和《商标法新加坡条约》第13条
第5款，保护期为10年，每次续展为10年。

227 见https://www.who.int/medicines/services/inn/en/。

228 见https://www.who.int/medicines/services/inn/
inn_bio/en/。

229 1993年，世界卫生大会核可了WHA46.19号决议，该决议
规定商标不得来源于国际非专利名称，国际非专利名称词
干不得用作商标。

230 见https://www.who.int/medicines/publications/
druginformation/innlists/en/。此外，国际非专利名称外
网MedNet允许成员免费查询国际非专利名称可检索数据
库：https://mednet-communities.net/inn。

231 产权组织文件SCT/40/10 Prov.，第33段。

232 第10条之二也以援引方式被纳入《TRIPS协定》。见专家
组报告，“澳大利亚——烟草平装案”，第7.2631段。

233 其他国家，如澳大利亚、加拿大、日本、墨西哥和南非等
国的卫生部都建立了自己的专有名称审查制度。

234 F D A 用 药 错 误 预 防 和 分 析 部 （ D M E P A ） 和 欧 洲 药 
管局（发明）名称审查组（NRG）。

235 见欧洲药管局，“2018年9月名称审查组审查的（发明）
名称概述”，可见：https://www.ema.europa.eu/en/
documents/chmp-annex/overview-invented-names-
reviewed-september-2018-name-review-group-nrg_
en.pdf。

236 早在二十世纪50年代，一些类型的非传统商标，如声音、
颜色、形状和包装的某些方面，就已经存在并得到国际承
认。《商标法新加坡条约》及其2011年11月1日生效的细
则三规定了国际层面适用于这些商标的技术要求。更多信
息，见https://www.wipo.int/treaties/zh/ip/singapore/。

237 欧盟知识产权局注册号：001909472。

238 Ross Whitney Corp. v. SKF, 207 F.2d 190 (9th Cir. 1953)。

239 共同体商标注册第002179562号，注册人Glaxo Group 
Ltd.。

240 见澳大利亚《2011年烟草平装法》（Australian Tobacco 
Plain Packaging Act 2011 No. 148, 2011）第18–25条。

241 《TRIPS协定》第20条的内容是：“商标在贸易过程中的
使用，不得无理地受到特殊要求的妨碍，例如要求与另一
商标一同使用、以特殊形式使用、或以损害其将一企业的
商品或服务区别于其他企业的商品或服务的能力的方式使
用。但这并不排除对用以辨别生产某些商品或提供某些服
务的企业的商标与用以识别该企业的这些具体商品或服
务的商标一同使用、但无需与之相联系地使用作出规定的 
要求。”

242 2001年11月6日关于共同体人用药准则的第2001/83/
EC号指令（经第2004/27/EC指令修订) ,人用药标
签和包装单张可读性指南（2009年1月) ,共同体授权
人用药包装信息指南（2008年2月第13次修订) ,关
于 中 央 授 权 非 处 方 人 用 药 包 装 设 计 和 标 签 的 Q R D 建 
议（EMA/275297/2010）。

243 Roughead et al., 2013，第6页。

244 Therapeutic Goods Administration, Australian Department 
of Health, Draft Therapeutic Goods Order (TGO 79). 澳
大利亚卫生部治疗商品管理局，“Draft Therapeutic Goods 
Order”（治疗用商品令草案）（TGO 79）。

245 2010年第3号最高法令，第82条，可见http://www.ispch.
cl/anamed_/normativa/decretos_supremos；另见“什
么是国际非专利名称？”，可见：https://www.minsal.cl/
DCI_INN/。

246 案件号594/2000：2002年3月25日，比勒陀利亚高等
法院作出判决，原告Beecham Group plc和SmithKline 
Beecham Pharmaceuticals (Pty) Ltd胜诉，被告Biotech 
Laboratories (Pty) Ltd败诉。法院认为，原告已经证
明，包装说明书符合南非版权法对文学作品的定义，禁止
Biotech侵犯版权。Biotech Laboratories (Pty) Ltd对法院
判决提出上诉，上诉被驳回并支付了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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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7 案件号FCA 1307：澳大利亚联邦法院于2011年11月18日
宣判，原告无权获得任何版权侵权救济。原告：Sanofi-
Aventis Australia Pty Ltd、Sanofi-Aventis Deutschland 
Gmbh和Aventisub II Incorporated，被告：Apotex Pty 
Ltd。

248 联合王国知识产权局，《版权咨询》（2011年），第80
页，转引自澳大利亚法律改革委员会（2013年），《版权
与数字经济》，讨论文件79，悉尼；见www.alrc.gov.au/ 
publication/copyright-and-the-digital-economy- 
dp-79/8-non-consumptive-use/text-and-data- 
mining/。

249 欧洲议会和理事会2019年4月17日关于数字单一市场中版
权和相关权并修正第96/9/EC号和第2001/29/EC号指令
的第（EU）2019/790号指令，OJ L 130，2019年5月17
日，第92页。

250 1988年《版权、外观设计和专利法》第29A条。

251 2016年10月7日第2016-1231号数字共和国法第38 
条为《知识产权法典》第L122-5条增加了第10款，为第
L342-3条增加了第5款。

252 《版权及相关权法》第60d条。

253 见https://www.who.int/hinari/en/。

254 见ht tps : / /www .gov . uk/gu idance/copy r i gh t- 
orphan-works。

255 欧洲议会和理事会2012年10月25日关于孤儿作品某些允许
用途的第2012/28/EU号指令。

256 欧 盟 知 识 产 权 局 孤 儿 作 品 数 据 库 ， 可 见 ： h t t p s : / /
euipo.europa.eu/ohimportal/en/web/observatory/
orphan-works-db。

257 卫生大会，WHA58.28号决议。

258 产权组织，《知识产权与移动应用》（2019）全面概述
了与移动应用设计者相关的法律生态系统和知识产权法考
量，并对相关商业问题进行了概述。

259 例如，见Topol (2019)；Kohli and Geis (2018)；Kahn 
and Lauerman (2018)。

260 《人工智能类别和术语选编》词汇表见：https://www.
wipo.int/export/sites/www/tech_trends/en/artificial_
intelligence/docs/techtrends_ai_glossary.pdf。

261 WIPO, 2019b, 第31页。

262 同上，第34页。

263 健康医疗人工智能焦点组，见https://www.itu.int/en/
ITU-T/focusgroups/ai4h/Pages/default.aspx。

264 见“职责范围”，可见：https://www.itu.int/en/ITU-T/
focusgroups/ai4h/Documents/FG-AI4H-ToR.pdf。

265 例如，见Society for Laboratory Automation and 
Screening (2018)，“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o  
improve drug combination design and personalized 
m e d i c i n e ” （ 人 工 智 能 改 善 药 物 组 合 设 计 和 个 体 化 
医学),PhysOrg，9月25日；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2018)，“Researchers develop AI platform to 
rapidly identify optimal personalised drug combinations 
for myeloma patients”（研究人员开发出人工智能平
台,为骨髓瘤患者快速识别最佳个性化药物组合),Medical 
Xpress，8月13日；Masturah Bte Mohd Abdul Rashid 
and Edward Kai-Hua Chow (2018)，“Artificial 
Intelligence-driven designer drug combinations: From 
drug development to personalized medicine”（人工智能
驱动的设计药物组合：从药物开发到个体化医学），SLAS 
Technology 24(1): 124–125；IMB RXN for Chemistry，
可见：https://rxn.res.ibm.com/。

266 美国专利10,193,695 B1，2019年1月19日授权。

267 WIPO, 2019b，第126–130页。

268 “前沿卫生技术：机会和挑战，世卫组织-产权组织-世贸组
织技术专题讨论会”，日内瓦，2019年10月31日；WIPO, 
2019b，第143页；产权组织文件SCP/30/5。

269 见OECD and EUIPO (2019)；European Commission 
(2019b)。

270 《TRIPS协定》第41条第5款。

271 产权组织执法咨询委员会的所有文件均可公开查阅，
见：https://www.wipo.int/enforcement/zh/ace/。

272 产权组织文件CDIP/5/4 Rev.。

273 世贸组织文件WT/L/540，见第四章第三节3(i i i )和附 
件二。

274 见https://www.wipo.int/treaties/en/text.jsp?file_
id=305582。

275 产权组织，“TRIPS协定灵活性咨询意见”，https ://
www.wipo.int/ip-development/en/policy_legislative_
assistance/advice_trips.html。

276 产权组织文件CDIP/5/4 Rev.、CDIP/6/10、CDIP/7/3、 
CDIP/7/3 add.、CDIP/8/5、CDIP/9/11、CDIP/13/ 
10、CDIP/15/6。

277 见产权组织，“专利权的例外与限制”，https://www.wipo.
int/patents/en/topics/exceptions_limitations.html。

278 产权组织文件SCP/26/5 和SCP/27/5。

279 报告可见https : //apps .who . in t/ i r i s/b i t s t ream/
handle/10665/66919/a73725.pdf。

280 特别会议记录见世贸组织文件IP/C/M/31。

281 产权组织文件CDIP/5/4 rev.，第34段。

282 见http://www.wipo.int/ip-development/en/agenda/
flexibilities/database.html。

283 见第三章第四节5(a)。

284 见第四章第三节3(a)(iii)。

285 见第二章第二节1(g)(v)。

286 见第四章第三节3(a)(i)。

287 见 h t t p s : / / a p p s . w h o . i n t / i r i s / b i t s t r e a m / h a n
dle/10665/330145/9789241517034-eng.pdf?ua=1。

288 “澳大利亚——烟草平装案”的专家组认为，《多哈宣言》
第5段确认了它的观点，即《TRIPS协定》第7条和第8条为
解释该协定第20条提供了重要背景。专家组报告，“澳大利
亚——烟草平装案”，第7.2411段。

289 解释见第四章第三节3(f)。

290 专 家 组 各 项 报 告 ， “ 澳 大 利 亚 — — 烟 草 平 装 案 ” ， 第
7.2409-7.2411段（WT/DS435/R、WT/DS441/R、WT/
DS458/R、WT/DS467/R)。洪都拉斯（WT/DS435/23)
和多米尼加（WT/DS/441/23）在各自的上诉中声称,专家
组错误地认定《关于TRIPS协定和公共卫生的多哈宣言》
第5段构成《维也纳公约》第三十一条第三款(a)项意义上
的“嗣后协定”。在撰写本报告时，上诉机构尚未发布其 
报告。

291 见第四章第三节3(a)(iii)。

292 世贸组织文件IP/C/73。

293 同上。关于TRIPS理事会2002年通过的较早的延期决定，
见世贸组织文件IP/C/25。

294 世贸组织文件WT/L/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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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apps.who.int/iris/bitstream/handle/10665/66919/a73725.pdf
https://apps.who.int/iris/bitstream/handle/10665/66919/a73725.pdf
http://www.wipo.int/ip-development/en/agenda/flexibilities/database.html
http://www.wipo.int/ip-development/en/agenda/flexibilities/database.html
https://apps.who.int/iris/bitstream/handle/10665/330145/9789241517034-eng.pdf?ua=1
https://apps.who.int/iris/bitstream/handle/10665/330145/9789241517034-eng.pdf?ua=1


第二章 – 创新和获取行动的政策背景

99

295 世贸组织文件IP/C/64。关于TRIPS理事会早先关于总体延
长过渡期的决定，见世贸组织文件IP/C/40。

296 2009年10月26日关于保护知识产权的第31/2009号法律第
18条第(8)款。

297 卢旺达共和国贸易和工业部，《经修订的卢旺达知识产权
政策》，2018年11月通过，可见：https://www.aripo.
org/wp-content/uploads/2020/04/Rwanda_Revised_
Policy_on_Intellectual_Property_2018.pdf。

298 见第二章第二节1(g)(v)。

299 见https://wipolex.wipo.int/en/text/458363。

300 修订后的《班吉协定》有关规定是：“在2033年1月1日之
前或不再是最不发达国家之前，具有最不发达国家地位的
成员国不需要对药品专利或与药品有关的专利适用附件一
的规定，也不需要对机密信息适用附件八的规定。”

301 世贸组织文件LT/UR/A/2。

302 世贸组织文件WT/ACC/UKR/152，第425、433和512段。

303 世贸组织文件WT/L/508。

304 世贸组织文件WT/L/846。

305 世贸组织文件WT/L/508/Add.1。

306 世贸组织文件WT/ACC/KHM/21，第204–206段和 
第224段。

307 世贸组织文件WT/MIN(03)/SR/4。

308 见World Bank (2005, 2009)。经合组织丛书“Best Practice 
Roundtables on Competition Policy”(竞争政策最佳实践
圆桌会议)，见http://www.oecd.org/daf/competition/
roundtables.htm。特别见：Designing Publicly Funded 
Healthcare Markets (设计公共资助卫生保健市场)(2018
年);Excessive Pricing in Pharmaceuticals (药品定价过
高) (2018年);Generic Pharmaceuticals and Competition 
(仿制药和竞争) (2014年);Competition Issues in the 
Distribution of Pharmaceuticals(药品分销中的竞争问题)
(2014年);Competition in Hospital Services(医院服务中的
竞争)(2012年); Generic Pharmaceuticals(仿制药)(2009年); 
Competition, Patents and Innovation II (竞争、专利和创新
二)(2009年);Competition, Patents and Innovation(竞争、专
利和创新)(2006年);Competition in the Provision of Hospital 
Services(提供医院服务中的竞争)(2005年);Enhancing 
Beneficial Competition in the Health Professions(加
强卫生行业的有益竞争)(2004年);Competition in the 
Pharmaceutical Industry(制药行业的竞争)(2000年);以及更
一般性的Relations Between Regulators and Competition 
Authorities(监管机构和竞争主管部门之间的关系)(1998年)。
另见UNCTAD (2015b)。

309 例如，见OECD (2018)，《医药市场价格过高》，DAF/
COMP(2018)12，经合组织秘书处在其中指出：“适用竞争
法打击医药部门的高价格，需要深入了解市场动态和部门
监管，以及可能为解决高价采取的各种监管对策。因此可
能需要探索各种干预渠道，如有可能应与适用的部门监管机
构合作。”另见2019年2月1日世贸组织文件IP/C/W/651, 
南非向TRIPS理事会提交的文件，邀请世贸组织成员除其他
外分享与药品和医疗技术部门定价过高有关的经验。

310 另见R Robert D. Anderson and William E. Kovacic，“The 
application of competition policy vis-à-vis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the evolution of thought underlying 
policy change”（竞争政策的应用相对于知识产权：政策变
化背后的思想演变），载于Anderson, Pires de Carvalho 
and Taubman (eds.), 2020。

311 例如，见巴西和秘鲁向产权组织执法咨询委员会提供的资
料，2018年8月21日的文件WIPO/ACE/13/5，以及2018
年11月19日和2019年2月13日在TRIPS理事会会议上举行

的关于通过竞争法和竞争政策促进公众卫生的讨论，世贸
组织文件IP/C/M/90和Add.1，以及IP/C/M/91和Add.1。

312 见Robert D. Anderson, Anna Caroline Mler and Antony 
Taubman，“The WTO TRIPS Agreement as a platform 
for application of competition policy to the contemporary 
knowledge economy”（世贸组织《TRIPS协定》作为将竞
争政策应用于当代知识经济的平台），载于Anderson, Pires 
de Carvalho and Taubman (eds.), 2020。

313 “排他性回授条件”是指被许可人有义务就其对被许可技术
的改进或新应用向许可人授予排他性许可。“防止质疑有效
性的条件”是指规定被许可人有义务不对许可人持有的知识
产权的有效性提出质疑。“胁迫性一揽子许可”是指被许可
人有义务接受几种不同技术的许可，而被许可人的兴趣只
限于这些技术的一部分。

314 在这方面，一些国家或区域竞争管理机构已经发布了指
导方针，为其分析知识产权和反托拉斯案件提供了坚
实的基础：美国司法部/联邦贸易委员会，“Antitrust 
Guidelines for the Licensing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知识产权许可的反垄断指南）（2017年）；欧盟委员
会，“Guidelines on the application of Article 81 of the 
EC Treaty to technology transfer agreements”（关于
欧共体条约第81条适用于技术转让协议的准则），欧共
体文件2004/C 101/02；加拿大见“执法指南”（2016
年），http://www.competitionbureau.gc.ca/eic/site/
cb-bc.nsf/eng/04031.html；日本公平交易委员会《反
垄断法下的知识产权使用》（2007年，2016年）的非官
方译文可见：https://www.jftc.go.jp/en/pressreleases/
yearly-2016/January/160121.html。对包括大量经
济体的比较分析，见：Robert D. Anderson, Jianning 
Chen, Anna Caroline Mler, Daria Novozhilkina, Philippe 
Pelletier, Antonella Salgueiro, et al.，“Competition 
agency guidelines and policy initiatives regarding 
intellectual property: a cross-jurisdictional analysis of 
developed and emerging economies”（竞争机构关于
知识产权的指导方针和政策举措：对发达和新兴经济体的
跨司法管辖区分析），载于Anderson, Pires de Carvalho 
and Taubman (eds.), 2020。

315 国务委员会2014年2月12日第693号判决书，可在行政司
法网页上查阅（https://www.giustizia-amministrativa.it/
portale/pages/istituzionale/visualizza/?nodeRef=&sche
ma=cds&nrg=201209181&nomeFile=201400693_11.htm
l&subDir=Provvedimenti);Hadrian Simonetti，“Appeal, 
Non-application, Judicial Review on the Acts of the 
Public Administration for Antitrust Purposes (Notes to the 
Consiglio di Stato – Italian Supreme Administrative Court –  
Judgment, sec. vi, no. 693/2014, 2014)”（公共行政部门
反垄断行为的上诉、不适用和司法审查（意大利最高行政
法院国务委员会sec. vi, no. 693/2014, 2014判决书注释)),
可见：http://iar.agcm.it/article/view/11060;Giovanni 
Galimberti and Evelina Marchesoni，“Italy: the abuse 
of a dominant position by Pfizer in Xalatan case” 
(意大利：辉瑞公司在适利达案中滥用支配地位的行
为),Bird&Bird，2014年5月，https://www.twobirds.com/
en/news/articles/2014/global/life-sciences-may/
italy-the-abuse-of-a-dominant-position-by-pfizer-in-
xalatan-case。

316 据报道，制药公司之间最近的合并导致该部门的研发活动
减少。关于欧盟判例法的最新综述，见Catherine Derenne 
and Bertold Bar-Bouyssière (2019)，“Pharma and 
mergers: an overview of EU and national case law”（制 
药和兼并：欧盟和国家案例法综述），e-Competitions 
Bulletin Pharma & Mergers，2月14日：89174；以
及，例如LaMattina, 2011。Derenne和Bouyssière报告
了“2004年以来世界各地近100起医药合并案”。

317 European Commission, 2019a。

https://www.aripo.org/wp-content/uploads/2020/04/Rwanda_Revised_Policy_on_Intellectual_Property_2018.pdf
https://www.aripo.org/wp-content/uploads/2020/04/Rwanda_Revised_Policy_on_Intellectual_Property_2018.pdf
https://www.aripo.org/wp-content/uploads/2020/04/Rwanda_Revised_Policy_on_Intellectual_Property_2018.pdf
https://wipolex.wipo.int/en/text/458363
http://www.oecd.org/daf/competition/roundtables.htm
http://www.oecd.org/daf/competition/roundtables.htm
http://www.competitionbureau.gc.ca/eic/site/cb-bc.nsf/eng/04031.html
http://www.competitionbureau.gc.ca/eic/site/cb-bc.nsf/eng/04031.html
https://www.jftc.go.jp/en/pressreleases/yearly-2016/January/160121.html
https://www.jftc.go.jp/en/pressreleases/yearly-2016/January/160121.html
https://www.giustizia-amministrativa.it/portale/pages/istituzionale/visualizza/?nodeRef=&schema=cds&nrg=201209181&nomeFile=201400693_11.html&subDir=Provvedimenti
https://www.giustizia-amministrativa.it/portale/pages/istituzionale/visualizza/?nodeRef=&schema=cds&nrg=201209181&nomeFile=201400693_11.html&subDir=Provvedimenti
https://www.giustizia-amministrativa.it/portale/pages/istituzionale/visualizza/?nodeRef=&schema=cds&nrg=201209181&nomeFile=201400693_11.html&subDir=Provvedimenti
https://www.giustizia-amministrativa.it/portale/pages/istituzionale/visualizza/?nodeRef=&schema=cds&nrg=201209181&nomeFile=201400693_11.html&subDir=Provvedimenti
http://iar.agcm.it/article/view/11060
https://www.twobirds.com/en/news/articles/2014/global/life-sciences-may/italy-the-abuse-of-a-dominant-position-by-pfizer-in-xalatan-case
https://www.twobirds.com/en/news/articles/2014/global/life-sciences-may/italy-the-abuse-of-a-dominant-position-by-pfizer-in-xalatan-case
https://www.twobirds.com/en/news/articles/2014/global/life-sciences-may/italy-the-abuse-of-a-dominant-position-by-pfizer-in-xalatan-case
https://www.twobirds.com/en/news/articles/2014/global/life-sciences-may/italy-the-abuse-of-a-dominant-position-by-pfizer-in-xalatan-c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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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8 第10条之二也以援引方式被纳入《TRIPS协定》。见专家
组报告，“澳大利亚——烟草平装案”，第7.2631段。

319 见Anderson, Müller and Taubman，“The WTO TRIPS 
Agreement as a platform for application of competition 
policy to the contemporary knowledge economy”（世贸
组织《TRIPS协定》作为将竞争政策应用于当代知识经济的
平台），载于Anderson, Pires de Carvalho and Taubman 
(eds.), 2020。

320 专家组报告，“澳大利亚——烟草平装案”，第7.2680段。
专家组认为，澳大利亚的烟草平装措施本身并不构成不正
当竞争行为。专家组还认为，申诉各方没有证明，平装措
施迫使市场行为者从事不公平竞争行为，其性质是造成混
淆，或相当于误导性的指示或指控，或以其他方式从事澳
大利亚有义务确保有效保护的不正当竞争行为，见报告第
7.3.6节。

321 关于关税数据的更多详细情况，见第四章第四节1。

322 见www.haiweb.org/medicineprices。

323 见 2 0 1 8 年 7 月 S P S 委 员 会 报 告 ， 世 贸 组 织 文 件 G /
SPS/R/92/Rev.1。

324 见 2 0 1 8 年 1 1 月 S P S 委 员 会 报 告 ， 世 贸 组 织 文 件 G /
SPS/R/93，第3.38–3.44段。

325 同上，第3.45–3.47段。

326 这些部门说明载于《服务部门分类表》（世贸组织文件
MTN.GNS/W/120号文件），世贸组织成员一般采用该清
单来安排其《服贸总协定》承诺。正文部门(i)至(iii)载于“与
健康相关的服务和社会服务”一节，部门(iv)和(v)载于“专业
服务”一节。

327 如果考虑一些表中所列的横向限制（即适用于所有在表部
门的限制），则部分承诺占主导地位。

328 Robert D. Anderson, Anna Caroline Mler and Philippe 
Pelletier (2016)，“Regional Trade Agreements and 
Procurement Rules: Facilitators or Hindrances?”（区域
贸易协定和采购规则：便利因素还是阻碍因素？)，一个版
本发表为Robert Schuman Centre for Advanced Studies 
(RSCAS) Research Paper No. RSCAS 2015/81，2015年
12月。

329 关于《政府采购协定》缔约方涵盖表的全部内容（附录1）, 
包括相关门槛价，见https://www.wto.org/english/
tratop_e/gproc_e/gp_gpa_e.htm。

330 在脱离欧盟之前，联合王国作为欧盟成员国参加了《政府
采购协定》。2019年2月27日，《政府采购协定》缔约 
方通过决定，邀请联合王国在离开欧盟后以自己的名义 
加入《政府采购协定》。

331 包括通过其代理机构Health Alliance Limited，见新西兰附
件2注1。

332 其他统计资料可见：https://www.wto.org/english/
tratop_e/gproc_e/gp_gpa_e.htm。

333 应当指出，下文的分析仅侧重于《政府采购协定》下的市
场准入机会。它不考虑《政府采购协定》范围之外可能出
现的市场准入障碍（如知识产权）。

334 世贸组织文件GPA/108/Add.9。要回顾，《政府采购协
定》适用于各缔约方承诺表中规定的实体、货物和服务。

335 世贸组织文件GPA/123/Add.7。

336 世贸组织文件GPA/108/Add.4。报告的价值以特别提款权
表示，并已换算成美元。估计数可能会受到汇率变化和相
关转换问题的影响。

337 下列世贸组织争端除其他外，涉及与卫生有关的措施 :“
欧共体——激素案”（DS26和DS48）；“加拿大——药
品专利案”（DS114）；“欧共体——石棉案”（DS135); 

“欧共体——生物技术产品的批准和上市案”（DS291、 
DS292和DS293）；“巴西——翻新轮胎案”（DS332); 
“美国——继续暂停案”（DS320）；“加拿大——继续暂 
停案”（DS321）；“美国——丁香香烟案”（DS406); 
“澳大利亚——烟草平装案”（DS435、DS441、DS458和
DS467）。

338 见上诉机构报告，“欧共体——石棉案”，第172段。

339 见上诉机构报告，“巴西——翻新轮胎案”，第144段。另见
专家组报告，“美国——丁香香烟案”，第7.347段。

340 专家组报告，“加拿大——药品专利案”，世贸组织文件
WT/DS114/R，第7.50段。

341 同上，第7.38段。

342 专家组报告，“澳大利亚——烟草平装案”（DS435、 
DS441、DS458和DS467）。在2018年8月27日的会议
上，争端解决机构通过了WT/DS458/R和WT/DS467/R中
的专家组报告，分别是古巴和印度尼西亚的申诉。洪都拉
斯对同一专家组2018年7月19日WT/DS435/R报告中的某
些结论提出上诉，多米尼加对2018年8月23日WT/DS441/
R报告中的某些结论提出上诉（分别见文件WT/DS435/23
和WT/DS441/23）。在撰写本报告时，上诉机构尚未发布
其报告。

343 烟草平装措施包括两套要求，即格式要求，使烟草产品及
其零售包装的展示标准化，以及商标要求，除其他外，允
许在零售包装上使用标准字体的文字商标，但禁止使用风
格化的文字商标、复合商标和图形商标。烟草平装措施与
在这些争议中没有受到质疑的其他立法要求一起运作，包
括写实的健康警告。

344 专 家 组 报 告 ， “ 澳 大 利 亚 — — 烟 草 平 装 案 ” , 第
7 . 2 6 0 4 – 7 . 2 6 0 5 段 。 《 世 卫 组 织 烟 草 控 制 框 架 公
约》可见：https://apps.who. int/ir is/bitstream/
handle/10665/42811/9241591013.pdf;jsessionid=D0
4BBF65D9B0131FE2E7D2B7465326BD?sequence=;
公约第11条实施准则可见：https://www.who.int/fctc/
treaty_instruments/Guidelines_art_11_CH.pdf?ua=1;
公约第13条实施准则可见：https://www.who.int/fctc/
guidelines/Guidelines_art_13_ZH.pdf?ua=1。

345 专家组报告，“澳大利亚——烟草平装案”，第7.1732段。

346 同上，第7.397段。

347 巴黎公约》（1967年）第6条之五、《TRIPS协定》第15
条第4款、第16条第1款和第16条第3款、《巴黎公约》
(1967年）第10条之二第(1)款、第10条之二第(3)款第(i)项
和第10条之二第(3)款第(iii)项、《TRIPS协定》第22条第2
款(b)项和第24条第3款。古巴还援引了1994年《关贸总协
定》第九条第4款。

348 专家组报告，“澳大利亚——烟草平装案”，第7.1773段,
提及专家组报告，“美国——版权法第110条第(5)款案”,第
6.66段。

349 见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Accountability Office 
(2017)，图4和图5。

350 国家科学委员会，“2018年科学工程指标”，第4章，表
4-10：按选定行业分列的进行或资助研发的公司销售额
和研发强度：2015年，可见：https://www.nsf.gov/
statistics/2018/nsb20181/report/sections/research-
and-development-u-s-trends-and-international-
comparisons/u-s-business-r-d。

351 同上，表4-9：按资金来源和选定行业分列的美国企业研发
资金支出：2015年。

352 “邮箱”义务是一项过渡性义务，适用于尚未对药品和农业
化学品提供产品专利保护的世贸组织成员。1995年1月1日
世贸组织各协定生效以来，这些国家必须建立一种可以为
这些产品提出专利申请的手段。（另外一项要求是，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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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必须建立一种制度，对已提出专利申请的产品给予“专有
销售权”）。见“Mailbox”，网址：https://www.wto.org/
english/thewto_e/glossary_e/glossary_e.htm。

353 关于这些措施的例子，见第四章第一节4(b)。

354 见https://www.wto.org/engl ish/res_e/reser_e/
ersd201905_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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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6 关于国家实施试验数据的其他例子，见第二章第二节1(c)(i)。

357 见第三章第三节6。

358 世卫组织，“传统、补充和整合医学：关于我们”，https://
www.who.int/traditional-complementary-integrative- 
medicine/about/en/。

359 同上。

360 关于草药的定义，见世卫组织（1996年），世卫组织药
物制剂规格专家委员会：第三十四届会议，《世界卫生组
织技术报告丛刊》第863期，附件11：草药评估指南，可
见：http://digicollection.org/hss/en/d/Js5516e/21.html。

361 中国医药保健品进出口商会的数据，可见：h t t p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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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2 世卫组织（2013年），《世卫组织2014-2023年传统医学
战略》，日内瓦：世卫组织，第11页。

363 卫生大会，WHA61.21号决议：公共卫生、创新和知识产
权全球战略和行动计划。

364 另见产权组织词汇表，知识产权与遗传资源、传统知识和
传统文化表现形式重要词语，可见：https://www.wipo.
int/tk/en/resources/glossary.html#49。

365 联合国文件A/RES/61/295。

366 世卫组织，“传统、补充和整合医学：活动”，https://
www.who.int/traditional-complementary-integrative- 
medicine/activities/en/。

367 包括“传统医学”、“草药”、“传统草药制品”、“传统药品”
等字样的通知，见TBT信息管理系统：http://tbtims.wto.
org/en/Notifications/Search。

368 2009年1月1日至2013年12月31日，世贸组织成员通报了
12项措施；2014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世贸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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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1 G/TBT/M/51，第8段。

372 见Tripathi et al.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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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ry/；生物多样性公约，《关于获取和惠益分享的名古
屋议定书》，https://www.cbd.int/abs/。

374 关于病毒共享方面的获取与惠益政治辩论，见第三章第五节。

375 见http://www.tkdl.res.in/tkdl/langdefault/common/
Home.asp?GL=Eng。

376 关于现有技术的更多信息，见第二章第二节1(b)(iv)和产权
组织文件SCP/12/3 Rev.2第210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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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0 见2016年12月16日文件CBD/COP/DEC/XIII/16，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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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dec-16-en.pdf，和2016年12月16日文件CBD/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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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1 见WHO, 2018a脚注71；另见WHO, 2018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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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医疗技术：创新维度

第二章介绍了创新和获取政策框架的要素。本章讨论这一政策框架如何应
用于医疗技术创新。它回顾了过去推动医疗技术创新的因素，指出目前的
研发模式是如何演变的，并描述了新老参与者在创新过程中的作用，包括
在被忽视的疾病、具有大流行潜力的新病原体和抗菌治疗方面的作用。本
章还介绍了知识产权，特别是专利在研发体系中的作用。

本章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在过去的十年里，卫生政策制定者对创新维
度给予了更多的关注，特别是考虑了：

	• 为了建立更有效、基础更广泛、更具包容性的创新进程，需要什么样的
合作结构、激励机制、资金来源和信息工具，并认可私营部门不断变化
的创新和开发模式

	• 如何确保医学研究活动越来越多地关注迄今为止被忽视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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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医学研发的历史模式

要点

•• 制药部门的研发是在典型的大型私有企业中发展起来的，这些企业的研发和营销都是在内部进行的。 
最初，原研企业广泛地授权许可生产。但后来，新药的营销和分销完全由原研企业负责。

•• 2004年至2019年，全球制药企业的研发支出和专利申请量大幅增加。

•• 人们对新药开发滞后表示关注，也关注新药相对现有疗法的治疗效果改善有限。

•• 虽然观察到药品研发生产率的下降，但有迹象表明可能出现逆转。

1. 医疗技术创新的背景

医疗技术的创新不同于一般的创新。它有几个显著的 
特点：

�� 高额的研发成本和随之而来的高失败风险

�� 公共部门投入的重要作用，例如在基础研究资金和
提供基础设施方面，以及在影响成品市场方面

�� 医学研究固有的伦理成分，以及对技术和知识产权
的严密把控或过度限制管理对公共卫生的潜在负面
影响

�� 需要建立一个严格的监管框架，以评估医疗技术的
质量、安全性和有效性。

了解医学研发的历史趋势和现代制药业的发展，为当前
的发展动态以及现有创新体系和整体研发格局所面临的
挑战提供了背景。

2. 从早期发现到“神药”

现代制药业是从德国和瑞士的欧洲化学工业发展起来
的，其基础是对有机化学和染料认识的不断提高。到二十
世纪初，法国、联合王国和美国也加入了这一产业，此 
时治疗基本传染病的药物还很少。二十世纪初，学术
界普遍反对为创新授予专利。1虽然有一些科学发现和
生产方法获得了专利，但也有未获得专利的许多其他案
例。2在二十世纪30年代之前，制药业对研发的投入并
不大。然而，由于发现某些化学物质和微生物可用于治
疗感染，因此开发了一系列作为抗菌剂的产品。工业规
模的生产则是另一个挑战。例如，直到1939年，也就
是亚历山大·弗莱明发现青霉素十年后，才使用美国农
业部的设施开始大规模生产青霉素。随后，私营制药企
业被招募来开发和销售这种药物。青霉素和磺胺构成了
一代新“神药”的基础。它们是与来自非营利组织和私
营企业的研究团队合作开发的。知识产权在不同抗生素
的历史上发挥了不同的作用。

到二十世纪60年代，已经申请了50多项与磺胺类药物
有关的新专利。这些专利主要是方法专利，因为当时许
多国家不允许药品的产品专利。关于青霉素就申请了
许多方法专利。有人认为，这些专利不是开发改进方

法的关键。没有一家公司能够获得市场控制权，因为多
数基本方法专利都归美国农业部所有，而农业部的政策
是向任何寻求生产青霉素的公司发放专利许可（Quinn, 
2013）。在没有专利的情况下，开发改进制造方法
的公司达成了相互分享信息和样品的安排（Quinn,  
2013）。知识产权的激励作用在后来抗生素开发中更
为明显，这涉及到寻找新的专有分子。3合成青霉素反
映了专利在抗生素行业中作用的变化，1960年必成集
团在联合王国申请了合成青霉素的专利。必成集团曾表
示，如果没有专利保护的激励，最初就不会决定将药
物研究扩大到半合成青霉素（Taylor and Silberston, 
1973）。虽然在抗生素制造蓬勃发展后不久制药公司
的专利活动就增加了，但很难说抗生素创新与知识产权
之间是否有因果关系。4

3. 制药业的发展和演变

除其他因素外，战争动荡和移民导致制药业的领导权从
欧洲，特别是从德国转移到美国，尽管跨大西洋的竞争
仍然很激烈。二十世纪40年代中期，以美国为基地的
制药业兴起，有几个因素对此产生了影响，其中包括实
行处方药监管和专利法适用方式的改变。5这两个具体
因素的相互作用帮助发展了纵向一体化的现代制药企
业，它们既进行内部研发也进行市场营销。从二十世纪
50年代到70年代，美国制药业的研发投资与销售收入
比增加了一倍多，而广告开支与销售收入比则更高。营
销支出的大部分包括向医生宣传和影响医生使用处方药
的费用。从二十世纪40年代末开始，药品的产品专利
和方法专利授权量都有所增加。6二十世纪50年代至70
年代，制药业的利润回报率始终高于当时大多数制造企
业。二十世纪40年代中期至1970年期间，以有机和天
然产品化学为基础的创新蓬勃发展，这又导致了维生
素、皮质类固醇、激素和抗菌剂的分离和合成。在随后
的年份里，该行业从以化学为基础的研发和制造转向以
药理学和生命科学为基础的活动。也是在这一时期，继 
1962年美国《联邦食品、药品和化妆品法》的《基
福弗-哈里斯修正案》之后，多数国家收紧了新药审批
过程，并建立了新药开发的分期制度——所谓的“I-IV
期”临床试验制度（见第二章第一节6(b)）。处方药开
始主导药品销售和利润——例如，1929年处方药仅占
美国消费者支出的32%，但1969年这一比例已上升到 
83%（Malerba and Orsenigo,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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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研发和上市进行严格控制是必要的，因为这些公司
的大部分收入来自于极少数成功的产品（Comanor, 
1986; Malerba and Orsenigo, 2015）。这些公司之
间的竞争从价格因素转向非价格因素，如研究和广告支
出和产出。这种模式有助于激励创新——美国的研发制
药业从二十世纪40年代平均每年20种新产品发展到50
年代平均每年50种新产品。

4. 从非独占许可到限制生产

从胰岛素的故事中可以看到一个早期非独占许可的例子 
(见专栏3.1）。

在美国制药业的早期——直到二十世纪50年代，普遍
存在着许可其他制药公司生产专利药的现象，这对价格
产生了长期的有利影响，甚至在专利期内也是如此。例
如，1948年在美国，罗格斯大学的科学家获得的链霉
素专利，被以2.5%的使用费无限制地发放许可。具体
到青霉素，美国的价格从1945年每磅4,000美元下降
到1950年每磅282美元（Temin, 1979）。

然 而 ， 在 二 十 世 纪 6 0 年 代 之 前 ， 美 国 的 一 个 关 
键发展是，创新企业开始自己独家生产产品，不向 
他人发放许可。这使它们能够限制产量，产生更大 
的利润。支付高额使用费的许可做法有可能给这些 
创新企业带来同样的利润，但在需求缺乏弹性的情况 
下（即消费者对产品的需求不因价格的微小增长而发生 
明显变化），这种使用费率必然非常高。根据一项估
计，当需求缺乏弹性时，产生相当于独家、单一供应模
式的回报所需的使用费率为80%（Temin, 1979）。作 
为独家生产的早期例子，在美国推出四环素仿制
药之前，1948年四环素的批发价为每100粒30.60 
美元，而相同数量的生产成本仅为3.00美元，因此产
生的利润率是920%。如此高的使用费率在商业上是前
所未有的，因为当时的使用费率一般只有2.5%。如果
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FTC）决定强制许可四环素，适 
用的费率将是2.5%——链霉素的费率。FTC的这一决
定后来由于其他原因没有生效（Scherer and Watal,  
2002），而联合王国则向国民健康服务颁发了进口四
环素仿制药的“王室使用”许可——现在会被归为一种
政府使用许可。7

这些独占性和产品差异化的条件不仅限于抗生素，还包
括通过研发获得的所有药品。例如，第一代类固醇得到
广泛的许可，而第二代合成类固醇则由拥有专利的公司
独家生产（Temin, 1979）。

早在1959年，美国参议院反托拉斯和垄断小组委员 
会（基福弗委员会）的报告就指责该行业通过重复研究 
和微不足道的分子修饰来创造新的可申请专利但治疗上
等效的产品，从而进行哄抬物价。在当前全球关于竞争
的好处以及生物医学研发背景下创新适当回报水平的辩
论中所表达的怀疑观点，与这些早期的批评相呼应。基
福弗参议员指出了原材料成本与药品最终价格之间的
巨大加价；他的国会听证会还揭露了各种不正当的营销 
行为。为降低药品价格，基福弗参议员提出强制交叉 
许可药品专利、定价限制和营销限制等建议。这些建
议最终没有被写入1962年《联邦食品、药品和化妆品
法》的《基福弗-哈里斯修正案》，该修正案授予FDA
推迟或拒绝新药申请的权力。一些欧洲国家随后也制定
了类似的立法，以确保药品的质量和安全性。8

5. 研发趋势

本部分通过研究专利活动、研发投资和每年批准的药
品数量等若干指标以及这些药品的特点来描述研发的
趋势。

图3.1显示了1943年至2019年FDA审批药品的趋势。它 
显示了新药产品审批和新药审批两者的趋势，前者包括
所有已批准的药品，包括新剂型和以前批准药品的新适
应症，后者是以前从未以任何形式批准过的药品。大约
在1960年之前，新药产品的批准水平非常高，这可能
反映了1938年《联邦食品、药品和化妆品法》制定之
前无需批准的大量产品现在需要批准才能继续在市场上
销售。从1960年左右开始，每年获批的新产品数量逐
年变化很大，但到2019年整体呈现上升趋势。与新产
品审批相比，涉及新药的审批量要少得多。新药获批量
缓慢而稳定地上升，从二十世纪60年代的5-23个最低
点到2018年创纪录的59个。

图3.2显示了原研药企业的研发支出、PCT公布数量和
新药批准的平行趋势。全球原研药企业的研发支出大

专栏3.1：胰岛素发现中的知识产权和许可问题

1922年，多伦多大学的研究人员开发出胰岛素这种对1型糖尿病患者有救命作用的物质。当时，该大学的道德
准则要求健康商品不得有任何收益。经过广泛的讨论和对先例的考虑，如肾上腺素专利（见第四节4(a)），大
学决定为胰岛素申请专利保护，并从医学界的利益出发，将该药物商业化。大学为此成立了一个胰岛素委员
会，负责制定适当的许可条款，并根据医生的道德准则和患者的利益处理与工业界的关系。这一选择的动机是
为了防止商业垄断，规范上市条件，控制工业生产的质量。与一家制造商达成了为期一年的独占许可。该制造
商改进了生产工艺，并就改进提出了自己的专利申请。这导致制造商和大学之间就专利依赖性和所有权进行了
讨论。虽然许可中载有针对这种情况的回授条款，但该条款不涉及美国。讨论通过一项协议得到了解决。制造
商将其专利让渡给大学，并获得了法律上的确定性，可以继续使用改进后的工艺进行生产，无需进行昂贵的诉
讼。大学保持了对胰岛素美国专利的控制。此外，双方还就专利池达成协议。大学胰岛素专利的任何更多被许
可人都必须将任何进一步的胰岛素专利放入由大学管理的共同专利池中。大学的（非独占）许可协议使大学能
够执行其胰岛素许可政策的原则，并对最终产品的定价和广告进行控制。由于制造商在工艺开发和生产方面的
早期投资，能够对竞争对手保持强大优势（Cassier and Sinding,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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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的药品批准情况，1944-2019年

来源：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药品评价和研究中心（CDER）。

注：“新药产品”指根据新药申请和生物制品许可申请批准的所有产品。“新药”指根据新药申请批准的新分子实体和根据生物制品许可申请批准的
新治疗性生物制品。数据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91996年和2004年出现局部最大值的部分原因是FDA审批程序的变化，不是真正的增长。10

图3.2：全球研发支出、药品的PCT国际申请公布和美国新药批准情况，2004-2019年11

来源：EvaluatePharma估计数，载于World Preview（2013年、2015年、2017年、2019年)；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药品评价和研究中心（CDER); 
产权组织统计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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幅增加，从2004年约1,180亿美元增加到2019年的
1,820亿美元。与销售额相比，这种增长不太明显，美 
国一批大型制药企业的研发支出占销售额的比例从
1995年的17%上升到2018年的20%（见图3.2）。同
期，每年PCT药品专利公布量从6.5万件上升到9.5万
件，FDA评价和研究中心批准的新药数量从2004年的
36件上升到2019年的48件。越来越多的新药是孤儿 
药（即治疗罕见病的药物（见第二节6）），从1999年
的20%增加到2019年的44%（见图3.3）。

同时，人们对新药开发滞后表示关注，还关注新药与现
有疗法相比所提供的额外治疗效果。12人们尤其关注的
是抗微生物药物，因为在过去30年中，没有任何新的
抗生素类别获得批准（见第三节2）。

同样，有人对创新率可能正在下降表示关注，尽管对这
些趋势没有一致的解释。一种解释可能是“简单的已经
被做完了”，而另一种解释可能是由于生物医学创新体
系中的激励结构存在问题（Bloom et  al., 2017）。人
们还注意到，由于涉及不同的环境，如监管审批程序
和各种利益攸关方的多重互动，包括政府和监管部门
以及企业和大学等私营和公共研究行为方的互动，采
用新的卫生技术已成为一项日益复杂的工作（Cornell 
University, INSEAD and WIPO, 2019）。

经济学文献确实证实了药品研发生产率的下降——在
文献中被定义为以新分子实体的采用率衡量的研发
产出与实际研发投入（所以也就是药品研发支出）之 

比（Griliches, 1994; Pammolli et al., 2011）。一种
解释可能是药品研发投入和产出很难衡量（Pammolli 
et  al., 2011）；另一些作者怀疑研发支出的成本是
否被高估了，例如没有考虑研发投入成本的通货膨
胀（Cockburn, 2006; Griliches, 1994; Pammolli 
et  al., 2011）。除了一些计量问题外，人们担心的
是，药品研发收益递减可能降低人们在未来重要领
域投资于新的突破性药物的动力（Gordon, 2018; 
Deloitte, 2018）。

但是，有迹象表明医学研发的生产率可能出现逆 
转（Cornell University, INSEAD and WIPO, 2019）。例 
如，2015年以来，I期和II期临床试验的数量大幅增
加。这种增加是否导致新药批准的相应增加，还有待
观察。13

过去四十年来，制药、生物技术和医疗技术领域的专
利申请一直在增长（见图3.4）。医疗技术专利的增长
速度高于药品或生物技术专利。这使得医疗技术跻身
2016年以来增长最快的五大技术领域，其他四个都与
信息技术相关。在强势追赶之后，医疗技术专利现在
同样为数众多，全球约有10万件。从2005年到2017
年，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在医疗技术领域的专利活动明
显增加。14

预计生物医学创新的未来将涉及并结合一些新兴的和颠
覆性的技术，如生物技术和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的发
展，如单细胞分析和基因工程，给人们带来了更好地了

图3.3：新药批准、指定为孤儿的百分比以及研发支出占销售额的百分比，1999-2019年14

来源：EvaluatePharma估计数，载于World Preview（2013年、2015年、2017年、2019年）；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评价和研究中心（CDER）； 
2019年美国药品研究与制造商协会（PhRMA）年度成员调查；产权组织统计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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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4：按技术开列的专利公布量：按部门、收入组和世界分列的表现，1980-2017年

来源：Cornell University, INSEAD and WIPO (2019)。

解生物过程的希望，最终可能有助于找到治疗阿尔茨海
默病、癌症和艾滋病毒/艾滋病等疾病的方法。基于大
数据力量的现代信息技术被广泛期待能够在制药和生物

医学研究、医疗技术和卫生保健方面取得重大进展。这
些希望的实现将取决于支持这些努力的政策、创新和发
展环境，以及公平地获得任何新技术。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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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目前的研发格局

要点

•• 制药业的传统创新模式正在导致结构性变化。这些变化包括越来越多的兼并和收购、研发活动的外包和更
多的研发合作，以及更加注重癌症药物和孤儿药的研发。

•• 新药价格引发的药品定价辩论越来越多，包括在高收入国家。

•• 公共部门通过资助和开展研发，帮助塑造私营企业的研发优先事项，还借由对卫生产品的监管、采购和传
播，对创新周期的各个阶段发挥重大影响。

•• 开发药物产品并将其推向市场通常耗资巨大、用时长久。然而，由于数据有限，很难对医学研究的真实成
本进行可靠独立的评估。

•• 有许多不同的机制来促进创新。知识产权是一种有用的激励机制，但在没有市场的领域，知识产权制度不
能激励发明。在市场规模小、卫生服务资金不足的疾病领域，如被忽视的疾病或抗微生物药物领域，创新
周期不能自我维持。

•• 疫苗在许多方面与药品不同。证明疫苗安全性和有效性的过程总是需要完整的监管档案。新疫苗的开发和
新的创新模式大幅增加，中低收入国家的疫苗制造商越来越多，它们也越来越多地从事研究。

•• 获取临床试验结果符合科学和公共卫生利益，是循证决策的必要条件。世卫组织建立了一个全球临床试验
注册机构网络，为获取临床试验信息提供便利。分享数据的开放获取政策很重要，需要遵守个人数据和伦
理方面的要求。

本节以上一节概述的演变为背景，对企业和其他公私实
体开展研究的环境进行回顾。

1. 药品研发挑战与机遇并存的时代

药品市场正在快速增长和变化，预计到2024年全球
处方药市场将达到1.2万亿美元（EvaluatePharma, 
2018）。全球市场正在经历众多转型：

�� 在经合组织国家，2003-2009年期间，人均药品
零售支出平均每年增长2.3%，但2009-2015年期
间平均每年下降0.5%。16同时，全球处方药支出从
2004年的4,550亿美元增加到2017年的7,890亿美
元，预计2024年将上升到12,040亿美元。17

�� 2010年至2017年期间，生物治疗产品在全球处方
药销售中的份额从17%增加到25%（Evaluate-
Pharma, 2018），预计2024年将达到31%（另见
第二章第一节6(d)）。

�� 高收入市场对处方药价格的政治、监管和支付方审
查越来越多。

�� 全球销售额中越来越多的份额将来自中低收入国家
市场。18

�� 小公司在生物医药研发中越来越重要。大型药品研
发企业不再独享药物发现的重要工具高通量筛选，它 
正与人工智能、机器学习和DNA编码相结合，提高
小公司的研发生产率（Brazil, 2018）。

2011年以来，原研药在全世界的销售额绝对值有所增
长（EvaluatePharma, 2018），原研药行业的利润率
与其他行业相比持续稳定且较高。19

生物制药部门仍然是全球研发最密集的产业部门之一
(European Commission, 2018b）。从绝对值来看，美 
国在生命科学领域的研发支出继续领先，远远超过欧
盟、日本和瑞士等。20从1996年到2019年，美国也是
药品领域PCT国际申请的最大来源国（见图3.5）。

研发效率低，即研发成本高、新药批准率低（主要是
在2015年之前），导致各大制药公司的商业模式发生
了多种变化（Schuhmacher, Gassman and Hinder, 
2016）。这些变化包括：

�� 增加研发合作。研发的协作性越来越强，涉及生命
科学公司、学术界、非营利组织和政府实体之间的
伙伴关系。21这些关系使研发伙伴能够分担财务风
险，扩大能力，并获得更多的技能和技术。22

�� 癌症治疗在研发管线中占的份额越来越大。与
此同时，癌症药物的上市价格正在上升，而在最
近批准的药物中，只有少数能提供有意义的临床
效益（见专栏4.13）（Kim and Prasad, 2015; 
Davis et al., 2017; Vivot et al. 2017; Grössmann 
et al., 2017）。

�� 罕见病产品（孤儿药）占比更高。孤儿药在2010年
占全球处方药销售额的10%，2017年占16%，预 
计到2024年将占22%（Eva l ua t ePha rma ,  
2018）。孤儿药是为小型患者群体开发的，但得
益于一些监管和财政激励措施，往往能获得高收
入（见第二节6）。

�� 战略性兼并和收购（并购）活动。制药公司越来越
多地利用并购来弥补专利到期后价格下降造成的收
入损失，获取具有战略意义的技术，以及获得有前
景的研发管线产品（EvaluatePharma 201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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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计到2019年，高增长制药公司（即增长持续超 
过市场12年以上的公司）的组合中，有69%来自
2015年的收购或许可（Albrecht et al., 2016）。并 
购策略越来越多样化，制药公司追求收购非传统的
技术导向型企业（Deloitte, 2018）。并购也构成
了中小企业增长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许多企
业依靠大型制药公司的投资或收购来推进成本高昂
的临床试验过程（Herbert, 2018）。研发型企业
对仿制药企业的收购，以及反过来仿制药企业对研
发型企业的收购，模糊了研发型企业与仿制药企业
之间的传统界限。大公司之间通过并购进行横向整
合，导致了市场份额的集中。此外，兼并往往导致
研发活动减少，因为企业将合并或关闭收购来的研
发中心（Gilbert, 2019; Comanor and Scherer, 
2013）（另见第二章第二节2(c)）。

�� 缩减研发，进行外包。一些大型制药公司已经
缩减了研发部门的规模，以降低成本、提高效 
率（Herbert, 2018）。在内部研发削减的同时，也 
更加注重研发活动的外包24，这些活动例如高通量
筛选等资本密集型活动，节省了制药公司投资内部
基础设施的费用（Brazil, 2018）。

�� 减少抗微生物药物研究。由于投资回报的潜力不
大，多数大型制药公司已撤回其抗微生物药物研究
计划。25

产业结构也在发展：

�� 更大的技术行业正给制药业带来挑战和机遇。“大
科技”公司正在进入药品市场，颠覆传统的商业模

式。26另一方面，制药公司越来越多地与技术公司
合作或收购技术公司，以提高其数字能力（Deloitte, 
2018）。数据的有效利用是行业的重点，研发利益
攸关方专注于发展内部的技术和数据能力，并识别
潜在的外部数据源（Deloitte, 2018）。

�� 初创公司更加突出，特别是在下一代疗法的开发方
面。2019年的一份报告指出，虽然只有少数大型
制药公司在开发下一代疗法，但有超过250家初创
公司专注于基于基因的治疗方案。27合作研发模式
（制药公司之间）的兴起、关键研发服务的外包和
数字网络的发展，为初创公司提供了获得技术和技
术基础设施的机会，而这些在过去可能是无法获得
的（Brazil, 2018）。

�� 中等收入市场越来越重要。一些中等收入经济体的
药品和医疗器械市场正在迅速增长，其驱动力是
繁荣度提高、卫生保健改革、当地政府的激励措施
以及总体上不断增长的医疗保健需求。28虽然跨国
公司已经在这些市场上站稳了脚跟，但由于生产
成本较低、适应当地的产品取得成功以及政府的支
持，本地企业正经历着强劲的增长。29从2005年
到2015年，某些中等收入经济体的一些制药公司
在全球收入中的份额增加了26倍（从45亿美元到
1,190亿美元）。30

�� 医疗器械企业也显示出类似的发展轨迹。例如，中 
国医疗器械企业的增长速度已经比美国同行快得
多。31虽然在这方面，许多公司专门从事“节俭式
工程”——制造适合中低收入国家的现有技术低
成本简化版，但它们正越来越多地投资于新产品 
开发。32

图3.5：药品领域PCT公布的主要来源国，1996-2019年

来源：产权组织统计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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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二十世纪80年代左右开始，制药领域的最新创新浪
潮开始加速，其基础是生物技术发现和应用方面的进
步。在虚拟研发中越来越多地使用生物信息学来创建
器官和细胞的计算机模型，为发现和开发量身定制的
药物提供了巨大的潜力（PwC, 2008）。二十世纪90
年代末，人类基因组的解码激发了个体化医学新一轮
创新的希望。第一批基于基因和细胞的疗法在2010年
代获得批准，例如2010年批准治疗前列腺癌的西普鲁
塞-T，2017年治疗白血病的替萨根微核，2017年治
疗遗传性致盲的voretigene neparvovec（给出的批
准日期为FDA的批准日期），还有更多疗法正在开发 
中（见专栏2.3和2.4）。33尽管人们对基因组学能够提
供更精确的诊断和药物（有时称为“精准医学”；见专
栏4.17）持怀疑态度（Pray, 2008），但对一些疾病
已开始显现出效益，但由于价格昂贵，而且在某些情
况下对基础设施的要求很高，这些效益大多限于少数
国家。

不仅在较贫穷的国家，而且在欧洲和美国等高收入国
家市场，新的创新药物的价格越来越受到重视。这导
致了关于药品定价以及“我也有”型药品社会价值的辩
论。2006年国会预算办公室的报告将这一情况总结
如下：

“一种药品的价格越是准确地反映其对消费者
的价值，市场体系就越能有效地引导研发投资
投向有社会价值的新药。然而，只有在存在关
于不同药物比较质量的良好信息，并且消费者
和卫生保健服务提供者使用这些信息的情况
下，价格才能起到这种引导作用。”（USCBO, 
2006，第5页）

尽管该行业受到某些批评，但毫无疑问，现代药物和
技术为长寿作出了贡献，特别是在能够获得新药的 
国家（Lichtenberg, 2012）。

医疗器械的创新方式也在发生变化（见专栏3.2）。私
营部门的医疗器械企业越来越多地寻求专门设计能够适
应中低收入国家需求的新设备和卫生保健服务模式。这 
些行动反映了企业越来越多地致力于为长期被忽视的市
场服务；还反映了企业对解决社会经济金字塔中层和底

层居民健康需求所带来的商业机会越来越感兴趣。因
此，企业正在投入更多的资源来评估当地和区域的障
碍，它们正在创造量身定做的产品和服务，以满足特定
的文化或地理需求。这一发展的成果之一是更适合中低
收入国家需求的器械。这种器械的成本也比为高收入国
家市场设计的器械低，因此更易负担。它们的设计也
可能有助于提高可及性（Cornell University, INSEAD 
and WIPO, 2019）。

2. 公共部门的研究在医学研发中的
关键作用

药物研发的生态系统已经发展到这样的程度：从广义上
讲，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之间存在着“分工”，其中公
共部门更多地侧重于上游研究，提供关于疾病机制的
基础科学知识，而私营部门则进行下游研究，将基础研
究转化为医疗产品。这样，公共部门通过塑造研究的优
先重点，至少在基础研究方面对创新周期产生重大影 
响（WHO, 2006a; USCBO, 2006; Cornell University, 
INSEAD and WIPO, 2019）。

公共部门在创新周期的后续阶段也发挥着重要作用。例
如，政府通过其监管框架控制卫生产品的质量，这些框架
决定着一个产品是否进入市场，以及如果进入市场，多 
快入市场。此外，公共部门在卫生产品的交付阶段发挥
着关键作用，因为政府通常是卫生产品的主要购买者，
它们往往组织这些产品的分配和交付。

单克隆抗体疗法的开发和商业化故事提供了一个公共和
私营企业如何合作开发新药的例子（见专栏3.3）。

据估计，全世界的政府机构每年提供约420亿美元的卫
生研究资金（2011-2014年），其中约60%来自美国
国家卫生研究院（Viergever and Hendriks, 2016）。非 
营利实体在资助生物医学研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主要 
是在高收入国家——美国的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 
所和联合王国的惠康基金会就是很好的例子。公共投资
也可以产生“乘数”效应；在联合王国，事实证明，公共 
医学研究投资每增加1%，药物研发私人投资就增 
加0.8%（Sussex et al., 2016）。

专栏3.2：医疗器械适应发展中国家的需要——便携式心电图仪的例子

心电图记录心脏的电活动，帮助诊断心脏疾病。传统的心电图仪是一种广泛使用的诊断工具，医院里很常见。
然而，它们很笨重（大约一个公文包大小），通常通过打印在定制格式的纸张上显示读数，而且相对昂贵。

手持式心电图仪是2007年发明的。它们旨在将传统心电图的功能扩展到中低收入国家的农村人口，以帮助应
对心血管疾病死亡人数不断增加的问题（GE Healthcare, 2011; Immelt et  al., 2009）。中低收入国家的农
村人口特别脆弱，因为他们在获得合格的卫生专业人员救治、医疗器械和防治心血管疾病基本药物上，机会非
常有限。

2007年开发的第一台手持式心电图仪的成本约为800美元，而传统设备的成本在2,000美元至10,000美 
元。新一代便携式心电图仪的开发采用了内置屏幕，可即时查看心电图，无需打印，从而节省了成本和纸 
张（GE Healthcare, 2011; Immelt et al., 2009）。它们还包括无线技术，使卫生保健工作者能够在偏远地区
进行心电图检查，并立即将检查结果传送给可以解读的医生。由于其功效，便携式心电图仪现在也在高收入国
家的农村地区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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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分析都指出，公共部门研究对生物医学研发作出了巨
大贡献（Kneller, 2010）。2011年的一项研究表明，公 
共部门开发的药品在改善公共卫生方面的效果，平 
均而言大于其他药品（Stevens et  al., 2011）。这些
分析的方法没有涵盖基础研究，而基础研究是药物发
现的基础，例如确定新药可能针对的疾病分子机制。最 
近一项包括基础研究的分析发现，2010-2016年期
间，公共资金为美国批准的所有新药作出了贡献，其中
90%以上的资金是与药物作用的生物靶点有关的基础
研究，而不是药物本身（Cleary et al., 2018）。

2017年，制药业在研发方面的支出估计为1,770亿美
元。36在许多情况下，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可以协同工
作，私营部门以公共部门的基础研究为起点。公共部门
和私营部门也可以以公私伙伴关系的形式走到一起。例
如欧盟的创新药物倡议（IMI和IMI2），许多公私联合体
在该倡议下开展联合研究项目，私营实体以实物捐助（如 
工作人员时间）来匹配公共投资。37在某些情况下，公 
共研究出资者对资助附加条件，以确保公众从公共研
究开发的产品中获益（另见第四章第三节3(c)）。例 
如，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制定了一些规定，要求通过该院
资助的研究产生的知识产权被许可人提交一份计划，说 
明如何满足该产品的公共卫生需求（Stevens and 
Effort, 2008）。惠康基金会38和CARB-X等也使用类
似的条款（见第四章第三节3(c)）。

3. 医学研发成本

产业界提出的需要严格保护知识产权的主要论点之一是新
医疗产品的研发成本很高，知识产权保护使企业相信，一 
旦产品获得批准，研发成本就可以收回。然而，能 
够用以评估医学研究真实成本的公开数据来源很少。已
经发布了一些估算，量化了将一种新药推向市场的平均
成本。成本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有关药品的类型。基于
以前没有在任何药物产品中使用过的新化学实体的药
品，与现有药品的增量修改之间的成本差别很大。

药品研发的成本可以从不同方面来看。“自付”成本是
指开发者的实际现金支出。这些成本可以进一步进行

风险调整，考虑失败候选药物的成本。这些成本也可
以“资本化”：资本化成本包括在研发产生成功产品
之前，投资于药物研发而不是另一种本可在多年内按
一定比例获得回报的投资所产生的理论损失。有一系
列研究估计，1987年将一个新化学实体推向市场的
风险调整后自付成本为1.14亿美元（资本化为2.31亿
美元），2000年为4.03亿美元（资本化为8.02亿美 
元 ） ， 2 0 1 3 年 为 1 4 亿 美 元 （ 资 本 化 为 2 6 亿 美 
元）（DiMasi et  al., 1991; DiMasi et  al., 2003; DiMasi 
et  al., 2016）。估算有高有低，从1亿美元到50亿美元
不等（DNDi, 2014; Morgan et  al., 2011; Herper, 2012; 
Prasad and Mailankody, 2017）。在一些疾病领域，研发
投资的回报可能非常大；例如在肿瘤学领域，对于1989-
2017年期间批准的药物，最终产品的销售为每1美元研发
投资带来14.5美元的收益（Tay-Teo et al., 2019）。

药品开发时间长，也造成了高成本和高风险。将一种药
物产品从实验室阶段带入上市阶段需要很长时间，需要
遵守严格的监管审批程序，从而导致成功产品的数量很
少。对新药（新活性物质）的分析发现，在美国，从提
交第一份专利申请到药品上市的平均时间为12.8年，而 
从上市到专利或其他形式的排他权到期的平均时间为
13.5年（Aitken and Kleinrock, 2017）。

前面几段中提到的药品研发成本估计数涉及跨国制药公
司的投资、做法和业绩，反映了它们对投资疾病领域的
选择、对开发中的候选药物的选择等。因此，它们不一
定适用于其他研发模式的药物开发，如产品开发伙伴关
系中的药物开发。例如，被忽视疾病药物研发倡议开
发了一种新化学实体和七种被忽视疾病的改良疗法（见 
专栏3.12），据其估计，根据其经验，开发一种改良
疗法的成本为400万至3,200万欧元，开发一种新化
学实体的成本为6,000万至1.9亿欧元，包括失败的成 
本（DNDi, 2019）。39

所有这些估算都依赖许多变量，如估计的平均开发用
时、临床试验的平均规模和成本以及成功的概率，即产
品最终进入市场的概率。此外，由于最广泛引用的研究
没有披露所依据的数据，因此很难核实。对药品研发成
本的一些估计，如迪马西等人（DiMasi et al.）的研究

专栏3.3：单克隆抗体

单克隆抗体是一种广泛应用于肿瘤、自身免疫性疾病等领域的免疫治疗药物。无论从临床还是经济角度来看，它 
们都具有很重要的意义，目前已成为众多癌症和自身免疫性疾病的关键治疗手段。

开发和制造单克隆抗体的基本技术是由联合王国医学研究委员会分子生物学实验室这一公共研究机构开发的。分 
子生物学实验室的先驱研究人员因开发这些技术的工作而获得诺贝尔奖。34

实验室的研究人员受一家德国化学制造商的委托，在一家名为剑桥抗体技术的分立公司工作，开发了第一批治
疗用单克隆抗体之一——治疗类风湿性关节炎的阿达木单抗（Marks, 2015）。

继阿达木单抗之后，制药企业利用分子生物学实验室的技术将大量单克隆抗体药物推向市场。利用这种技术开
发的药物包括治疗乳腺癌的曲妥珠单抗、治疗白血病/淋巴瘤的利妥昔单抗，以及用于治疗结直肠癌和常见致盲
原因湿性老年性黄斑变性的贝伐珠单抗。这三种药物都被列入《世卫组织基本药物标准清单》。单克隆抗体也
被用于许多重要的诊断方法中（Marks, 2015）。

分子生物学实验室为单克隆抗体相关技术在开发免疫疗法中的应用收到了大量的使用费，这些使用费在某些年
份占到实验室预算的很大一部分。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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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数字（见本部分上文），已被广泛讨论（如Love, 
2003; Avorn, 2015）。由于各公司之间以及私营部门
和公共部门之间的成本差异很大，人们对这种估算的有
用性表示怀疑（见第四章第一节4(f)）。

2018年，“孤儿药”是美国批准的最常见新药类型（见 
图3.3），由于获得批准所需的临床试验规模较小等
原因，其研发成本可能低于非孤儿药。最近对FDA在
2000-2015年期间批准的药物进行的分析估计，指定
为孤儿的新分子实体的资本化临床试验成本比非孤儿药
的成本低50%（Jayasundara et al., 2019）。

欧洲和美国的原研药企业在研发方面的投入约占收入的
15%-20%，具体比例取决于来源和年份。在过去的20
年里，这一比例一直呈小幅上升趋势，但预计未来几年
将有所下降（EvaluatePharma, 2018）。根据行业报
告，其中约五分之一（收入的3-4%）用于基础（临床
前）研究，如发现新的药理靶点和候选化合物。40该行
业在营销和推广活动上的支出一般超过研发成本。41

虽然确切的成本不清楚，但医学研发的成本非常高，风
险也很大。而且，由于产品在临床试验阶段失败，许多
投资没有带来回报。开发治疗阿尔茨海默病——最常见
的痴呆症——的努力说明了药物研发的风险性。尽管有
一个明显描述良好的机理靶点（β-淀粉样蛋白），但 
大量候选药物在III期失败（Mullard, 2019; Makin, 
2018; Langreth, 2019）。对于药物开发者来说，III期
的失败代价特别高，因为已经投资将候选药物通过临床
前开发和I期、II期试验（见第二章第一节6(b)）。尽管
如此，药物开发者仍然坚持在这一领域开展工作，因为
预计潜在市场非常大。42

关于研发成本的细节对于建立新的研发筹资机制可能
很重要，如预测产品开发伙伴关系的成本（见专栏 
3.12）或评估如何设计大额里程碑奖以覆盖研发成 
本（见第三节5(c)）。

4. 创新周期中的激励模式

《2011年世界知识产权报告》（WIPO, 2011b）指出：

“当私人创新动机与社会对新技术的偏好相一致
时，知识产权是一种有用的激励机制。但这种一
致性并不总是存在。此外，目前还不清楚知识产
权制度是否能够激励远离市场应用的发明，例如
基础科学研究。”

报告从创新政策的大背景下回顾了知识产权制度，区分
了三种促进创新的机制：

�� 由学术机构和公共研究组织进行的公共资助创新

�� 由私营公司进行的公共资助研究——主要是通过公
共采购、研究补贴、软贷款、研发税收抵免和创新
奖等方式

�� 私人出资和执行的研发，通过市场而不是政府收入
来资助，并通过知识产权制度来激励，这是政府促
进创新的政策机制之一。

(a) 创新周期

创新往往被描述为一个线性过程，以产品的推出为终
点，但卫生领域的创新也可以被看作一个周期（见图
3.6）。这个周期从发现候选化合物到新产品的测试和
开发，再到这些产品的交付，然后通过上市后的系统监
测和发展基于卫生需要的日益有效的需求模式，回到新
产品的研发（或现有产品的优化）。

卫生创新的循环模式说明了一个关键的现实：目前市
场驱动的创新周期对高收入国家效果更好，因为这些
国家对卫生产品的有效需求与支付能力相匹配。相比
之下，对于主要影响中低收入国家患者的疾病，在为
传统创新周期提供激励方面存在严重差距。虽然迫切
需要为主要影响中低收入国家的疾病提供新的药物，但 
该市场的特点是购买力有限，而且许多国家缺乏医疗
保险制度。同样，传统的创新周期也可能不适用于新
抗生素的开发，因为原研企业通常不能指望通过高销
量来收回其研发投资（见第三节2抗微生物药物耐药
性）。还需要注意，大量的基础研究，例如确定药物
靶点，支持这个周期。

(b) 在市场规模小、收入低或销量低的情况
下，缺乏自我维持的创新周期

知识产权、创新和公共卫生委员会指出，在这种情况
下，知识产权制度要取得预期的成果，需要某种类型的
环境。对于主要影响贫穷国家人民的疾病，由于收入潜
力低、卫生服务资金不足和上游研究能力普遍薄弱，创
新周期不能自我维持。在销售量可能很低的领域也会出
现类似的市场失灵，例如抗生素和新病原体的疗法或疫
苗领域（见第三章第二节4(e)、第三节2和第三节3）。在 
这种环境下，仅靠市场和基于市场的激励措施，如专
利保护，本身无法解决发展中国家的卫生需求（WHO, 
2006a）。43

卫生需求与医学研发工作之间的这一差距，引发了关
于当前医学创新结构对卫生需求，特别是对中低收入
国家具体卫生需求是否有效的政策辩论。同样，在过
去的十年里，解决这一差距的迫切需求促使人们采取
了一系列举措，寻找新的方式来整合产品开发所需的
各种投入、基础设施和资源。这些举措探索了整合这些
不同投入，引导候选产品通过创新进程，最终提供安
全有效新技术的新方法。这种方法通常利用更多的合
作结构、更广泛的非独占和分割的技术许可模式、开 
发竞争前技术平台，以及产品开发伙伴关系，即利用
私营部门的能力，将其用于实现非营利性的公共卫生
目标。这些切实可行的举措响应和帮助影响了当今医
学创新的动态，既提供了新技术，又在实践中证明了
更多创新模式的可能性。44

虽然启动针对被忽视疾病的必要创新很重要，但同样重
要的是要确保这些举措所产生的任何新医疗技术是需要
这些技术的人负担得起的。在现有的专利驱动的创新生
态系统中，对创新投资的回报通常被计入新一代产品的
价格中。相反，新的和创新的筹资机制和倡议旨在不通
过最终产品的价格为研发成本提供资金，从而使研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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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与产品价格脱钩。45这在第三节“克服医疗产品研发
中的市场失灵”有进一步的探讨。

有几个为满足已识别的医疗需求而成功进行定制创新
的例子。其中一个就是为非洲开发脑膜炎疫苗（见专
栏3.4）。

(c) 建立创新网络

知识产权、创新和公共卫生委员会强调，“在发展中国
家和发达国家的机构（正规和非正规的机构）之间组成
有效的国家和国际网络”，是“加强创新能力的重要因
素”（WHO, 2006a）。建立这种创新合作网络的一个
例子是“欧洲和发展中国家临床试验伙伴关系”46，它为
撒哈拉以南非洲预防和治疗传染病的研究提供资金。

(d) 创新结构概述

医疗技术的开发采用多种多样的创新结构。这些结构可
以根据两个因素来定性——所涉及的基于市场的激励措
施的程度，以及对技术行使某种影响或排他性的程度。通 
常情况下，创新过程既不是处于完全的非商业性环境
中，对技术完全没有影响，也不是一种僵化的、高度排
他、完全私有的技术开发模式。单凭法律文书，特别是
国际一级的法律文书，一般并不能决定一项具体新技术
的实际创新战略在这一谱系内的位置，或在这一谱系内

应有的位置，其他因素通常指导着对公私投入组合以及
技术管理的选择。

但是，创新格局的一个关键特征是“竞争前”和竞争性
创新投入的分界线。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研究项目，如 
“人类基因组计划”47和“国际人类基因组单体型图计 
划”（HapMap计划）48，都试图定义一个竞争前数据
体。在产品开发管线的早期阶段，这些数据体可以开
放共享，广泛用于研究和开发投入，从而为企业在开发
成品时提供一个共同的竞争平台。在研发管线的后期阶
段，企业之间一定程度的竞争和差异化可以推动现有技
术出现更大的多样性（Olson and Berger, 2011）。

(e) 疫苗：独特的创新挑战

疫苗开发不同于小分子化学合成药物的开发。疫苗是复
杂的生物实体，不存在“仿制”疫苗这种东西。即使是现
有疫苗的“复制品”，要证明其安全性和有效性，也需
要一份包含临床前和临床试验数据的完整监管档案。这 
给制造疫苗（甚至是复制现有疫苗）的过程增加了数年
时间，也增加了复杂性。疫苗通常给健康的个人，特别
是健康的婴儿接种，作为预防后续感染的措施。因此安
全是最重要的，任何对受种者有风险的微小提示都可能
导致疫苗被撤回或不被批准。49

建立生产设施并获得监管许可的成本，部分解释了为什
么进入疫苗领域的制造商数量有限，以及合格产品和生

图3.6：创新周期

来源：WHO (2006a)，第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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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商数量相对较少的原因。其他原因包括缺乏生产技术
诀窍，这可能对疫苗技术的可行复制构成有效障碍。疫
苗往往还需要昂贵的冷链基础设施，而且只需要相对少
的剂量就能实现免疫。因此，与生产其他药品相比，利
润率可能相对较低。

这些挑战意味着私营制造商长期以来缺乏在疫苗上投
资的必要激励，特别是那些侧重于发展中国家特殊
需求的疫苗。二十世纪80年代以来推出的几乎所有 
重要的创新疫苗都是公共部门研究机构最初发现的 
结果（Stevens et al., 2011）。

(i) 二十一世纪的新疫苗创新

二十一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新疫苗的数量创下了历史
新高，包括脑膜炎球菌性脑膜炎、轮状病毒、肺炎球
菌病和人乳头状瘤病毒引起的宫颈癌疫苗。与此同
时，疫苗市场也在急剧增长。自2000年以来增长了5倍
多，2016年全球价值超过310亿美元。50

疫苗开发的增加归因于一些关键因素：更多的创新技
术；对免疫更多的理解；全球疫苗免疫联盟51等产品开
发伙伴关系的投资；以及最近新的资金来源和为疫苗
开发提供公共资金的机制，如预先市场承诺（见专栏 
3.5）。这些变化继续塑造着当前疫苗制造的格局。

(ii) 发展中国家制造商的作用

疫苗产业经历了重大变化。

2017年，按价值计算，中低收入国家占全球疫苗市场的
20%，但按数量计算占79%（Pagliusi et al., 2018）。

疫苗市场上有少数高收入国家的制造商。按价值计
算，全球疫苗销售额约80%来自五家大型高收入国
家跨国公司，它们是过去几十年来制药公司各种并购
的产物。52但就数量而非价值而言，发展中国家的疫
苗制造商占据了大多数份额，在世卫组织除欧洲区域
外的每个区域均超过65%（WHO, MI4A and V3P, 
2018）。

发展中国家的疫苗制造商也越来越多地参与研究。例
如，印度血清研究所与世卫组织和帕斯适宜卫生科技
组织合作，开发了用于撒哈拉以南非洲的A型脑膜炎
疫苗。该研究所还开发了一种通过气雾剂给药的麻疹
疫苗，但最终在试验中显示出有效性不足。53古巴有
一个充满活力的研究型生物技术产业，开发了一些创
新疫苗，包括B型脑膜炎疫苗、合成B型流感嗜血杆菌
疫苗和治疗多类肺癌的治疗性疫苗。54该国还拥有众
多创新产品在管线中。2019年，中国企业正在开发戊
型肝炎和人乳头状瘤病毒疫苗。55在巴西，奥斯瓦尔
多·克鲁斯基金会（Fiocruz）通过其免疫生物技术研究
所（Bio-Manguinhos），2019年有27个项目正在开
发，其中15个涉及细菌或病毒疫苗。56同样在巴西，布
坦坦研究所开发了一种从百日咳疫苗生产的副产品中提
取的新型佐剂。57

5. 癌症药物研发中的挑战

肿瘤在全球研发管线中占有很大比例。2017年，43%
的注册临床试验属于癌症领域，癌症疗法试验比接下
来四类疾病试验的总和还要多（Long, 2017）。但
是，许多类型的癌症在寻找疗法方面进展缓慢（WHO, 
2018g）。数据显示，癌症研发存在高度重复，很多类
似的实验化合物都做了类似的临床试验，但试验结果却
没有共享（Workman et al., 2017）。同时，肿瘤药物
市场高度集中，按销售金额计算，三家公司占到全球市
场的约50%。58

很大一部分癌症药物的临床效益有限。证据显示治疗
优势不明确或微不足道的新药给政策制定者、监管者
和临床医生带来了挑战，例如选择报销、批准或开具哪
些药物。这些挑战促使世卫组织和其他机构寻求更明
确的定义，来说明什么构成新癌症药物对以前疗法的
重大改进（WHO, 2018i）。对2009年至2013年欧洲
药管局批准的癌症药物进行的一项分析研究发现，多
数药物进入市场时，没有证据表明在生存或生活质量
方面的效益。后来，在批准后的中位数3.3年时，发现
51%的药物有证据表明在总体生存期或生活质量方面
有所改善，48%的药物被判定提供了有临床意义的益
处（Davis et  al., 2017）。另一项研究分析了2002年

专栏3.4：实践中的新创新模式：为非洲量身定制脑膜炎疫苗

2010年成功推出MenAfriVac，突显了满足发展中国家卫生需求的创新和产品开发新办法的作用。在此之前，已 
有针对各种脑膜炎菌株的疫苗，但对于生活在所谓的非洲脑膜炎地带的高危人群来说，这些疫苗过于昂贵。此
外，它们没有为资源匮乏的环境提供适当的解决方案。在流行病反复发生、死亡率不断上升的背景下，利益攸
关方面临着重大的创新挑战，即如何确保生产出一种从临床角度看合适而且可持续、可负担的疫苗。“脑膜炎疫
苗项目”是由世卫组织和非营利性卫生技术组织帕斯适宜卫生科技组织（PATH）牵头的一个联合体，着手生产
一种每剂成本不超过0.50美元的A型脑膜炎疫苗。对各种选择进行审查后，决定开发一种生产工艺，并将相关
技术转让给发展中国家的低成本生产商，而不是补贴工业化国家的疫苗制造商进行开发和生产。建立了一种创
新的疫苗开发模式，关键原料来自印度和荷兰。FDA生物制品评价和研究中心开发的技术以及技术和诀窍，被
转让给印度血清研究所有限公司，以生产用于临床试验的疫苗，并最终实现全面生产。据报道，这种开发模式
的成本是生产一种新疫苗传统估算的十分之一。这种新疫苗的研制和引进标志着在撒哈拉以南非洲消除流行性
脑膜炎方面迈出了一大步。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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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2014年FDA批准的实体瘤药物，发现平均总体生存
期提高了2.1个月（Fojo et  al., 2014）。同时，一项
研究发现，2000年至2010年FDA批准的实体瘤癌症药
物造成的毒性死亡率高于在试验中与之比较的标准护 
理（Niraula et al., 2012）。然而，癌症研发投资的平
均回报很高；例如，一项研究发现，癌症药物研发每投
资1.0美元，投资回报为14.5美元，风险调整后的研发
成本在药物上市后的中位数三年内就能收回（Tay-Teo 
et al., 2019）。

6. 孤儿药和孤儿适应症

“孤儿药”指治疗罕见病的药物，包括常见病的罕见亚
型（Gammie et  al., 2015）。被认为是“罕见”的门槛
在不同国家有所不同，一般基于一种疾病在相关监管辖
区内的发生率。59

由于担心这些药物的商业市场可能太小，无法吸引研发
投资，一些国家通过了立法来弥补有限的市场规模，激 
励罕见病的药物开发。美国于1983年（《孤儿药 
法》）、日本于1993年、欧盟于2000年分别出台了孤
儿药立法（EvaluatePharma, 2018）。激励措施包括
税收抵免以部分补偿临床试验费用、免除监管费用、加 
速审批和额外的市场排他权（细节取决于司法管辖 
区）。例如，孤儿药在美国有资格获得7年的市场排他
权（见专栏2.5），在欧盟有资格获得10年，如果同意
儿科调查计划，可再延长两年（关于总体上的监管排他
性，另见第二章第一节6(f)）。60

响应这一立法，本世纪初以来，美国和欧盟获得孤儿
药指定的药品数量迅速增加，从《孤儿药法》出台前
十年FDA批准的孤儿药不到10种（Giannuzzi et  al.,  
2017），到2018年FDA药品评价和研究中心批准的34
种孤儿药，占所有新药批准量的58%（见图3.2）。61

预计到2024年，孤儿药将占全球处方药销售额的近四
分之一，孤儿药的销售额增长预计将是药品市场整体增
长的两倍（EvaluatePharma, 2018）。在一些疾病领
域，大部分新批准的药物都是孤儿药；例如，2011-
2015年期间FDA批准的癌症药物中约有三分之二符合

孤儿药的条件（Amanam et al., 2016）。这代表了制
药业研发工作重点的重大转变，也是讨论全球卫生研究
优先次序时需要考虑的相关因素（WHO, 2012）。

与此同时，孤儿药的定价水平远高于其他原研药，孤儿
药的价格也在不断上涨。美国2017年孤儿药的年均价格
为14.7万美元（EvaluatePharma, 2018），不少孤儿药
已经打破了药品定价记录。例如，据报道，一种被批准
用于治疗遗传性致盲原因的孤儿药基因疗法的价格为每
只眼睛42.5万美元（Scutti, 2018; Miller, 2018）。

有人指出，在某些情况下，企业将较大的（非孤儿）疾
病分为多个新定义的亚型，每种患者人数较少，以便在
每个单独的适应症中受益于孤儿药立法激励措施和提
高索取高价的能力（Daniel et  al., 2016）。日本已经
颁布了立法，试图遏制这种商业行为，美国也提出了立
法建议，但没有成法（Daniel et al., 2016; European 
Commission, 2018a）。此外，新批准的孤儿药有很
大一部分是用于以前获批药物的新适应症（新的治疗用
途），在1983-2017年间FDA批准的孤儿药中占39%
（Miller and Lanthier, 2018）。

由于监管机构视为孤儿药的门槛一般是根据特定国家的
疾病发病率来确定的，因此在某些情况下，在一个国家
获得孤儿药指定的疗法，放在全球范围可能是常见病。

一些被指定为孤儿的药品在全球卫生背景下具有重要意
义；近年来列入《世卫组织基本药物标准清单》的许多
药品最初都是被高收入国家的监管机构作为孤儿药批准
的，如治疗慢性髓性白血病的伊马替尼，以及治疗全球
主要传染病杀手结核病的贝达喹啉和德拉马尼（均于
2015年列入基本药物标准清单）。不过，由于欧盟和
美国结核病发病率相对较低，它们还是获得了FDA和欧
洲药管局的孤儿称号。

7. 药物产品开发中的临床试验注册

临床试验注册是指通过一个注册簿，向公众提供一套
关于临床试验设计、进行及管理的商定信息。62临床试

专栏3.5：疫苗的预先市场承诺

虽然疫苗是最有效的公共卫生干预手段之一，但已开发的疫苗很少针对主要影响发展中国家的疾病。过去，新
疫苗通常在发达国家推出几十年后才到达低收入国家。2007年启动了一个肺炎球菌疫苗预先市场承诺试点项
目。该项目由加拿大、意大利、挪威、俄罗斯联邦、联合王国和比尔及梅林达·盖茨基金会资助。肺炎球菌病被
选入该项目，是因为它每年夺去150万人的生命，其中大部分是亚洲和非洲的儿童。

预先市场承诺向新型和合适的肺炎球菌疫苗的制造商提供市场保证，每剂疫苗有7.00美元的高入门价格。这一
价格保证了制造商承诺通过预先市场承诺销售约20%的剂量，目的是帮助它们收回建立生产能力的成本。作为
回报，制造商同意以3.50美元的“尾价”提供额外的剂量，至少持续十年。

在世界银行和全球疫苗免疫联盟的监督下，并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一起，2009年9月发布了第一个预先市场承
诺招标。2018年，通过预先市场承诺采购了1.49亿剂肺炎球菌结合疫苗（PCV）。

2010年12月，尼加拉瓜成为第一个为儿童接种新疫苗的国家。截至2019年12月，已有59个国家将预先市场承
诺购买的疫苗纳入国家疫苗接种计划（Gavi, 2018）。



117

第
二

节
 目

前
的

研
发

格
局

第三章 – 医疗技术：创新维度

验注册簿是一个可供公众查阅的数据库，当中载有关于 
临床试验设计、进行及管理的数据。除了临床试验注 
册外，公布临床试验结果对公共卫生同样重要。病人参
加临床试验，是希望他们能对医学科学的进步作出贡
献，是出于利他主义。受试者希望试验结果能用于推进
科学研究。临床试验的申办者通常不愿提供失败临床试
验的详情，但这些是宝贵的知识，可以用来帮助防止重
复进行这类试验，从而帮助避免病人承受不必要的风
险。如果公开所有临床试验的详情，允许有关方核实数
据，将有利于公共卫生。

2017年，多个研究供资方签署了“关于公开披露临床
试验结果的联合声明”。签署方包括欧盟委员会（针对 
“地平线2020社会挑战：健康、人口变化和福祉”)、联
合王国医学研究理事会、印度医学研究理事会、挪威 
研究理事会、比尔及梅林达·盖茨基金会和惠康基金
会。在声明中，签署方承诺制定和实施一项政策，对其
资助、共同资助、赞助或支持的临床试验结果规定时
限，进行预注册和公开披露。此外，它们还同意监督政
策的遵守情况，并公开分享这些监测进程的结果。63

世卫组织设有国际临床试验注册平台（ICTRP）。64截
至2019年第三季度，ICTRP搜索门户有56万条记录，并 
提供一个包含试验注册数据集的可检索数据库。这些数据
集构成了临床试验注册的国际标准。该平台还具有独特
的能力，可以将不同国家注册的记录（或多国试验）连 
接在一起（桥接）。截至2019年，ICTRP数据库每月
收到超过4,500个新的临床试验注册条目；全球新的临
床试验数量还在继续增加。

世卫组织认为，对所有干预性试验进行注册是一项科学
和伦理责任。ICTRP的基本原理包括以下考虑：

�� 关于保健的决定应当基于知情，以所有现有证据为
依据。

�� 发表偏差和选择性报道使知情决定变得困难。

�� 提高对类似或相同试验的认识，使研究人员和出资
机构能够避免不必要的重复。

�� 描述正在进行的临床试验，可以更容易地发现临床
试验研究中的差距，并确定研究重点。

�� 让研究人员和潜在参与者了解试验，可能促进招
募，并增加患者对临床试验过程的积极参与。

�� 使研究人员和保健工作者能够发现他们可能感兴趣
的试验，可以使研究人员之间进行更有效的合作，
包括前瞻性元分析。

�� 注册机构将数据检查作为注册过程的一部分，可以
在研究过程的早期发现潜在问题，从而提高临床试
验的质量。

《世界医学会赫尔辛基宣言》指出，“涉及人体之每一
项研究计划于召募首批受试者前，必须登录于可供大众
阅览之公共数据库”，“研究者有责任公开发表[……]研
究之结果[……]。不论是负面、无结论或正面之研究结
果均须发表或公开”。（WMA, 2013）。除了伦理要求
外，如果只根据所有已完成临床试验的一个子集作出决
定，可能出现产品开发和现有干预措施的筹资资源分配
不当，以及监管和公共卫生建议不理想的情况。

然而，在不同规模和产品类别的试验中，仍有30%-
50%的临床试验未被报告（Schmucker et  al., 2014; 
Goldacre et al., 2018）。世卫组织认为，对所有临床试
验进行预注册和及时公开披露结果，具有至关重要的科
学和伦理意义。及时披露结果减少了研究中的浪费，提 
高资金使用的价值和效率，减少报告偏差，这应导致更
好的卫生决策（WHO, 2015f）。

开放获取政策65对于有效分享临床试验结果和试验中个
体受试者数据非常重要，例如为了进行元分析（见第二
章第二节1(c)(iv)）。随着试验得到注册，为发展个体
受试者数据的共享奠定了基础。需要有法律框架来约束
数据收集和使用的个人和伦理方面，包括有关人员的事
先知情同意，并能够为分享临床试验的个体受试者数据
制定国际规范和标准。

自2010年起，欧洲药管局开始提供临床试验数据，允
许有关方核实数据（见专栏3.6）。66

专栏3.6：欧洲药品管理局提供临床试验数据

继欧洲药管局关于公布人用药品临床数据的新政策于2014年10月获得通过后67，欧洲药管局于2016年10月
开始对制药企业为支持其监管申请（档案）而提交的数据提供开放访问权限68，是全球第一个这样做的监管机
构。该政策的目的是避免重复临床试验，鼓励开发新药的创新活动，同时也允许学者和研究人员重新评估临床
试验数据。

此外，欧盟于2014年通过了一项条例，要求建立欧盟临床试验门户网站和数据库。69该门户网站将成为提交监
管文件、简化和统一监管审查、获取临床试验数据的“单一入口”，预计将于2020年开放。70临床试验信息将向
公众开放，除非基于某些理由可以证明信息的保密性。在所有欧盟成员国，无论临床试验的结果如何，都应在
结束后一年内向数据库提交临床试验结果摘要和供非专业人员使用的摘要。此外，在药品获得上市许可、程序
完成或上市许可申请被撤回后30天内，应提交临床研究报告。

欧洲药管局临床数据发布网站的使用条款明确指出，临床报告受版权或其他知识产权保护（见第二章第二节
1(e)），当用于商业和监管目的时，可被视为具有商业价值。因此，这些报告只能通过欧洲药管局提供的界面
在屏幕上查看，不能用于在世界任何地方提交上市许可申请或任何延期、变更申请，用户也不能对报告进行任
何不公平的商业使用（见第二章第二节1(c)）。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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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克服医疗产品研发中的市场失灵

要点

•• 对于严重影响发展中国家人民的疾病，知识产权等市场机制不能激励医学研发。对于被忽视的疾病，一个
关键因素是，在这些疾病盛行的国家，政府和患者的购买力有限，而且长期缺乏研发投资。

•• 虽然被忽视疾病的研究缺口仍然很大，但自1990年以来，卫生研发格局和全球疾病负担的份额一直在发生
变化，被忽视疾病的研发资金有所增加，主要来自公共部门。

•• 受托管理责任、创新和获取是应对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的三个关键目标。目前的抗微生物药物开发管线不
足以解决优先病原体中日益增多的耐药性。许多政治论坛都讨论了应对耐药性的研发缺乏投资的问题，一
些报告分析了这个问题并提出了解决办法。

•• 世卫组织的研发蓝图是一项全球战略和防范计划，目的是确保用有针对性的研发加强应急反应，在流行病
期间为人群和患者提供医疗技术。

•• 2012年，研究与开发方面筹资和协调问题磋商性专家工作小组（磋商性专家工作小组）就新的和创新型研
发筹资模式提出了建议，包括建立具有约束力的全球研发和创新卫生文书。

•• 国际和国家两级都讨论并实施了旨在加强研发以找到被忽视疾病有效疗法的新的创新机制和模式。这方面
的例子包括“被忽视疾病药物研发”倡议。多方利益攸关方合作建立的一个创新模式是WIPO Re:Search“在
抗击被忽视的热带病方面分享创新”。

•• 产品开发伙伴关系大大增加了为主要影响发展中国家的疾病和病症开发的产品数量。

在占主导地位的药物研发传统筹资模式中，私人研发投资
受到产品进入市场后潜在利润承诺的激励。在知识产权
和（或）监管排他权计划的保护期内，可以向支付方收
取较高的价格，这支持了对潜在利润的承诺。在一些情
况下会出现市场失灵，例如目标患者群体和（或）相关
支付方无力支付，或者由于其他原因市场规模较小。本 
节概述了这种市场失灵的例子，以及目前寻求解决市场
失灵的举措。关于生物医学研发市场失灵的辩论大多围 
绕被忽视的疾病展开，自二十一世纪10年代初以来，围 
绕着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和具有流行病潜力的病原体，如 
埃博拉病毒病展开。人们提出了许多激励研发的建议，包 
括替代和补充知识产权的激励机制，以及资助研发的新
模式。72

1. 严重影响发展中国家人民的疾病

针对严重影响发展中国家人民的疾病，在激励医学研 
发方面存在一个特别的问题，因为知识产权等市场机 
制对此不起作用。一个关键因素是，在这类疾病盛行的
国家，政府和患者的购买力都很有限；与其他疾病不同
的是，针对较富裕市场的药物研发没有积极的溢出效
应。本节讨论在严重影响发展中国家人民的疾病方面进
行医学创新的挑战。

知识产权、创新和公共卫生委员会（WHO, 2006a）和《全 
球战略和行动计划》都提到严重影响发展中国家人民的

疾病。这一概念的基础是宏观经济与卫生委员会所区分
的三类疾病（WHO, 2001a）：

�� 一类疾病在富国和穷国均有发生，影响到富国和穷
国的大量弱势人群。传染病的例子包括麻疹、乙型
肝炎和B型流感嗜血杆菌。非传染性疾病的例子包
括糖尿病、心血管病和与烟草有关的疾患。

�� 二类疾病在富国和穷国均有发生，但大部分病例在
穷国。这类疾病的例子包括艾滋病毒/艾滋病和结
核病。虽然这两种疾病在富国和穷国都有，但90%
以上的病例发生在穷国。

�� 三类疾病是大量或唯独发生在发展中国家的疾病。这 
类疾病的例子包括非洲昏睡病（锥虫病）和非洲河
盲症（盘尾丝虫病）。

第二类和第三类疾病常常被称为被忽视的疾病。这些疾
病还包括被忽视的热带病，它们是世卫组织工作的一个
具体重点，影响到超过十亿人。还包括影响高收入国家
的疾病的被忽视方面，例如艾滋病毒疫苗研究和丙型肝
炎某些基因型。73

被忽视热带病的分布受到气候的限制，特别是受到气
候对病媒和储存宿主分布的影响。在多数情况下，热 
带地区以外的传播风险似乎很低。与流感、艾滋病
毒/艾滋病和疟疾不同，以及在较小程度上与结核病
不同，多数被忽视热带病对高收入国家居民的威胁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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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因此引起的关注较少。相对而言，它们被药物研
究忽视，而药物研究是开发新的诊断方法和药物以及
提供可及的干预措施以预防、治疗和控制这些疾病的
并发症所必需的。

这种局面的特点是，在为被忽视疾病寻找有效疗法方面
长期缺乏研发投资。创新努力与这些疾病对公共卫生的
挑战极不相称。

1990年，国际保健研究促进发展委员会发现，在1986
年全球300亿美元的卫生研究投资中，只有5%，即16
亿美元专门用于发展中国家的卫生问题，尽管世界上估
计93%的可预防死亡负担发生在发展中国家。74后来根
据这一数据，全球卫生保健研究论坛创造了“10/90差
距”一词，以强调全球疾病负担的份额与用于解决这一
问题的资源之间的差距。2015年的一项分析发现，贫
困相关疾病和被忽视的疾病占全球疾病负担的14%，但 
只吸引了全球研发支出的1.3%（von Philipsborn et al.,  
2015）。

虽然被忽视疾病的研究缺口仍然很大，但自1990年以
来，卫生研究格局和全球疾病负担的份额一直在发生
积极变化。G-FINDER调查报告显示，2017年被忽视
疾病的研发经费超过30亿美元，是2012年以来首次同
比（小幅）增长。三种“顶级”疾病——艾滋病毒/艾滋
病、结核病和疟疾获得了70%的资金，使被忽视疾病
领域仅有30%的资金可用于开展所有其他被忽视疾病
的研究（Chapman et  al., 2017）。用于开发新药的
资金大大多于用于疫苗的资金。被忽视疾病的研发支
出中只有一小部分——多数疾病类别不到10%——用
于诊断方法。资金主要来自公共部门。2016年，公 
共 部 门 提 供 了 全 球 资 金 的 近 三 分 之 二 （ 2 0 亿 美
元，64%），其中高收入国家贡献了96%。慈善部
门出资6.71亿美元（21%），私营部门投资4.97亿美 
元（16%）（Chapman et  al., 2017）。2017年的一
项调查发现，用于被忽视疾病的候选产品有685种，其
中57%针对艾滋病毒、结核病或疟疾。管线中最常见
的疗法类型是疫苗（Young et al., 2018）。

世卫组织在这一领域的战略包括2021-2030年被忽视
的热带病路线图、终止结核病战略和2016-2030年全
球疟疾技术战略。

2. 抗微生物药物和抗微生物药物耐
药性

虽然要得出具体的数字很困难75，但越来越明显的是，在 
高收入国家和中低收入国家，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造成
的疾病负担都很重，而且还在稳步上升：

�� 据欧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估计，2016年欧盟和欧
洲经济区的耐药菌感染造成了33,110例可归因死亡
和874,541个残疾调整生命年，这与流感、结核病
和艾滋病毒/艾滋病的疾病负担总和相当。76

�� 美国疾病控制中心估计，美国每年至少有200万人
罹患抗生素耐药性感染，造成35,000多人死亡。77

虽然抗生素耐药菌感染影响到所有年龄组，但老年人和
婴儿受到的影响更大，疾病负担也更重。一项研究估
计，在全球范围内，每年有214,000例新生儿败血症死
亡可归因于耐药性病原体，其中绝大多数是在中低收入
国家（Laxminarayan et al., 2016）。在欧洲，卫生保
健相关感染占主导地位，约占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感染
总负担的63.5%（Cassini et al., 2019）。

其中许多感染可以通过加强感染预防和控制，利用现有
的工具，确保在保健设施中获得清洁水、环境卫生和个
人卫生（WASH（水、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做法）来
预防。

目前的抗微生物药物开发管线不足以解决优先病原体
日益增加的耐药性问题。继二十世纪中叶新抗生素的
高发现期后，科学挑战和投资不足导致开发的新类抗生
素很少。在已批准的抗生素类别中，没有一种是在过去
30年中发现的（见图3.7）。革兰氏阴性菌总体上是比

图3.7：临床使用的不同抗生素类别发现时间表

来源：ReAct，可见https://www.reactgroup.org/antibiotic-resistance/course-antibiotic-resistance-the-silent-tsunami/part-3/nearly-
empty-pipeline/。

https://www.reactgroup.org/antibiotic-resistance/course-antibiotic-resistance-the-silent-tsunami/part-3/nearly-empty-pipeline/
https://www.reactgroup.org/antibiotic-resistance/course-antibiotic-resistance-the-silent-tsunami/part-3/nearly-empty-pipe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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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危险的一类，有关的所有被批准抗生素类别都是在
1965年之前发现的（Deak et al., 2016）。

私 营 制 药 企 业 已 逐 步 从 抗 微 生 物 药 物 研 发 中 撤
资；2019年，只有三家大型制药公司仍活跃在这一
领域，而1980年以来已有23家公司放弃了这一领
域。782003年至2013年，在制药研发领域的风险资本
投资中，投资于抗微生物药物研究的比例不到5%，且
在此期间投资有所减少。79截至2019年9月，有32种
瞄准治疗的新抗生素和4种针对世卫组织优先病原体的
复方抗生素正在研发中（WHO, 2019a）。然而，多
数私营部门的开发仍然集中在现有的抗生素类别上，失
败的风险明显较低（Jenner et al., 2017）。此外，一
个专家组确定了36种较老的、“被遗忘的”抗生素——
即不再生产的抗生素，如果重新投放市场，可能有 
用（Pulcini et al., 2016）。

私人投资不足以填补目前的研发缺口，尽管新的、优秀 
的和“我也有”型抗生素的市场潜力差别很大。事实上，新 
的抗生素必须与现有的仿制药疗法竞争，而且为了减缓
耐药性的发展应少用，这限制了它们的市场潜力。80此

外，市场驱动的研发模式没有将投资引向最迫切的公
共卫生需求，如抗击耐多药性病原体，这些病原体的
患者人数仍然相对较少。除了新的抗微生物药物，还 
迫切需要新的、可负担得起的临床即时诊断法，以支持
负责任、谨慎地使用抗微生物药物。

许多政治论坛都讨论了应对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缺乏研发
投资的问题，一些报告分析了这个问题并提出了解决办
法。例如，联合王国的《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审查》和 
DRIVE-AB报告。81机构间协调小组建议，优化和增
加该领域研发资金影响的一种方式是通过“脱钩”机 
制（见第三节5）。82

将支持研究投入的推式策略（如直接资助、研究赠款、政 
府实验室或税收抵免）和奖励研究产出的拉式策略（如里
程碑奖、新的报销模式或市场准入奖励）结合起来，将 
刺激投资和新产品的开发。2016年《大会抗微生物药
物耐药性问题高级别会议的政治宣言》强调了脱钩的重
要性。虽然各国尚未就如何为新的拉式机制和现有的推
式机制提供可持续资金达成共识，但近年来已经建立了
一些区域和全球倡议（见专栏3.7）。

专栏3.7：重振抗微生物药物管线的倡议

世卫组织优先病原体清单和抗菌药管线分析

作为实施《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全球行动计划》的一部分，世卫组织编制了一份抗生素耐药性优先病原体目 
录（优先病原体目录，简称PPL）。83世卫组织还对目前抗菌剂临床开发管线进行了分析，以评估该管线应对
优先病原体的程度。

这些分析旨在指导研发工作，确定研发工作的方向和研究差距。

抗击抗生素耐药菌生物制药加速器（CARB-X）

CARB-X是一个设在波士顿大学的全球合作项目，于2016年启动。

CARB-X提供财务、科学和商业支持，以加快为世卫组织和美国疾病控制中心确定的优先病原体研发新的制
剂。CARB-X的目的是在临床前和I期支持研发项目，使其能够吸引其他来源的进一步私人或公共投资，用于以
后的开发。84

全球抗生素研究与开发伙伴关系（GARDP）

GARDP是一家非营利性药物开发组织，通过开发负担得起的新的或改进的抗生素疗法来满足全球公共卫生需
求。GARDP是2016年世卫组织和被忽视疾病药物研发倡议（DNDi；见专栏3.12）成立的。GARDP是《抗微生
物药物耐药性全球行动计划》的重要元素，该计划呼吁建立新的公私伙伴关系，鼓励研发新的抗微生物剂和诊断 
方法。

GARDP的研发战略基于全球卫生优先事项、目标产品特征和研发路线图。GARDP的目标是到2023年提供四种
新的疗法，目前有四个研发方案，重点是性传播感染、新生儿败血症、儿科抗生素和抗微生物药物记忆恢复（重 
新审视以前放弃的研究项目）。GARDP计划执行将研发成本与产品收入脱钩的原则，以确保负担得起以及可持
续的高质量生产。85

全球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研究开发中心

全球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研究开发中心86于2018年5月在德国联邦政府的主导下成立，向各国和观察员开放，旨 
在改善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研发的协调和增加投资。2019年12月，研发中心计划推出一个在线动态看板，展示
全球所有耐药性研发投资，包括人类、动物、植物和环境卫生部门的数据。

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解决方案国际中心（ICARS）

国际中心2018年由丹麦政府成立，是一个国际性“卫生一体化”知识和应用研究伙伴关系，致力于与中低收入国
家密切合作，支持干预性和实施性研究，以解决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问题。87其目的是将国家行动计划和政策
的各个方面转化为实地的循证实践，同时在国家内部建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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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产品开发外，关键需求还包括关于预防耐药性发展和
传播的应用和干预性研究，促进适当和谨慎使用，改善
动物饲养，预防在医院获得的感染，以及收集关于环境
中抗微生物药物残留及其影响的进一步证据。在许多情
况下，改进感染预防和控制措施比开发新的卫生技术解
决方案更划算、更快捷。

3. 世卫组织预防流行病行动研发蓝图

2014年和2015年，世界经历了历史上规模最大、时间
最长的埃博拉疫情爆发。这次爆发表明，需要新的模式
来协调和资助研发工作，以预防和治疗埃博拉病毒等具
有流行病潜力的病原体（见专栏3.12）。作为直接的
反应，世卫组织制定了研发蓝图。

研发蓝图是一项全球战略和防范计划，目的是确保有
针对性的研发工作能够在流行病期间为人群和患者提
供医疗技术，从而加强应急响应。88根据研发蓝图，世 
卫组织采取系统性方法，确保针对每种蓝图病原体的
缺失疫苗、疗法和诊断方法至少开发到临床II期，以
确保在发生重大疫情时有更好的防范。其基础是一份
世卫组织认为威胁最大的具有大流行潜力的蓝图优先
病原体目录（见专栏3.8），定期更新。对于每种病
原体，世卫组织系统地回顾市场上（如果有）和开发
中的所有疗法，并找出差距。根据具体的病毒和研究
格局，世卫组织与所有利益攸关方合作，确定研究重
点，填补剩余的空白——根据医疗需求，这些空白可
能是疫苗、疗法或诊断方法。在此基础上，世卫组织
为缺失产品制定了目标产品特征，确定了每种产品的
特点。目标产品特征正在指导研究人员和资助者，如 
流行病防范创新联盟和全球传染病防治研究合作组
织，进行投资和开发缺失的工具。89

4. 世卫组织关于研发筹资问题的专
家工作小组

世卫组织研究与开发方面筹资和协调问题磋商性专家工
作小组（磋商性专家工作小组）研究了研发的筹资和协
调问题，审查了关于新的和创新的研发筹资模式的多种
提案。磋商性专家工作小组的报告于2012年发表。

提案的评估标准包括：公共卫生影响；效率/成本效益；技 
术、财务和实施可行性；知识产权的作用；脱钩；获
取、治理和问责方面；以及能力建设潜力。91这些提案
中每一项的详细介绍和分析载于2012年磋商性专家工作
小组报告的附录3（WHO, 2012）（见专栏3.9）。

磋商性专家工作小组还制定了更一般性地指导卫生研发
资金分配的原则，特别是卫生研发应以需求为导向，以

专栏3.8：世卫组织预防流行病行动研发蓝图：	
2018年2月的优先目录90

�• 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CCHF）
�• 埃博拉病毒病和马尔堡病毒病
�• 拉沙热
�• 中东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MERS-CoV）和严

重急性呼吸综合征（SARS）
�• 尼帕病毒病和亨尼巴病毒病
�• 裂谷热（RVF）
�• 寨卡病毒病
�• X病

注：“X病”代表一种严重的国际流行病可能由目前未知的病原体引
起、造成人类疾病的知识，因此研发蓝图明确要尽可能实现也与未
知的“X病”有关的交叉研发防范。

专栏3.9：2012年磋商性专家工作小组报告：关键建议

研究与开发的做法：

�• 开放性知识创新，含竞争前研发平台，开放源以及开放获取方案，利用奖励，特别是里程碑奖
�• 公平许可和专利池

供资机制：

�• 所有国家都应至少对政府资助的研发提供价值本国GDP 0.01%的投资，用于满足发展中国家的卫生需求，
以进行产品研发。

汇集资源：

�• 为满足发展中国家需求的卫生研发资金中20%-50%应该通过一个汇集机制进行输送。

加强研发能力和技术转让：

�• 应对发展中国家学术与公共研究机构急需提升研究能力的问题。
�• 为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实行直接赠款。

协调：

�• 在世卫组织主持下建立全球卫生研发观察站和相关咨询机制。

通过卫生研发和创新的全球约束性文书进行实施：

�• 应启动关于全球卫生研发国际公约的正式谈判。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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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据为基础，并以下列核心原则为指导：可负担性、有
效性、效率和公平。92

5. 生物医学研发的新方法

本部分介绍探索生物医学研发新模式的举措实例。其中
包括关于世卫组织各种发展的信息。还回顾了产品开发
伙伴关系的作用以及研究型制药公司在应对被忽视卫生
领域的努力。

目前正在努力寻找替代性和创新性的方法来开展基于需
求的研究。为找到被忽视疾病的有效疗法，正在采取新
举措加强研发，涉及到不同的行为方和大量的合作伙伴
关系。多方利益攸关方合作建立创新模式的一个例子是
产权组织的WIPO Re:Search（见第三节8）。

从这一讨论中发展出来的一个重要概念是，将最终产品
的价格与研发成本脱钩。这个概念的依据是，专利允许
开发商通过收取高于生产成本的价格来收回成本和获取
利润。这种研发筹资方式被认为是药品获取的一个障
碍，因为它造成的产品价格是卫生系统或自费病人无法
负担的。脱钩原则的前提是，应该用产品价格以外的办
法来对研发成本和风险进行回报，为研发提供激励。在
为被忽视疾病和新抗生素的研发筹资时，特别提倡这种
脱钩。94

推式机制和拉式机制都可以促进脱钩。推式机制是为启
动研发项目提供资金的激励措施，如为研发投资提供赠
款或税收抵免。拉式机制是对研发过程中的某些成就提
供奖励的激励机制，如里程碑奖（进入I期、II期或III期
试验时颁发）或最终奖。下一部分虽然不是详尽无遗
的，但将介绍其中的一些方法。对许多相关提案的评估
可在世卫组织研究与开发方面筹资和协调问题专家工作
小组及磋商性专家工作小组的报告中找到。

(a) 监测卫生研发

改进关于卫生研发资金流和研发管线状况的信息提供，可 
以支持填补研究差距的政策响应。根据磋商性专家工作
小组的建议（见专栏3.9），世卫组织秘书处内设立了全
球卫生研发观察站，以监测和分析被忽视疾病卫生研发
的相关信息。全球卫生研发观察站是一项全球倡议，旨 
在通过整合、监测和分析发展中国家卫生研发需求的相
关信息，在现有数据收集机制的基础上，支持卫生研发
的协调行动，帮助确认基于公共卫生需求的卫生研发优
先事项。95

其他一些举措也有助于了解卫生研发的资金流和管线。例 
如，G-FINDER公布被忽视疾病研发资金数据96，世卫
组织对抗菌药管线的分析97以及治疗行动小组关于艾滋
病毒、结核病和丙型肝炎病毒药物管线的报告98。

(b) 赠款

赠款是资助公共部门研究的一种常见方法。例如，赠款
可使中小企业能够对一种被忽视疾病进行初步的药物研

究，并使一种潜在的新药通过I期试验，在这一期有可
能吸引商业资金。

虽然赠款对刺激研发是有用的，但它们不能保证最终能
提供可行的药物。这是因为无论取得什么成果，都要支
付赠款。

利用“推式”供资的创新筹资机制包括国际药品采购机
制（见专栏3.10）和CARB-X（见专栏3.7）。

(c) 奖励

奖励在研发中起着拉式机制的作用，它为成功提供奖
励，从而使投资更具吸引力，使特定产品的交付更有可
能（见专栏3.11）。有两类创新诱导奖：第一类奖励
研发过程中达到特定的里程碑；第二类奖励达到规定的
终点（如在性能、成本、有效性或其他重要特征方面具
有特定特点的新诊断法、疫苗或药品）。这种奖项预先
规定了产品的某些特征（即目标产品特征），希望获奖
者最终能够开发出这种产品。其他奖项可能表彰为社会
带来巨大利益的创新，但不寻求预先指定产品。

诱导奖可以为药物开发提供激励，但目的也可以是使研
发成本与药品价格脱钩。这些奖项对创新和获取的可能
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奖金的多少、所开发药品的应
用和设计，以及如何使研究工作与卫生优先事项相一
致，同时通过保持成品的低价来促进获取。

奖励可以对卫生产品的开发和获取产生有利影响。例
如，为在供应方面促进竞争，可以对获奖者提出某些
知识产权管理要求，包括允许公共部门或发展中国家
自由使用技术。有些奖项计划包括这样的知识产权要
求（如“生命奖”），另一些则不包括（如“专利服务人
类”计划）（见专栏3.11）。在知识产权管理没有纳入
奖励机制的情况下，技术成果的获取不受颁奖机构的影
响，而取决于专利权人的商业战略。

(d) 预先市场承诺和预先购买承诺

预先市场承诺协议旨在通过创造市场或降低风险，为
特定产品的研发创造更大的激励。预先市场承诺协议
作为买方（通常是政府或国际融资机构）与供应商之
间的合同运作。它们通常包含某种形式的关于价格或
数量的约定保证。通过有效地保证市场，制药公司有
动力进行研发。103专栏3.5提供了一个如何实施预先市
场承诺的例子。

(e) 优先审查凭证

优先审查凭证是一项旨在奖励卫生产品开发企业的计
划，这些企业开发的产品瞄准小市场或有限的患者群
体，以及被忽视的疾病。对于正常情况下无资格接受优
先审查（由主管监管机构进行加快审查）的后续卫生产
品，有了优先审查凭证，就可以得到优先审查。企业可
以利用这一计划将潜在的“大卖品”上市日期提前，从
而使该产品的收入增加和提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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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于2007年推出了优先审查凭证计划。根据该计划，为 
治疗或预防16种被忽视热带病之一的产品获得FDA上
市许可的公司，有权获得优先审查凭证。2012年，资
格范围扩大到罕见的儿科疾病104，2016年又扩大到 
“医疗对策”（可用于恐怖袭击或自然发生的“新发”疾病
引起的公共卫生紧急情况的卫生产品）。105现在，凭 
证更多地发给罕见儿科疾病而不是被忽视疾病（见 
表3.1）。106凭证可由接受者用于未来任何产品的申
报，也可以按市场决定的价格出售给另一家企业。优先
审查凭证已出现多次出售，金额从6,750万美元到3.5
亿美元不等（见图3.8，Ridley and Régnier, 2016）。

该计划在美国推出以来，已颁发了一些优先审查凭证（见 
表3.1）。第一份凭证于2009年4月颁发给了开发出的
一种抗疟疾药物，第二份于2012年12月发给贝达喹
啉，这是40年来开发的第一种抗结核药物（见第四章
第二节3）。

有人认为，优先审查凭证的价值太小，无法对大型制药
公司的研发资源分配产生有意义的影响。对于较小的公
司，优先审查凭证或许有吸引力，但由于医疗产品的开
发阶段成本高昂，这些公司不大可能把产品推进至开发
阶段。凭证的价值并不明确，因为它不能保证公司后来

专栏3.10：国际药品采购机制99

国际药品采购机制（Unitaid）成立于2006年，是一个由世卫组织代管的国际组织，为全球卫生创新进行投
资。采购机制的工作是支持更快速、更实惠和更有效地获取预防、诊断和治疗疾病的产品。

采购机制研究并确认有可能减轻艾滋病毒/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以及丙型肝炎和人乳头状瘤病毒等艾滋病毒合
并感染负担的新保健解决方案。通过征集提案，采购机制找到将关键创新付诸实践的最适合伙伴。这些合作伙
伴得到采购机制的赠款，快速提供更有效的药物、技术和系统，并降低其成本。通过这种方式，采购机制的投
资确定了卫生创新的可行性，使伙伴组织能够广泛提供这些创新。

在知识产权方面，采购机制的旗舰项目是药品专利池，它与原研企业谈判自愿许可（见专栏4.24）。

自成立以来，采购机制已收到捐助方约30亿美元的捐款，主要捐助方是法国、联合王国、巴西、比尔及梅林达·
盖茨基金会、挪威、大韩民国、智利和西班牙。创新是采购机制的核心，创新筹资是一个重要的收入来源，特 
别是智利、法国和大韩民国实施的机票税。迄今为止，采购机制已从这些新型筹资机制收到近20亿美元，占捐
款总额的三分之二。

专栏3.11：奖励计划举例

经度奖

经度奖是为了表彰一种负担得起、准确、快速和易于使用的细菌感染测试法，使全世界的卫生专业人员能够在
正确的时间使用正确的抗生素。100

生命奖

由无国界医生组织发起、国际抗结核和肺病联盟运作的“生命奖”（前为“3P项目”）是一项拟议的倡议，除其他
外，将通过为符合目标产品特征的产品提供里程碑奖，以激励结核病新疗法的开发（Brigden et al., 2017）。

欧盟创新疫苗技术奖

欧盟委员会向一个研究团队提供了200万欧元的“诱导奖”，该团队提供了改善疫苗温度稳定性的新解决方案，因 
为疫苗冷藏在许多中低收入国家是一项重大挑战。收到了49个竞争者提交的材料，奖项授予了一家德国 
公司（European Commission, 2014a）。

地平线2020减少抗生素滥用奖

欧盟委员会提供了一项100万欧元的奖金，用于快速的即时测试，以确定哪些上呼吸道感染可以在不使用抗生
素的情况下进行治疗。这种测试可有助于减少抗生素的不必要使用，而抗生素是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的一个驱
动因素。101

美国专利商标局“专利服务人类”计划

美国专利商标局（美国专商局）的“专利服务人类”计划向开发创新技术以满足全球迫切需求的申请人颁奖。102

获奖者将获得一份证书，可加快美国专商局对其专利申请的审查以及某些复审或上诉程序。该计划已经奖励了
适应困难环境的医疗器械创新：2018年的一位获奖者开发了一种便携式低水型肾透析机，用于缺乏传统透析所
需基础设施的地区。与上述其他例子不同的是，“专利服务人类”计划没有发布目标产品的具体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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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产品事实上最终将获得监管部门批准，也不能保证优
先审查所节省的时间实际上将超过一年。有人认为，优 
先审查凭证的价值下降了，因为它们的发放过于频 
繁（Ridley and Régnier, 2016）。

优先审查凭证机制也可用于资助非营利性的药物开发倡
议。世卫组织热带病研究和培训特别规划与一家非营利
性制药公司合作，开发治疗被忽视热带病盘尾丝虫病的
莫西菌素。获得凭证的前景使该非营利性制药公司从一
家社会影响投资基金筹集了1,300万美元，用于开发莫西

表3.1：已颁发的优先审查凭证，2009–2019年
颁发年份 疾病 类型107 产品

2009 疟疾 被忽视疾病 蒿甲醚/苯芴醇

2012 结核病 被忽视疾病 贝达喹啉

2014 莫基奥综合征A型 罕见儿科病 依洛硫酸酯酶α

2014 利什曼病 被忽视疾病 米替福新

2015 高危神经母细胞瘤 罕见儿科病 迪妥昔单抗

2015 罕见胆汁酸合成障碍 罕见儿科病 胆酸

2015 遗传性乳清酸尿症 罕见儿科病 尿苷三乙酸酯

2015 低磷酸酯酶症 罕见儿科病 阿斯福酶α

2015 溶酶体酸性脂肪酶缺乏症 罕见儿科病 塞贝脂酶α

2016 霍乱 被忽视疾病 单剂次口服霍乱活疫苗

2016 进行性假肥大性肌营养不良 罕见儿科病 依特立生

2016 脊髓性肌萎缩 罕见儿科病 诺西那生

2017 进行性假肥大性肌营养不良 罕见儿科病 地夫可特

2017 贝敦氏症 罕见儿科病 细胞利波纳酶α

2017 美洲锥虫病 被忽视疾病 苄硝唑

2017 B细胞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 罕见儿科病 替萨根微核

2017 黏多糖贮积症Ⅶ型 罕见儿科病 维曲尼酶α

2017 双等位基因RPE65突变相关视网膜营养不良 罕见儿科病 voretigene neparvovec

2018 X连锁低磷血症 罕见儿科病 布罗索尤单抗

2018 盘尾丝虫病（河盲症） 被忽视疾病 莫西菌素

2018 伦诺克斯-加斯托综合征或德拉韦综合征 罕见儿科病 大麻二酚

2018 天花 重大威胁医疗
对策

特考韦瑞

2018 疟疾 被忽视疾病 他非诺喹

2018 腺苷脱氨酶-重度联合免疫缺陷病 罕见儿科病 elapegademase

2018 原发性噬血细胞性淋巴组织细胞增生症 罕见儿科病 依帕伐单抗

2019 片形吸虫病 被忽视疾病 三氯苯达唑

2019 囊性纤维化 罕见儿科病 替扎卡托/依伐卡托

2019 登革热 被忽视疾病 四价登革热疫苗

2019 脊髓性肌萎缩 罕见儿科病 onasemnogene abeparvovec

来源：改编自www.priorityreviewvoucher.org，该网站由优先审查凭证设计人之一戴维·里德利维护。

菌素，因为销售凭证的收入预计很可观（见图3.8），这 
笔收入也将重新投资于被忽视热带病领域，这为出资者
提供了“乘数”效应。2018年，FDA批准了莫西菌素并
授予了优先审查凭证（Olliaro et al., 2018）。

(f) 对企业的减税

许多国家为研发支出提供税收抵免，使企业能够将研发
支出计入其纳税义务。在联合王国，引入税收抵免的

http://www.priorityreviewvoucher.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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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 医疗技术：创新维度

明确目标是激励对艾滋病毒/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疫
苗的研究，但由于利用率低，在2017年被停止（Rao, 
2011; HM Revenue & Customs, 2016）。一些国家还
为孤儿（罕见病）产品提供税收抵免（见第二节6）。

税收抵免本身不能弥补被忽视疾病的市场激励措施的缺
失。由于公司必须通过收入来收回大量的药物研发投
资，税收抵免不能有效地推动无需求产品的创新。一些
评论家质疑对盈利产品实行税收抵免（Bagley, 2018; 
Hughes and Poletti-Hughes, 2016）。

税收抵免不能帮助那些处于亏损状态的公司——如一些生
物技术公司在启动阶段，在向市场推出任何获批的产品
之前，就属于这种情况。实行减税的另一个缺点是，这 
些减免可能只是对公司无论如何都会进行的研发提供 
补贴。

(g) 专利池

专利池是至少两个专利所有人之间的协议，目的是将
其与某一特定技术有关的专利权集中起来，并在支付
使用费等一定条件下，向对方和第三方许可使用这些
专利的权利。将使用某项技术或生产下游产品所需的
相关专利集中起来，使被许可人可以只与一个法律实
体签订一份许可协议，这已被提倡作为一种工具用于
被忽视疾病的研发。专利池自19世纪以来就被用于不
同工业领域。早期的专利池旨在固定价格，将竞争者
排除在市场之外，因此与竞争法相抵触。今天，多数
专利池的目的是使人们能够获得新技术并促进下游竞
争。通过降低被许可人的交易成本，专利池可以方便
地提供生产标准化产品所需的所有专利技术。例如，

音像业已经采用专利池来促进标准技术的许可，建立
了许多成功的专利池。108专利池的成功取决于两个
关键因素：(i)关键专利权人的参与，因为如果没有他
们的参与，专利池就会被池外的专利权人牵制；以及 
(ii)确保专利池的行政费用保持在低水平（Merges and 
Mattioli, 2017）。专利池也可能引起竞争问题，因
为它们可以为可能的反竞争行为提供机会。因此，需 
要确保许可条款是世界性的和非独占性的，而且任
何分析都应审查专利池是否鼓励串通行为（WIPO, 
2014b）。说明专利池潜在竞争问题的一个例子是，欧 
盟委员会根据其对技术转让协议的集体豁免109及其技
术转让协议准则110，于2014年对一项无创产前检测的
专利池协议进行了调查。

在药品发明领域，在国际药品采购机制的资助下，为
汇集抗逆转录病毒药物专利建立了药品专利池，之后
又扩大了其工作的范围（见第四章第三节3(b)）。药
品专利池的自愿许可为开发新疗法提供了自由，如固
定剂量组合——由几种药物组成的单丸药——以及儿
童用特殊配方。

麻省理工学院布罗德研究所和哈佛大学就潜在的专利池
进行了讨论，通过简化非独占性许可程序和限制开发
人用疗法的商业研究许可期限，使CRISPR基因编辑技 
术（见专栏2.3）得到更广泛的应用。111然而，与所有
权问题有关的专利状态不确定性112以及所涉及专利的范
围不确定性（Jewell and Balakrishnan, 2017），使得专
利池的建立变得困难。这突显了专利信息的必要性，包 
括通过专利态势报告来支持专利池倡议（见第二章第二
节1(viii)）。

为了应对SARS，人们也讨论了建立专利池，作为清理
专利丛的可能方案。113

图3.8：优先审查凭证的数量和销售额

来源：http://priorityreviewvoucher.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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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开源药物发现和开发

开源药物的发现和开发建立在从开源软件开发中借用的
两个原则之上。首先，开源药物的发现是基于合作的理
念，即组织和激励独立研究人员群体为研究项目作出贡
献。第二，基于一种开放的知识产权方法，通过公有领
域或使用定制的许可，使研究结果普遍可得（Maurer, 
2007; Masum and Harris, 2011）。

信息技术部门（如网页技术和Linux操作系统）和生物
技术部门（如人类基因组测序）开源模式的成功，突
显了在卫生保健领域启动类似模式的必要性和潜力，如
药物发现的开源模式。目前有几个开源药物发现项目正
在进行中。114多数项目获得了政府赠款或慈善来源的
资金。这些资金用于支付行政费用，也可用于资助使用
实验室和计算机设施以及支付研究人员费用。同样，开 
源数据平台的例子也在不断涌现，包括结核病-临床结
核病研究汇总平台115、全球抗疟药耐药性网络116和埃
博拉传染病数据观察站117。这些平台在旧药新用方面
特别有用，即现有药物可用于治疗另一种疾病，而且
已经存在大量临床前和临床数据（Balasegaram et al., 
2017）。

但是，迄今为止，开源倡议的成果有限。这些倡议的规
模目前相对较小，包括在资金方面。虽然它们似乎非常
适合促进竞争前研究，但这种模式很可能必须与筹资模
式相结合，以支付昂贵的开发阶段。生物制药企业用不
同的组织模式（即许可协议、非股权联盟、购买和提供
技术与科学服务）与不同类型的伙伴建立关系，以获得
技术和知识或对其进行商业利用。这些关系可以包括大
型制药公司、生物技术产品公司、生物技术平台公司和
高校。

(i) 有约束力的全球研发框架和研发汇集
基金

世界卫生大会（卫生大会）在通过《全球战略和行动计
划》时，呼吁“进一步探讨基本卫生和生物医学研究与
开发方面可能制定的文书或机制，尤其是一项基本卫生
和生物医学研究与开发条约的效用”。118

磋商性专家工作小组建议世卫组织成员国在《世卫组织
组织法》第十九条下谈判一项全球公约或条约，为促进
研发提供有效的筹资和协调机制。除其他外，各国可以
把其国内生产总值的0.01%投资于二类和三类疾病的
研发，以及发展中国家与一类疾病有关的具体需求的
研发。这些捐款的一部分将在全球一级的汇集基金中 
收集（WHO, 2012）。

世卫组织成员国同意探讨、评估和独立监测现有的为
此类疾病卫生研发捐款的机制，并在必要时就有效机
制，包括汇集资源和自愿捐款提出建议。119世卫组织
热带病研究和培训特别规划探讨了汇集基金的实施，并
公布了建立自愿基金为被忽视疾病研究供资的具体建
议。120六个“示范项目”被选为此类基金的前体，但世
卫组织成员国最终没有继续这一概念。资助示范项目的
足够资金没有实现（WHO, 2017d）。

6. 产品开发伙伴关系

“公私伙伴关系”一词通常用来描述由政府与至少一家
私营部门企业之间的伙伴关系组成的倡议。今天，这种
伙伴关系管理着全世界所有被忽视疾病药物开发项目的
很大一部分。公私伙伴关系的共同特点有：

�� 整合公共和私营部门的方法，在研发中普遍采用行
业惯例。

�� 管理被忽视疾病的研发组合，瞄准一种或多种被忽
视的疾病。

�� 设立的目的是追求公共卫生目标而不是商业利益，
也是为了提供资金以弥补现有的研究差距。

�� 确保所开发的产品是负担得起的（WHO, 2006a）。

然而，很难明确指出被确定为公私伙伴关系的所有倡议
的共同点。有些可能不是真正的“公私”伙伴关系，因为
可能没有来自公共和私营部门两边的伙伴（Moran et  al., 
2005）。产品开发伙伴关系这一更大的分类包括了不一
定有公共或私营部门伙伴的倡议，因此不是严格意义上的
公私伙伴关系。因此，它同样包括由公共卫生驱动、利 
用私营部门方法与外部伙伴共同开发新产品的非营利组
织。本研究使用“产品开发伙伴关系”，不用“公私伙伴关
系”，是因为前者更能描述医学创新的新结构。

产品开发伙伴关系自二十世纪90年代末出现，它将公
共和私营部门的行为方聚集在一起，在努力将研发重点
放在严重影响中低收入国家的疾病方面，是一个重大发
展。这些新的伙伴关系以多种方式建立，但通常有非营
利组织、基金会和产业界的参与。以前，产品开发伙伴
关系的多数资金由慈善部门提供，但在2017年，政府
资金超过了慈善资金。121这些伙伴关系大大增加了为
主要影响发展中国家的疾病和病症开发的产品数量，在
为被忽视疾病研究确定途径和克服瓶颈方面发挥着重要
作用。

2017年，参与被忽视疾病研究的产品开发伙伴关系
获得的资助达5.08亿美元，占全球被忽视疾病研究资
金的14%。四个伙伴关系——帕斯适宜卫生科技组 
织（PATH）、疟疾药品事业会、国际艾滋病疫苗倡议
和被忽视疾病药物研发倡议（DNDi）——占了伙伴关
系所有资金的一半以上。122

产品开发伙伴关系与公共和私营部门的利益攸关方结成
联盟，因为伙伴关系和这些实体有可能利用彼此可能提
供的机会。伙伴关系提供的服务是整合一个非常多样化
的行业中不同分支的投入。出于若干原因，与研究型制
药公司相比，伙伴关系的研究成本似乎也更低。伙伴关
系由于有能力利用实物投入而受益于较低的资本成本。它 
们还得益于这样一个事实：它们不必为完完全全的开发
管线出资。相反，它们从公共和私营领域现有项目池中
选择项目。另一方面，随着更多项目进入大规模的III期
试验，预计它们的成本会大幅增加。在这种情况下，伙
伴关系的成本效益状况可能发生变化，因为后期失败比
早期失败的成本更高（Moran et al., 2005）。DNDi和
为应对2014-2016年埃博拉疫情而出现的倡议是公私
合作和伙伴关系的例子。在埃博拉疫情等公共卫生危机
期间，伙伴关系具有迫切的必要性，要求在全球和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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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3.12：成功的产品开发伙伴关系实例

被忽视疾病药物研发倡议（DNDi）

DNDi是一个以患者需求为导向的合作性非营利研发组织，旨在弥补被忽视疾病基本药物目前在研发方面的差
距。自2003年成立以来，DNDi已经为被忽视疾病开发了一些新疗法，包括一个新化学实体、两个新的固定剂
量组合、三个改进的治疗方案和两个新的儿科配方。123DNDi目前在管线中有30多个项目。124DNDi与世卫组织
一起发起了GARDP，这是一个非营利性的研发组织，开发和提供新的或改进的抗生素疗法（见专栏3.7）。

为确保最终产品能被获取，DNDi利用非独占许可和产业伙伴的合同承诺，在成本加成的基础上销售产品。通过
在研发过程的早期谈判供应承诺，DNDi将研发成本（由DNDi的资金提供）与产品的最终价格（由制造伙伴维
持在尽可能低的可持续水平）脱钩。

这种方法可以以青蒿琥酯和阿莫地喹为例说明，这是一种新的疟疾用固定剂量组合，是DNDi与各种公共和私营
部门伙伴共同开发的，同时保留相关知识产权的所有权。随后，DNDi以“不盈不亏”的价格将知识产权许可给一
家制药公司，在非洲和其他发展中国家进行青蒿琥酯-阿莫地喹的工业生产、注册和销售。此外，青蒿琥酯-阿
莫地喹可以由世界上任何其他制药公司自由生产和销售。最近的一个例子是非昔硝唑，这是DNDi与赛诺菲合作
开发的第一个新化学实体。非昔硝唑是DNDi在寻找具有抗寄生虫活性的化合物时，从那些二十世纪80年代因
战略原因放弃开发的化合物中重新发现的。作为合作的一部分，DNDi负责临床前、临床和药物开发，赛诺菲负
责该药的工业开发、注册、生产和分销。2017年12月，赛诺菲向欧洲药管局提交了非昔硝唑，欧洲药管局于
2019年初发布了积极意见。刚果民主共和国于2018年底批准了该药。

应对埃博拉威胁的疫苗研发努力

2013年至2016年，西非爆发了前所未有的埃博拉病毒病，引起了人们对埃博拉疫苗研发的兴趣和资助。部分
为应对疫情而发起的倡议包括世卫组织预防流行病行动研发蓝图和流行病防范创新联盟（见第三节3）。

疫情爆发时，一些候选疫苗正在管线中，但由于缺乏资金而停滞在不同的研发阶段（Reardon, 2014）。最成
熟的候选疫苗rVSV-ZEBOV最初由加拿大公共卫生局开发，并授权给NewLink Genetics公司，该公司随后将
独占权出售给默沙东（默克公司在美国和加拿大以外的业务名称）。125为了在埃博拉病毒爆发期间进行II期试
验，2014年由公共和私营合作伙伴组成的一个广泛联盟进行了I期临床试验。2016年，全球疫苗免疫联盟与
默克签署了一项协议，为未来埃博拉病毒的爆发使用该疫苗。rVSV-ZEBOV在III期试验中表现出很高的有效 
性（Henao-Restrepo et al., 2017; Cross et al., 2018），于2018年提交FDA审查。126

其他候选疫苗也在开发中，同样涉及多个公共和私营部门伙伴。127

结核病联盟

结核病联盟是一个非营利性的产品开发伙伴关系，致力于发现、开发和提供更好、起效更快、更实惠的结核病
药物。结核病联盟成立于2000年，当时没有处于临床开发中的结核病药物。128

结核病联盟管理着历史上最大的结核病药物管线，其中包括处于临床开发各个阶段、针对结核病流行不同部分
的候选药物，包括治疗药物敏感型结核病、耐药性结核病和用于一线结核病治疗的改良儿科制剂。129

根据与杨森公司的合作协议，结核病联盟负责管理耐药性结核病新疗法贝达喹啉后期临床开发的关键部分（见
第四章第二节3）。130结核病联盟最近还获得了FDA对耐药性结核病另一种疗法普托马尼的批准。131

开展强有力的高效合作——虽然紧迫性通常由地方来定
义和体验，但准备和响应需要全球合作。132由需求驱
动的伙伴关系的例子见专栏3.12。

7. 被忽视疾病的研究：制药企业的
作用

研究型制药企业越来越多地参与慈善研究。合计捐款使
该行业成为2017年被忽视疾病研究的第二大赞助方，仅 
次于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领先于比尔及梅林达·盖茨
基金会。133一些公司建立了专门的研究机构，针对严
重影响发展中国家的疾病开发新产品，或参与合作项目
和产品开发伙伴关系，共享资产和知识。表3.2介绍了
一些行业支持的专门研究被忽视疾病的研发中心。据报

道，2017年研究型制药企业共参与了109个项目，这
些项目旨在为世卫组织热带病研究和培训特别规划列为
优先的疾病开发新药和疫苗。在这些项目中，90%是
合作项目，涉及50多所高校、非政府组织和其他公共
与私营部门机构。134

2008年到2015年，被忽视热带病的治疗覆盖率增加了
76%。全球被忽视热带病治疗高度依赖少数制药公司的
治疗捐赠；捐赠的药片数量增加了三倍，从2009年的
3.53亿片增加到2015年的超过15亿片。135所报告的私营
部门研发项目有所减少，从2012年的132个减少到2017
年的109个（IFPMA, 2013, 2017），但总体而言，私营
部门在被忽视热带病研发方面的投资显著增加，从2008
年的3.45亿美元增加到2017年的5.54亿美元（尽管这一
增加部分是由于提供数据的公司数量增加）。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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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WIPO Re:Search——调动知识产
权促进全球卫生

WIPO Re:Search 公私联合体137由产权组织与设在西
雅图的非政府组织生物技术产业组织全球卫生事业机 
构（BVGH）合作牵头，通过促进成员间优惠共享知识
产权资产、化合物、数据、临床样本、技术和专业知
识，加快被忽视热带病、疟疾和结核病药物、疫苗和
诊断法的发现和开发。世卫组织通过提供技术咨询支持
WIPO Re:Search。

WIPO Re:Search 将学术界、非营利组织和政府调查人
员的科学专长和创造性思维、流行病国家研究人员的第
一手疾病知识以及全球制药公司的物质资产和研发经验
结合起来，为世界最贫困人口推动创新和产品开发。截
至2020年1月，WIPO Re:Search在42个国家有146个成
员（包括35个非洲组织），促成了156项研究合作。正 
在进行的10项合作已经达到了关键的产品开发里程 
碑（例如，针对病原体或感兴趣药物靶点的积极“苗头
化合物”或活性）。

分享资产和参与合作是可选的。每项合作的条款和条件由
参与实体单独谈判达成的许可协议和其他协议规定。这 
些协议必须符合《WIPO Re:Search指导原则》138，各
组织同意遵守这些原则是加入联合体的一个条件。《指
导原则》包括以下规定：

�� 在世界任何地方授予的所有研发和生产许可均免除
使用费。

�� 对于根据WIPO Re:Search合作协议开发的任何产
品，相关知识产权的提供方应提供在所有最不发达
国家使用和销售产品的免使用费许可。提供方还应

真诚地考虑所有发展中国家，包括那些不符合最不
发达国家资格的国家对产品的获取。

联合体结构

�� WIPO Re:Search 资源平台139由产权组织运营，是 
一个互动式在线工具，旨在促进信息共享和推
动合作。它使用户能够查看和检索有关WIPO 
Re:Search成员、合作关系和知识产权资产的信
息，比如可通过WIPO Re:Search获得许可的化合
物。所有信息都是公开的。

�� WIPO Re:Search 伙伴关系中心——由 BVGH 运 
营——领导合作发展和管理活动。它确定具有互补能
力和需求的调查方和企业，然后介绍这些各方，以确
定是否有合作的互惠利益。如果有，伙伴关系中心将
促进合作伙伴之间的沟通，以协调里程碑，商定时间
线和责任。一旦参与实体达成法律协议，伙伴关系中
心就提供联盟管理支持，以帮助确保成功的结果。根
据合作的具体需要，这种支持包括协调双方定期对
话，通报进展，招募更多具有所需专门知识的伙伴，并 
协助确定相关的高价值奖励机会。

WIPO Re:Search 研究金计划

2013年至2019年，澳大利亚政府向WIPO Re:Search提
供了信托资金，除其他外，用于支持非洲和印度-太平
洋地区科学家的研究和培训。这些资金被用来设立有针
对性的研究和培训研究金，重点是被忽视热带病、疟疾
和结核病。该计划为中低收入国家的科学家在北美、欧 
洲和澳大利亚的先进实验室安排了20项研究金。研究
金使东道主和研究人员能够分享知识产权、知识和经
验，并建立了长期的专业关系和网络。

表3.2：专门从事被忽视热带病研发的制药产业中心
公司 研发中心 地点 活动开始时间

艾伯维 艾伯维 美国伊利诺伊州北芝加哥 2009

阿斯利康 剑桥生物医学园区（CBC） 联合王国剑桥 2015

新基医药 新基医药全球卫生 美国新泽西州萨米特 2009

葛兰素史克 发展中国家疾病中心 西班牙特雷斯坎托斯 2002

默克 “全球卫生”研发转化创新平台 瑞士日内瓦 2014

默克公司（在美国和加拿大以外
以默沙东名义运营）

默沙东惠康基金会希勒曼实验室 印度新德里 2009

诺华 诺华热带病研究所（NITD）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埃默里维尔 2002

诺华生物医学研究所（NIBR）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埃默里维尔 2016

诺华研究基金会基因组学研究所（GNF）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拉霍亚 2010

卫材 卫材公司安多弗研究所 美国马萨诸塞州安多弗 1987

卫材制药印度私人有限公司 印度维沙卡帕特南 2007

筑波研究所 日本茨城县筑波市 1982

赛诺菲 马西-莱托勒研究发展园区 法国里昂 疫苗（登革热）：90年代；
药物：2015

来源：国际药品制造商协会联合会提供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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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创新周期中的知识产权

要点

•• 国际法律标准可能对创新体系产生重大影响。在国际法律框架内，区域和国家层面作出的选择是关键。同
样，知识产权管理——往往由总体创新结构决定——也可能对研发成果和获取产生直接影响。

•• 专利法只是创新过程的一个要素。专利法在开发新医疗技术方面的作用取决于其法律和行政设计，还取决
于开发过程中个体的具体决定。专利对每个行业的重要性不同。

•• 与创新特别相关的授权前专利问题包括：对自然界存在的材料申请专利，对渐进式创新申请专利，某些被
称为“常青化”的专利申请策略，以及对发现新医学适应症的已知产品授予专利保护。

•• 渐进式创新可以改善现有药品或疫苗的安全性、治疗效果或给药方法。这类发明是否值得授予专利，要逐
案判断。

•• 本研究中讨论的影响卫生技术研发的授权后问题包括：生物制药领域的研究工具专利，国家专利法中的研
究例外，许可作为建立伙伴关系、合作和技术转让的工具，以及作为研发、产品发布和商业化风险管理决
策依据的操作自由分析。

在第二章第二节1介绍知识产权之后，本节探讨知识产权
对制药部门创新的影响，特别是与专利有关的问题。本 
节首先研究国际、区域和国家框架的相互依存性，以及
在知识产权管理方面所做选择的重要性，然后分析与授
权前阶段可专利性有关的问题，以及与授权后阶段专利
使用有关的问题。最后概述了有关操作自由的问题。

1. 在国家和国际两级更大的法律和
政策框架内进行知识产权管理

虽然知识产权的国际法律维度对医学创新生态系统至关
重要——并在政策辩论中引起了很多关注，但必须考虑
知识产权法律和政策的各个层面，它们最终影响着研究
的方向。例如，《TRIPS协定》的条款可以理解为国际
和国内法律与政策框架之间相互作用的一部分。对医疗
技术有影响的政策措施从个别项目的策略到国际法标
准，不一而足：

�� 机构或项目一级的知识产权管理总政策和策略，无
论是在私营、公共还是慈善部门。其中包括实际选
择，如是否申请专利，如果申请，在哪里申请，以
及如何行使随之而来的权利

�� 国家创新政策设置，包括定向激励举措，以及公共
资金医疗研究管理政策

�� 国家立法环境，包括知识产权法及其与监管体系其
他方面，如竞争政策和药品监管的互动

�� 公共卫生国际合作和具体的国际倡议，包括在被忽
视疾病方面的合作和倡议

�� 国际法律框架，包括所谓的“硬法”和“软法”文书及
标准组成的复合体，涵盖贸易和投资、知识产权、公 
共卫生、人权、生物伦理和相关领域。

因此，尽管国际法律标准可能对创新体系产生重大影 
响（如要求药物发明可以申请专利），但在国际法律框

架内，在区域和国家层面作出的选择是关键（如根据国
家法律确定和适用具体的可专利性标准）。同样，公共
部门研究计划或私营部门企业在知识产权管理方面所做
的选择，也可能对研发成果和获取产生直接影响。这些
知识产权管理的选择往往是由总体创新结构决定，如上
文第二节4所讨论的结构。

2. 知识产权和产品开发过程

对产品开发管线中每个阶段出现的相关知识产权问题进
行概述，有助于澄清较窄业务背景中的具体问题和选
择，与改善公共卫生成果的总体政策目标之间的联系（见 
表3.3）。这些问题中的每一个都不是一个狭隘的“技术”
问题，不能完全孤立地考虑。相反，一项新技术的成功
开发和推广是这些步骤中每项选择的综合影响结果。

关于专利制度的价值和实际影响的辩论，特别是在提供
所需的医疗技术方面的辩论，突出了两个关键点：

�� 专利法不是一个独立的创新体系。它只是创新过程
的一个要素，而且在不同创新场景下可能有不同的
部署。专利法对导致技术成功开发的许多其他因素
影响不大，例如需求的性质和程度、通过营销和辅
助服务及支持获得的商业优势、生产工艺在商业和
技术上的可行性、遵守监管要求等，包括有效管理
临床试验数据。

�� 专利制度在开发新医疗技术方面的作用不仅取决于
立法和监管环境，还取决于个体在开发过程的不同
阶段就是否和何时取得专利权以及如何行使专利权
作出的各种选择。这些选择可能依靠独家商业地
位，也可能利用一系列非独占和开放的许可结构、放 
弃权利和具体的不主张权利承诺（见第四章第三节
3(c)）。值得注意的是，对于公共卫生领域的非营利
性倡议，这些办法不一定是为了确保财务优势。相 
反，它们的目的是利用获得技术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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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 医疗技术：创新维度

专利对每个行业的重要性不同。此外，它们对市场的影
响也大不相同，医疗器械业和制药业的比较可以说明这
一点（见表3.4）。

3. 公共和私营部门的专利申请策略
和专利权的行使

除了国家或国际法的规定以及法院对这些规定的解释
外，申请人的专利申请策略可以决定医疗技术的创新和
模仿格局。提出专利申请涉及一系列关于申请专利的具
体发明的决定，包括申请专利的实际目的、在哪些司法
管辖区、以谁的名义、用谁的资金以及何时申请。

决定是否提出专利申请的因素可能有很多，从技术是否
是比现有任何选择更好的解决方案，到技术的潜在市场
规模或竞争的可能性等等，不一而足。对于公共部门的
研究人员，尤其是公共卫生领域的研究人员，考虑的问题
往往集中在以下方面：为技术申请专利或不申请专利的
决定将如何推进其具体研究机构的制度或政策目标，专 
利是否将有助于为下游产品开发找到合适的合作伙伴。在 
确定专利策略时，必须考虑将技术进一步开发为医疗产
品所需的资本要求，包括是否需要许可任何其他专有技
术，满足任何监管要求的成本，以及如果这些要求不能
在内部得到满足，吸引投资或吸引合作伙伴出资或共同
开发这些要求的前景。

从发明人的角度看，如果没有专利保护就可以保持秘
密，而且技术不能被逆向工程，那么专利保护可能不是
最佳策略。同样，如果竞争者能够轻而易举地开发出不
在专利权利要求范围内的替代品（即绕开权利要求进行
设计），或者可能难以确定竞争者是否在未经授权使用
这些权利要求，那么申请专利也不是最佳策略。

专利申请策略决定了在哪些国家或地区寻求保护。在 
每个国家或地区的每项专利，其授权和维护都必须
支付费用，这可能很昂贵，而且在可能不会使用专
利的市场上可能是不合理的。通过《专利合作条 
约》（PCT），提出一份专利申请就能够在所有PCT缔
约国中有效（见第二章第二节1(b)(ii)和专栏2.8）。由 
于国家对申请的处理只在随后的国家阶段进行，专利
申请人可以利用国际阶段来决定最终将在哪些PCT缔
约国寻求专利保护。

专利申请策略可以是进攻性的，也可以是防御性的。进
攻性策略是利用对某项技术的独占权，从专利技术的独
占使用或许可安排中获取经济回报。防御性专利策略只
是为了保护发明人或专利所有人使用自己技术的操作自
由，避免出现竞争对手获得独占权的情况。同样，专利
权人可以放弃专利权，可以给予免使用费的许可，也可
以宣布一旦在某些地区获得某些专利，就不对某些用途
主张权利，或者全面不主张权利。

私营和公共部门的专利策略之间存在不同。私营部门实
体——多是公开交易或私人控股的公司——旨在为其股
东的投资创造回报。相比之下，公共部门和公共利益实
体开展研究，一般服务于普遍或特定的公共利益，不生
产商业产品。它们专注于专利较少的较小组合，通常对

上游研究的关键成果提出广泛的权利要求。这些专利可
以许可给有能力进行补充研发的私营部门实体。这进而
可能导致向公众提供产品，同时也可能为公共部门实体
创造收入。

一些国家采取了一些政策，鼓励研究机构和高校对公共
资助研究取得的发明获得专利。这种政策最著名的例子
是美国1980年的《贝赫-多尔法》。140其他国家也采
取了类似措施，如南非《2008年公共资助研究与开发
知识产权法》和菲律宾《2009年技术转让法》。这些
政策，以及对公共资助的研究创造出的技术进行更积极
管理的总体趋势，正在引向公共持有的专利组合的稳步
积累，包括为一系列新医疗技术提供平台的关键上游 
技术。

专注于研发新产品以满足被忽视卫生需求的产品开发伙
伴关系，也可能有不同的专利申请和知识产权管理策 
略（见第三节6）。

4. 授权前问题：可专利性问题

本部分将对专利法中与医疗技术创新维度特别相关的一
些方面进行探讨。141

(a) 为自然界中存在的材料申请专利

虽然现代生物技术在药物研发和生产中发挥着越来越
大的作用，但自十九世纪起已经对生物技术发明授予专
利。142例如，德国专利DE 336051于1911年授予弗里德
里希·弗朗茨·弗里德曼，内容是一种结核病的疗法，涉 
及用龟身上获得的结核杆菌进行持续接种。

伴随着基因工程的成熟，包括CRISPR等基因组编辑技
术的兴起，公众对专利法适用于现代生物技术的可取性
和适当性进行了激烈的辩论。已经采取了一些重要的立
法和行政措施来澄清其中的一些问题，如欧洲议会和 
理事会关于生物技术发明法律保护的第98/44/EC号指
令143和美国专商局2001年1月5日修订的《确定基因相
关发明实用性的指南》(USPTO, 2001)。一些司法管辖
区要求基因的功能必须被清楚地识别，并与基因序列提
出权利要求的部分建立关联。144

产权组织2001年的一项调查152提供了产权组织成员 
国在专利制度和（或）植物品种保护制度下保护生物 
技术发明方面的国家立法信息，包括哪些国家可能允
许基因、细胞或植物品种申请专利的信息。产权组织 
2010年的一项研究考察了各国如何实施可专利主题
的排除，以及与生物技术发明有关的专利权例外和 
限制。153产权组织在SCP主持的数据库中收集整理关
于国家/区域专利法中可专利主题排除的信息。154

与制药有关的一个具体生物技术专利法问题，涉及自然
界中存在的材料或自然界中已经存在的合成或提取的化
合物的可专利性。天然存在的化合物与人工提取和分离
的化合物是有区别的。后者被认为是一种新的实体，在
一些司法管辖区是可专利主题。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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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日本对一种从米糠中分离出来的天然物
质——抗脚气病酸（现称硫胺素或维生素B1）授予了
专利（第20785号）。米糠之前被发现可用于预防脚气
病——一种缺乏维生素B1引起的疾病。同年，美国一
家法院维持了对一位发明人的专利授权，该发明人从人
肾上腺中分离出肾上腺素，对其进行了提纯，并确定可
用于治疗心脏病。156

生物技术发明已进入遗传学领域。已经有人为遗传密
码的转基因技术申请了专利，并在一些案件中获得了

专利。例如，一家分拆公司拥有昆虫中利用可变剪接的
基因表达系统专利，这种技术已被用来制造传播登革热
的蚊子的转基因品系。虽然在许多情况下，专利法实
践和法院都采用现有的可专利性标准来确定生物技术
发明的可专利性，但如同这种技术的应用一样，对自
然界中存在的材料授予专利并非没有争议。人们对生
物安全和不可预知的后果表示担忧。157美国法院的一
个案例说明了争议是如何延伸到人类基因专利申请的 
(见专栏3.13）。随着技术的发展，例如DNA编辑工具
可以重写精子、卵子或能活产胚胎的DNA，政策制定

表3.4：专利在医疗器械行业和制药行业的不同作用145

医疗器械行业 制药行业

特点：医疗器械主要基于机械/电子技术、信息技术和系统工程。创新的触
发点一般来自于临床医生的实践。

特点：药物产品基于化学、生物技术和遗传学。基础研究和应用
研究，包括基于传统知识的研究，是创新的基础。

专利：鉴于许多技术领域的相互作用，技术复杂的器械可能受数百项专利的
保护，涉及器械的结构、功能和（或）使用方法。

专利：活性成分/化合物通常受少量专利保护，还有一些专利涉及
此类成分/化合物的变体，如盐类和酯类、多形体、给药方式或 
配方。

绕开设计和发明：在医疗器械领域，选择不受保护的设计，从而绕开专利进
行发明是比较常见的，因为可以找到替代的技术解决方案。这又使得其他公 
司在专利期内生产变型和不断迭代改进的设备，从而通过替代类型的器械，在 
市场上形成更大的竞争。竞争加上不断的创新需求和压力，导致商业生命周 
期相对较短，约为18-24个月，这比潜在的20年专利期要短得多。不过，虽 
然产品可能频繁变化，但技术可能在后续产品中持续使用。

绕开设计和发明：在制药领域，绕开专利进行发明往往更为困
难。涵盖化合物的专利可以在整个专利期内排除竞争对手生产类
似产品。

一般来说，药品如果被证明是有效的和安全的，在不进行重大改
变的情况下，可以享有大约10-20年或更长时间的商业生命周
期。因此，专利将被利用到专利期结束为止。

专栏3.13：为天然产物申请专利——万基案

BRCA-1和BRCA-2是与乳腺癌和卵巢癌易患性有关的两个基因。如果这些基因出现某些突变，患癌风险就
会增加。因此，识别突变对于诊断和监测高风险女性非常重要。万基遗传公司与其他方合作，为BRCA-1和
BRCA-2两个基因分离出的DNA编码、相关筛选方法以及比较或分析BRCA序列的方法获得了多项产品专利。由 
于产品专利不仅保护专利中公开的功能，还保护该基因所有其他可能的未来治疗用途，因此有人担心万基遗传持
有的专利可能阻碍对该基因的可能功能进行进一步的研究及诊断方法开发，并影响到对这种检测法的获取。在 
欧洲专利局（欧专局）的异议程序导致2004年相关欧洲专利被撤销和限制（Von Der Ropp and Taubman, 
2006）。在专利有效的地方，万基遗传采取了一种限制性许可政策，实际上只允许万基在美国的实验室进行完
整的序列分析（Matthijs and van Ommen, 2009）。人们从公共卫生角度对只有一个诊断测试来源的问题表示
了关切。

2013年，美国最高法院判决，万基公司没有创造或改变BRCA-1和BRCA-2基因或其DNA中编码的任何遗传
信息。146法院认为，天然存在的DNA片段是自然界的产物，不能仅仅因为它是分离出来就具有专利资格。147

因此，法院驳回了万基公司对BRCA-1和BRCA-2基因的专利权利要求。另一方面，法院认为，实验室中从天
然存在的信使RNA（mRNA）合成的“互补DNA”（cDNA），其有关的权利要求是有专利资格的。值得注意的
是，最高法院没有审议万基公司任何方法权利要求的专利资格。

2013年判决以来，美国的实验室提供的BRCA测试数量大幅增长，尽管这些测试在评估BRCA基因突变的广度
上有所不同（Toland et al., 2018）。

2015年，澳大利亚高等法院也对BRCA-1的可专利性进行了审议。148与美国最高法院一样，澳大利亚高等法院
认为BRCA-1是一种天然存在的现象，分离构成该基因的核酸缺乏必要的创造性，无法获得专利资格。149法院
还指出，如果相关权利要求获得批准，将对任何BRCA-1基因相关分离过程的使用产生“寒蝉效应”。150

2018年，美国专商局在万基判决后发布了关于主题资格的指导意见，以支持专利审查员考虑与天然产物相关
的权利要求。研究发现，万基判决也被用来拒绝非DNA产品的专利权利要求（Aboy et  al., 2018）。一些人
认为，万基判决导致在专利申请上花费了更多的时间和金钱，例如许多申请需要进行第二轮专利审查（Aboy 
et  al., 2018）。一项研究认为，企业可能将自然现象和关联性信息作为商业秘密保存起来，而不是依靠专利保
护来获得投资回报，这对研究和患者护理有潜在的负面影响（Dreyfuss et  al., 2018）。例如，有人以万基没
有提供编制的个人基因组数据为由对万基提出了行政申诉151，而万基将其数据库作为商业秘密（Conley et  al., 
2014）。但归根结底，新一代的基因研究和诊断实践并不总是需要分离基因，因此一般不侵犯对分离序列的权
利要求（Holman,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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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作用可能增大。已经有人呼吁暂停可遗传基因组编
辑。1582018年，世卫组织成立了一个专家小组研究与
基因组编辑相关的挑战。该小组的任务是就人类基因组
编辑的适当治理机制提出建议。159

(b) 渐进式创新与常青化

渐进式创新可以改善现有药品或疫苗的安全性、治疗效
果或给药方法，或提高其生产效率，对公共卫生有积极
影响。如果渐进式创新符合可专利性标准，可以授予专
利。因此，创造性/非显而易见性标准160的适用对渐进
式创新也有影响。161SCP发表了一份研究报告，评估
了创造性在化学领域（包括药品领域）的应用。162

(i) 渐进式创新举例

一种药物在首次获批的配方之后，常常对配方或给药途
径进行修改，以提高治疗效果。例如，这种渐进式创新
包括：

�� 可提高依从性的新剂型：控释配方，允许减少给药
次数（如每天一次而不是每天两次），有可能提高
依从性；药物浓度更稳定；副作用减少；持续给药
配方，或舌下含服或快速分散片，比胶囊更容易服
用，起效更迅速。

�� 改善有效性的新剂型：通常情况下，添加赋形剂或
第二种活性成分（固定剂量组合）可以提高药物
的有效性和（或）使用的便利性。有许多新剂型改

善有效性的例子，例如将皮质类固醇加入抗病毒药
物，以及抗逆转录病毒药物联合配方。

�� 具有更好储存特性的新配方：对冷链的依赖是许多
药物的获取障碍，因为这些药物在冷链外储存时会
失去活性。热稳定性提高的产品（或者仅仅减少储
存体积）更易运输和储存，在资源匮乏环境下能够
获得药物。例如，可以储存在冷藏室而非冷冻室的
疫苗（口服脊髓灰质炎疫苗、鼻喷流感疫苗），可
以室温储存的口服药物。

�� 新的给药途径：许多药物最初获准通过注射给药，
这一途径限制了获取药物的便利性。允许采用其他
给药途径（如口服、鼻腔、外用贴片）的配方可以
简化给药和（或）提高效力。这方面的例子包括抗
生素的口服剂型和鼻喷疫苗。

�� 改进的给药装置：吸入器或注射笔等产品将药物
与给药装置结合起来。如果每项渐进式创新都符
合可专利性标准，那么组合药物产品装置可以进
行渐进式更新和申请专利（见专栏3.14）（Beall 
and Kesselheim, 2018）。对装置的这种改进不
延长药品的专利保护。但是，改进后的装置可能
提供最有效的给药方式。在不能轻易绕开装置进
行发明的情况下，专利可能被认为是获取装置所
提供药物的障碍。通过专利或监管制度保护这种
渐进式创新，可能与价格上涨和长期缺乏仿制药
竞争有关。

与已知获批药物相关的其他渐进式创新可能对有效性 
产生重大影响。例如，改进生产工艺可以降低制造 
成本。改进后的提纯工艺可以减少药物受到潜在有毒物
质残留的污染。

专栏3.14：药物-装置组合举例

保护给药装置可以带来种种复杂性，EpiPen就是一个例子。严重的过敏反应可导致死亡，用自动注射器注射肾
上腺素是过敏反应的一线治疗方法。EpiPen自动注射器装置允许患者自行注射肾上腺素，这种药物最早是在一
百多年前合成的（Bennett, 1999）。EpiPen通过弹簧针头提供一剂肾上腺素，针头可以透过衣服穿透皮肤，从 
而在发生过敏反应时快速给药。1977年，皮下自动注射器首次获得专利。虽然目前形式的EpiPen于1987年首次
获得批准，但它有五项给药装置专利，这些专利逐步涵盖自动注射器和针头盖。EpiPen的商业化权利在2007年被
一家公司收购。价格被提高；在美国，2017年一包两支EpiPen的价格为608美元，比2009年上涨了500%。163 

在自动注射器领域几乎没有竞争。EpiPens由多个部件组成，很难在不侵犯现有专利的情况下实现可靠且足够
不同的设计，特别是FDA规则对此类装置的工作方式进行了标准化，以降低重新设计的装置不满足临床和安全
需求的可能性。然而，2018年FDA发布了指南草案，旨在设计差异不影响临床效果或安全特性时简化装置的审
批。1642018年，FDA批准了EpiPen的第一个仿制替代品。165

另一个例子是哮喘计量剂量吸入器。2008年，由于氯氟碳化物对臭氧层的影响，美国新法规要求禁止使用含有
氟氯化碳推进剂的吸入器。在禁止之前，使用氢氟烷推进剂的新装置得到了开发、批准和专利保护。新的氢氟
烷吸入器进入美国市场的价格大大高于旧的氟氯化碳吸入器，平均成本也增加了（Gross, 2007; Jena et  al., 
2015）。

对装置专利的影响进行分析发现，对于装置和用药无法分开的装置/药品组合产品，装置专利为药品提供了药品
专利以外的额外保护，对于FDA橙皮书中同时列出装置和药品专利的产品，中位数为4.7年，而只列出装置专利
的产品中位数为9年（Beall et al., 2016）。

最后一个例子是，由于阿片类药物滥用的流行，对纳洛酮（一种治疗阿片过量的紧急疗法）给药装置的需求增
加。目前有两种装置——一种自动注射器（类似于EpiPen），一种鼻腔喷雾器。两种装置都是受众多专利保护
的原研产品，在美国市场上没有替代产品可供选择。166由于对获取问题的关切，2018年一个市级卫生部门与一
个民间社会团体一起，要求美国政府根据《美国法典》第28编第1498条(a)的规定，在不经权利人授权的情况
下，授权生产这些产品的仿制药。167



134

促进医疗技术获取和创新

(ii) 常青化

有人担心，对没有额外治疗价值、创造性有限的现有产
品的新形式或其他细微变化申请专利，可能被用来不当
地延长专利保护，从而对药品的获取以及进一步创新产生
负面影响——这种策略被称为“常青化”。知识产权、创 
新和公共卫生委员会将“常青化”定义为“在没有其他明
显治疗效果的情况下，专利持有人使用各种策略在专利
期20年后延长独占性的时间”（WHO, 2006a）。

在回顾常青化辩论时，知识产权、创新和公共卫生委
员会评论说：“区别产生真正临床改进、治疗优势或改
进生产工艺的渐进式创新和不产生治疗作用的创新不是
一件容易的事情。但为了不让专利被用来阻碍合法的竞
争，这非常重要。”委员会建议各国政府“采取行动，避 
免设置不利于合法竞争的障碍，为此应考虑制定专利审
查员正确执行专利标准的指导准则，必要时考虑修改国
家专利法”。168

核心问题是：对首项专利发明本身的改造或修改何时有
资格单独获得专利？这里要根据专利中提出权利要求的
每项单独发明的具体情况来判断。仅仅因为一项创新是
渐进式的，不能成为拒绝授予专利的理由。事实上，多
数创新本质上都是渐进式的，因为技术通常是以渐进的
步骤发展的。为了将符合创造性/非显而易见性标准的
发明与不符合标准的其他发明区分开来，专利法和实践
已经发展并建立了在授予专利之前需要满足的可专利性
标准。

一些卫生政策制定者认为，治疗有效性应该作为防止常
青化的补充标准，并且只有当发明提供了足够的额外治
疗效果时，才应对渐进式创新给予专利保护。虽然产品
的治疗价值本身在多数司法管辖区不是一项可专利性标
准，但在认定创造性时，可以考虑相对于现有技术169

的治疗优势。此外，专利授权背后的任何意图——例
如，建立一个防御性的额外专利层以对抗竞争者——都 
不是授权程序中的相关标准。有效授予的专利有不良 
影响的，可以用专利权的例外和限制等授权后措施，以
及对许可行为的监管加以处理。这样，如果符合新颖
性、创造性和工业适用性等可专利性标准，就必然可以
获得专利。

在专利制度的背景下，就常青化辩论涉及到专利的授 
予（而不是专利权人如何行使专利权）而言，可以从两
个角度考虑：

�� 相关国家法律如何界定可专利性标准，判例法和实
践如何解释？许多国家修订了立法，采取了各种措
施。印度1970年《专利法》第3条(d)项（见专栏
3.15）和菲律宾《知识产权法典》第26.2条是对
可专利性标准进行狭义定义的两个例子。但是，各
国采用的方法不同，在对药品发明授予专利时存在
着不同的定义和做法（如提出权利要求的发明涉及
第二医疗用途、给药方案等）。2001年，巴西实
行了“事先同意”制度，即巴西国家工业产权局只有
在得到卫生部国家卫生监管局同意的情况下，才能
对药物产品和方法授予专利。170国家卫生监管局
制定了限制二级专利的指导方针。但是，2017年

的一项决议（在司法裁决国家卫生监管局无权审查
专利性要求之后）现在将国家卫生监管局所进行的
评估限制在对公共卫生风险的分析上，比如违禁物
质。171在一些情况中，国内可专利性标准可能反映
了缔约方在自贸协定下的国际义务。例如，根据澳
大利亚-美国自贸协定，双方确认，在各自的管辖
范围内，任何“已知产品的新用途或新使用方法”都
可以获得专利。172

�� 审查员如何应用可专利性标准？一些专利局制定了
检索和审查指南，作为支持审查员工作的工具，以确
保专利授权的高质量。这种指南需要定期修订和维
护。产权组织公布了一系列专利局指南的链接，可 
以方便地查阅这些信息。173许多专利局，如巴西、中 
国、德国、联合王国和美国的专利局，以及欧专
局，都制定了药物发明审查指南。174阿根廷于
2012年5月175、安第斯共同体于2004年176分别通
过了目的与印度1970年《专利法》第3条(d)项类似
的专利审查员指南。此外，专利局需要定期培训审
查员，并维持一个支持性的基础设施（如现有技术
数据库）。

有些政策专门针对二级专利，两项单独的研究评估了其
影响。其中一项的结论是，在最高法院2017年的判决
后，印度基于第3条(d)项的专利申请驳回有所增加（Ali 
et  al., 2017）。另一项研究发现，印度是二级专利授
权标准限制较多的国家之一，与二级专利授权率被发现
明显低于一级专利的美日等国和欧专局相比，印度的一
级和二级专利授权率并没有表现出显著差异。这项研究
的作者认为，对二级专利的限制由此可见对专利审查结
果的直接影响不大。177

有人提出的一个问题是，确定其他方面符合可专利性标准
的渐进式创新是带来治疗效益还是阻碍竞争的任务，应 
该交给专利局，还是最好由竞争主管部门或卫生主管部
门来执行（Yamane, 2011）。

撇开可专利性问题不谈，必须指出，对药品渐进式改进
授予专利，独立于对原产品授权专利。具体来说，它不
延长在先专利的专利期。虽然药品改进后的形式将被新
专利所覆盖，但原版药的专利保护将随着第一项专利届
满而终止。

然而，即使原版药的专利已经过期，而且仅从专利角度
看仿制药可以商业化，但由于监管方面的原因，包括在
适用监管排他性的情况下，仍可能无法将仿制药推向市
场（见第二章第一节6(f)）。

最后，澳大利亚关于谁拥有后续创新专利的研究发现，大 
量专利活动是由原创者以外的公司进行的，包括仿制
药制造商，这些第三方拥有多达四分之三的二级专 
利（Christie et al., 2013; Lloyd, 2013）。

(c) 医学适应症权利要求

《TRIPS协定》第27条第3款(a)项允许各国将用于治疗
人或动物的诊断、治疗和外科手术方法排除在可专利性
之外。一些国家在法律中实施了这项排除，实践中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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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出现了所谓的医学适应症权利要求。这种权利要求
不能包括治疗方法，但可以为已知产品提出新医疗用途
权利要求。

当一种用于某种非医疗目的的已知物质，后来发现对治
疗疾病有效时，可以提出专利申请，特别就该已知产
品的“第一医学适应症”用途（也叫“第二用途”或“新用
途”）对该已知物质提出权利要求。181如果已知物质的
第一适应症或较早的使用已经具有医疗性质，那么就该
物质另一医疗用途新提交的的产品权利要求就称为“第
二医学适应症”。如果因为符合适用法律规定的所有可
专利性标准而获得批准，那么这种权利要求就保护用于
特定医疗用途的已知产品。《TRIPS协定》没有明确涉
及这一问题。各国专利法在这一点上存在不同。

一些专利法明确排除了对第一或第二医学适应症发明
授予专利。例如，安第斯共同体成员国的共同知识产
权法——安第斯共同体第486号决定在第21条中规定: 
“已经获得专利并包含在现有技术中的产品或方法[……]
不能仅仅因为被用于与最初专利所设想的不同用途而成
为新专利的主题。”182《印度专利法》（2005年）第3
条(d)项规定，“已知物质的新用途”不是发明，除非提
高疗效。183阿根廷2012年《专利指南》称，治疗方法
不认为具有工业适用性；医学适应症权利要求不认为符
合新颖性要求；瑞士型医疗权利要求（见下文本节）将
等同于医疗方法。因此，这种发明不能获得专利。184菲
律宾《专利指南》185在提供关于《知识产权法典》第 
22条和第26条的指导时，接受第一、第二和进一步的
医疗用途权利要求，指出“已知物质这种新的技术效果
必须导致一种真正的新治疗应用，即治疗一种不同的病
理”。《指南》要求第二和进一步医疗用途权利要求必
须以瑞士型权利要求格式起草。《指南》指出，欧专局
已经放弃了这种类型的权利要求格式。不过，菲律宾知
识产权局决定继续为后续医疗用途权利要求接受瑞士型
权利要求，这也是为了帮助审查员区分后续医疗用途权
利要求和第一医疗用途。

一些司法管辖区允许第一、第二和进一步的医学适应症
权利要求。例如，2000年修订的《欧洲专利公约》第54
条第(4)款和第(5)款就属于这种情况。186实质上，这些
条款指出，新颖性要求不排除用于新的治疗或诊断方法
的已知物质的可专利性。187欧专局上诉扩大委员会澄清
说：“如果已经知道使用一种药物治疗一种疾病，《欧 
洲专利公约》第54条第(5)款不排除这种药物为在同一疾
病不同疗法中的使用获得专利。”188应该注意的是，已 
知物质的新医疗用途要获得专利，《欧洲专利公约》规
定的所有其他可专利性标准必须得到满足。但是，这种
专利并不延长对已知医疗用途的专利保护。

在2000年修订之前，《欧洲专利公约》允许对第一医
学适应症提出专利权利要求，但不允许对进一步医学
适应症提出。1984年189，欧专局上诉扩大委员会为欧
专局接受了瑞士的做法，即授予以下列形式的权利要
求：“化合物X在制备治疗适应症Y的药物中的应用。”
这种权利要求被称为瑞士型医疗权利要求。它们是方
法权利要求，涉及用于新医学适应症的已知药品生产
方法。这类权利要求不涉及人体或动物体的治疗方
法——根据《欧洲专利公约》第53条第(c)项，这种方
法排除了可专利性。随着2000年《欧洲专利公约》获 
得通过，新的第54条第(5)款允许对进一步医学适应
症提出权利要求，因此瑞士型权利要求在欧洲已经过
时。上诉扩大委员会决定，对于申请日期或优先权日
期在2011年1月29日之后的申请，将不再接受此类权
利要求。190

如氟西汀案所示（见专栏3.16），同样的活性成分在
作为治疗不同疾病的不同产品出售时，价格可能有很大
的差异。

联合王国最高法院2018年的一项判决可以说明医学适
应症专利对仿制药行业的影响。191案件涉及以仿制药
生产所谓的“瘦身标签”产品：产品用于治疗无专利的
适应症，但由医生开出处方，药剂师销售，被患者用

专栏3.15：印度如何界定和适用可专利性标准

在修订专利法以符合《TRIPS协定》关于药物产品可获得专利的要求时，印度在其《专利法》（2005年《专利
修正案》）中引入了第3条(d)项，为化学产品采用了具体的可专利性标准。第3条(d)项规定：“仅发现一种已知
物质的新形式，没有提高该物质的已知功效，或者仅发现一种已知物质的任何新特性或新用途，或者仅发现一
种已知方法、机器或装置的单纯用途，除非这种已知方法产生一种新产品或至少使用一种新的反应物”，不是发
明。第3条(d)项作了如下解释：“为本项之目的，已知物质的盐类、酯类、醚类、多形体、代谢物、纯形体、粒
度、异构体、异构体混合物、络合物、组合物和其他衍生物应视为相同物质，除非它们在功效方面的特性有重
大差异。”

2007年，在一个患者组织提出异议后，印度专利局根据第3条(d)项拒绝向一家制药公司授予癌症药物甲磺酸伊
马替尼的专利。2013年，印度最高法院驳回了对这一裁定的上诉。178最高法院认为，虽然第3条(d)项并不禁
止对所有渐进式发明给予专利保护，但发明要想获得专利，必须通过第3条(d)项及其解释所规定的提高功效检
验。甲磺酸伊马替尼的β晶体形式是已知物质伊马替尼的新形式，缺乏第3条(d)项所要求的提高功效。最高法院
裁定，印度专利法第3条(d)项规定的“功效”是“治疗功效”，指出该词必须作“严格和狭义”的解释。由于没有提
供证据表明甲磺酸伊马替尼与伊马替尼相比能产生更强的治疗功效，因此对驳回专利申请的上诉不成功。179

2015年，德里高等法院指出，第3条(d)项的目的是鼓励药品的渐进式创新。什么主题构成“相同”，什么主题构
成《专利法》第2条(j)项下的新发明，第3条(d)项为之设定了一个门槛。如果此种衍生物根据第3条(d)项被认为
与已知物质“相同”，那么它们当然受该已知物质任何现有专利的保护。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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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仍受专利保护的适应症。还涉及仿制药制造商是否
侵犯专利。判决表明，专利侵权需要生产商能够合理
预见该药品被用于受保护的目的，并希望发生这种使
用。因此，生产商没有主观侵权意图的，“瘦身标签”
产品不侵犯专利。在此案中，之所以认定不侵权，也
是因为被告表明了其没有侵犯专利的意图：申请上市
许可时明确排除了获得专利的适应症，并向药店及相
关机构发出警告，要求不得为受专利保护的适应症开
具和销售该药品。

第一、第二和进一步医学适应症的可专利性是一个争
论不休的问题，因此体现了专利法在平衡获取和创新
时的持续挑战。一方面，反对医学适应症专利的人认
为，这种专利阻碍了对药品的获取，奖励了没有创造
性的活动，不必要地延长了某种医用物质的有效专利
保护。另一方面，支持者认为，额外的医疗用途本身
也可以有创造性，第二用途的开发和临床试验与第一
用途一样需要激励，而且在某些情况下可能比第一用
途更具治疗价值。

5. 授权后问题：专利使用问题

专利一旦授予，某些法律和实际考虑因素决定它如何影
响和冲击专利技术的开发和传播。这些因素包括界定专
利权法律范围的选项，以及专利权的许可方法。本部分
概述了其中与产品开发最相关的几个因素。

(a) 研究例外

研究例外或实验使用例外是各国专利法根据《TRIPS协
定》第30条最常用的“有限例外”类型之一。世贸组织的
一个争端解决专家组将该词定义为“在专利期内，未经同
意将专利产品用于科学实验的例外，不属于侵权”。192 
这一例外使研究人员能够研究专利发明并研究改进，不
必担心侵犯专利。

对于为实验目的或科学研究进行的行为，许多国家规
定了不同程度的例外。总的来说，例外的范围可以通
过研究或实验的目的来界定，是否允许带有商业意图的
实验或研究，以及（或者）实验行为与专利发明有何关 
系（即是否允许用专利发明进行研究或对专利发明进行
研究）。193

一些国家将例外限于没有商业或收益意图的行为上。例
如，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在“马代诉杜克大学”案194

中认为，为了促进“侵权者的合法商业利益”，未经专
利权人同意使用专利，应视为专利侵权。

有些国家只对探索发明工作原理或寻求进一步改进发
明的行为适用研究例外，这通常称为“对发明进行研
究”。195在这些国家，用专利发明对不同的主题进行
研究，也就是所谓的“用发明进行研究”，不在研究例
外的范围之内。这种区别对于研究工具的讨论尤其重 
要（见下文(b)小节）。

为使医疗技术获得上市许可进行研究等行为，一些国家
把它们界定为研究例外（见第四章第三节3(a)(i)）。196

如果在某一司法管辖区，研究例外的范围不够宽，不允
许进行后续产品研究，如使用有专利的研究工具（见下
文(b)小节），研究者需要按照双方商定的条款获得许
可。或者，强制许可可以允许这种下游研究，但必须遵
守适用的国家法律的要求。197

SCP识别了113个有研究例外规定的国家。198产权组
织成员国和区域主管局对一份调查问卷的答复提供了各
国在实验使用和科研例外方面各种做法的信息。199

(b) 研究工具

历史上，关于研究例外的讨论主要涉及生物技术研究工
具。可专利的生物技术发明不一定是新药等最终产品，也 
可以是开发“下游”药物产品不可或缺的“上游”研究工
具。研究工具是科学家用于促成实验或产生结果的资
源。研究工具可以是研究技术（如CRISPR-Cas等基
因编辑工具和DNA扩增技术）、研究耗材（如酶或试
剂）或研究靶点（如用于新药或疫苗的遗传材料）。凡
是包含DNA序列的技术，基因研究人员往往没有办法
绕过它们进行发明。例如，表达序列标签是整个基因的
微小部分，可用于帮助识别未知基因并绘制其在基因组
中的位置。聚合酶链式反应是一种众所周知的研究工具
或技术，用于扩增DNA的小片段。对这些类型的发明
进行宽泛的专利申请可能使那些希望利用它们开发其他
产品的人处于不利地位，而较窄的权利要求则可能允许
其下游使用。

即使有研究例外（见上文(a)小节），也不一定适用于
专利研究工具在所有情况下的使用。在一些国家，研究
例外限于与专利发明主题相关的实验行为或对200专利
发明进行的实验行为，它们不排除使用受保护工具进行
的研究。201在比利时，研究例外条款的案文规定，例
外适用于“[……]为科学目的对专利发明主题和（或）用 
专利发明主题完成的行为”。202瑞士为使用研究工具实
行了一项非独占许可权，例如用于生物技术领域的细胞
增殖。203产权组织文件SCP/29/3的附录汇编了关于
研究例外的各种法律规定。204

如果不能借助专利权的例外自由使用研究工具，那么
许可就是实现相关技术获取的关键。虽然专利权人有
权规定许可的条款，但这些条款的范围有时可能是限
制性的。

专栏3.16：第二用途专利：氟西汀案

氟西汀（更为人知的名称是“百忧解”）于1987年
首次在美国上市，用于治疗抑郁症，其美国基本专
利约14年后于2001年到期。但是，人们发现氟西
汀还可用于治疗第二适应症——经前焦虑症。一家
制药公司于1990年为这个第二用途获得了专利（美 
国专利号4,971,998），并于2000年以商品名
Sarafem获得了对这一适应症的监管审批。虽然两种
药物含有相同的活性成分（盐酸氟西汀），剂量也
相同（20毫克），但在美国的售价却相差很大：在 
一家药店发现，百忧解的价格是每片0.83美元，而
Sarafem是每片9.26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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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 医疗技术：创新维度

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既要确保用公共资金开发的研究工具
能得到广泛使用，又要保留产品开发的机会。为此，研 
究院推行的许可政策在实现产品开发的同时也向科学界
提供新的研究工具。205此外，美国法律要求，对于联
邦拥有的发明，联邦机构只有在以下情况下才可以授予
独占性或部分独占性许可：“申请人的意图、计划和将
发明投入实际应用或以其他方式促进公众利用发明的能
力表明，授予许可将为公众服务，而且所建议的独占范
围，根据申请人的建议不超过为激励申请人将发明投入
实际应用，或者以其他方式促进公众对发明的利用，所
合理需要的范围。”206

就CRISPR而言，每个主要的专利权人（有些是公共资
助的）都将其权利转授给了分立公司，这些公司然后可
以将特定领域，包括人用疗法和CAR T细胞疗法的技术
以独占方式许可给商业伙伴。因此，虽然CRISPR作为
学术研究的研究工具可以自由使用，但分立公司却向生
物制药公司等其他被许可人授予了广泛的独占许可。但
是，这些公司不总是有能力对这些广泛的独占许可中所
包含的全部基因靶点进行研究。这可能对竞争产生不利
影响，并给药物发现和开发造成创新瓶颈（Contreras 
and Sherkow, 2017）。

(c) 与创新有关的许可和转让

专利权人可能缺乏资源来利用一项发明，或者从实验室
研究阶段扩大规模，将产品推向市场。开发产品所需的
资源包括：开展进一步研究的技能、设施和资本；进行
测试、试验和生产工程；获得监管许可；然后制造、营
销和分销最终产品。单凭一项发明的独创性和竞争优势
不足以确保其成功实施。在这种情况下，公共或私营部
门的专利所有人必须考虑，将技术转让或许可给另一个
能够开发该技术的人是否符合其最大利益。每种选择都
提供对技术不同程度的控制，并可能产生不同程度的回
报和卫生效益。

例如，专利转让可以包括向一个产品开发伙伴关系出售
或无偿转让。转让意味着失去对技术的控制。一般来
说，研发早期进行转让，对转让人的回报低于后期转
让，因为受让人通常要承担更大的不确定性和风险。转
让人可能承担在一定时期内提供技术咨询的义务。

专利许可有范围上的不同。独占许可保证被许可人在生
产和分销给定产品方面没有竞争，甚至没有来自许可人
的竞争。许可可以限于某一特定地区，可以允许或禁止
再许可。非独占许可允许许可人向合同所涉地区的其他
人授予其他许可。许可也可以限于特定的使用领域。这
使许可人可以向不同领域的不同方授予同一专利或相关
专利的许可。医疗技术专利往往适合使用领域许可，因
为这类技术往往有多种用途。例如，同一技术可以应用
于同一疾病或不同疾病的诊断和治疗。使用领域许可使
许可人有更大的自由度，可以在其他使用领域与其他人
进行专利交易并获得更大的回报。许可还可以包括对更
多化合物或在更多使用领域进行商业化的选择权，使被
许可人能够将更多的产品纳入其产品管线。被许可人给
许可人的回报取决于许可人和被许可人的目标、独占程
度、合同所涉地区的大小、使用限制、包括的选择权和

许可期限，以及技术本身的价值。另外，即使没有正式
的许可安排，也可以自愿分享技术。

许可策略涵盖一个实体在产品开发过程中的投入和产出。策 
略根据实体的总目标，决定采用何种许可模式，以 
及许可的目的。公益性知识产权管理可以通过授予非独
占许可来促进创新，或者在需要独占许可来促进进一步
开发时，可以限制许可的使用领域，以保留可能使用同
一技术的其他研究领域。207

(d) 研发协议和其他合作形式中的专利

医疗技术的开发，所采用的合作形式是一个形式多样的
谱系，这些形式对专利授权后的获取有影响。在谱系
的一端是传统的公共部门研究，将所有成果置于公共领
域，供参与产品开发的其他人免费使用。在谱系的另一
端则是垂直整合的传统私营部门商业模式，即在一个公
司集团内进行内部研发，行使独占权以防止他人使用，从 
而促进公司自身的商业利益。制药企业有能力以完全一
体化和完全独占的方式开展经营的情况越来越少。

在两个极端之间，可以找到商业合作的新形式。这些形
式将不同的投入结合起来，以提供新药或疫苗等复杂的
产品。在生物技术领域，当最终产品准备上市时，往往
有几个不同的许可人和其他权利人。专利权的利用还可
以通过其他非常规方式，例如通过开源或公共卫生专利
池，以及通过商业专利池，使竞争者能够在共享的竞争
前技术平台上开发产品，从而对被许可技术的改进和开
发实现获取（见第二节4关于创新结构的讨论）。

合作研究伙伴关系往往跨越公共和私营部门的分野，通 
过包括工业界和高校在内的合作性公私伙伴关系开展
研究。这些研究合作越来越多地跨越国界，而且在与
多个司法管辖区打交道时，知识产权管理可能变得更加
复杂。联合王国已经制定了支持这些合作形式的示范
协议。208英格兰公共卫生局还制定了一个快轨示范协
议，用于评价埃博拉和寨卡病毒病的潜在治疗方案，并
与利益攸关方分享结果，协调全球应对。209

(e) 专利簇和专利丛

“专利丛”一词没有公认的定义。一位作者将专利丛描述
为“层层叠叠的密集知识产权网络，一家企业要想将新
技术实际商业化，必须从中砍出一条通路”（Shapiro, 
2001）。在这种情况下，竞争者以及新进入该技术领域
市场的人必须考虑不同方拥有的多项专利权。最终，他 
们必须谈判多项许可协议，这可能带来困难，阻碍项目
的实施。欧盟委员会认为，通过为同一药物申请大量
补充专利来创建“专利簇”，是制药公司采用的常见策 
略（European Commission, 2009）。有报道指出，企业
在药品生命周期非常晚的后期，即主专利即将到期时，会 
就同一产品的变体申请大量这种附加专利，特别是对于
大获成功的药品。210委员会发现，这些专利簇使仿制药
竞争者更难评估他们能否开发出原创药的仿制版，而不
侵犯围绕一种药品申请的众多专利中的某一项。专利的
数量也增加了仿制药企业面临高昂诉讼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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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复杂技术，如信息和通信技术（信通技术）与药
品领域，已经观察到专利丛。如果某个技术领域有若
干公司在同一水平上竞争，专利所有权分散，就可能
出现专利丛。人们指出的专利丛主要问题包括：专利
密度高，可能阻碍研发；许可成本高，可能过高；专 
利权人拒绝授予许可；绕过专利进行发明存在困 
难（IPO, 2011）。211

有人提出以交叉许可协议作为一种解决办法。但也有人
指出，这种措施可能使问题恶化，因为它可能诱使竞争
公司获得更多的专利，以提高议价能力。还有人建议将
专利池作为解决交易成本的一种方式。212

对专利丛的实证研究显示出不同的结果。一项研究发
现，在生物医学领域的学术研究人员中，有3%的人
在过去三年中由于其特定研究领域的专利太多而放弃
了一个项目。研究发现，获取有形研究投入方面的问
题较多，有20%的学术间请求被拒绝。213另一项研
究发现，40%的人——包括生物科学行业76%的受访
者——认为他们的研究因难以获取专利技术而受到影
响。在这些受访者中，58%的人报告了延误，50%的
人报告研究计划发生了修改，28%的人放弃了研究。修 
改或放弃研究的最常见原因是过于复杂的许可谈 
判（58%），其次是单项使用费过高（49%）。214

(f) 操作自由问题

本小节简要介绍操作自由分析所涉及的问题。215

(i) 界定操作自由

在决定是否启动或继续研发项目，或者使用、营销新 
产品时，操作自由评估很重要。操作自由评估的依据是
法律意见，即制造、使用、销售或进口特定产品，有无
可能侵犯第三方的知识产权或有形财产权。管理人员在
作出与研发、产品发布和商业化有关的风险管理决策
时，用到操作自由分析。但是，操作自由不意味着绝对
没有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任何风险。它是基于对特定产
品、特定管辖区、特定时间点的知识产权态势的分析和
了解而作出的相对评估。

(ii) 操作自由策略

进行操作自由分析以及委托法律顾问或专利律师提 
供操作自由意见的决定，依据的是初步的风险评估。操
作自由考虑在产品开发周期的所有阶段都是相关的。但
在实践中，在管线早期对每个产品或方法进行详细的操
作自由分析和拿出法律意见是不切实际的。这是因为产
品的详细规格尚不能知道足够的细节和把握。另一方
面，在开发过程的后期获得任何所需的许可有这样的风
险：要么得不到许可，要么条件不利，从而降低谈判灵
活性。此外，还可能有卷入知识产权侵权诉讼的风险。

进行许可谈判是获得权利人同意进行计划商业活动
的一种直接方式。这种方法的好处是，重点被放在交
易中证明对所有当事人都有利的共同利益上。许可可
能包括额外信息，如技术诀窍、监管数据、商业秘密
和商标。协议可能包括预付款、里程碑付款或使用费
率，或三者的结合，也可能采用交叉许可的形式，即
被许可人和许可人相互授予某些权利。许可还可能包
括——事实上经常包括——技术改进的回授、新发明
的选择权和相互分享新数据。如果寻求长期合作，如
果进一步的研究有可能使被许可/受保护技术得到改
进，这些选择可能特别相关。

但是，即使潜在被许可人为获得许可作出了合理的努
力，许可谈判也不一定总能达成理想的协议。在这种情
况下，强制许可是一种可以研究的途径。216

另一个可行的策略是，与其寻求许可协议或强制许可，不 
如争取使“封锁”专利无效。封锁专利可能是错误授予
的，因此可以受到质疑并被宣告无效。然而，提起诉讼
可能代价高昂，耗时长久，而且结果往往不确定。

另一种选择是寻求签订不主张权利契约：权利人在
公开声明中确认，在某些情况下或在界定的某些领 
域或地域，不会行使权利。这种协议对于旨在满足 
社会经济需要的“人道主义”许可可能特别相关。此
外，这些协议还有一个好处，就是确保简化产品责任 
问题（Krattiger, 2007b）。

公司可以不寻求可用的法律选项，而是根据知识产权
状况对项目进行调整。其中一个选项是对产品进行修 
改，使之不需要许可。如果存在可供选择的替代方案，并 
且在研发早期阶段（即修改产品可能相对容易的时候）分 
析过不同的方案，这种策略就会奏效。缺乏替代方案可
能激励进一步研究，为项目找到新的解决方案。绕开
障碍进行发明可能拖延产品开发，但可能产生新的发
明——甚至可能是更好的产品，从而产生新的知识产
权，可用于交叉许可。另一方面，绕开障碍进行发明可
能增加成本。

对可用的法律、研究和财务选项进行审查后，可能决定
放弃项目。相反的选择，即选择忽略现有专利，等待
专利权人决定是否行使权利，可能造成额外的经济损
失——特别是以知情侵权为由成功获得损害赔偿的话。

最后，还可以通过并购竞争企业来解决操作自由问题。

在制定健全策略确保操作自由的过程中，应当考虑所有
的选项，并根据每个选项在制度背景、产品类型和市场
动态方面的风险评估作出决定。实践中，通常同时执行
几种选项。

操作自由意见书只提供特定时间点上与产品相关的知识
产权快照。随着专利申请的提交，以及专利的授权、到
期或无效，专利态势也在发生变化。因此，需要定期修
订战略，根据不断变化的情况调整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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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 医疗技术：创新维度

第五节	共享流感病毒以及获取疫苗和其他利益

要点

•• 世卫组织《共享流感病毒以及获得疫苗和其它利益的大流行性流感防范框架》（大流行性流感防范框架）为 
共享具有大流行潜在风险的流感病毒提供了一个全球办法。它还使人们能够共享此类病毒带来的利益，包
括管理相关的知识产权。

•• 在防范框架下商定的标准材料转让协议规定，参与的实验室不应谋求获取与大流行性流感防范生物材料有
关的知识产权。此外，这些协议为生物材料接受者（如流感疫苗制造商）提供了一系列签订利益分享协议
的选择。

鉴于大流行性流感防范框架在防范潜在大流行病方面的
核心作用，其本身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发展。它有助于
说明本章前几节中介绍的许多要点，包括公共部门机构
和网络的作用、医学创新方面的能力建设、创新成果的
利益共享以及在公共卫生背景下处理知识产权问题。

1. 世卫组织全球流感监测和应对系统

世卫组织全球流感监测和应对系统（GISRS，前称全
球流感监测网）于1952年建立，就流感控制措施向世
卫组织成员国提供建议。该系统监测季节性流感病毒
和其他零星感染人类的流感病毒亚型的演变。GISRS
的众多职责中，包括选择和开发候选流感病毒，用以
开发和生产季节性流感和其他流感疫苗，包括大流行
疫苗。GISRS还充当全球警报机制，侦测具有大流行
潜在风险的流感病毒的出现。该系统的活动大大增加
了对流感流行病学的了解，并促进了对季节性、H5 
N1、H7N9和其他有大流行潜在风险的流感病毒亚型的
爆发作出有效的国际协调反应。

GISRS由不同类别的实验室组成，国家流感中心217是
其骨干。根据世卫组织为其制定的职权范围，国家流
感中心需要定期向世卫组织流感合作中心218发送具有
代表性的临床标本/分离毒株，进行深入的抗原分析和

基因分析。为了发挥其作为出现大流行风险流感病毒
全球预警机制的作用，GISRS依靠其成员及时分享这
种病毒。

2003年高致病性甲型禽流感（H5N1）的再次出现，突出
了流感大流行的风险。由于全球流感疫苗产能有限，发 
展中国家无法获得安全和负担得起的大流行病疫苗这
种情况更加突出。2007年初，这种情况使一个国家宣
布，它将停止与GISRS分享其甲型（H5N1）病毒，直
到该系统：

�� 提高其活动的透明度

�� 使发展中国家有更多机会获得使用这种病毒所带来
的好处，特别是疫苗。

这导致2007年5月世界卫生大会（卫生大会）通过了一
项决议（WHA60.28），该决议成为就共享流感病毒和
其他利益的框架进行谈判的基础。219讨论的核心是两
个问题：

�� 提高GISRS的活动透明度

�� 在获得流感疫苗和世卫组织系统实验室工作所产生
的其他利益方面，改善公平性和公正性。

专栏3.17：关于大流行性流感防范相关专利和专利申请的产权组织专利检索报告

专利检索报告强调了几个关键点：

�• 在报告收集和分析的专利信息中，没有发现任何专利文献包含把完整的原生病毒粒子、原生病毒菌株、原生
病毒基因组整体，或来自特定病毒的原生病毒蛋白质的完整组合作为唯一和（或）单一要素的权利要求，

�• 报告详细讨论了以专利申请为代表的某些同族专利，这些同族专利中的权利要求范围宽泛，可能被解释为涵
盖已知的病毒序列、方法和物质组合。众所周知，授权专利往往比相应专利申请的权利要求范围要窄。因
此，在检索中发现和分析的专利申请中的权利要求范围，很可能在专利申请的办理和授权过程中被缩减。

�• 虽然世卫组织全球流感监测网成员的一些专利申请被认为属于检索范围，但报告没有分析这些实体与其他实
体之间，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合作、许可和技术转让的程度。

�• 发现工业化国家的企业提出的一些专利申请现在由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共同拥有。这可以说是技术转让的一种
形式，应该从促进发展中国家广泛获得新技术，包括卫生技术的新模式这一角度来看待。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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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大流行性流感防范谈判中的知识
产权问题

专利的作用，更具体地说，对于用贡献给GISRS的病毒开
发的发明，GISRS各实验室应或不应为之寻求专利保护的
规则，是整个谈判过程中的核心问题。世卫组织应成员
国要求编写的技术文件认为：“对于生产商来说，任何一
种上市的流感疫苗都不存在重大的专利壁垒。某些专利
对特殊的流程或产品进行保护，但是对于已上市的各类疫
苗，仍有足够的运营空间，允许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国
家的生产商生产其所选择的疫苗。对于基于新技术的未来
疫苗，可能存在知识产权壁垒。但是目前尚不知晓这些技
术中是否有某项技术能够实际生产出可上市的疫苗。”221

为了提供大流行风险流感病毒相关专利活动的进一步信
息，世卫组织根据WHA60.28号决议，于2007年请产
权组织编写一份关于流感病毒及其基因相关专利问题的
工作文件。2222011年，应世卫组织成员国的要求，产
权组织向世卫组织共享流感病毒以及获得疫苗和其它利
益会员国不限成员名额工作小组提交了一份大流行性流
感防范相关专利的专利检索报告（见专栏3.17）。

3. 大流行性流感防范框架
大流行性流感防范框架于2011年建立223，旨在为共享
大流行风险流感病毒提供全球方法，以进行风险评估和
应对，包括疫苗开发，并共享此类病毒带来的利益。该 
框架的范围限于大流行风险流感病毒，不包括季节
性流感，但目前正在讨论是否扩大其范围以将之纳 
入（WHO, 2018a）。《框架》将其涵盖的材料界定
为“大流行性流感防范生物材料”，简而言之，指的是
大流行风险流感病毒样本、经GISRS实验室改造的此类
病毒、人类临床标本和病毒某些遗传物质。224

大流行性流感防范框架通过两个标准材料转让协议来
运作：

�� 转让协议1涉及大流行性流感防范生物材料在
GISRS内部的共享，即在国家流感中心和世卫组织
合作中心之间的共享。转让协议1规定了在GISRS

内部转让病毒的条款和条件，而且只在GISRS以外
的预期接受者已与世卫组织签订了转让协议2的情
况下，才允许继续转让生物材料。转让协议1第6.1
条要求，提供方和接受方都不应谋求获取与大流行
性流感防范材料有关的任何知识产权。

�� 转让协议2涉及向GISRS以外的接受者转让材料。转 
让协议2由世卫组织和预期的接受者之间签订，界
定了转让协议2各方的权利和义务。例如，它允许
生物材料的接受者向第三方进一步转让该材料，前
提是该第三方也与世卫组织签订了转让协议2。225

转让协议2第4.1条列出了利益分享选项清单，并要
求接受者承诺至少其中的两项（见表3.5）。226框
架以这种方式为知识产权人提供了分享与大流行性
流感防范或应对有关的知识产权的机会。但是，框
架并不强迫他们这样做。

根据大流行性流感防范框架第6.14.3节，使用GISRS的
制造商每年向世卫组织缴纳伙伴关系现金捐款。框架秘
书处用一套标准操作程序来识别使用GISRS的制造商，
并在各公司之间分摊伙伴关系捐款。227

截至2019年12月，《框架》的实施使世卫组织能够在
转让协议2利益分享机制下获得4亿多剂大流行疫苗，并 
通过伙伴关系捐款筹集了超过1.98亿美元228，这些资
金已被用于加强大流行病应对能力，包括实验室、监
测、监管和风险沟通。229

卫生大会第70(10)号决定重申了大流行性流感防范框架
对处理具有大流行可能的流感病毒对人类健康目前或迫
近的威胁的重要性，并强调其作为促进迅速获取可能引
起人间大流行的流感病毒，进行风险分析以及迅速、公 
正和公平地分享疫苗和其他利益的专门的国际文书的关
键作用。230《名古屋议定书》（见第二章第四节4和专
栏2.21）第4条第4款述及“专门性的国际文书”。231该
款规定，在获取和惠益分享专门性的国际文书适用，且
其符合并且不违背《生物多样性公约》和《名古屋议定
书》的目标时，就该专门性文书所涵盖的具体遗传资源
以及为该专门性文书的目的而言，《议定书》不适用于
该专门性文书的缔约方。2019年11月，《名古屋议定
书》缔约方仍在考虑获取和惠益分享专门性国际文书潜
在的确认标准以及承认这种文书的任何程序。232欧盟

表3.5：转让协议2下的利益共享备选方案摘要

A类（6选2） B类（6选1） C类（考虑）

1 将实时生产疫苗的%捐赠给世卫组织 向世卫组织捐赠诊断包 酌情考虑以下所列措施：

 • 捐赠疫苗
 • 捐赠大流行性流感前疫苗
 • 捐赠抗病毒药品
 • 捐赠医疗器械
 • 捐赠诊断包
 • 大流行产品可负担得起的定价
 • 转让技术和工艺
 • 向世卫组织发放分许可证
 • 实验室和监测能力建设。

2 将实时生产疫苗的%保留给世卫组织并且价格可
负担得起

为世卫组织保留诊断包并且价格可负担得起

3 将抗病毒药物捐赠给世卫组织 支持加强实验室和监测能力

4 保留抗病毒药物给世卫组织并且价格可负担得起 支持转让技术、专门知识和（或）工艺

5 根据相互商定的公平条件，向发展中国家制药商
发放技术、技能、产品和工艺许可证，以便生产
流感疫苗、抗病毒药物或佐剂

根据相互商定的公平条件，向发展中国家制药商
发放技术、技能、产品和工艺许可证，以便生产
流感疫苗、抗病毒药物或佐剂

6 向发展中国家制药商或世卫组织发放免使用费许
可证，以便生产流感疫苗、抗病毒药物或佐剂

向发展中国家制药商或世卫组织发放免使用费许
可证，以便生产流感疫苗、抗病毒药物或佐剂

来源：世卫组织，可见：www.who.int/influenza/pip/benefit_sharing/SMTA2BenefitSharingOptions.pdf?ua=1。

http://www.who.int/influenza/pip/benefit_sharing/SMTA2BenefitSharingOptions.pdf?u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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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名古屋议定书》用户合规措施的条例认为，大流
行性流感防范框架“构成了符合《名古屋议定书》的获
取和惠益分享专门性国际文书，不应受到《名古屋议定
书》实施规则的影响”。233

4. 大流行性流感防范框架和基因序
列数据

基因序列数据在大流行性流感防范框架中的作用是世卫
组织成员国正在讨论的问题。234基因序列数据可用于
分析或合成物理材料，用以开发流感产品。随着疫苗
制造技术的发展，预计未来仅基于基因序列数据开发
和制造疫苗的可能性将越来越大，即不需要获得生物 
材料（WHO, 2018a）。

基因序列数据不包括在大流行性流感防范生物材料的
定义中。235因此，使用由GISRS开发、或通过GISRS
提供的基因序列数据的制造商无需签署转让协议2。但
是，大流行性流感防范框架本身要求使用通过GISRS
提供的任何信息，包括基因序列数据时，必须支付伙
伴关系捐款。因此，从GISRS获得基因序列数据、但
没有大流行性流感防范生物材料的制造商必须支付伙
伴关系捐款，但是没有义务共享利益，如在发生大流
行时与世卫组织共享新产品（WHO, 2018a）。因
此，开发允许仅基于基因序列数据开发和制造疫苗的
技术，可能给大流行性流感防范框架带来漏洞。目前
正在讨论是否以及如何就这些考量修改该框架（WHO, 
2018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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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9 见https://www.gov.uk/guidance/university-and-
business-col laborat ion-agreements-lambert-
toolkit#fast-track-model-agre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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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见https://www.who.int/influenza/resources/technical_
studies_under_resolution_wha63_1_ch.pdf。另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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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见ht tps ://www.who . in t/ in f luenza/resources/
documents/wipo_ipdoc/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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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o.int/influenza/pip/smta2/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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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医疗技术：获取维度

第三章解释了知识产权和其他政策措施在卫生创新中的作用。本章详细
介绍了获取维度及其所依据的概念、法律和政策，以及关于卫生技术提
供和获取的数据及衡量它们的方法。还概述了卫生系统、知识产权和贸
易政策方面与获取有关的主要决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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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背景：与卫生系统有关的	
获取决定因素

要点

•• 卫生技术的获取是确保卫生保健获取这一更大挑战的一部分，需要一个正常运作的卫生保健系统。这包
括：提供高质量的卫生服务；运作良好的卫生人员队伍；获得关于卫生决定因素、卫生系统表现和卫生状
况的可靠、及时信息；卫生筹资；以及良好的领导和治理。

•• 实现全民健康覆盖，确保所有患者在不遭受经济困难的情况下获得优质卫生服务，已成为可持续发展目标
背景下的一个主要卫生目标，但可能需要在不同覆盖维度之间进行折衷。

•• 筹资不足、价格高昂和管理支出的政策干预措施不力，是实现全民健康覆盖的挑战。

•• 世卫组织基本药物清单为卫生系统选择药品进行采购和使用提供了有益的指导。世卫组织还为其他类型的
卫生技术发布类似的清单。

•• 价格是获取卫生技术的一个关键决定因素，特别是在公共卫生部门薄弱的国家。在这些国家，往往在私营
市场上购买治疗，由人们自费开支。

•• 一般来说，仿制产品比原研产品便宜，但在许多中低收入国家，即使是低价的仿制药，大量人口往往也负
担不起。

•• 为控制卫生预算，各国采取多种措施增加负担得起的仿制药市场份额。

•• 政府可以利用一系列政策工具控制药品支出，包括：旨在增加和（或）加快使用仿制药的供给侧和需求
侧措施；价格控制和参考定价；卫生技术评估；数量限制和基于卫生成果的协议；提高整个药品价值链
的价格和成本透明度；降低或取消药品税和关税；规范加价；以及有效的采购机制。

•• 差别定价可以使更多人口更负担得起药品。

•• 采购系统的设计应当是为了在适当的时间、以所需的数量和有利的成本获得所需的优质卫生技术。招标和
联合采购可能有助于在采购过程中节约成本。

•• 一些中低收入国家通过国家努力和众多区域和国际举措支持当地生产。政策一致性对于实现公共卫生和工
业发展收益至关重要。

•• 监管应当促进获取质量、安全性和有效性得到证实的医疗技术，不应不必要地拖延产品进入市场。

•• 影响获取的监管制度挑战包括：缺少政治支持和充分资源，注重产品监管而不对整个供应链进行有效监
督，上市后监督制度不完善，当地生产的产品与进口产品的标准不同。

•• 世卫组织的资格预审规划极大便利了中低收入国家对优质基本药物的获取。

•• 不同国家制度走向监管趋同，可以消除多次提交监管文件和多次测试的许多成本。

•• 伪劣医疗产品造成了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特别是在监管和执法体系薄弱的地区。监管手段和知识产权手
段可以相辅相成，打击伪劣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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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品和其他医疗技术的获取很少完全取决于单一因
素。本节介绍了在卫生、知识产权和贸易的交叉点上,
药品和医疗技术的获取中与卫生系统相关的主要决定因
素。首先解释运作良好的卫生系统作为首要获取决定因
素的重要性。然后提出全民健康覆盖的概念，并提出了
药品价值链模式，作为对药品获取决定因素进行概念化
的一种方式。接下来解释世卫组织如何衡量药品的获取
和可负担性，并介绍了仿制药政策。解释了与获取医疗
技术有关的定价问题，并概述了税收、关税和高加价如
何影响医疗技术的可负担性和获取。然后介绍了有效和
高效的采购机制和可持续卫生筹资的重要性，审查了与
当地制造和相关技术转让有关的获取问题，介绍了监管
机制和医疗技术的获取，最后总结了与伪劣医疗产品有
关的获取问题。

卫生系统由主要目的是促进、恢复或保持健康的所有
组织、人员和行动组成（WHO, 2000）。世卫组织将
卫生系统概念化为六个组成部分，这些组成部分之间
的相互作用有助于通过确保全民覆盖和公平获得有质
量保证和安全的卫生保健来实现期望的卫生成果（见图
4.1）。任何卫生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公平获取
质量、安全性、有效性和成本效益有保证的基本医疗产
品，并对其进行科学合理和有成本效益的使用（WHO, 
2007a）。卫生系统的所有六个组成部分是相互依存的
(见图4.1）。获取药品的问题是获取卫生服务这一更广

泛问题的一个方面。世卫组织《2019-2023年促进药
物、疫苗和其它卫生产品获得路线图》在改善卫生产品
的获取方面采用了卫生系统方法。如该路线图所确认的
那样，提供获取机会需要一个正常运作的国家卫生保健
系统。1

1. 全民健康覆盖

自2012年世卫组织发表《世界卫生报告——卫生系统
筹资：实现全民覆盖的道路》2 以来，全民健康覆盖的
概念在国际论坛上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认可，并成为可持
续发展背景下卫生领域一个主要的、统一的目标。全民
健康覆盖意味着所有个人和社区都能在不遭受经济困
难的情况下获得优质卫生服务（WHO, 2017h）。它
包括从健康促进到预防、治疗、康复和姑息治疗等全谱
系的基本优质卫生服务。保护人们免于自费支付卫生服
务的经济后果，可减少人们陷入贫困的风险，因为突
发疾病要求他们耗尽一生的积蓄、变卖资产或借贷——
毁掉他们的未来，往往也毁掉其子女的未来（WHO,  
2019e)。

实现全民健康覆盖是世界各国在2015年通过可持续发
展目标时确定的具体目标之一。它直接体现在具体目
标3.8中：“实现全民健康保障，包括提供经济风险保

图4.1：世卫组织卫生系统框架

领导/治理

服务提供

卫生人员队伍

信息

医疗产品、疫苗和技术

筹资

领导/治理

获取	 
覆盖

质量 
安全

 总目标/成果

改善卫生（水平和公平）

响应性

社会和经济风险防护

提高效率

卫生系统的六大组成部分：目标和理想属性

 • 良好的卫生服务是指那些在需要的时间和地点、向需要
的人提供有效、安全、优质的个人和非个人卫生干预,并
尽量减少资源浪费的卫生服务。

 • 运作良好的卫生人员队伍在现有资源和环境下，以反应
迅速、公平和高效的方式工作，以取得尽可能好的卫生
成果，即有足够数量和组合的工作人员，公平分布；他
们有能力、反应迅速、富有成效。

 • 运作良好的卫生信息系统确保生产、分析、传播和使用
关于卫生决定因素、卫生系统表现和卫生状况的可靠、
及时信息。

 • 运作良好的卫生系统确保公平获取质量、安全性、有效
性和成本效益有保证的基本医疗产品、疫苗和技术，并
确保对其进行科学合理和有成本效益的使用。

 • 良好的卫生筹资系统为卫生事业筹集足够的资金，确保
人们能够使用所需的服务，并得到保护，不因必须支付
这些服务而遭受财务灾难或致贫。

	• 领导和治理涉及确保建立战略性政策框架，并结合有效
监督、建立联盟、提供适当监管和激励、关注系统设计
和问责制。

来源：世卫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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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人人享有优质的基本保健服务,人人获得安全、有 
效、优质和负担得起的基本药品和疫苗”——其中明
确指出了获取卫生产品的关键作用。许多其他与卫生
有关的可持续发展目标都有助于实现全民健康覆盖。3

因此，实现全民覆盖的道路涉及重要的政策选择。全民
覆盖涉及不同覆盖维度之间的折衷：政府和（或）保险
所承担的卫生费用比例、所覆盖的服务比例和所覆盖的
人口比例（见图4.2)。这些覆盖维度反映了一套关于福
利及其配比的政策选择，这是各国在改革卫生筹资系统
以实现全民覆盖的过程中面临的关键决定。

世卫组织的预测发现，多数中等收入国家应该能够从国
内资源中调集必要的资金，在2030年之前实现全民健
康覆盖，而许多低收入国家将面临资金缺口 (Stenberg 
et al., 2017)。

2. 国际获取框架：药品和卫生产品
的价值链

医疗技术是复杂的产品，只有与专家建议和其他卫生服
务相结合才能发挥效力。因此，确保获得卫生产品，特
别是药品，不是一个孤立事件，而是需要一个充分运作
的卫生系统。

随着时间的推移，已经制定了一些药品获取框架：

�� 世卫组织获取框架包括以下组成部分：合理选择和
使用药品；负担得起的价格；可持续的筹资；以及
可靠的卫生和供应系统（WHO, 2004)。

�� 卫生政策专家提出了一个围绕可获得性、可及性、可 
负担性、适当性和可接受性的框架（Obrist et al., 
2007)。

�� 另一个拟议的框架更关注药品获取伙伴关系的国际
方面（Frost and Reich, 2010)。

如图4.3所示，世卫组织把有助于确保医疗技术获取的
一系列步骤和因素概念化为药品生命周期，包括从药
品的发现到患者使用的过程。

获取始于把公共卫生需求作为研发工作的重点。例如,
世卫组织的目标产品特征界定了针对裂谷热、埃博拉等
有大流行潜力病原体的缺失药品或疫苗的理想特征，是
确保公共卫生重点的工具（见第三章第三节3）。应考
虑中低收入国家和弱势人口，特别是儿童的具体需求,
例如优先考虑口服而不是静脉注射。

生产过程与上市许可要求有联系，是保证卫生产品质量
的关键。国家监管部门负责卫生产品的质量、安全性和
有效性。薄弱的监管制度可能对患者结局产生影响，有
可能损害改善获取的举措，例如一国审批产品用时太久
(见第二章第一节6和第四章第一节11)。

合理选择药品是避免将宝贵财政资源浪费在低效干预措
施上的关键。世卫组织基本药物清单和治疗准则是帮助
各国作出合理采购决定的关键工具（见第一节7)。

高额的药品支出，特别是新药的高价格，在有能力提供
充分和负担得起的优质卫生保健方面对所有卫生系统造
成了越来越大的压力。药品在卫生支出中的高比例（在
选定中低收入国家进行的一系列研究所示，占20%至
60%）阻碍了许多承诺实现全民健康覆盖的国家取得
进展（Reich et al., 2016)。

在采购方面，人们日益认识到良好治理的必要性是实现
全民健康覆盖道路上的一个主要障碍。治理不力将助长
效率低下，扭曲竞争，并使系统容易受到不当影响、腐
败、浪费、欺诈和滥用，从而使卫生产品的获取变得复
杂。此外，良好的信息获取渠道对于决策、监测政策执
行情况和建立问责制至关重要。适当开具处方、调剂和
使用卫生产品对于确保卫生影响和有效利用资源至关重
要。据估计，世界上有一半的药品被不当开具处方、调 
剂或销售。此外，还有类似比例的人不正确地使用药
品。造成处方、调剂和使用不当的因素包括：工作人员
培训不足、诊断错误、药品成本过高或根本无法获得,
以及与产品营销和宣传有关的活动。不当处方、调剂和
销售影响的一个例子见于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领域。在
该领域，对药品承担起良好的受托管理责任是保持现有
抗微生物药物有效性的关键（见第二章第一节5；第三
章第三节2；第四章第二节2)。

总的来说，卫生产品筹资不足、新卫生产品价格高昂以
及管理支出的政策干预和程序不力，是卫生系统在实现
全民健康覆盖方面的挑战。经合组织估计，通过避免以
下方面的浪费，可将多达五分之一的卫生支出导向更好
的使用：(a)卫生产品定价高于必要；(b)不使用价格较
低但同样有效的替代品；以及(c)购买的产品根本没有使
用（OECD, 2017b)。

3. “获取”的含义和衡量

世卫组织将药品的“获取”定义为：基本药物在获得药
品过程中公平的可获得性和可负担性（WHO, 2003a, 
2004）。缺乏获取一般理解为患者没有可获得和负担
得起的治疗选择。就医疗器械而言，它不仅意味着缺乏
诊断设备或治疗器械，而且还可能反映出无力利用现有
器械，如缺乏维护、基础设施或熟练的操作人员。适当
的治疗必须是实际存在的，而且必须是患者负担得起

图4.2：全民健康覆盖的三个维度

来源：世卫组织，全民覆盖——三个维度，可见：https://www.who.
int/health_financing/strategy/dimensions/en/.

https://www.who.int/health_financing/strategy/dimensions/en/
https://www.who.int/health_financing/strategy/dimensions/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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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虽然在各国获取负担得起的基本药物方面没有系统
的数据收集4，但下文概述了可用的数据。

可负担性

价格是决定药品可负担性的关键决定因素，特别是在公
共卫生部门薄弱，大部分人口不得不在私营市场上购
买治疗，并从其微薄的资源中支付费用的国家。世卫组
织对药品价格“可负担性”的计算方法是工资最低、无
技能的政府工作者购买常见急慢性病选定疗程所需的
工资天数（WHO and HAI, 2008)。衡量价格可负担性
的一个挑战是，多数中低收入国家缺乏数据或数据质
量差。2007年至2014年在中低收入国家进行的26项调
查显示，在公共部门设施中，最低价仿制药的患者价格
平均比国际参考价格高2.9倍，在私营部门设施中高4.6
倍。5 例如，2017年一项关于亚太地区常见慢性病药品
可获得性、价格和可负担性的研究发现，各国为采购最
低价仿制药所支付的价格是国际参考价格的1.4倍，为
创新品牌支付的价格是9.1倍（Wang et al., 2017)。

如果家庭自付的卫生保健开支超过家庭消费开支或收入
总额的10%或25%，则可视为“灾难性”开支。如果这
些开支使家庭的非医疗消费低于贫困线，则被视为致
贫。2019年世卫组织和世界银行的一份报告估计，有
9.27亿人将家庭预算的10%以上用于卫生保健，每年
有近9,000万人因自付卫生费用而陷入极端贫困（WHO 
and the World Bank, 2020）。世卫组织东南亚和欧洲
区域的证据表明，药品是家庭自付卫生支出的主要驱动
因素（WHO regional office for Europe, 2019; Wang 
et al., 2018)。

另一种衡量获取的方法是将每人一篮子药品的平均费
用与报告的人均药品支出进行比较。2016年，柳叶刀
基本药物政策委员会模拟了在中低收入国家实现一揽
子基本药物普遍获取的资金需求，估计每人每年需要 
13-25美元。62010年调查发现，在多数低收入国家和
47个中等收入国家中的13个，人均药品支出不到13美
元。根据这项调查结果，委员会得出结论，全球相当
一部分人口甚至无法获得最基本的药品（Wirtz et al., 
2017)。

可获得性

世卫组织在2007年至2014年期间，在低收入和中等偏
下收入国家进行了26次调查，分析了公共部门和私营
部门基本药物的可获得性和可负担性。“可获得性”的
定义是，在调查当日可以实际找到单个药品的销售点所
占百分比（WHO and HAI, 2008）。这些调查的对象
是选定的仿制药，发现这些药品在公共部门的平均（中
位数）可获得性为58%，在私营部门为67%，各国差
异很大。7例如，在亚太地区，任何药品在公共部门的
中位数可获得性为35.5%，在私营部门为56.7%。8

据估计，由于仿制药疗法的价格普遍较低，如果优先库
存仿制药而非原研产品，那么私营部门的患者成本可
能降低60%（Cameron and Laing, 2010)。但如前所
述，最贫穷的人口可能无法负担哪怕是最低价的仿制产
品，特别是当这些产品只能通过价格较高的私营系统获
得时（Niëns et al., 2010)。因此，确保通过公共卫生
系统在使用点以很少费用或免费向病人提供药品，对普
遍获取至关重要，也是政府的首要责任。

图4.3：在药品和卫生产品价值链上全程确保获取

来源：世卫组织秘书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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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仿制药政策、价格控制和参考定价

仿制药政策（含类似生物治疗产品政策）旨在增加低价
仿制药的市场份额，控制药品价格，规管医疗费用报销
水平，是控制卫生预算和使药品及其他卫生产品和服务
更加负担得起的关键政策干预措施。

(a) 仿制药政策

由于卫生预算面临的经济压力，仿制药的使用一直在稳
步上升，不仅在发展中国家，在发达国家也是如此。为
控制卫生预算，许多国家正在采取不同措施增加低价仿
制药的市场份额。可以预期，当“大卖品”药品的专利期
结束或即将结束时，仿制药和类似生物治疗产品的市场
份额将继续进一步上升。

仿制药政策可分为供给侧政策和需求侧政策（King 
and Kanavos, 2002)。

(i) 供给侧措施

供给侧措施主要针对负责药品监管、注册、竞争（反托
拉斯）政策、知识产权、定价和报销的具体卫生保健系
统利益攸关方。通过这些措施，政策制定者可以对以下
方面产生影响：

�� 仿制产品接受监管机构审查的速度

�� 根据适用的可专利性标准决定是否授予专利

�� 药品上市许可与专利保护的关系（如果有）（“博
拉”例外和专利链接）

�� 保护临床试验数据不受不正当竞争的方式

�� 原研方延长知识产权保护的能力，例如通过专利期
延长

�� 制造商之间的竞争程度，以及监视原研方和仿制企
业之间的协议

�� 仿制产品的价格

�� 向药品购买者报销。

供给侧措施的一个例子是美国的《哈奇-韦克斯曼法》 
(见专栏4.1)。

(ii) 需求侧措施

一般来说，需求侧措施针对的利益攸关方例如：开具药
品处方的卫生保健专业人员(通常是医生)、调剂和(或)销
售药品的人以及要求仿制药的患者/消费者。这些措施
通常涉及在原研药失去市场排他权和仿制药进入市场后
发生的活动。

通过使用适当的需求侧措施，政策制定者可以：

�� 让医生开具更多仿制药处方，使用国际非专利名
称/通用名而不是品牌名

�� 让调剂和（或）销售药品的人调剂更多仿制药（如
通过仿制药替代政策）

�� 提高处方者、调剂者和消费者对仿制药质量的信心

�� 影响卫生保健系统中仿制药的总体消费模式

�� 与原研产品相比，降低共付额，增加消费者对仿制
药的需求

�� 提高对仿制药的认知，即在治疗效果上没有差别。

高收入国家的多数政策通过健康保险制度实施，这些制
度中的报销和（或）共付程序在某些中低收入国家不存
在。高收入国家和中低收入国家之间，影响仿制药支持
政策的背景因素不同，因此难以预测哪些政策可以成功
地从高收入国家转化至中低收入国家。

中低收入国家要能够有效实施支持仿制药的政策，可
能需要两个有利条件：

�� 建立机制，确保仿制药的质量有保证；这涉及到建
立有效的监管制度

�� 大力供应仿制药，确保提供质优价廉的药品。

许多中低收入国家卫生保健系统的特点表明，由消费者
推动的需求侧政策可能更为重要，因为药品费用大多是
自付，消费者或患者直接选择购买的产品，没有处方者
作为中介。

专栏4.1：作为鼓励仿制药竞争供给侧措施的美国《哈奇-韦克斯曼法》

美国《哈奇-瓦克斯曼法》给予第一个仿制药申请人180天的监管排他期（关于监管排他性，见第二章第一节
6(f))，以证明与已获批药品相关的专利无效、不可执行或不会被仿制产品侵权。这一所谓的“仿制药排他权”条款
旨在鼓励仿制药申请人对已获批药品的专利提出挑战或绕开专利。《哈奇-瓦克斯曼法》对美国的仿制药竞争产
生了深远影响，仿制药处方的市场份额从1984年（该法出台时）的18.6%增长到2015年的88%（Berndt and 
Aitken, 2011; Wouters et al., 2017)。然而，仿制药排他权对仿制药价格的影响一直存在争议。被授予仿制药
排他权的申请人在排他权期间与原研企业享有事实上的“双头垄断”9，并倾向于将其价格定得接近原研药10。根
据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FTC）的统计，在仿制药排他权期间，仿制药的价格平均为原研药的74%，仿制药进
入市场时有排他权的，价格平均比没有排他权的仿制药高出30%左右（Tenn and Wendling, 2014; Olson and 
Wendling, 2013）。类似的排他权条款适用于第一个提出类似生物治疗药物的申请人，以证明其产品与先前批准
的生物治疗药物可互换。11关于监管排他性的介绍，见第二章第一节6(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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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部分仿制药政策比较

各国的仿制药价格和市场占有率差异很大。12这可能
是由于定价和报销政策、仿制药处方和替代法律以及
其他政治和文化因素的不同造成的。132014年的一项
研究观察到，澳大利亚政府为一些仿制药支付的价格
平均比英格兰高7.32倍。该研究为这种价格差异列举
了一些可能的解释，包括：(1)各国价格披露制度和确
定报销价格的方法不同；(2)英格兰的总体市场条件更
支持仿制药竞争；(3)英格兰的仿制药处方率较高(这又
可归因于对仿制药处方的更大激励，从业人员对仿制
药安全性、质量和生物等效性有更好的了解，以及主
要利益攸关方对仿制药处方的抵触较小)。14研究报告
发表之后，澳大利亚改革了价格披露制度和方法，现
在更接近于英格兰的制度。15

在新西兰，公共资助的药品必须经过竞争性招标程
序，对所有治疗上可互换的药品开放。公共补贴往往
限于每个治疗类别的一两个产品，消费者仍可在公开
市场上自由购买替代品牌。2018年的一项研究发现,
利用这种招标制度，新西兰在专利到期前与原研公司
谈判得到了阿托伐他汀的低价，并在专利到期后保持
比亚太地区其他国家更低的价格。亚太地区这些国家
采用不同的方式，包括私营市场自由定价和公共部门
竞争性招标（新加坡），仿制药进入时强制降价（大
韩民国），强制降价与随后的价格披露审查相结合(澳
大利亚）（Roughead et al., 2018)。

(b) 价格控制

当药品需求无论价格如何变化都保持相对稳定时（所
谓“非弹性需求”)，制造商有可能利用市场排他权。这
导致许多国家至少对药品市场的某些部分实行价格管
制，其中最常见的是专利产品。16

多种价格控制策略均被采用过。这些策略包括控制制造
商的利润、直接价格控制、将价格与国内外参考价格比
较、限制医生开支、执行处方准则、将上市许可与价格
挂钩，以及限制药品的推广。

价格控制可以在制造商、批发商或零售商一级实施（见
专栏4.2哥伦比亚的参考价格和价格控制)。最直接的控
制方法是由政府确定售价,防止以任何其他价格销售。当
政府对（某些类型的）卫生产品持有完全或接近完全的
买方垄断时，这可能加强其在价格谈判中的地位。加拿
大的专利药品价格审查委员会旨在确保专利药品的价格
不致过高，并与其他一些司法管辖区进行比较，监督企
业在加拿大对专利药品收取的价格。如果委员会认为价
格过高，可以下令降价和（或）抵消超额收入。17墨西
哥有类似的制度（Gómez-Dantés et al., 2012)。

(c) 参考定价

参考定价可以用来确定一种产品的国家管制价格或报销
水平，也可用来就管制价格或报销水平进行谈判。参考
的依据是其他国家的药物产品价格（“外部”)，或者相对
于本国现有疗法的价格（“内部”)。参考定价通常控制报
销水平，因此主要适用于有保险制度的国家。这被认为
比直接价格控制的限制性要小。

(i) 外部参考定价

国际参考定价，也叫外部参考定价，是将一种药物产品
的价格与一组参考国家的价格进行比较的做法（Espin 
et al., 2011)。选择把哪些参考国家放入“篮子”和计算
外部参考价格时，有多种方法可用。实践中应用外部参
考价格的方式也有很多。专栏4.2介绍了外部参考定价
和价格控制在哥伦比亚如何发挥作用。

专栏4.2：哥伦比亚降低药品价格的价格控制和参考价格

哥伦比亚国家药品和医疗器械价格委员会（药价委员会）至少每年一次为该国公共部门销售的所有药品确定参
考价格。为此，它考虑一组同质药物产品在国内市场的平均价格。同质药品即具有相同成分、剂量和配方的产
品。如果药品的价格高于同质产品的平均价格，则实行直接价格控制，由委员会确定最高零售价。

如果市场上同质产品少于三种，或者药品因公共卫生原因被认为具有公共利益，也可实行直接价格控制。在这
种情况下，委员会比较该区域八个选定国家（阿根廷、巴拿马、巴西、秘鲁、厄瓜多尔、墨西哥、乌拉圭和智
利）中至少三个国家以及选定经合组织国家对同一产品适用的价格，以此确定国际参考价格。如果哥伦比亚的
价格高于一组17个国家价格的第25个百分位数，则第25个百分位数的价格被定为哥伦比亚的最高零售价。18

哥伦比亚在伊马替尼案中采用了价格控制19，这种慢性髓性白血病的一线疗法在该国受专利保护。2014年, 非
政府组织20要求卫生部宣布公共利益，称根据他们的研究，该药的仿制药价格最高可降低77%。根据哥伦比
亚法律，宣布公共利益是发放强制许可的一个条件21，随后将由工商监管局进行审议。宣布公共利益的决定必
须确定解决这种情况所需的手段，可以是强制许可，也可以是其他有效措施。22卫生部启动了行政程序，并在
2015年2月通知了专利权人23。

2016年2月，由卫生部专家组成的宣布公共利益技术委员会建议卫生部对伊马替尼宣布公共利益，作为授予强
制许可的依据；同时鼓励与权利人进行事先价格谈判。在与专利权人谈判未果后，卫生部发布了2016年6月14
日第2475号决议24，对伊马替尼宣布了公共利益25。决议认定，保持社会保障体系支出效率的需要可以通过价
格控制措施来满足，作为授予强制许可的替代办法。因此，决议要求药价委员会使用更新后的价格控制方法, 将
该产品纳入直接价格控制计划。第2475号决议经上诉后得到了支持，随后药价委员会规定，该药的价格应根据
若干指定国家的最低国际参考价格，而不是这些国家的平均价格来确定。26根据这一方法，委员会将伊马替尼
的最高价格27定为原来价格的44%左右。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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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内部参考定价

与之相反，内部参考定价是与本国的相同或类似药品进
行比较。作为比较的药品是根据“解剖学治疗学及化学
分类系统”（ATC）进行分类的，该系统从药品所作用
于的器官或系统到化学结构（ATC 5级）把药品分为五
个层次进行比较。29内部参考定价是指“采用一国相同
药品（ATC 5级）或类似产品（ATC 4级）甚至与治
疗等效疗法（不一定是药品）的价格”来确定价格的做
法。30 在考虑原研产品的定价时，内部参考定价特别
有效，因为原研产品含有与仿制产品相同的活性药物
成分，但价格通常更高。印度在2012年国家药物政策
中，从以前的基于生产成本的价格控制体系转向了这种
基于市场的价格控制方法。受控药品的最高允许价格以
某一分子市场上市占率高于1%的所有品牌的简单平均
批发价为基础，加上16%的零售利润率。专利药品从
在印度商业化之日起5年内免于价格控制。31

(d) 卫生技术评估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采用基于“卫生技术评
估”进行定价谈判的办法。国际卫生技术评估机构网络
将卫生技术评估定义为“对卫生技术的性质、效果和 
(或）影响的系统评价。它可能涉及技术的直接、预期
后果，也可能涉及间接、非预期后果。它的主要目的是
为卫生保健技术相关的政策制定提供信息。卫生技术评
估由跨学科小组利用从各种方法中提取的明确分析框架
进行”。32

卫生技术评估审查产品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并对产品
进行相较于其他可比产品的成本效益分析。评估卫生
技术是一个多学科的过程：以系统、透明和公正的方
式收集与使用卫生技术有关的医学、社会、经济和伦
理问题的信息，以便为制定安全有效、以病人为中心
并力求实现最佳价值的卫生政策提供信息。卫生技术
评估中的成本效益分析将新干预措施与现有标准护理
进行比较，考虑相对成本和卫生影响，以确定新的干
预措施是否物有所值。通过这种比较，可以确定成本
是否与卫生成果相称，从而确定是否应该向患者提供
医疗产品。33

在卫生技术评估和定价做法方面，对“基于价值的定
价”这一概念的讨论越来越多。虽然这一概念没有准确
和公认的定义（Paris and Belloni, 2013; Kaltenboeck 
and Bach, 2018; Garner et al., 2018; WHO, 2015e),
但给出的一个定义是：“基于价值的定价是通过卫生技
术评估来评估新药为社会提供的价值，据此进行新药
价格谈判”（Husereau and Cameron, 2011)。更具体
地说，“基于价值”的部分被认为反映了新药的增量成
本效益比，即在采购人设定的阈值范围内（采购人设
定了阈值的情况下)，与标准护理相比，每单位额外成
本的额外收益。增量成本效益比一般以每获得的质量
调整生命年的货币形式表示，其中质量调整生命年被
广泛用于衡量药品的卫生效益，它将生存和生活质量
效应/收益结合在一个指标中。

计算与标准护理相比的适用额外收益和额外成本的方法
可能有很大不同（Bertram et al., 2016)。如果采购人

对最大可接受增量成本效益比的阈值是根据预算限制设
定的，那么基于价值的定价可以表现为卫生系统所能
承受的最高水平定价。然而，理论上与标准护理相比可
能具有成本效益的价格，可能仍然是卫生系统无法负
担的。成本效益阈值的设定往往偏高，如果以接近阈
值的成本采购大量产品，将超出卫生系统的负担能力
(Garner et al., 2018; Bertram et al., 2016)。例如,
经济建模发现，一种新的乳腺癌药物在秘鲁具有成本效
益，但采购这种药物将花费秘鲁用于治疗乳腺癌的全部
预算（Bertram et al., 2016)。

欧盟委员会卫生投资有效方法专家小组对辩论作了如
下总结：“对新药物产品实行基于价值的定价这一概
念，其基础是为提供更多价值的产品支付更高价格这
一具有吸引力和直观简单的原则。”然而，专家小组指
出：“基于价值的定价作为一种为创新带来的更多收益
支付更高价格的方式，与接近总价值的价格之间存在
差异。前者意义上的基于价值的定价是为更好的创新
提供激励的一种方式，而后者意义上的基于价值的定
价是行使市场力量的一种工具”34，在这种情况下，“药
品基于价值的定价可能被滥用为利润最大化的经济策
略，导致制定与成本结构不相称的价格”35。经合组织
指出，卫生部门“基于价值”活动的目标是为患者和整
个社会带来最大的卫生收益。基于价值的定价可以改
善卫生创新，因为它为制药业提供了一种激励，使其
把重点放在有价值的创新上，而不是放在“我也有”型
产品上。但是，在实行某种形式基于价值的定价的地
方，实践中要实现这样的结果，似乎还有很长的路要
走（Paris and Belloni, 2013)。

(e) 市场准入协议

市场准入协议（也称风险分担协议，虽然只有部分市
场准入协议包括真正的风险分担内容）的目的是在现
实生活中降低一种技术在临床有效性和（或）成本效
益上的不确定性，和（或）限制其预算影响。36市场
准入协议有不同类型，我们在下文简要介绍两种。

(i) 数量限制

政府可以实行数量限制，控制以一定单位成本销售的
新药数量。例如，法国对新药制造商实行“价格-数量”
协议（OECD, 2008）。价格-数量协议将新药的报
销价格与销量门槛挂钩。如果超过了门槛，制造商必
须提供补偿，进行降价或向政府支付现金（取决于国
家和协议）。通过这样的数量限制，支付方可以控制
引进新的昂贵疗法所带来的最大成本影响，并限制企
业推广广泛使用新的昂贵疗法的动力。例如，在英格
兰，药品被国家卫生与临床技术优化研究所评估为具
有成本效益的，法律要求国民健康服务为药品的采购
提供资助。但是，如果一种药品在使用前三年中任何
一年的总支出超过2,000万英镑，国民健康服务可请求
对法定资助要求实行例外，并可与原研方重新谈判定
价，可以选择取消对有关药品的资助。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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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基于卫生成果的协议

基于卫生成果的协议是新的定价谈判方法，例如公司只
对已取得成功临床结局的患者收取药品费用。这种协议
确定了一个阈值（由一个与最终研究终点相关的替代指
标或研究终点本身来定义）来标明治疗是否成功。如果
治疗不成功，制造商必须根据与支付方的协议，全额或
部分返还治疗费用。38

(f) 药品和卫生产品价值链的透明度

获得整个药品价值链的经济数据信息（见图4.3），对
于努力确保获取卫生产品的利益攸关方非常重要。例
如，了解其他国家支付的价格对医疗采购谈判很有用,
而关于药品研发成本的信息对激励和补偿研发的政策讨
论具有提供信息的重要意义（见第三章第二节3)。

目前，除少数特定领域外，一般不公开、系统地提供卫
生产品的净价格信息（Vogler and Schneider, 2019)。一 
些国家建立了可公开访问的药品价格数据库，但在许多
情况下，它们反映的是药品的“目录价格”，没有考虑
谈判期间秘密商定的折扣或回扣（Vogler et al., 2012; 
Vogler and Schneider, 2019)。关于艾滋病毒/艾滋
病、结核病和疟疾，以及有大型国际捐助者资助采购计
划的疫苗（例如通过抗击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全球基
金（全球基金))，有一些价格报告机制，包括世卫组织
全球价格报告机制数据库、世卫组织“市场信息促进疫
苗获得”（MI4A/V3P）和全球基金的价格和质量报告数
据库（见专栏4.3)。39除了艾滋病毒、结核病和疟疾以
及疫苗之外，《国际医疗产品价格指南》还提供了世卫
组织基本药物清单上许多药品的定价信息，汇总了来自
一系列药品供应商、国际发展组织和政府机构的信息；
但对于多数药品来说，可用的数据点数量有限。40

除了支付的价格，人们还对制造成本感兴趣。一般来
说，制造成本是不公开的。在没有公开资料的情况
下，一系列研究对药品和疫苗的制造成本进行了估
算。412018年发表的世卫组织委托进行的一项研究分
析了基本药物清单上药品的生产成本，发现在联合王

国，77%的可比品的最低可得价格高于基于成本的预
期仿制药价格估算，南非为67%, 印度40% (Hill et al., 
2018)。制造成本可能成为国家药品价格控制政策的一
个因素，对其他成本（如运输）和利润率的合理预留也
可能成为一个因素；在一些国家，政府（部分)根据制
造商提交的制造成本信息确定最高价格，例如中国、伊
朗和巴基斯坦（WHO, 2015e)。

2019年，世界卫生大会通过了WHA72.8号决议，敦促
成员国采取措施，公开分享净价信息（即制造商在扣除
所有回扣、折扣和其他激励措施后收到的金额）42；支
持强化临床试验费用、专利状况和上市审批状态数据的
可用性；改进关于销售收入、价格、销量、营销费用以
及补贴和激励措施的信息报告。

(g) 差别定价策略

当企业根据购买者的分类对同一产品收取不同价格时,就
出现差别定价（也称为“分级定价”或“价格歧视”)。价格
差异可能存在于不同地理区域之间，也可能取决于购买
力和社会经济群体的差异。由于差别定价涉及将市场分
为不同的级别或群体，这种做法也被称为分级定价。只 
有在能够有效分割市场以防止套利（在低价市场购买产
品，然后在高价市场销售）时，这种价格歧视才是可 
行的。

分级定价可以以不同的方式进行。销售商可以根据不同
的收入水平单方面确定不同的价格，使其在每个细分市
场的收入最大化。他们还可以与政府谈判价格折扣，或
者通过区域或全球大宗采购安排，或者为特定市场发放
生产许可证。

市场细分的实现，可以通过多种营销策略（如使用不
同的商标、许可协议、剂型或产品展示)，可以由采购
商进行更严格的供应链管理，还可以在高收入国家实
行进口管制、在较贫穷国家实行出口管制。原则上,差
别定价可以使更多人口更负担得起药品，还可能增加
销售额，从而使制药商受益（Yadav, 2010)。

专栏4.3：药价数据库举例

全球价格报告机制（GPRM）

世卫组织全球价格报告机制数据库提供艾滋病毒、结核病、疟疾和肝炎药物以及诊断用品的采购数据。这个公
共数据库提供原研药和仿制药的售价和销量信息。主要数据提供者是全球基金、美国总统防治艾滋病紧急救援
计划、国际药品采购机制以及与它们合作的采购组织。43

“市场信息促进疫苗获得”（MI4A）

世卫组织“市场信息促进疫苗获得”项目提供关于全球疫苗市场的数据，包括疫苗采购数据（价格和采购方式）和 
疫苗市场分析。其具体目标是发现和解决自费和自购国家的可负担性和短缺问题，这些国家多被排除在国际支
持之外。该项目发扬了世卫组织疫苗产品、价格和采购（V3P）项目的成功。44

世卫组织西太平洋区域办事处基本药物价格信息交换（PIEMEDS）系统

PIEMEDS是一个促进价格透明度以改善药品获取的区域平台。它主要包含采购价格，以及参与国自愿分享的其
他公开价格。有基本药物和其他一些高价药品的价格。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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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如果患者能够负担的价格低于生产的边际成本,
就达到了差别定价的“地板”。不能指望任何商业经营
实体亏本销售药品。

企业使用的分级定价，往往与各国之间平均收入的差异
并不相称（Watal and Dai, 2019）。一个可能的原因
是担心低收入市场价格的直接或间接影响造成高收入市
场的价格侵蚀。直接影响可能来自从其他国家进口低价
产品，例如通过平行进口（见下文第三节3(f)）。有人
担心，如果参考价格是根据收入水平低得多的市场确定
的，那么使用参考定价政策可能造成间接价格影响。企
业也可能不愿意提供分级价格，因为可能难以在其他地
方保持较高的价格。

如果按照人口的社会经济群体进行市场细分，并有可能
在公共和私营部门之间进行区分，就可能支持国家内部
的差别定价。防止低价产品回流到高收入私营市场仍将
是一个挑战，但这一趋势可能正在改变。专栏4.4举例
说明了如何利用差异化包装来分隔市场，专栏4.5概述
了“授权仿制药”的概念，即利用差异化品牌和注册来
实现市场内的多级定价。一些原研公司已经开展了试点
计划，将差别定价，包括国内差别定价扩大到新兴经济
体。它们还将这些方案扩大到包括癌症药物和生物治疗
药物在内的更多药物。 49

在疫苗市场上，差别定价已经确立。发达国家和发展中
国家销售的多数疫苗都采用三级定价结构。企业在高收
入国家收取最高价格，在全球疫苗免疫联盟优先排名的
国家收取较低价格，在中等收入国家收取中间价格。

5. 税

虽然药品通常需要缴纳间接税，如购买税、销售税或增
值税，但生产和销售药品的实体也可能要为产生的收入
缴纳直接税（如公司所得税）。税收增加消费者支付的
最终价格，因此是影响药品获取的一个因素。

有研究发现，2010年，高收入国家的药品增值税税率
在零至25%之间，其中澳大利亚、日本和大韩民国实

行免税政策。同样，哥伦比亚、埃塞俄比亚、科威特
国、马来西亚、尼加拉瓜、阿曼、巴基斯坦、乌干达和
乌克兰等国报告了药品零增值税和销售税。在对药品征
税的中低收入国家中，税率从5%到约34%不等。在一
些中低收入国家，药品税的情况甚至更加复杂和多变,
有时适用多种联邦税和州税。此外，进口药品和当地生
产的药品有时被征收不同的税。研究报告的结论是，增
值税或销售税等国内税往往是药品最终价格的第三大组
成部分（Creese, 2011)。

可以采取某些实际的税收措施来降低药品价格。世卫组
织《国家药品定价政策指南》建议，各国应考虑对基本
药物免税，应确保对药品的任何减税或免税都能降低
患者/购买者的成本（WHO, 2015e）。例如，蒙古取
消了对私营药店销售的进口奥美拉唑的征税，此举导致
每包30粒的价格下降了5.91美元至4.85美元，菲律宾
则取消了12%的增值税，从而将一包10片的复方新诺
明仿制药（480毫克）价格从14.90比索降至13.30比 
索（Creese, 2011)。

另一项可能改善药品获取的措施是改变税率。应该
有可能评估税率定量变化所带来的后果，无论是改善
还是降低药品的获取，然后提出相应的税收政策变
化。2004年，吉尔吉斯斯坦降低了药品的增值税和区
域销售税，而在巴基斯坦，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挑战成
功后，15%的药品销售税被完全取消。尽管在国家税
收制度发生变化之前，税率的改变可能不会发生，但
这一措施的影响可能是巨大的（Creese, 2011）。取
消关税（下文第四节1(b)讨论）是一项类似的措施,可
以直接影响价格和获取。然而，在这两种情况下,要确
保因减税或降低关税而节省的费用传递给消费者,因为
情况并非总是如此。

在降低或取消药品税的同时，还可以提高或采用对公共
卫生“坏东西”（即烟、酒和不健康食品）的税收。这
种方法的倡导者常常指出，对不健康消费模式和行为征
税所筹集的资金可以很容易地平衡、有时甚至超过因降
低或取消药品税而造成的收入损失，使政府和个人都受
益（Creese, 2011）。因此他们认为，这种方法有可
能将巨大的收入收益与改善药品的获取联系起来。

民间社会公布的价格调查

民间社会在促进价格透明度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通过调查仿制药制造商和公布招标价格摘要。艾滋病
毒领域的例子包括无国界医生组织于2001年首次发表的“解开网络”报告，该系列报告跟踪抗逆转录病毒仿制药
物的价格46，以及国际治疗倡导联盟对俄罗斯政府采购抗逆转录病毒药物价格的监测。47

价格和质量报告

全球基金的这个数据库提供了全球基金支持的各方案所进行的采购交易数据，包括数量、价格、制造商、包装
和运输成本等。48

专有数据库

某些专有数据库提供了关于卫生产品定价和采购的广泛数据。但是，这些数据库是商业产品，不能免费使用。

专栏4.3：药价数据库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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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加价

加价是指供应链中不同利益攸关方为收回间接成本和分销
费用并赚取利润而增加的费用和成本。药品价格包括在供
应链上沿途增加的加价。药品加价可以由制造商、批发
商、零售商、药剂师和其他许多在供应链分销中发挥作用
的人进行（WHO, 2015e; Ball, 2011)。与税收一样，加
价也是药品价格的一部分，因此直接影响到药品的获取。

加价，包括批发商和零售商的加价，在公私部门的药
品供应链分销中都很常见。例如，对世卫组织/健康行
动国际的发展中国家调查进行的二次分析表明，批发
加价幅度从一个国家的2%到另一个国家进口商、分销
商和批发商的合计加价380%不等（Cameron et al., 
2009)。此外，该分析表明，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之
间的累计加价百分比（即从制造商售价到最终患者价
格的所有加价）差异巨大 (Cameron et al., 2009)。药 
品的加价也可能因药品类型不同而不同（即原研药与
仿制药)。如果不对加价进行适当监管，消费者价格可
能大幅提高，从而对药品的获取产生重大影响。

在高收入国家，药品供应链分销中的加价监管通常是综
合定价策略的一部分，这种策略还涉及药品报销（Ball, 
2011)。中低收入国家药品供应链的加价监管数据很
少。世卫组织医药指标调查数据显示，约60%的低收
入国家报告对批发或零售加价进行监管。在中等收入国
家，公共部门的监管水平相当（Ball, 2011)。

加价监管可以对药品获取产生积极影响，但也可能产
生一些不利影响（Ball, 2011)。由于加价监管降低
了企业利润，一些药品可能不再提供，或可能减少提
供的数量，从而对产品可获得性和价格竞争产生不利 
影响。

7. 合理选择和使用药品

合理选择药品需要国家根据定义良好的标准决定哪些药
品对解决国家疾病负担最为重要。世卫组织通过关于基
本药物清单的工作，为各国制定本国基本药物清单提供
了指导（见专栏4.6)。

基本药物清单可以帮助各国优先采购和分配药品，把
重点放在所需的基本产品上，从而降低卫生系统的成
本。将某一药品列入世卫组织基本药物清单，直接鼓励
各国将该药品列入本国的清单和内部药品登记簿。一些
国家根据本国的清单限制药品进口。同样，一些基金会
和大型慈善机构的药品供应也以世卫组织基本药物清单
为基础。截至2019年，世卫组织的国家基本药物清单
库有137个国家的清单。50

世卫组织的一项调查发现，2014年，在有数据可查的
158个国家中，65%的国家有重点/必要/参考的国家医
疗器械清单。其中一些清单用于采购和报销程序，另
一些清单则是针对特定疾病或紧急情况的重点器械清
单。512018年，世卫组织仿照基本药物清单，发布了第
一份《世卫组织基本体外诊断工具示范清单》。52世卫组
织已经制定了多个其他器械清单，例如用于孕产妇、新生
儿和儿童健康与埃博拉管理，以及重点辅助产品清单。53

与合理选择药品同样重要的是合理使用药品。不合理
使用——不适当、不正常或不正确使用药品——是一
个世界性的大问题。不合理使用可能因不良反应而造成
伤害，加剧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Holloway and van 
Dijk, 2011), 还可能浪费稀缺资源 (见第二章第一节 
5)。一个例子是欧洲的抗生素使用，一些国家的人均抗
生素使用量是疾病情况相似的其他国家的三倍 (Holloway 
and van Dijk, 2011)。不合理使用的例子包括:

专栏4.4：差异化包装

2001年，作为世卫组织与诺华公司关于以成本价提供蒿甲醚-本芴醇供疟疾流行国家公共部门使用的谅解备忘
录的一部分，诺华公司开发了用于公共部门的蒿甲醚-本芴醇的差异化包装。这有别于面向私营部门的现有产
品包装。世卫组织与该公司合作开发了四种不同的疗程包装（针对四个不同的年龄组），每种包装都含有如何
服用药物的图解，目的都是提高文盲人群的治疗依从性。这些药包最初提供给世卫组织的采购部门，后来提供
给儿基会，并逐步提供给仅向公共部门供应的其他采购服务。这种药包从公共部门流向私营部门的情况并不严
重。在包装上使用显著的“绿叶”标志，有助于跟踪和监测销售点的供应情况和市场份额。

专栏4.5：授权仿制药

“授权仿制药”是原研药的低价版本，在原研药的专利和其他市场保护到期后，由原研药厂作为仿制药销售。通
过这种方式，原研方在专利到期后获得部分仿制药市场份额，降低了独立仿制药制造商的收入（Shcherbakova 
et al., 2011; Gupta et al., 2019)。在某些情况下，原研方的授权仿制药产品可以受益于旨在鼓励仿制药进入
市场的激励措施。例如，在美国，授权仿制药可以受益于给予第一个仿制药市场进入者的哈奇-韦克斯曼180天
排他期（见专栏4.1)。最近的授权仿制药的例子包括治疗糖尿病的甘精胰岛素和治疗哮喘的沙丁胺醇的低价原
研版本（GlaxoSmithKline, 201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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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个患者使用的药物种类过多（“多重用药”）

�� 对非细菌性感染不适当地使用抗微生物药物，往往
剂量不足

�� 在口服制剂更合适的情况下，过度使用注射剂

�� 不按临床指南开药

�� 不适当的自我药疗，往往是处方药

�� 不依从给药方案。

此外，由于配方问题（如口服或儿科配方)、不适当的
自我药疗以及处方者和患者不依从给药方案，也出现
了不合理使用问题。据估计，世界范围内患者对治疗
的依从性约为50%（Holloway and van Dijk, 2011),
而且在许多情况下，调剂时给患者的指示和所调药剂
的标签都不充分。

制定循证临床指南是促进合理选择和使用药物的重要
手段。然而，这种制定工作具有挑战性，特别是在非
传染性疾病方面。由于慢性病治疗的长期市场潜力, 制
药业大量参与这一疾病领域，这就要求对行业、患者
组织、专业协会、健康保险公司和公共部门组织之间
的潜在利益冲突进行仔细分析和管理。54

8. 有效和高效的采购机制

医疗产品的采购和供应链系统是一个复杂系统的一部
分，它取决于有效的基础设施、信息管理系统、政策和
监管系统、人力资源以及预算编制和财务系统。采购系
统和机制必须应对不断变化的环境，管理风险，确定适

当质量的产品，并确保物有所值。与筹资、价格控制政
策和做法的联系也被认为是持续不断的知情决策业务进
程的一部分。

(a) 有效采购的原则

采购系统的涉及是为了在适当的时间、以所需的数量和
适当的性价比获得选定的优质药品和产品。世卫组织制
定了一系列采购系统业务原则，其目的是通过降低价格
和不间断供应来增加获取药品的机会（WHO, 2001b)。

这些原则是：

�� 对不同的采购职能和责任进行划分，以确保适当的
制衡，避免意外的利益冲突，同时进行岗前和在 
职培训，确保工作人员能够满足每个级别和职能 
的要求。

�� 确保采购和招标程序的透明度，全程遵循书面程
序，并使用明确的标准来授予合同。

�� 提供可靠的采购和物流管理信息系统，对采购进行
规划和监测。

�� 在采购和招标文件中使用药品的国际非专利名称/
通用名，一般避免使用品牌名。

�� 根据过去的消耗对采购订单进行量化，必要时进行
适当调整，但要有可靠的数据。

�� 利用可靠的机制为采购提供资金，这些机制必须有
足够的资金。

�� 采购和计划数量要符合现实的规模经济，符合产品
的用法，如保质期。

专栏4.6：世卫组织基本药物标准清单

基本药物是“那些满足人群卫生保健优先需要的药品。[……]在正常运转的医疗卫生体系中，基本药物在任何时
候都应有足够数量的可获得性，其剂型是适当的，其质量是有保障的，其信息是充分的，其价格是个人和社区
能够承受的。实施基本药物概念是为了灵活和适应许多不同的情况；究竟哪些药物被视为基本药物，仍然是国
家的责任。”（WHO, 2003c)。

第一份基本药物清单于1977年公布。制定了有关安全性、质量、有效性和总成本的选择标准（Mirza, 2008; 
Greene, 2010）。基本药物清单包含400多种药品，并基于现有的最佳证据，包括治疗艾滋病毒/艾滋病、结核
病、疟疾、生殖健康和非传染性疾病（如心血管疾病、癌症、慢性呼吸系统疾病和糖尿病）的选项。552007年,
制定并公布了第一份儿童基本药物标准清单（WHO, 2007b)。

基本药物清单用国际非专利名称（又称通用名）开列药物，不指定制造商。清单由世卫组织基本药物的选择和
使用专家委员会采用透明的循证程序，每两年进行更新。专家委员会根据有效性、安全性、公共卫生相关性和
比较成本效益等标准审议申请。56

基本药物清单上有许多历史悠久的老产品，如氧气、扑热息痛、青霉素等。因此，清单上的大多数药品都是无
专利药，仿制药广泛存在，包括治疗主要非传染性疾病的药品（Beall and Attaran, 2016）。然而，在清单的
每个审查周期中，都有人申请将较新的、有专利的、昂贵的药品添加到清单中，专家委员会在评价拟添加药品
时必须平衡比较成本效益和其他标准。

2002年以前，昂贵药品往往不列入基本药物清单，因为选择标准强调对低价药品的需要。现在的主要选择标
准是有效性。在评价过程中，必须提供关于比较成本和成本效益的信息，例如每个预防病例的成本或每个挽
回的质量调整生命年的成本。在有效性相当的情况下，成本仍可用于治疗类别内的选择，以发现最佳性价比
(van den Ham et al., 2011）。如果一种昂贵但有成本效益的药物被列入基本药物清单，这意味着它必须变
得可获得和可负担（Magrini et al., 2015）。一线抗逆转录病毒药物是这种新方法的第一个显著例子，它们
于2002年列入清单，当时每个患者每年的费用可能超过10,000美元（见下文第二节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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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国际标准保证采购药品的质量。

�� 在不影响质量的前提下，获得适当的性价比。

�� 监督分散的采购活动，确保价格公平。

经修订的世贸组织《政府采购协定》57缔约方也有义务
为《协定》所涵盖的卫生部门公共采购提供竞争性、非 
歧视和透明的招标（见第二章第二节4）。关于如何
组织医疗技术有效采购的进一步指导可从不同来源获
得。世界卫生组织药物良好管理规划为解决公共制药
部门的不道德问题提供一揽子技术支持（Baghdadi-
Sabeti and Serhan, 2010）。世卫组织为采购机构
制定了一个示范质量保证体系（WHO, 2006b）。世
界银行编写了载有标准投标文件的准则和一份技术说
明，供执行机构通过国际竞标采购卫生部门货物时使
用。58为了防治艾滋病毒/艾滋病，这些准则被改写为
一份单独的决策者指南。59

(b) 招标

招标可导致成本大幅降低。2013年的一项研究审查了
许多国家原研药和仿制药价格的决定因素。该研究主要
侧重于中低收入国家的艾滋病毒/艾滋病、结核病和疟
疾治疗药物。分析表明，实行质量标准的招标采购吸引
跨国仿制药供应商，与各自对零售药店的价格相比,大
大降低了原研药和仿制药的价格。具体而言，分析发
现，“来自艾滋病毒/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药物的证
据表明，与各自的零售药店价格相比，采购将原研药和
仿制药的价格降低了42.4%和35%”（Danzon et al., 
2015)。

2019年对南非药品招标制度的研究证实了这一点,该研
究包括2003年至2016年南非政府发布的所有药品招标
合同。公共卫生保健体系中大部分招标类别的药品价格
平均下降了约40%，甚至更多。公共系统通过招标采
购的药品价格几乎总是低于私营系统的售价。随着时间
的推移，招标一般都保持着适度到高度竞争(即赫芬达
尔-赫希曼指数<2,500), 尽管在许多类别中赢得合同的
不同公司数量有所减少（Wouters et al., 2019)。

但是，研究也指出，虽然招标可以降低采购成本，但
如果采用的招标做法有缺陷，可能使卫生保健系统面
临风险，包括药品短缺和质量妥协，并最终损害患者

的健康结局。风险因素包括:招标做法不透明、缺乏
一致性、授标标准不明确、只注重最低价格、单一中
标者以及普遍缺乏影响监测。因此，建议确保招标有
良好的计划、管理和执行，以使招标有利。这种“良
好招标做法”包括明确界定作为选择标准的购置成本
以外的要求，以及界定用于监测招标成功与否的要求
(Maniadakis et al., 2018)。

(c) 采购和专利信息

虽然一般来说，供应商有责任按照招标文件和采购合同
中的规格，确保产品的所有必要权利，包括知识产权,
都已妥善无虞，但采购机构也必须在采购过程的初期考
虑产品的专利状况。专利信息的内容和来源在第二章第
二节1(b)(viii)-(xi)中有进一步解释。60

(d) 集体谈判和联合采购

集体谈判有多种形式，包括信息共享机制、联合招标和
联合采购（“由一个采购办公室代表一组设施、卫生系
统或国家进行的购买”（MSH, 2012))。联合采购是一
种战略，可以降低价格，提高小批量采购的机会，便于
进入有质量保证的市场。

多数公共部门采购系统普遍存在规模经济和长期供应
前景，这使供应商在某些情况下能够降低价格。对于
通常小批量采购的药品，如几种儿科用药，联合采购
有助于改善规划，能够稳定价格。集体谈判的形式,
包括卫生部门的联合采购，有多种形式，包括公共和
私营机制。它们被用于不同规模（如一组私立医院共
用一个联合采购系统）和各种产品类别。在高收入国
家，大型保险和报销系统支持购买通过联合采购获得
的药品和其他医疗技术。据传闻，中低收入国家对集
体谈判和联合采购的兴趣有所增加，但筹资和多个相
关行为方的参与可能使其起步变得复杂，并影响其成
功的能力。在公共部门采购方面，许多国家使用中央
采购机制（见专栏4.7）。它们往往最适合实现规模
经济和谈判最佳价格。任何联合采购机制都必须完全 
纳入国家采购和供应链系统，包括政策、监管、物
流、分配、财务和管理信息系统。

专栏4.7：通过集中采购降低卫生保健部门的成本/提高资金效益：厄瓜多尔的例子

厄瓜多尔的卫生支出具有相当大的经济意义，占国内生产总值的9%，公共预算的10%。药品支出占卫生总支
出的16%。

据估计，厄瓜多尔平均每年的药品公共采购额为2.6亿美元。其中约70%的药品通过集中采购购买。

厄瓜多尔的药品集中采购使成本大幅降低，性价比提高，相当于每年用2.5亿至3亿美元购买国家基本药物清单
上的450种产品。与传统采购价格相比，这意味着节省了40%至70%。

所报告的额外效益包括：(i)减少了药品采购和供应所需的时间；(ii)改进质量控制，降低药品造假相关风险；(iii)
减少与药品采购有关的行政负担；以及(iv)公共卫生系统的可持续性。

来源：厄瓜多尔国家公共采购服务局丹尼尔·莱斯·萨尔塞多在2018年2月26日于日内瓦举行的第七次世卫组织、产权组织、世贸组织三方联合
专题讨论会上的报告（见：https://www.who.int/phi/3-DanielLopezSalcedo.pdf?ua=1)。作者于2019年7月更新了数字。

https://www.who.int/phi/3-DanielLopezSalcedo.pdf?u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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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报告，成功的联合采购计划大幅降低了药品的单
价。一些知名的例子包括东加勒比国家组织（东加组
织)、泛美卫生组织基本公共卫生用品战略基金、泛美
卫生组织疫苗战略基金、非洲中央药店协会和海湾合
作委员会的集团采购方案。东加组织是一个自筹资金的
公共部门买方垄断组织，它一直报告药品单价的大幅下
降。2001-2002年，对东加组织地区20种常用药品进行
的年度调查发现，东加组织联合采购计划下的价格比单
独国家的价格低44%（OECS, 2001）。海合会集团采购
方案还表明，改进采购可以降低成本，提高卫生服务的
效率。泛美卫生组织战略基金是联合采购的又一例。它 
是泛美卫生组织秘书处应成员国的要求建立的。该战略
基金的设立是为了促进美洲地区获得高质量的基本公共
卫生用品，目前泛美卫生组织有23个成员国参加了该基
金。全球基金采用联合采购机制，作为一种具有成本效
益的方式，确保高效采购抗逆转录病毒药物、艾滋病毒
和疟疾快速诊断试剂盒、基于青蒿素的联合疗法和长效
驱虫蚊帐（Global Fund, 2010, 2018)。

专栏4.8概述了欧洲联合采购机制的最新发展。

(e) 可靠的卫生和供应系统

提供药品的另一个先决条件是一个可靠、有效的卫生系
统，能够及时向患者提供所需的具有适当质量的医疗技
术。这样的系统包括预测需求的能力，以及采购、储
存、运输、库存药品和医疗器械并进行适当分配的能
力。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供应系统仍然薄弱和分散。

如果没有改善，药品和其他所需医疗技术的获取仍将是
一个巨大的挑战。还需要有适当的监管能力，确保获得
安全有效的进口和国产药品。

对政策制定者来说，关键问题是：将药品更直接地纳入
卫生部门的发展；在药品供应中更有效地结合公共-私
营-非政府组织的办法；建立监管控制系统，提供有质
量保证的药品；探索创造性的采购方案；以及将传统药
品纳入卫生保健的提供中（WHO, 2004)。

9. 可持续筹资

卫生系统的可持续筹资是稳定供应药品和其他医疗技
术的先决条件。低收入国家的人均卫生保健支出往往很
低，但其中很大一部分通常用于购买药品，占卫生开支
的20%至60%。68世卫组织宏观经济与卫生委员会建议
发展中国家到2015年将卫生预算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
的比例比2001年增加2%，以实现普及基本卫生服务的
目标。根据世卫组织全球卫生支出数据库，2000年至
2017年，中等收入国家的国内一般政府卫生支出占国内
生产总值的比例从2.8%稳步上升到3.2%，而低收入国
家2000年和2017年均为1.4%，在中间有波动。69宏观
经济与卫生委员会还建议捐助国通过与国际组织和政府
间组织协调并从它们那里获得更多资源，为卫生研发承
诺投入大量资金和投资（WHO, 2001a）。决策者的目
标应该包括：增加公共卫生资金，包括基本药物资金;减
少患者的自费支出，特别是穷人；扩大健康保险覆盖面
(WHO, 2004）。所有国家总体上看，平均有32%的卫

专栏4.8：欧洲联合采购倡议举例：比荷卢奥倡议和联合采购机制

比荷卢奥倡议（Beneluxa	Initiative）

比荷卢奥倡议的发端是，比利时和荷兰的卫生部长在2015年宣布，将探索在药物政策方面的合作。这个例子的重
要性在于，它将现有的经济发展和贸易立法利用到了其他部门，如农业和军事开支。卢森堡、奥地利和爱尔兰之
后也加入了该倡议。该倡议的成员除其他外，在以下方面进行合作：地平线扫描（预测即将进行的药品审批的影
响）、分享专门知识和寻求相互承认卫生技术评估、某些药品的联合定价谈判以及分享最佳做法和政策经验。61

比荷卢奥的联合卫生技术评估和谈判正处于试点阶段。截至目前，比荷卢奥已经进行了两次联合定价谈判。第
一次是针对囊性纤维化新疗法Orkambi（鲁马卡托/依伐卡托）的谈判，因无法达成协议而失败。第二次谈判取
得成功，就思乐莎（诺西那生）达成了定价协议，这是一种脊髓性肌萎缩的新疗法。62

联合采购机制

欧洲理事会和欧洲议会注意到2009年H1N1流感大流行期间在采购流感疫苗和药品方面存在的弱点（European 
Commission, 2014b），强调有必要引入药品、特别是大流行疫苗的联合采购机制，使成员国能够在自愿基
础上从这种集团采购中获益。63随后，第1082/2013/EU号决定引入了联合采购程序，将以联合采购协议为基
础，确定该程序的实际安排以及有关程序选择、标书评估和合同授予的决策过程。64继2014年一些欧盟成员国
首次签署后，截至2020年4月，《联合采购协议》已有37个签署方。65

《联合采购协议》的范围包括所有潜在的药品、医疗器械、其他服务和货物，它们可用于减轻/治疗威胁生命或其
他严重危害健康的生物、化学、环境或来源不明的危害，这些危害跨越欧盟成员国的国界传播或有传播的重大风
险，可能需要在联盟一级进行协调，以确保高水平的人类健康保护（European Commission, 2014b）。《联合采
购协议》规定了将遵循哪些采购程序。66参与《联合采购协议》程序是自愿的。2019年，15个欧盟成员国在《联
合采购协议》下与一家疫苗制造公司签署了“框架合同”，使它们“有保障地获得该公司生产能力的特定部分”，期
限最长6年。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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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支出是自付的，2017年中低收入国家达36%。70 2019
年世卫组织和世界银行的一份报告估计，有9.27亿人将
家庭预算的10%以上用于卫生保健，每年有近9,000万
人因自付卫生费用而陷入极端贫困。712001年以来，世
界上用于某些疾病领域的基本药物、疫苗和其他医疗产
品（如抗疟蚊帐）的国际资金大幅增加，用于分发给较
贫穷国家，包括通过全球基金、国际药品采购机制、全
球疫苗免疫联盟、总统防治艾滋病紧急救援计划、克林
顿健康拓展行动组织等机制和其他国际倡议。这极大地
改善了许多国家对这些产品的获取。这种捐助方援助和
发展贷款可以帮助为卫生部门的筹资提供资金，但也必
须以可持续的条件提供。

政府承诺为国家卫生系统提供充足和可持续的资金，是
实现全民（健康）覆盖的关键条件，这意味着一个国家
的所有人民都能获得适当的卫生服务。

10. 制造和技术转让

多数国家从全球市场进口药品、诊断用品、疫苗和其他
医疗产品。一些中低收入国家希望建立和加强其国内
医疗产品行业（Dong and Mirza, 2016）。趋势表明,
一些国家的当地生产正在增长和多样化。72但是，当地
生产导致医疗产品可及性增加的证据并不确定（WHO, 
2011b）。例如，虽然加纳已经采取措施支持当地生产
的发展，但也面临着重要的挑战（见专栏4.9)。

埃及是通过当地生产应对丙肝流行的成功范例。由于
索磷布韦（一种关键的丙肝药物，见第二节5）的关键
专利在埃及要么没有申请，要么被驳回，2017年有18
个仿制药版本，其中许多是当地生产的。这种竞争实现
了非常低的价格。加上政府对扩大筛查和治疗的重大承
诺，使大量患者开始获得治疗。2016年，在全球所有
开始接受丙肝治疗的患者中，仅埃及就占40%（WHO, 
2018e)。

为了在经济上可行和可持续，当地制造商，特别是低收
入国家的制造商，必须应对一些挑战，包括：

�� 缺乏有利的政策环境和部门之间的政策协调

�� 监管框架和执法不一，缺乏履行必要监管水平的能力

�� 知识产权框架不足

�� 缺乏经过适当培训的技术人员

�� 依赖进口原材料，包括活性药物成分和技术

�� 有形基础设施薄弱，如电力供应、水和道路

�� 缺乏规模经济

�� 对比国际供应缺乏竞争力

�� 无法获得或吸引资本和外汇

�� 进口关税和税收高昂

�� 缺乏基于需求的创新和研发能力

�� 部门内协作与合作的联系薄弱

�� 缺乏伙伴和利益攸关方之间的合作框架。

专栏4.9：发展加纳的当地生产能力：支持措施和挑战

加纳政府已将发展国内制药业列为主要优先事项。73为此采取的行动包括政府和美国药典委员会于2013年设立
医药促进和培训中心。此外，2014/2015年，出口发展和农业投资基金为四家当地制药公司提供了资金支持,
帮助它们努力向国际生产质量管理规范（GMP）升级。2015年，在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工发组织）的技术
援助下，加纳食品药品管理局与当地业界联合制定了GMP路线图，对当地制造企业进行GMP合规性评估。74此
外，禁止进口某些可在当地生产的成品，并在公共采购中对当地制造商实行价格优惠。

尽管政府努力加强制药行业，但当地企业仍然发现难以与国际竞争对手竞争。752018年，当地生产的药品
估计占国内药品市场的30%左右，主要是非处方药和简单的仿制药。本地产业持续面临的挑战包括生产成本
高、GMP合规性差、产品组合有限和制造效率低下，这主要是由于开发新配方的技术诀窍和资本有限，以及
生物等效性研究的绩效等因素造成的。

与当地生产相关的政策一致性对于实现可持续的公共
卫生和工业发展收益至关重要。图4.4所示的框架图从
产业政策（A框）和公共卫生政策（B框）两个角度概
述了主要相关因素。该框架显示，这两个视角之间存
在共同目标，而且产业政策的目标也可以有助于实现
公共卫生的目标（C框）。政府的作用是提供一系列直
接和间接的支持，包括财政激励，并帮助确保整个政
策领域的一致性（D框），以确保患者不断受益于获取
负担得起的优质产品的更多机会。埃塞俄比亚制定和
颁布的《国家药品制造发展战略和行动计划》是应用
政策一致性来加强当地制药业的一个例子。76

技术转让的例子包括：

�� 支持根据2006年发布的世卫组织《全球流感疫苗
行动计划》促进技术转让。世卫组织向发展中国家

的14家疫苗制造商提供了种子资金和技术支持，以
促进国内生产。77

�� 建立乌得勒支负担得起的生物治疗药物中心，源于
乌得勒支大学和世卫组织为促进中低收入国家开
发、生产和分销高质量和负担得起的生物治疗药物
的合作。帕利珠单抗用于预防高危婴儿的呼吸道合
胞病毒感染，是第一个通过生物治疗药物中心进行
技术转让的药物。

2015年，TRIPS理事会决定将《TRIPS协定》下免
除最不发达国家授予和执行药品专利这一要求的过渡
期延长至2033年，且保留该日期之后进一步延长的
可能性。78这一过渡期可以提供机会，在最不发达国
家当地生产在其他国家仍受专利保护的产品，但条件
是该国已解决了当地生产的其他挑战 (见第二章第二
节1(g)(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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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4：当地生产和获取基本医疗产品：改善公共卫生的框架

来源：WHO (2011b)。

(B)	卫生政策
主要目标：通过预防、治疗、康复等方面的全民健康覆盖，促进全民健康。

医疗产品发展视角的主要因素

通过公共部门的供应系统和（或）社会保护方案普及医疗产品。

提供适合当地使用的适当配方的基本药物和诊断用品。

为政府采购机构和人民自付费用提供负担得起的价格。

通过有效监管保证质量。

基本医疗产品的不间断供应。

卫生管理人员和临床医生的合理选择和使用。

(A)	产业政策
主要目标：发展有竞争力、可靠、创新、有生产力和负责任的当地产业。

医疗产品发展视角的主要因素

有竞争力：提供更好的价格。

可靠：符合质量标准；确保稳定供应。

创新：瞄准技术变革，投资于研究和开发。

有生产力：通过创造就业、人力资源开发和支持相关行业和供应商，为国民经济作出贡献。

负责任：表现出企业对社会条件和环境的责任。

有策略：平衡当前和未来的需求。

(D)	政府对当地生产的支持
直接支持以降低制造成本：赠款、补
贴、软贷款、提供土地、为当地生产
基本医疗产品的进口投入品免税。

间接支持当地生产以改善获取：投资
加强对本国医疗产品的监管；制定国
家医疗产品优先目录；改善卫生服务
筹资，扩大国内市场；为进入外国市
场提供便利；促进发展区域联合采购
机制；鼓励监管的协调；实行适当的
定价政策；促进相关的技术转让；支
持渐进式创新和生产；制定适当的知
识产权制度；制定适当的投资政策，
便于建立合资企业；促进当地生产的
国际合作。

(C)	产业政策和卫生政策在进行当地生
产以改善医疗产品获取方面的共同目标
 • 战略性选择基本医疗产品在当 

地生产。
 • 当地生产产品的定价让政府和人民

负担得起。
 • 制造商严格遵守质量标准，国家监

管部门有效监管。
 • 卫生安全——不间断供应基本 

药物。
 • 开展创新，开发更适合当地条件 

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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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监管机制和医疗技术的获取

改善对药品的获取，只有同时改善对优质产品的获取,
才能为公共卫生带来益处。制造商、供应商和监管部门
有责任对卫生产品的质量进行必要的严格质量保证和 
监管。

本节以第二章第一节6为基础，重点介绍世卫组织的
资格预审、医疗器械监管、区域监管举措及伪劣产品 
问题。

卫生技术监管在决定获取有质量保证的医疗产品方面发
挥着关键作用。虽然近年来出现了一些积极的发展，但
中低收入国家对药品和医疗技术的监管控制需要进一步
完善。世卫组织与其成员国合作，对国家监管体系进行
评估，以找出差距，制定改进战略，支持各国致力于建
设国家监管能力。世卫组织（WHO, 2010）概述了非
洲的监管情况。

(a) 世卫组织资格预审

资格预审小组（原为资格预审规划）是世卫组织管理的
一项联合国举措，它通过确保遵守质量标准，为改善发
展中国家获取优质药品作出了重要贡献。该规划旨在
促进获取符合国际质量、安全性和有效性标准的医疗 
技术。

如果产品符合规定的要求，且生产地点符合现行的生产
质量管理规范，那么与具体生产地点相关联的产品和产
品制造商详情就被列入资格预审合格药物产品名单。世
卫组织在一个可公开访问的网站上发布这一名单。79资
格预审小组不取代国家监管部门或国家医疗技术进口审
批制度。

资格预审小组对一系列治疗领域的产品进行预审，包 
括艾滋病毒/艾滋病、结核病、疟疾、被忽视的热带
病、腹泻、流感和生殖健康。除药品外，世卫组织资格
预审还包括体外诊断制剂、疫苗和病媒控制产品。80资

格预审小组已开始对类似生物治疗产品进行资格预审的
试点项目（WHO, 2017l）。世卫组织资格预审是一个
公认的质量标准，许多国际捐助者和采购机构都使用和
参考这个标准。

资格预审小组开展能力建设工作，加强若干国家的监
管制度，办法除其他外包括培训工作人员、举办讲习 
班、提供技术援助和提供指导文件。资格预审小组参与
合作注册程序，旨在简化监管能力有限国家的产品注册
(见下文(e)部分快速注册合作程序)。

(b) 医疗器械的监管

医疗器械包括多种多样的工具——从简单的木制压舌板
和听诊器到最复杂的植入物和医疗成像设备。与疫苗
和药品一样，政府需要制定政策，确保人们能够获得优
质、负担得起的医疗器械，并确保其得到安全和适当的
使用和处置。因此，需要强有力的监管制度来确保医疗
器械的安全、有效和性能。法国一家公司生产的乳房植
入物使用了非医用级的硅胶，是需要强有力监管制度的
一个证明（见专栏4.10）。一般来说，医疗器械要接
受监管控制，因此多数国家都有一个主管部门负责实施
和执行医疗器械的具体产品法规。81到2015年，至少
有121个世卫组织成员国有一个国家监管部门负责实施
和执行医疗器械的具体产品法规（WHO, 2017b）。然
而，一些中低收入国家仍然没有负责实施和执行医疗器
械法规的机构。由于缺少专业的生物医学工程师、医疗
器械程序缺乏统一性以及信息有限，实施和执行工作十
分复杂。多数国家没有采用关于采购医疗器械的国家准
则、政策或建议，原因要么是没有这些准则、政策或建
议，要么是没有公认的主管部门来执行它们。这给根据
医疗器械对疾病负担的影响来确定选择医疗器械的优先
次序带来了挑战。缺少监管部门、法规和对已有法规的
执行，对获取优质产品有消极影响。世卫组织公布了关
于医疗器械监管和卫生技术评估的指南，协助各国建立
适当的医疗器械监管制度，包括《医疗器械全球示范监
管框架》。82

专栏4.10：欧洲：加强管控，保障医疗器械安全

欧盟有关医疗器械安全及性能的法律框架在二十世纪90年代得到协调。83根据这项立法，医疗器械要经过营利
性独立评估机构（公告机构）的上市前许可，这些机构的任务是审查制造商的产品设计及安全数据。欧盟任一
成员国的任一公告机构的批准，将允许该产品在所有欧盟国家使用。如果一个公告机构拒绝批准产品，制造商
可以将产品提交给另一个公告机构。

2010年发生了两起备受瞩目的案件，最终导致法规的改变。其中一起案件涉及法国一家公司生产的乳房植入
物，其中使用了非医用级硅胶，导致短期破损率异常高。另一起案件涉及金属髋关节植入物——卧底记者为一
种特意设计成不安全的髋关节植入物获得了审批（Bowers and Cohen, 2018)。这导致欧盟在2017年通过了
针对医疗器械（包括某些美容器械）的新条例。新条例将于2020年和2022年生效，除其他外将包括对高风险
器械进行更严格的监管审查，借助欧盟范围内的医疗器械数据库提高透明度，以及更严格的上市后监督。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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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国家药品监管部门的质量保证

国家药品监管部门是确保药品质量的关键。然而，各国
药监部门开展技术评估的能力不同。

国际采购方面有一份“严格监管机构”名单。该名单由
全球基金编制，因为需要界定哪些监管机构的批准将
使产品有资格被艾滋病毒、结核病和疟疾治疗方案采
购。世卫组织的几份指导文件和世卫组织资格预审小
组，以及许多参与药品采购的国际行为体，都将严格监
管机构的批准作为可接受的药品质量标志。85

严格监管机构名单代表了截至2015年10月的人用
药品注册技术要求国际协调会议(国际协调会议)的 
成员。2015年底之前，国际协调会议包括欧盟成员
国、美国、日本、以瑞士药品管理局为代表的欧洲自由
贸易联盟（欧贸联）、加拿大卫生部、澳大利亚、挪
威、冰岛和列支敦士登。86

2015年10月，国际协调会议对其成员结构进行了全面
改革，除其他外接纳了一些新的中低收入国家监管机构
为成员。这一变化促使人们重新审视如何对国家药监部
门的质量保证程序进行评价。世卫组织提出了一个新的
制度，在这个制度中被评为具有符合国际标准监管制度
的国家药监部门将被命名为“世卫组织列名机构”。87以
前被认为是严格监管机构的药监部门将被指定为列名机
构（不溯既往），其他药监部门可自愿接受世卫组织全
球基准工具进行评估，由其在此基础上指定列名机构。

(d) 监管合作和趋同：减少技术法规和评估
程序的障碍

多数监管机构是通过国家立法程序建立的，因此遵循自
己的行政规则和技术要求，制定自己的药品注册流程
和程序，但旨在提高要求趋同性的措施已经得到了发
展。可能存在不同的法律依据以及不同的国家解释。实
施国际准则中规定的注册技术要求所面临的挑战，可能
由不同的政府结构、文化规范、技术能力水平和有无人
力资源等因素造成，也可能由具体的商业环境造成。此
外,国际/区域/次区域技术监管准则的发布和各国的执
行之间往往有一个时间差。在各国如何确保遵守现行国
际生产质量管理规范以及众多确保产品质量、安全性和
有效性的其他监管要求方面，仍然存在区域差异。这些
不同可能影响到成本和企业获得上市许可的速度。

不同国家制度走向趋同，加上技术法规以及合格评定程
序的统一，可以消除在每个国家多次提交监管文件的许
多交易成本和人力资源成本，包括多次测试的成本。这
种趋同可以为国家和企业节省稀缺资源。监管趋同和提
高对其他主管部门所做监管决定的信任，应该可以实
现：(i)更有效地利用资源（如在国际和区域范围内分享
科学资源和“最佳做法”）；(ii)制造商提出的药品注册
申请质量更高；(iii)在企业和政府两级节约成本；以及
由此(iv)更快地获取安全有效的优质基本药物。

新的区域性监管实体正在出现。例如，2018年5月成立
了非洲药品管理局。88非洲药品管理局将协调区域经济

共同体和区域卫生组织现有的监管统一工作。它将支持
建立和加强“区域监管卓越中心”。非洲药品管理局还
负责推进其成员国和区域经济共同体采用《非洲联盟医
药产品监管示范法》。

(e) 快速注册合作程序

在许多监管资源有限的国家，药物产品注册可能需要相
当长的时间。为此，世卫组织建立了两个旨在加快国家
一级药品注册的程序：89

�� 为世卫组织资格预审合格的药物产品获得评估和快
速国家注册提供便利的合作程序（另见上文(a)部
分），该程序目前已全面运行。

�� 为已获得严格监管机构批准的药物产品成品加快注
册的合作程序（另见上文(c)部分），该程序目前处
于试办阶段。

除了努力确保急需的药品更快送达患者手中，这两个程
序还包含了能力建设和监管协调要素。

在资格预审合格药物成品的快速注册程序中，申请人 
(一般是公司）自愿表示有兴趣对其资格预审合格的产
品适用快速注册程序。申请人授权世卫组织与寻求快速
注册国家的药监部门分享世卫组织对具体产品的评估和
检查结果。世卫组织随后与有关药监部门分享药物成品
资格预审的评价信息（即评估和检查结果）。这些信息
通过一个安全的互联网平台共享，须遵守保密承诺和商
定的使用限制。如果一个药监部门同意对有关产品适用
该程序，它承诺在获得世卫组织评估和检查信息访问权
限后90天内就是否注册药物成品作出决定，并在之后
30天内将其决定通知世卫组织和申请人。目前有39个
国家参加了该程序。90

在经严格监管机构批准的药物成品快速注册程序中，申
请人将向参与的国家药监部门提交注册与严格监管机构
所批产品“相同”（按程序的定义）的药物成品。申请
人——经相关严格监管机构同意——将向参与的药监部
门共享药物成品的完整评估和检查报告，以及记录与严
格监管机构所批药物成品可能存在偏差的补充数据。申
请人对共享报告过程的组织，将有助于最大限度地减轻
参与的严格监管机构的任何行政负担。参与的药监部门
将利用提交的数据来支持其关于注册的决策。它们将争
取在接受提交的文件后90天内作出“快速”注册决定。该程
序将不干涉其国家监管决策进程、国家立法或监管费的
征收。同样，与申请人就具体风险管理计划和药物警戒
后续行动达成协议也是药监部门的责任。世卫组织的作
用是为申请人、参与的药监部门和严格监管机构之间的
合作提供便利。它只有在认为某个具体的药物成品与公
共卫生有关时，才会参与该程序对药物成品的适用。目 
前有22个国家参加了该程序。91

12. 伪劣医疗产品

伪劣医疗产品的生产、销售和使用逐渐增多，造成了严
重的公共卫生问题。医疗产品，无论是原研品还是仿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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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如果不符合质量标准，不含或错含活性成分或不
同物质，可能导致治疗失败、病情加重、耐药性甚至 
死亡。

伪劣医疗产品在世界各地都有，但通常在药品监管和执
法体系最薄弱的地区问题更大。例如，2017年有研究表
明，中低收入国家药品检测样本观察到的总失败率约为
10%，这意味着中低收入国家每10个药品中就有一个属
于伪劣。如果将这一比率用于中低收入国家市场规模的
不加权综合估算值（每年近3,000亿美元），计算这些
国家在伪劣药品上的可能支出，得出的总估计值为每年
300亿美元左右。92但是，在具有有效监管制度和市场
控制的国家，这些药品的发生率非常低，根据有关国家
的估计，不到市场价值的1%。

(a) 伪劣医疗产品的类型

过去二十年来，在公共卫生辩论中用来描述伪劣医疗产
品的术语发生了变化。这一领域定义不明确的问题在第
七十届世界卫生大会上得到解决，用“伪劣医疗产品”取
代了以前的“劣质、假造、标签不当、伪造、假冒医疗
产品”一词，并概述了属于这一术语的三大类产品：93

�� 劣质医疗产品：也称“不符规格”产品，这些是获批
准的医疗产品，但未能满足其质量标准或规格要求
或者两者均未满足。属于这一类的医疗产品包括制
造错误的药品、过期医疗产品或运输和储存不善后
变质的医疗产品。劣质医疗产品的制造商通常都是
已知的，这就更容易通过监管手段让这些产品远离
市场。

�� 未经注册/未获许可的医疗产品：医疗产品未经过
国家/区域监管当局评价和（或）批准用于根据国
家或区域法规和规章允许的条件进行营销/分销或
使用的市场。在紧急情况或极度短缺的情况下，成
员国可以允许在其境内销售未获许可/未经注册的
药品。

�� 伪造医疗产品：故意/欺骗性歪曲其特性、构成或
来源的医疗产品。这种故意/欺骗性歪曲指对获批
准的医疗产品的任何替代、掺假、复制或者生产未
获授权的医疗产品。

为了区分市场上流通的不同类型的非法医疗产品，需
要这些定义。这些定义有助于分析数据、评估对公共
卫生的威胁和设计更有意义的干预措施。

卫生大会同意不使用“假冒”一词，以避免与商标侵权
相混淆，而且任何与知识产权有关的审议都不属于这一
定义的范围（见(b)部分)。

(b) 假冒医疗产品与《TRIPS协定》

《TRIPS协定》对“假冒”商标作了一般性定义，没有专
门针对公共卫生部门。根据《TRIPS协定》第51条脚注
14(a)，“‘假冒商标商品’应指未经授权带有某商标的任
何商品，包括包装，而该商标与在此种商品上已有效注
册的商标相同，或在基本方面不能与此种商标区分，从

而依照进口国的法律侵犯了该商标注册人的权利”。因
此，假冒是一种特殊的商标侵权。它限于使用标志的以
下方式：(i)标志与注册为第三方商标的标志相同或几乎
相同；(ii)用于的商品（或服务）与商标注册的商品（或
服务）相同；(iii)未经商标所有人授权。一般来说，这涉
及使用受保护商标的盲目复制品（没有创造性投入)。鉴
于有意混淆真品与复制品，通常涉及欺诈。因此，假冒
医疗产品带有与权利人注册商标相同或混淆性相似的标
志，以冒充真品。

(c) 伪劣药品的影响

所有类型的药品，包括原研产品和仿制产品，都可能是
伪劣的——从治疗危及生命疾病的药品到止痛药和抗组
胺药的低价仿制品。这些产品的成分可能是有毒有害物
质的随机混合物，也可能是无活性、无效的制剂。一些
伪造的医疗产品含有声明的活性成分，看起来与真品非
常相似，以至于欺骗了卫生专业人员和患者。伪劣产品
始终是非法的。

伪劣医疗产品问题的性质在不同环境下是不同的。在一些
国家，特别是在高收入国家，昂贵的激素、类固醇、抗 
癌药物和生活方式药物占了销售的伪劣产品的大部
分——往往通过互联网交易。

在中低收入国家，在治疗艾滋病毒/艾滋病、结核病和疟
疾等危及生命的疾病方面，伪劣医疗产品非常普遍。虽然
多数研究集中在抗感染和抗疟疾方面，但其他治疗类别也
受到影响，如癌症和癫痫药物（WHO, 2017g)。2013-
2017年期间，在报告给世卫组织全球监测和监督系统的
伪劣医疗产品中，20%为抗疟药，17%为抗生素，9%为
麻醉剂和止痛药，9%为“生活方式产品”，如勃起功能障
碍药物，7%为癌症药物（WHO, 2017k)。经验表明，自
费购药的弱势患者群体往往受伪劣医疗产品的负面影响最
严重（WHO, 2011d)。

生产和销售伪劣医疗产品的主要动机是潜在的高额利
润。有一些因素有利于其生产和流通，包括：

�� 缺少公平获得和负担得起相关药品的机会

�� 存在不受规管药品的销售渠道

�� 缺乏适当的立法

�� 国家药品监管机构缺失或薄弱

�� 现行法律执行不力

�� 复杂的供应链

�� 刑事制裁不力（WHO, 2017k)。

(d) 如何打击伪劣医疗产品？

应对劣质或未获许可/不受规管医疗产品的方法，可能
需要监管介入，而打击伪造或假冒医疗产品的方法则可
能涉及刑事调查，对公共卫生的风险也可能截然不同。

世卫组织制定的打击伪劣医疗产品的战略包括预防、发
现和应对。预防伪劣医疗产品需要：教育和提高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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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获取高质量、负担得起的药品；促进合理使用药
品；支持质量标准；利用世卫组织的资格预审制度（见
11(a)部分）。发现伪劣医疗产品需要提高整个供应链
的认识，共享信息，改进现场和实验室的检测技术，更
广泛地使用防伪技术。最后，对发现的伪劣医疗产品作
出有效应对，需要强有力的治理，加强监管制度，以及
各国监管机构和国际监测网络之间的有效沟通（WHO, 
2017k)。

过去几十年来，打击伪劣医疗产品的国际信息交流和合
作机制发生了变化。一个关键的问题是需要保持以公共
卫生为重点的方针（另见第三节3(h)）。2012年5月,卫
生大会建立了一个新的由成员国驱动的自愿机制“世卫

组织伪劣医疗产品全球监测和监督系统”（见专栏4.11),
旨在从公共卫生角度预防和控制伪劣医疗产品和相关活
动，并明确排除了贸易和知识产权的考虑。94

世贸组织成员为有效打击商标假冒行为而必须提供的
执法措施，可以有效地补充打击伪劣医疗产品的公共
卫生手段。如第二章B.1(d)(i)节所述，商标是一种重要
的来源标识。商标可以帮助发现假冒产品，这些假冒产
品与假药一样，谎报产品的身份和来源，假装是真正的
产品。因此，根据一国的知识产权立法，适用于假冒商
标商品以及商标假冒行为的强制性边境措施和刑事制 
裁,可以成为补充，使对患者有潜在危害的医疗产品远
离市场。

专栏4.11：世卫组织伪劣医疗产品全球监测和监督系统

第一步：公众、卫生保健专业人员、行业、供应链、海关、警察、采购商和非政府组织向国家药监部门报告涉
嫌伪劣的医疗产品。

第二步：国家药监部门评估和答复。

第三步：国家药监部门联络点检索世卫组织的监测和监督系统数据库，并向数据库报告。

第四步：世卫组织在接到请求时酌情立即提供技术援助并发出警报。经过审定的报告和数据为成员国机制的政
策、程序、进程、投资和工作提供信息。

更多信息，见 https://www.who.int/medicines/regulation/ssffc/publications/GSMS_Report_layout.pdf。

https://www.who.int/medicines/regulation/ssffc/publications/GSMS_Report_layout.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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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点

•• 负担得起的优质抗逆转录病毒药物的可获得性得到改善，是接受治疗的艾滋病毒/艾滋病患者人数剧增的原
因。虽然许多老的治疗方法可以从仿制来源获得，但较新的抗逆转录病毒药物在许多国家仍受专利保护。

•• 随着印度引入产品专利，新的专利疗法仿制药只有在专利到期后才能从印度获得，除非可以通过自愿许可
或强制许可生产。

•• 应对日益严重的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的关键挑战之一是要确保广泛提供核心抗生素，同时确保良好的受托
管理（适当使用），以改善患者结局，最大限度地控制耐药性的发展和蔓延。

•• 2007年以来，结核病一直是全球首要的传染病死因。在新批准的治疗耐多药结核病药物获得批准后的前几
年里，由于临床数据有限、缺少国家注册、价格昂贵、无仿制药以及治疗指南的变化等挑战，获得这些药
物的机会有限。

•• 非传染性疾病占全球死亡人数的大多数，慢性病的治疗往往造成很大经济压力。在获取原研药和仿制药两
方面仍存在重大差距。虽然非传染性疾病的多数基本疗法都是无专利和低成本药物，但高价格、如某些专
利癌症药的高价格在所有国家带来了挑战。

•• 2013年以来，新的丙型肝炎高效疗法以非常高的价格上市，引起了关于药品定价的广泛辩论，包括在高收
入国家。对此，制药企业、政府、权益团体和患者采取了一系列办法，包括新型定价协议、自愿许可和强
制许可、专利异议和买家俱乐部。

•• 许多药物尚未开发儿科配方。为支持开发新的儿科配方，已经建立了激励制度和广泛的伙伴关系。

•• 疫苗覆盖面在全球有所扩大，但随疾病领域不同而存在不同。由于世卫组织推荐的疫苗增多，而且新疫苗
价格较高，用推荐的疫苗对儿童进行全面免疫的成本急剧增加。疫苗制造商的数量有限，进入疫苗市场的
壁垒比药品多。

•• 确保提供适当、负担得起、可及和安全的优质医疗器械，仍是许多国家卫生系统的一大挑战。其他挑战包括
功能、关键试剂或消耗品的供应、维护、监管和选择，以及对卫生保健工作者的必要培训。迄今为止，关 
于医疗器械获取问题的研究很有限。

第二节	 特定领域卫生产品的获取

虽然卫生技术的获取在所有疾病领域仍然是一个问题,
但本节侧重于若干特定领域——艾滋病毒/艾滋病、抗
微生物药物耐药性、结核病、非传染性疾病、丙型肝炎
病毒、儿科用药、疫苗和医疗器械，这些领域有它们的
特殊性和重要性。

1. 艾滋病毒/艾滋病

二十世纪90年代初以来，艾滋病毒/艾滋病的治疗,
包括治疗覆盖面发生了巨大变化。联合国艾滋病毒/
艾滋病联合规划署（艾滋病署）估计，截至2017年
底，75%的艾滋病毒感染者知道自己是艾滋病毒阳
性，其中79%的人正在接受抗逆转录病毒治疗。中低
收入国家对抗逆转录病毒疗法的获取大幅增加，覆盖面
从2000年只有2%的艾滋病毒感染者增加到2018年的
62%(2,300万人）。95虽然新感染和死亡率在下降，但
艾滋病毒感染者的人数却在增加（2017年为3,690万
人)。

覆盖面扩大的主要推动力是社区主导的应对措施，以及
国家和国际捐助者的承诺和抗逆转录病毒药物价格的

下降。2000年以来，常用的一线抗逆转录病毒药物的
价格已实现大幅下降。低收入国家一线方案的年成本从
2000年每人每年治疗约需10,000美元降至2017年一线
方案每患者每年平均价格89美元，降幅超过99%。96二
线方案的价格也显著下降，但仍大大高于一线，2017
年每患者每年平均275美元。97这些降价是由许多因素
造成的，包括：

�� 增加抗逆转录病毒疗法的资金

�� 在印度生产不受产品专利保护的产品

�� 抗逆转录病毒仿制药市场的出现创造了规模经济

�� 由于艾滋病毒/艾滋病活动家的压力，国家和国际两
级有提供治疗的政治意愿

�� 世卫组织标准治疗准则的制定和使用

�� 利用强制许可和政府使用

�� 关键生产国驳回专利申请，使仿制药企业能够参与
竞争

�� 原研产品降价和自愿许可协议，以及不主张权利 
声明

�� 药品专利池（见专栏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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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价格谈判，包括大宗采购商的价格谈判

�� 加强价格、专利和许可信息的提供（见第二章第二
节1(b)(viii)-(ix)和本章第一节4(f))。98

专利对药品获取的影响常常以艾滋病毒/艾滋病疗
法——抗逆转录病毒药物为例。获取艾滋病毒/艾滋病
疗法是一个独特的挑战，因为最早的有效疗法在二十世
纪80年代末才开始提供。在二十一世纪初扩大治疗覆
盖面的重大努力中99，受专利保护的艾滋病毒疗法的高
价对许多中低收入国家获取抗逆转录病毒疗法构成了障
碍（‘t Hoen et al., 2011）。印度制造商一直是廉价仿
制药的重要来源，原因除其他外，是印度直到2005年
才对药物产品授予专利，从而使印度企业能够生产在其
他司法管辖区仍受专利保护的抗逆转录病毒药物的仿制
药。印度企业仍然提供世界上大部分的抗逆转录病毒仿
制药。到2005年，印度专利法根据世贸组织《TRIPS
协定》规定了药物产品专利。这不影响以前已经上市的
抗逆转录病毒仿制药。

药品专利池（见专栏4.24）与一些原研药企业签订了
许可协议，允许其他制药企业生产仿制药，这些药品可
以在许可协议涵盖的所有国家销售。100

如图4.5和4.6所示，目前中低收入国家的多数抗逆转录
病毒药物都是仿制药。

获取低价抗逆转录病毒药物仍然至关重要，各国政府和
捐助机构按照可持续发展目标具体目标3.3的要求，努
力到2030年结束艾滋病流行。低价对于从全球基金资
助过渡到完全本国出资的政府来说也是至关重要的。101

新一代抗逆转录病毒药物，包括世卫组织推荐的一线专
利疗法，仍然存在挑战，特别是对于未列入许可协议 
(见专栏4.24）和已从全球基金资助中过渡出来的中等偏
上收入国家，以及在暴露前预防方面。102在此背景下,
联合国会员国通过2016年《关于艾滋病毒/艾滋病问题
的政治宣言》等方式承诺，在可行的情况下，消除限制

中低收入国家提供负担得起、有效的艾滋病毒预防和治
疗能力的障碍，包括修改国家法律，以便：(i)充分利用
TRIPS灵活性；(ii)促进仿制药竞争以帮助降低成本，鼓
励合法贸易，从而改善获取；以及(iii)鼓励建立伙伴关
系，帮助降低成本，鼓励开发新的艾滋病毒疗法和诊断
法。103

2. 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

联合国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问题机构间协调小组（机
构间协调小组）认为，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相关技术
在获取的所有维度上都存在挑战，包括可获得性、质
量、可负担性、需求和采用，以及供应和交付（IACG, 
2018）。中低收入国家的主要挑战包括缺乏适应需
求的技术、使用伪劣卫生产品、诊断和疫苗的使用有
限、抗生素使用不当、卫生系统能力有限以及替代性
植物保护产品的高成本（见图4.7)。

在全球范围内应对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的关键挑战之一
是，既要确保广泛提供核心抗生素，又要确保良好的受
托管理——即适当使用抗生素，以改善患者结局，并且
最大限度地控制耐药性的发展和蔓延。104

妥善管理抗生素对于遏制耐药性至关重要。目前，抗生
素的获取远远不够；虽然精确数据不多，但据估计，每
年有近600万人死于大多可用现有抗微生物药物治疗的
传染病（Daulaire et al., 2015; Laxminarayan et al., 
2016; IACG, 2019），尽管多数广泛使用的首选和次
选抗微生物药物（“非限制使用”组）都有原研药和仿
制药，而且成本低廉。

此外，由于制造商少，许多抗微生物药物的生产和供
应链都很脆弱。这可能导致世界各地出现短缺，这继
而又导致人类和动物的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风险增加
(Tängdén et al., 2018)。

图4.5：中低收入国家仿制和原研抗逆转录病毒药物的年销售收入

来源：世卫组织分析，基于艾滋病毒、结核病和疟疾全球价格报告机制：www.who.int/hiv/amds/gprm/en/。

www.who.int/hiv/amds/gpr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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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在确保广泛供应和良好受托管理的双重目标之间
取得平衡，世卫组织《基本药物标准清单》采用
了“AWaRe”（字意为“知晓”）框架，将抗菌药物分
为“非限制使用”、“限制使用”和“特殊使用”三组。非
限制使用组包含的抗菌药是严重感染综合征的一线或二
线疗法，该组药物应该随时可以获得、负担得起并且
质量有保障。限制使用组包括被认为具有较高耐药性
风险的抗菌药，但仍被推荐用于少数适应症的二线治
疗。特殊使用组包括应留作最后手段的抗菌药（WHO, 
2017f)。

为资助和开发新的抗菌疗法提供创新模式的倡议,如
GARDP和CARB-X(见专栏3.7),将同时确保获取、受托
管理责任和创新的关切纳入其业务模式（见第二章第一
节5)。GARDP正在将获取考量纳入整个研发价值链,而
CARB-X则在其与受赠方的合同中加入旨在为最终开发
的抗菌剂保障获取和良好受托管理的条款。105

3. 结核病

2007年以来，结核病一直是单一感染源致死的首要原
因，尽管在全球范围内，新发结核病病例数每年下降
约2%。结核病死亡人数已从2000年的每年180万下降
到2018年的150万（其中艾滋病毒阴性者124万，艾滋
病毒阳性者22万）（WHO, 2019c）。结核病的治疗
覆盖面从2000年的35%提高到2018年的69%（WHO, 
2019c）。多数结核病病例可以用几十年来一直都有的
药物成功治疗，而且成本低廉（WHO, 2019c）。然

而，2018年估计有484,000例新发结核病病例至少对
两种最强大的一线药物，即利福平和异烟肼有耐药性
(WHO, 2019c）（另见第二章第一节5、第三章第三节
2和第四章第二节2关于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的一般性
讨论）。这些病例称为耐多药结核病，比其他结核病更
难治疗——需要的治疗时间长得多，需要的药物具有听
力损失等严重副作用，产生的费用高得多，生存率更低
(WHO, 2016c, 2019c）。尽管数据有限，但在高负担
国家，耐多药结核病病例在所有结核病病例中的比例有
轻微增加的趋势，耐多药结核病负担要么增速高于每个
国家的总体结核病负担，要么下降速度慢于总体负担
(WHO, 2016c, 2019c)。

目前，全世界、多数世卫组织区域和许多结核病负担重
的国家，都无法按期实现“终止结核病战略”的2020年阶
段性目标，即与2015年的水平相比，结核病死亡绝对人
数减少35%，结核病发病率降低20%（WHO, 2019c)。

一个挑战是检测和诊断方面的巨大差距。尽管已经制定
了政策，要求将结核病病例通报给国家当局，但2018
年估计的1,000万结核病新发病例中，报告的只有 
700万。这一差距代表了检测到的病例报告不足和 
诊断不足两种情况（两种情况下人们都无法获得卫生
保健，或者获得卫生保健后未被诊断出来）（WHO, 
2016c, 2019c)。

结核病的一个关键重点是开发新的、更好的药物和治
疗方案，并使所有药物得到普及。在研发方面，结核
病被认为是一种被忽视的疾病，相对于疾病负担和抗

图4.6：中低收入国家仿制和原研抗逆转录病毒药物的年销售量

来源：世卫组织分析，基于艾滋病毒、结核病和疟疾全球价格报告机制：www.who.int/hiv/amds/gprm/en/。

专栏4.12：结核病创新药物基金会（iM4TB）

iM4TB基金会是2014年由瑞士洛桑联邦理工学院创建的。该基金会开展临床试验，进一步开发一种新的抗生素
PBTZ169（macozinone）。该药已显示出能缩短疗程，对耐药结核菌有很好的效果。2014年在美国获得专利
授权，2015年在欧专局、欧亚专利组织和中国申请了专利。随后，iM4TB基金会与一家制药公司达成了范围广
泛的合作协议。据悉，这得益于基金会的专利组合和产生的研发数据。两者都引发了制药公司投资该项目和参
与新疗法研发的兴趣。据报道，知识产权以这种方式帮助确保了投资回报，并促进了项目的进展。106该化合物
的测试于2019年3月进入Ib期试验。107

www.who.int/hiv/amds/gpr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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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性菌株的挑战，研究投资严重不足。据报道，正如
结核病创新药物（iM4TB）项目所显示的那样，要开
发治疗耐多药结核病的新药，专利可以成为获得必要
投资的重要工具（见专栏4.12)。

2012年、2014年和2019年，分别批准了用于治疗耐
药结核病的三种新药——贝达喹啉、德拉马尼和普托马
尼。108这是近50年来批准的第一批具有新作用机制的结
核病新疗法（Brigden et al., 2015）。贝达喹啉现在是
耐多药结核病的推荐疗法之一（WHO, 2018f）。普托马
尼由产品开发伙伴关系结核病联盟开发（见专栏3.12)。

原研方于2013年推出了贝达喹啉，采用分级定价结
构，高收入国家每疗程的目录价格为30,000美元，中
等收入国家3,000美元，低收入国家900美元（WHO, 
2015c）。2015年4月，原研方开始了贝达喹啉的捐赠
计划，该计划一直持续到2019年3月。109德拉马尼在
推出时对发展中国家的价格是1,700美元110，原研方也
宣布了该药品的捐赠计划111。贝达喹啉方面，原研方
2018年与南非政府议定了每疗程400美元的价格。它
已将这一价格扩大到130多个有资格通过全球药物基金
购买药品的中低收入国家和非政府组织。112

这些新疗法的推广一直很慢，原因有很多，包括临床数
据有限、缺少国家注册、价格昂贵以及新治疗指南的实
施滞后等（Masini et al., 2018）。

对于贝达喹啉和德拉马尼，原研方与具有当地/区域专
长的制造商签订了针对某些中低收入国家的独占许可协
议113，但没有向药品专利池许可这些疗法。

4. 非传染性疾病

2016年，非传染性疾病占死亡人数的71%，其中近
80%发生在中低收入国家。114非传染性疾病是除撒哈
拉以南非洲以外世界所有区域最常见的死亡原因。115

按世卫组织的预测，如果“一切照旧”，到2030年，每
年死于非传染性疾病的总人数将增加到5,500万 (WHO, 
2013a）。《2013-2020年预防和控制非传染性疾病
全球行动计划》包括一个目标，即“在80%的公立和私
营医疗卫生机构，可提供经济可负担的，治疗主要非传
染性疾病所需的基本技术和基本药物，包括非专利药
物”。116

慢性病的治疗给家庭预算带来巨大和持续的经济压力,
往往需要灾难性的卫生支出，从而将家庭推到贫困线以
下（Niëns et al., 2010; Jaspers et al., 2015)。

对所有国家来说，不采取行动的代价远远超过对非传
染性疾病采取行动的代价。世卫组织估计，为防治非
传染性疾病而采取的成本效益很高的全民和个体干预
措施的总成本，将占低收入国家目前卫生支出的4%,
中等偏下收入国家的2%，中等偏上和高收入国家的不
到1%（WHO, 2013a）。这些极具成本效益的干预 
措施包括减少烟草和酒精使用、改进饮食和身体活
动、为发生过心脏病发作或脑卒中的人或者有此种高
风险的人提供关键药物，以及提供乙肝免疫接种和宫
颈癌筛查等。117

图4.7：中低收入国家在获取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相关技术方面的挑战

来源：“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投资于创新和研究，促进研发和获取”，机构间协调小组讨论文件，2018年6月，可见：https://www.who.int/
antimicrobial-resistance/interagency-coordination-group/IACG_AMR_Invest_innovation_research_boost_RD_and_access_110618.
pdf?ua=1。

https://www.who.int/antimicrobial-resistance/interagency-coordination-group/IACG_AMR_Invest_innovation_research_boost_RD_and_access_110618.pdf?ua=1
https://www.who.int/antimicrobial-resistance/interagency-coordination-group/IACG_AMR_Invest_innovation_research_boost_RD_and_access_110618.pdf?ua=1
https://www.who.int/antimicrobial-resistance/interagency-coordination-group/IACG_AMR_Invest_innovation_research_boost_RD_and_access_110618.pdf?u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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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 医疗技术：获取维度

人口和流行病学的转变使人们把重点放在治疗非传染性
疾病所需医疗技术的获取上。在获取慢性病原研药和仿
制药两方面仍存在重大差距。122一项研究比较了40个
发展中国家30种急慢性病用药的平均可获得性，发现
在公共和私营部门设施中，慢性病用药的可获得性均
低于急性病（Cameron et al., 2011）。公共部门基本 
药物可获得性低的原因往往是缺少公共资源或预算不
足、价格高、药品可获得性低、需求预测不准以及采
购和分配效率低下。123柳叶刀基本药物政策委员会发
现：“当药物必须持续服用时，例如用于治疗慢性传染
病或非传染病管理时，可负担性尤其成问题。”（Wirtz 
et al., 2017)。

世卫组织定期对各国进行调查，评估应对非传染性疾病
的能力。2017年，所有194个世卫组织成员国都作出
了答复，多数国家报告说，在公共卫生部门的初级保健
设施中普遍拥有用于筛查、诊断和监测非传染性疾病的
基本技术（WHO, 2018b）。多数国家答复说，公共 
卫生部门普遍有管理四种主要非传染性疾病的基本药
物。最易获得的药品是噻嗪类利尿剂（用于治疗高血
压)，90%的国家都有，以及阿司匹林（用于预防心脏
病发作和脑卒中），88%的国家都有。然而，类固醇
吸入剂（用于治疗哮喘和慢性阻塞性肺病）只在6%
的低收入国家和35%的中低收入国家公共部门普遍可
得，胰岛素只在39%的低收入国家和51%的中低收入

国家普遍可得。调查中发现可获得性最低的是口服吗啡
(一种关键的姑息治疗药物），在所有收入类别的国家
中只有32%可得（WHO, 2018b)。

非传染性疾病的多数基本疗法都是无专利和低成本药
物 (NCD Alliance, 2011; Mackey and Liang, 2012)。 
另一方面，在世卫组织基本药物清单的最近几次修订
中，增加了一些有专利的非传染性疾病药物，其中包括
治疗白血病的伊马替尼、达沙替尼、尼洛替尼和利妥昔
单抗，治疗乳腺癌的曲妥珠单抗，治疗湿性老年性黄斑
变性（一种致盲原因）的贝伐珠单抗，治疗前列腺癌的
阿比特龙，治疗某些自身免疫性障碍的阿达木单抗，治
疗某些心血管疾病的达比加群，治疗肺癌的厄洛替尼,治
疗多发性骨髓瘤的来那度胺和治疗转移性黑色素瘤的纳
武利尤单抗。124世卫组织2019年关于癌症药物定价及
其影响的研究报告摘要见专栏4.13。专栏4.14讨论了获
取胰岛素的例子。

各国政府正在采取一系列措施，限制非传染性疾病的
行为风险因素，如烟草消费、缺乏身体活动、不健 
康饮食和有害使用酒精，这些措施可能与贸易政策有
关。例如，对食品饮料的标签要求使消费者了解非传染
性疾病的风险因素，以及这些产品配方的管理措施，都
与世贸组织《技术性贸易壁垒协定》有关（见第二章第
二节3(b)(ii)）。卫生官员和贸易官员在国家一级的有效

专栏4.13：世卫组织《癌症药物的定价及其影响》（2019年）118

全球癌症药物支出正在迅速增加，2012-2016年期间每年增长5%-9%，这些增长超过了新发癌症病例数和卫
生总支出的增长。119

世卫组织2019年的报告援引2015年的一项调查，发现在中低收入国家中，纳入2015年基本药物清单的癌症药
物中，32%只有在患者支付了药品全额费用时才能获得，5%根本无法获得；在低收入国家，这些比例分别是
58%和8%。调查发现，高收入和中等偏上收入国家最常提到的获取障碍是预算限制，中等偏下收入和低收入
国家是缺少供应商或缺少商业动机（Cherny, Sullivan et al., 2017)。

在许多情况下，即使是高收入国家的卫生保健系统也无法提供负担得起的癌症药物普遍获取，因为在许多情况
下，癌症原研药的价格很高（Cherny, Sullivan et al., 2016)。例如，联合王国的卫生保健费用监管机构国家卫
生与临床技术优化研究所近年来拒绝了治疗乳腺癌的恩美曲妥珠单抗和哌柏西利（后来经折扣后批准），以及
治疗淋巴瘤的替萨根微核-T，主要原因是费用问题。120

除了一些重要的例外，许多较新的癌症药物提供的临床效益有限（如生存率小幅改善或没有改善），往往有增
加毒性的风险（Cherny, Dafni et al., 2017; Davis et al., 2017)。尽管如此，癌症药物研发投资有很高的投资
回报率（Tay-Teo et al., 2019)。世卫组织的结论是，目前管理癌症药物价格的方法是不够的，没有产生符合
卫生政策和预算目标的结果。

为改善癌症药物的可及性和可负担性，世卫组织的报告建议了一些政策选择，可以概括为：加强定价政策，提
高癌症药物的采购效率，提高定价和研发成本的透明度，促进跨部门和跨境合作，管理需求侧因素（如限制药
物推广)，以及重新调整研发激励措施（另见第三章第二节5)。

癌症药物管线的变化也可能转化为新的获取障碍。许多新的癌症药物都是生物治疗产品，其仿制药竞争通常要
晚于小分子疗法（见第二章第一节6(d))。此外，许多新的癌症药物被批准用于基于分子定义的癌症亚型适应
症，例如HER2阳性乳腺癌亚型。在这些情况下，专门的诊断技术是使用药物的先决条件，但在资源有限的环境
中往往无法获得。

越来越多的肿瘤新药被批准为“孤儿药”（见第三章第二节6)。具有孤儿称号的药物是用于罕见适应症（即罕见
疾病或较常见疾病的罕见亚型）的药物。获批的具有孤儿称号的新药比例不断增加，在肿瘤学领域尤其引人注
目：2018年获批的18个肿瘤适应症新药中，有14个具有孤儿称号。121孤儿药的价格高于其他原研药，部分原
因是患者群体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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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调，对于确保这些措施在贸易和卫生优先事项方面取
得一致十分重要。

5. 丙型肝炎病毒

2015年全球慢性丙型肝炎病毒感染患病人数估计为
7,100万，2015年全世界估计有175万新感染发生
(WHO, 2017c)。世卫组织各区域中丙肝病毒感染率最
高的是东地中海区域和欧洲区域(WHO, 2017c)。丙肝 
病毒导致的死亡人数正在上升，2015年为134万。只 
有20%的丙肝病毒感染者被诊断出来，其中7%已经开
始治疗(WHO, 2017c)。2015年，丙肝病毒新感染的
主要原因是不安全的卫生保健程序和注射毒品（WHO, 
2017c)。不安全的注射已明显减少，但在一些地区,针
头和注射器经常被重复使用（WHO, 2017c)。

过去十年中，丙型肝炎的治疗经历了一场革命。新的
直接抗病毒药物，如2013年在美国、2014年在欧盟
获批的索磷布韦130，为90%以上的慢性丙肝病毒感染
提供了治愈的机会。在直接抗病毒药物开发之前,治愈
率为40%-70%，且治疗方法有严重的不良反应。131

直接抗病毒药物获批后不久，许多被加入基本药物清
单和世卫组织治疗指南（WHO, 2018d），其中推荐
三种不同的替代治疗组合，由两家不同的原研公司销
售。132美国和欧洲的高上市价格引发了一场激烈的辩
论。2016年的一项分析发现，当时占主导地位的直接
抗病毒药物组合——索磷布韦/来迪派韦疗法，对多
数经合组织国家来说是无法负担的，其成本相当于波
兰、斯洛伐克、土耳其和葡萄牙两年多的年平均工资
(Iyengar et al., 2016）。这些新疗法以非常高的价格
进入市场。由于价格高，治疗一直无法获得、被实行

配给或者延迟。例如，2018年的一项研究发现，22个
欧洲国家根据疾病阶段对直接抗病毒药物报销进行了
限制。133瑞士与联合王国一样，治疗最初仅限于严重
肝损伤患者，尽管轻度肝损伤或无肝损伤患者可受益
于早期治疗。134

在美国，索磷布韦的高价上市导致国会对其定价和营销
进行了调查。调查发现，原研公司的定价方案是为了获
得最大收入，没有证据表明原研公司在为索磷布韦获得
权利和开发方面的成本是定价的因素。135

这些高效疗法难以获取，原研公司、政府、权益团 
体和患者为此采取了一系列应对措施：新型定价协
议、自愿许可、强制许可、专利异议和买家俱乐部 
(见专栏4.15)。

使用最广的直接抗病毒药物索磷布韦的专利持有公司
于2014年首次与印度仿制药企业签署了自愿许可协议,
涵盖了四种关键的直接抗病毒药物（索磷布韦、来迪
派韦、维帕他韦和伏西瑞韦），并允许向100多个国家
供应。136协议还允许被许可制造商将这些直接抗病毒
药物供应给未列入许可地域但已发出强制许可的任何国
家。马来西亚政府于2017年发放了索磷布韦的强制许可 
(见专栏4.21）。大约同时，专利权人将其自愿许可计
划扩大到白俄罗斯、马来西亚、泰国和乌克兰（WHO, 
2018e）。四种直接抗病毒药物已许可给药品专利池:达
拉他韦（可与索磷布韦联合使用）、格卡瑞韦/哌仑他
韦和拉维达韦。137

在巴西，卫生部在与原研药厂谈判降价的同时，对直接
抗病毒药物的获取机会进行配给。由于某些专利权利要
求被驳回、其他专利待决，巴西最终获得了比美国目录

专栏4.14：胰岛素的获取

胰岛素是糖尿病治疗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1型糖尿病患者（约占糖尿病总负担的5%）每天依靠胰岛素生
存。1922年，多伦多大学发现胰岛素是1型糖尿病的一种维持生命疗法（Rosenfeld, 2002）。多伦多大学对胰
岛素专利采取了非独占许可策略，目的是确保产品的获取（见专栏3.1）。虽然治疗性胰岛素最初是从牛和猪的
胰腺中提纯制造的，但在二十世纪80年代，分子生物学的进步实现了用基因工程微生物制造胰岛素。

2016年的一项调查发现，在大约70-90%的中等收入国家（取决于胰岛素的类型）和40%的低收入国家，四分
之三以上的时间可以获得胰岛素。125

胰岛素的获取问题是众多因素导致的。价格是其中之一，特别是当患者需要自费时。胰岛素市场的竞争并不激
烈，就量而言，三个制造商控制了全球胰岛素市场的96%（Beran et al., 2016)。

虽然最广泛使用的胰岛素上的几乎所有化合物专利都已过期，但胰岛素给药装置的专利仍然有效（另见专栏
3.14）（Kaplan and Beall, 2016; Luo and Kesselheim, 2015; Beall et al., 2016; Beran et al., 2016）。最
广泛使用的给药装置包括预充笔和可重复使用的笔，其中含有胰岛素的笔芯可以更换。胰岛素自我给药的旧方
法是用普通的一次性注射器，从小瓶中抽取胰岛素然后注射。新的给药装置提供了一种替代方法。这些装置比
药瓶加注射器的方法更易使用，有更细的特制针头，减轻注射的痛苦，被认为提高了患者的依从性。笔式装置
中的胰岛素比瓶装胰岛素贵得多。126在欧洲，使用胰岛素的人中有近90%使用笔式装置，日本为95%。127笔
式装置在中低收入国家的使用要少得多：2016年的一项调查发现，在67%的中等收入国家和25%的低收入国
家，四分之三以上的时间可以获得胰岛素笔（International Diabetes Federation, 2016)。

胰岛素是生物治疗产品，将类似生物治疗产品推向市场的一般挑战也适用（见第二章第一节6(d)）。最后，胰
岛素类似物——对蛋白质结构进行小幅修改的新版胰岛素——已占据高收入市场，在中低收入国家市场的份额
也越来越大（Beran et al., 2016）。这些胰岛素比旧版（普通）胰岛素更贵。1282014年欧盟、2015年美国分
别批准了胰岛素类似物的首批类似生物治疗产品版本。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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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4.15：买家俱乐部

买家俱乐部是协助患者从海外购买低价药品的组织。买家俱乐部可以提供法律、实务和药理方面的建议。

例如，丙型肝炎药物买家俱乐部FixHepC推荐其认为可信的在线药店，管理运输过程，并在产品样本到达后提
供质量检测。138FixHepC让买家参加临床试验，称这为他们提供了一定程度的法律保护。139另一个例子是联合
王国的囊性纤维化买家俱乐部，它提供囊性纤维化仿制药供应商的联系信息。140

虽然买家俱乐部的做法可能各不相同，但在上述两个例子中，个别进口的药品是由病人自己订购的，数量仅够
患者自己治疗。买家俱乐部还可能为进口未经患者居住国批准的仿制药提供便利；在这种情况下，患者将面临
产品不是优质药品的风险。一些买家俱乐部可以对这种仿制药进行批量检验。

在二十世纪90年代末和二十一世纪初的艾滋病危机期间，美国和泰国等地成立了买家俱乐部。141除了丙型肝
炎买家俱乐部外，最近还成立了艾滋病毒暴露前预防（见第二节1）、癌症药物和多发性硬化症药物买家俱乐
部。142

价格低90%的降价，但卫生部还采购了由一个公私伙伴
关系开发的仿制药（da Fonseca et al., 2019)。

澳大利亚与索磷布韦和其他关键直接抗病毒药物的专利
权人谈判达成了一项协议，政府将在五年内支付约10
亿澳元，以获得无限量的治疗——有时称为“订阅”模
式。这种方式使价格与数量脱钩。这种方法的一个主要
优势是能激励治疗最多的病人，因为每个病人的支出会
减少。根据文和埃里克森2019年的研究，基于澳大利
亚政府对接受治疗患者数量的预测，这笔一次性付款在
每个患者的水平上，相当于美国目录价格近90%的折
扣。据报道，路易斯安那州正在探索类似的模式(Moon 
and Erickson, 2019)。

世卫组织早期的专利分析显示，关键直接抗病毒药物
在某些国家没有专利申请或专利授权，这使当地生产
成为可能（WHO, 2016d）。两个例子是埃及和巴基
斯坦，当地仿制药公司生产索磷布韦；在2016年开始
直接抗病毒药物治疗的总人数中，这两个国家占一半
以上（WHO, 2018e）。民间社会组织提出的专利异
议使索磷布韦的一些关键专利申请在巴西、中国、埃
及和乌克兰被驳回。仿制药已经进入巴西、埃及和乌
克兰市场（见第二章第二节1(c)）。143在中国，有三
家制造商向国家药品监管部门提交了索磷布韦的仿制
药申请。144民间社会反对欧专局授予专利，该局已裁
定维持索磷布韦被异议的一项专利，但为缩减的形式 
(裁定已上诉)。145

直接抗病毒药物市场的另一个方面是，不同原研公司销
售的各种受专利保护的直接抗病毒药物组合物之间存在
竞争，导致价格下降。146

在多数中低收入国家，现在可以从仿制药制造商以相对
低价获得直接抗病毒药物；估计60%的丙肝病毒感染者
生活在可以买到直接抗病毒仿制药的国家。即使在可以
获得直接抗病毒仿制药的地方，扩大丙型肝炎的治疗范
围仍然面临许多挑战，这是因为还存在其他多种规划方
面的挑战：例如，筛查和诊断服务覆盖率仍然很低——
全球有80%的病例仍然没有得到诊断，而且在许多国
家，丙型肝炎的确诊检测仍然非常昂贵。总的来说，需
要各国政府采取更有力的应对，制定国家治疗计划、调
动资源和采取监管行动，以改善治疗的可及性（WHO, 
2018e）。在新型、高效的丙型肝炎疗法方面的经验,表
明可以如何利用专利法和许可来促进实现治疗的普及。

6. 儿科用药

许多药物尚未开发儿科配方(Ivanovska et al., 2014)。世 
卫组织与合作伙伴一起确认了需要开发儿科配方的优先
药物，包括艾滋病毒、结核病和新生儿护理用药。147

在许多中低收入国家，儿科用药的可获得性很低。一
项研究发现，在14个非洲国家，一种儿科配方可以在
28-48%的初级卫生保健诊所获得。零售或私营药店的
可获得性往往较高，在38%至63%之间（Robertson 
et al., 2009)。

儿科用药研究不足的原因有很多。儿科用药的市场往
往比成人配方的市场更加分散。造成这种分散的原因
包括：儿童用药的剂量必须根据体重来确定。此外,
儿科用药必须有灵活的剂型，口味宜人，便于儿童吞
服。148 为了鼓励制药公司开发新的儿科配方，包括欧
洲和美国在内的一些区域实行了儿科专利期延长或市场
排他期，在开发出儿科配方时为产品提供额外的市场排
他期。

由于儿科配方是一个小众市场，在经济上可能没有吸引
力，改善获取需要公私部门之间的广泛合作。国际上为
改善儿科用药供应所做的一项努力是国际药品采购机制
在儿科抗反转录病毒药物领域的工作。国际药品采购机
制与克林顿基金会合作，为大规模购买儿科抗逆转录病
毒药物提供了可预测的资金，为儿科抗逆转录病毒药物
的生产者提供了激励。149通过这些努力，供应商的数量
得以增加，儿童用优质艾滋病药物的价格得以下降。150

2013年，在世卫组织的协调下，建立了一系列工作
流，汇集了多个合作伙伴——包括资助方、实施组织和
研究组织——以更好地满足儿科抗逆转录病毒药物市场
的各种需求。这些合作工作流为开发新的儿科抗逆转录
病毒药物配方确定了优先事项，为这些药物某些类型的
儿童临床研究提供了技术指导，制定了标准的儿科抗逆
转录病毒药物处方集以实现对儿童的最佳治疗，并为约
70个中低收入国家的计划协调了儿科抗逆转录病毒药
物采购（Penazzato et al., 2018）。为了将这些工作
流整合在一起，并在这些合作的基础上继续工作，多个
利益攸关方于2018年启动了全球儿科制剂加速器，涵
盖了儿科配方开发从确定优先级到开发和交付的整个生
命周期。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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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4.16：全球疫苗免疫联盟

全球疫苗免疫联盟是一个公私伙伴关系，资助生活在
世界最贫穷国家的儿童获得新的和未被充分利用的疫
苗。截至2018年底，联盟已通过常规支持为6.9亿多
儿童的免疫接种作出了贡献，并在全球范围内为7.7
亿多人开展了疫苗接种活动，从长远来看挽救了一千
多万人的生命（Gavi, 2019)。

从2000年启动到2018年底，捐助方已向联盟捐款
170亿美元。154联盟还为加强国家卫生系统和民间社
会组织提供支持，以改善对符合联盟资助条件的发展
中国家的疫苗供应（2018年有47个符合条件的国家,
定义为过去三年人均国民总收入等于或低于1,580美
元)。155

7. 疫苗

国家免疫接种计划是预防疾病和传染病传播的一个非
常有效的公共卫生手段，而且就公共卫生成果而言,这
些计划几乎总是具有成本效益（WHO, 2011a）。通
过接种现有疫苗和在免疫接种计划中引入新疫苗来保
护更多儿童，是对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包括目标3 
“到2030年，消除新生儿和5岁以下儿童可预防的死
亡”的重要贡献。

全球疫苗行动计划概述了全球使用疫苗的优先次序和
目标，涵盖2011-2020十年。虽然该战略设定的许
多目标尚未实现，包括消除脊髓灰质炎，但过去十
年中，新疫苗的开发、引进和使用取得了重大进展
(WHO, 2018d）。为了在2030年之前实现可持续发展
目标，提高疫苗接种覆盖率，减少不公平，世卫组织
正在制定2020年后免疫接种议程。152

疫苗的可及程度随疾病领域不同而存在不同。2018
年，全球86%的儿童接种了三剂完整的白喉-破伤风-
百日咳疫苗（DTP3），同样比例的儿童接种了最后
一剂脊髓灰质炎疫苗，而纳入扩大免疫规划的其他疫
苗覆盖率较低：含麻疹疫苗首剂接种率为86%，但最
后一剂接种率为69%；肺炎球菌疫苗最后一剂接种率
仅为47%；轮状病毒疫苗最后一剂接种率为35%。截 
至2018年底，已有90个国家引进了人乳头状瘤病毒
(HPV）疫苗，全球覆盖率从2010年的3%上升到2018
年的12%。153全球疫苗免疫联盟的工作为发展中国家
儿童的免疫接种作出了巨大贡献(见专栏4.16)。

虽然世卫组织建议的大多数常规免疫接种是针对婴 
儿、儿童和青少年的，但针对成人的疫苗也在公共卫生
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例如季节性流感疫苗。

疫苗在应对疫情和确保国家卫生安全方面也发挥着越来
越关键的作用。2014年和2015年埃博拉疫情的医疗对
策主要是通过使用实验性疫苗来推动的。

疫苗接种成功故事的一个重大挑战是儿童标准免疫接种
计划的费用不断上升。从2001年到2014年，世卫组织

的免疫接种计划从涵盖6种疾病增加到12种疾病，如果
使用全球疫苗免疫联盟/儿基会提供的最低价格疫苗,成
本增加68倍。推动这一增长的疫苗包括B型流感嗜血杆
菌（Hib）、肺炎球菌（PCV）、轮状病毒和人乳头状
瘤病毒疫苗。156此外，许多中等收入国家不符合全球疫
苗免疫联盟的资格，或将很快“毕业”，超出资格范围,这
意味着国家预算的疫苗接种成本增加。157人乳头状瘤病
毒、轮状病毒和肺炎球菌病等新疫苗的覆盖面存在重大
差距。这些疫苗仍然相对昂贵，部分原因是生产商数量
有限。158

进入疫苗市场存在诸多壁垒，可能是导致竞争者少的原
因。首先，疫苗生产很复杂。疫苗是生物制品，因此与
生物制品开发和制造有关的许多挑战也适用于疫苗（见
第二章第一节6(d)）。与药品生产相比，疫苗生产被认
为更依赖技术诀窍，而且一般来说每种疫苗都要建立专
门的生产设施。159这些因素导致大流行性流感疫苗的制
造商数量有限（见第三章第二节4(e)(ii)和第五节），解
释了为什么发展中国家季节性流感疫苗的市场有限。160

尽管如此，知识产权也可能对疫苗生产的竞争构成障
碍。例如，疫苗所用的病毒遗传密码专利（如人乳头
状瘤病毒DNA专利）和方法技术专利（如结合技术(增
强疫苗免疫反应的方法）专利，这是肺炎球菌结合疫
苗（PCV）的关键）可能对潜在的竞争制造商构成障
碍。161另一方面，许可有助于推动候选疫苗的开发。只
有受知识产权保护的技术才能许可。162例如，针对埃博
拉扎伊尔型、埃博拉苏丹型和马尔堡病毒，一家拥有候
选疫苗专利的制药公司与一家疫苗研究所签订了独占许
可协议，将某些专利权转让给该研究所。在这种合作关
系的基础上，疫苗研究所宣布打算继续开发疫苗并寻求
监管审批。163此外，知识产权管理战略可以支持研究和
获取战略的实施，包括伦理原则（见专栏3.1和本章第
三节3(b)-(c))。

在大流行性流感领域，产权组织2007年应世卫组织要
求编写的一份工作文件164发现，对H1N5病毒DNA本身
提出权利要求的专利相对较少，但用途权利要求更为普
遍。产权组织2011年也是应世卫组织要求编写的一份报
告165没有发现包括对病毒或病毒衍生物提出权利要求的
专利文献。

无国界医生组织在印度和大韩民国对PCV-13专利提出
法律挑战，以期让潜在竞争者更负担得起的版本进入
市场。1662019年12月，印度的专利异议程序正在进行
中。大韩民国的专利得到最高法院的支持，导致一家已
经完成竞争版本III期开发的当地制造商停止了商业化的
准备工作（MSF, 2018）。目前还不能断言这些专利异
议对获取的影响。

除了疫苗的价格和供应外，在提高免疫接种覆盖面方面
还有许多其他重大挑战，如难以接触到边远地区的人
口、卫生和后勤支持系统薄弱、对疫苗的重要性缺乏了
解，以及在某些情况下，对疫苗的安全性存在误解，特
别是在较贫穷的人口中（WHO, 2018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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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医疗器械

医疗器械在预防、诊断、治疗和管理疾病方面不可或
缺。医疗器械包括众多产品，包括：长期使用的医疗设
备，如成像和放射设备；手术器械；体外诊断用品;一
次性器械，如注射器和支架；植入式器械，如髋关节假
体；试剂；以及消毒设备。因此，在获取考量方面,很
难对所有医疗器械一概而论。确保提供适当、负担得
起、可及和安全的优质医疗器械，仍是世界许多地方卫
生系统的一大挑战。

医疗器械的最佳使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个正常运作
的卫生系统，包括必要的人力资源。还取决于报销筹资
系统和可用的基础设施。最后，多数医疗器械需要消耗
性投入，如电力或耗材。如果没有这种投入，即使有器
械也无法使用。

随着“基本”药物概念的成熟，人们开始讨论将该框架
应用于其他医疗技术。这些器械的有效性可能取决于特
定区域的护理水平、基础设施和流行病学。

关于医疗器械的获取问题，发表过的研究几乎没有。与
药品相比，医疗器械优先/必要/参考清单的实施由于缺
乏类似的“仿制品”而变得复杂——医疗器械并不遵循
参比（原研）产品和等效仿制产品的相同监管概念，这
使政策制定者更难确定选择、采购和使用哪些设备。为
进行招标，需要制定技术规格，而在授予合同后，需要
进行采购、供应、技术安装和培训。在此之后，必须确
保消耗品和电源的供应。

世卫组织正在开发新的评估和准备情况工具，为卫生保
健设施、保健中心和医院监测医疗器械的可获得性和
功能。167这些工具将支持监测进展情况，例如世卫组 

织《预防和控制非传染性疾病全球行动计划》的进展,
其中包括到2020年实现治疗非传染性疾病所需基本技
术80%可用性的目标。168

器械通常受不同专利的保护。例如，血糖仪——许多糖
尿病患者日常使用的类型——的专利可能涉及用户界
面、软件、电池、存储器、电源管理系统、集成电路和
无线或互联网连接性。

知识产权及其管理对产品生命周期的各个阶段都很重
要。例如，研发和营销阶段往往依赖于不公开协议、专
利、外观设计、商标和版权保护。比如，分子诊断受到
基础技术专利的保护，如核酸扩增试验技术，这些技术
除其他外，是丙型肝炎、艾滋病毒、疟疾、耐多药结核
病和某些癌症检验的基础。169

在丙型肝炎方面，据报告，一家公司所拥有的丙肝病毒
专利组合，使任何开发丙肝疗法或诊断设备的竞争者
都需要获得这些专利的许可（Driehaus, 2012）。在
一些情况中，这些专利的持有人提供了非独占许可，使
其能够从使用费中获得收入，促进竞争，使制药企业对
丙肝病毒进行进一步研发。在另一些情况中，由于无法
达成许可协议，据报道延误了疗法和诊断设备的开发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2003)。

霍格思等人（2012年）描述了HPV（宫颈癌主要病
因）诊断方法的一家制造商如何通过赢得一系列针对
竞争对手的知识产权侵权诉讼来保护其HPV检测在美
国的市场支配地位（Hogarth et al., 2012; Hopkins 
and Hogarth, 2012）。摩洛哥抗击艾滋病协会2018
年的一份报告研究了评估摩洛哥丙肝病例纤维化（肝脏
疤痕）程度用设备的获取问题（Association de lutte 
contra le SIDA, 2018)。



178

促进医疗技术获取和创新

第三节	与知识产权有关的获取决定因素

要点

•• 受保护产品或技术的获取，没有单一的决定因素。知识产权对医疗技术获取的影响取决于国家如何规管和
权利人如何管理。

•• 当前的国际知识产权制度规定各国有责任在设计国内知识产权制度时遵守国际协定，同时考虑不同的因
素，如社会、经济、发展和其他目标的阶段，包括在公共卫生领域。然而，这些灵活性在国内法中的实施
和运用有其自身的复杂性。

•• 可专利主题的定义和可专利性的排除，以及可专利性标准及其在实践中的应用，可能对卫生技术的获取产
生很大影响。

•• 实质审查和复审程序有助于确保专利的质量，解决错误授予专利的问题。这对仿制药生产商进入市场有影响。

•• 监管审查例外允许潜在竞争者为获得未来仿制产品上市许可的目的，在专利期内不经专利所有人同意使用
专利发明。这有助于仿制药在专利期满后及时进入市场。

•• 世贸组织成员可自由决定授予强制许可的理由。这些理由可以包括一般性公共利益，不限于公共卫生紧急
情况。

•• 强制许可和政府使用授权曾被用于进口便宜的仿制药或进行当地生产，并被用于纠正反竞争行为。

•• 2003年，为改善药品获取，实行了特别强制许可制度，为向当地产能不足、需要进口药品的国家出口强制
许可的专利药品扫除了法律障碍。这导致2017年对《TRIPS协定》进行了修正。

•• 作为企业社会责任方案的一部分，企业越来越多地与仿制药制造商达成自愿许可协议，规定有利于获取的
条款和条件。2010年建立的药品专利池加强了这一趋势。少数公益性研究机构已实行了社会责任许可政
策，目的是确保最终产品在资源匮乏的环境中也能获得。

•• 《多哈宣言》澄清，世贸组织成员可以自由决定其用尽制度。用尽制度的选择是影响是否可以进行平行进
口的因素之一。

•• 一些国家规定，对于在专利授权程序中遇到的延迟，或者获得监管审批所花费的时间，可以根据请求，通
过延长专利期的法定机制或类似工具对专利权人进行补偿。

•• 《TRIPS协定》包括全面的标准，使知识产权人能够行使其权利。这些标准可能对公共卫生产生影响，特
别是在药品跨境交易时。这些标准有助于防止假冒卫生技术进入市场，同时确保合法产品、包括仿制药的
自由贸易不受法律障碍的影响。

•• 自由贸易协定和国际投资协定中的某些条款与卫生技术部门有关。自贸协定中影响制药部门的最常见知识
产权条款是：可专利性标准的定义；专利期延长和类似工具；监管排他性；监管审批与专利的链接；以及
知识产权执法，特别是在边境措施的范围方面。过去十年中，许多自贸协定还重申了《多哈宣言》，特别
是缔约方采取措施保护公共健康的权利。

本节的重点是改善获取方面与知识产权有关的决定因
素。本节以第二章第二节1讨论的知识产权制度和政策
概述为基础，重点讨论对医疗技术获取的影响。与之对
照，第三章第四节从创新的角度考虑知识产权制度。

知识产权法及其实际实施与技术的获取之间存在着复杂
的互动关系。例如，一个医疗产品成品通常由许多投入
和创新组成，其中一些可能受知识产权保护，而这些知
识产权可能由不同当事人持有。受保护产品或技术的获
取，没有单一的决定因素。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根
据适用的国家法律，知识产权的获取、维持和执行是如
何规管的；这些法律在实践中是如何适用的；在哪里申
请知识产权；知识产权的行使时间有多长；谁持有知识
产权；知识产权人如何选择行使或不行使权利。

当前的国际知识产权制度——由《TRIPS协定》、各项
产权组织条约和一些区域性协定所界定——规定了知识

产权保护的最低标准。但是，它规定各国有责任在设计
本国知识产权制度时遵守这些国际协定，同时考虑不
同的因素，如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阶段，以及具体的
利益和需求，包括在公共卫生领域。《TRIPS协定》提 
供给成员的公共政策选项和其他选项通常被称为“灵活
性”170。人权理事会171、世界卫生大会172和联合国大
会173通过的决议、世卫组织《公共卫生、创新和知识
产权全球战略和行动计划》174以及《2030年可持续发
展议程》，都提到发展中国家有权充分利用《TRIPS
协定》中有关灵活性的条款。虽然《TRIPS协定》和 
《多哈宣言》为利用《TRIPS协定》中的政策选项提供
了背景，但任何灵活性的实际实施都有其复杂性，除了
立法之外，还涉及行政机构和法院在行政和司法程序的
支持下执行和实施法律，并可能对各种利益攸关方利用
现有的国家法律框架造成限制。175产权组织一些成员
国表示，要将《TRIPS协定》灵活性纳入国家法律和政
策并加以实施，当地法律和技术专长不足，这是充分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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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4.17：精准医学与诊断和治疗方法的可专利性

“精准医学”也称“个体化医学”，是指根据患者的个体特征来定制医疗。185精准医学通常指越来越常见的诊
断和治疗方法，其中药物的剂量是根据具体患者的代谢特征来定制的（Leucht et al., 2015; Madian et al., 
2012)。在美国和其他司法管辖区，这引发了可专利性问题。这些问题的核心一般是，这种诊断/方法是否在
主张“自然规律”本身——一种特定的药代动力学（即代谢）关系。2012年，美国最高法院认为某种诊断方
法与自然规律的区别性不够，因此不符合美国专利法第101条的专利适格主题标准。在“梅奥协作服务诉普罗
米修斯实验室”（梅奥案）中，获得专利的方法通过识别药物有效性与其在血液中代谢物水平之间的精确关
系，确定治疗自身免疫性胃肠道疾病的最有效药物剂量。法院在梅奥案中建立了一个两步框架：(1)专利权利
要求是否针对一个无资格的专利概念，如自然规律；如果是，(2)权利要求是否有附加特征，反映对该自然规
律的真正应用或某种“发明性概念”，即增加了除广为人知的例行常规活动以外的东西？法院随后裁定，普罗
米修斯实验室的诊断方法权利要求与自然规律的区别不够大，不符合美国专利法第101条的专利适格主题标
准。2018年，法院在“万达制药公司诉韦斯特沃德制药”案中，将两步框架应用于治疗方法，认为基于基因型
的精神分裂症药物代谢的治疗方法有专利资格，因为专利没有指向无专利资格的内容。该专利并没有像梅奥
案中的专利那样，只是确定了药物代谢与基因型存在关系，而是将这种关系应用于具体的治疗方法（剂量调
整）中。在这些判决之后，美国专商局发布了2019年修订版《专利主题资格指南》，详细阐述了主题资格的
适用法律测试(USPTO, 2019)。

用这些灵活性的主要问题之一。176双边/区域/诸边/多
边协定交织而成的网络可能让国际协定转化为国内法变
得复杂。自贸协定可能构成特别的挑战。特别是，不对
称的谈判力量可能降低这些协定缔约方利用灵活性的能
力。177此外，包括自贸协定在内的国际条约的建设性
模糊，可能导致对可实施的全部选项有不同的理解，但
也可能提供灵活性，以响应国内政策需要的方式执行来
自这些协定的承诺。实际实施的复杂性是另一个可能使
灵活性的利用复杂化的因素；这包括司法和行政程序的
透明度和有无、机构能力、国家治理和国家政府内部的
协调。

本章对授权前和授权后阶段这些灵活性和其他与知识产
权有关的获取决定因素进行分类和介绍。

1. 专利授权前的获取决定因素

授权前专利问题基本上涉及诸如什么被认为是可专利主
题，具体排除那些主题，以及专利局如何界定和适用可
专利性的具体标准等问题。可专利性规则，以及这些规
则在实践中如何应用，最终决定排除他人使用受保护发
明的权利界限，因此可能对该技术的获取有相当大的 
(但不总是决定性的）影响。错误授予专利可能阻碍获
取和进一步研究，不符合公众利益。第二章第二节1(b)
(iii)对可专利性标准（可专利主题、新颖性、创造性/非
显而易见性、工业适用性/实用性和公开）作了详细解
释。下文虽非详尽无遗，但描述了一些与医疗技术获取
相关的具体问题。与已知产品医学适应症专利有关的问
题在第三章第四节4(c)中讨论。

(a) 治疗人或动物的诊断、外科手术或治疗
方法

根据国家/区域专利法，用于治疗人或动物的诊断、外 
科手术或治疗方法往往被排除在可专利性之外，这 
与《TRIPS协定》第27条第3款(a)项规定的成员排除可
专利性的选项是一致的。实施这种排除通常是出于这

样的考虑，即医生应可自由地应用最适合病人的治疗
方法，而不必获得专利权人的批准。178联合王国的一
项判决这样解释排除的原因：“仅仅是为了防止专利法
直接干涉医生对病人的实际操作。”179拒绝对医疗方法
给予专利保护的理由也与该领域被视为非经济领域有
关。180然而，这种做法的合理性受到了联合王国法院
的质疑：如果专利权是为额外的研究激励付出的合理
代价，那么对于可能为研究新治疗方案提供激励的诊断
和治疗方法，为什么要拒绝给予专利保护？181这种排
除通常只适用于在有生命的人体或动物体上进行的治疗
或诊断方法，因此将方法与身体分开进行就足以使方法
有资格获得专利。有些法律明确规定，这种排除不适用
于任何可用于诊断、外科手术或治疗目的的仪器或产品
(如医疗器械）。在一些国家，有关治疗人或动物的诊
断、外科手术或治疗方法的发明不能获得专利，是因为
它们不被认为是符合工业适用性要求的发明。182在美
国的一个案件中，一名外科医生获得了一项白内障手术
中使用的无缝合技术医疗方法专利，并提起诉讼，向使
用和教授该程序的眼科医生收取专利费。该案之后，对
医疗活动执行专利的权利受到了限制。外科医生被禁止
执行其专利。183后来通过了立法，剥夺了专利权人针
对在医疗活动中使用方法专利的医疗从业者的救济权,
即使认定侵权也不例外。184 

美国最高法院在“梅奥协作服务诉普罗米修斯实验室”
案和“万达制药公司诉韦斯特沃德制药”案中的判决(见
专栏4.17)，在一定程度上澄清了诊断和治疗方法在美
国的可专利性；然而，随着精准医学更加普遍，这一领
域可能变得复杂。

(b) 专利审查和专利登记

从医疗技术获取的角度看，要了解在专利审查和授权
程序中可能作出的修改。已公布专利申请中提出的专
利权利要求，应与授权专利中的权利要求相区别。不
能保证一份申请能变成专利，而且已授予专利中的任
何权利要求可能比最初申请的窄得多。只有被授予的
权利要求才能决定权利的法律范围（关于药品专利审
查指南，见专栏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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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专利质量

为确保专利制度服务于促进创新、有助于技术传播和
转让、促进有关国家技术、社会和经济发展的目标,
质量是专利制度的一个重要方面。专利授权和行政管
理中可能出现错误。这些错误可能给权利人、第三方
和专利行政部门带来负担。错误授予的专利可能导致
费用高昂的诉讼并推迟仿制药的进入，从而对药品获
取带来负面影响。它们在专利链接方面也可能造成问
题，例如当药品上市许可与专利状况挂钩时（见第二
章第一节6(g)）。监管机构可能以本不应授予的专利
为由拒绝注册仿制产品。

为确保专利程序符合要求的标准，提供高质量的 
结果，世界各地的许多专利局都采取了质量管理措
施。这种制度对产出进行衡量，以提高质量标准，持
续改进专利制度。

质量管理措施包括一些一般原则：专利局应明确其职
能，并提供必要的资源（工作人员、办公场所、设备
和培训），以有效履行职能；程序应适当形成文件,并
提供反馈机制（内部和外部客户沟通），以发现问题
和机会，从而改进程序，避免再次出现问题；工作人
员的职责应予以明确，目标应尽可能可衡量；应定期
进行全面的质量审查。188例如，在国际层面，《PCT
国际检索和初步审查指南》第21章PCT《国际检索和
初步审查的通用质量框架》要求PCT国际单位建立质
量管理体系，体系中含有的某些特征对于按PCT要求
进行有效检索和审查很重要。质量报告在一个专门网
站上公布。189

2. 授权前和授权后复审程序

取决于各国的规则,第三方往往可以选择在授权前或授权
后对专利提起异议,或者在专利审查过程中提出意见。例
如，印度同时规定了授权前和授权后异议制度。审查程序
和异议程序两者的特点对哪些类型的发明最终获得专利都
有影响，因此对仿制药生产商进入市场可能有决定性作
用。异议理由通常包括发明缺乏可专利性或新颖性，对本
领域技术人员来说公开不够充分，或受保护的主题超出了
最初提交的专利申请中所公开的内容。

异议程序通常在专门处理授权前和授权后程序，包括授
权后复审的行政机构进行（见专栏4.19）。一些国家
提供重新审查等其他机制。

异议程序的设计是为了确保不对提出权利要求但不符
合可专利性要求的发明授予专利。例如，异议人可以
提交现有技术文件，表明提出权利要求的发明已经被公
开披露。190这样，异议程序是一种有助于提高专利质
量和法律确定性的手段。但数据资料显示，总体而言,
专利被异议的比例很小。191例如，2013年至2017年,
德国专利商标局授予了约7.5万项专利，其中有1,800
项在2014年至2018年期间在异议程序中被挑战。被异
议的专利中有一半被维持授权或被缩减——这样，超
过98%的授权专利保持有效。192在智利，2013年至
2017年每年提交的专利申请在3,419至3,807件，每年
提出的异议在299至604件。193

有些国家规定了重新审查机制，根据专利权人或第三方
的请求，根据适用法律规定的理由对专利申请或专利进
行重新审查。

在授权前公布专利申请的国家，第三方可以在专利局作
出决定之前对提出权利要求的发明进行分析。在其中一
些国家，第三方可以提交与发明可专利性有关的现有技
术，但不参加随后的程序。

同样，许多专利法允许第三方在一个行政复议机构（如
专利局的上诉委员会或法院）对专利局授予专利的决定
提出挑战，通常不必在一定时间内提出。

欧 盟 委 员 会 的 制 药 部 门 调 查 报 告 （ E u r o p e a n 
Commission, 2009a）强调了异议程序在制药领域的
重要性（见第三节2）。在欧专局，制药行业的异议率
比有机化学行业高得多。虽然仿制药公司几乎只对二级
专利（即药品改进或药品某些方面的专利，而不是基本
分子本身的专利）提起异议，但它们赢得了欧专局（包
括上诉委员会）2000年至2007年间所作最终决定的约
60%。在另外15%的案件中，被异议专利的范围受到
缩减。这些程序平均耗时两年以上。报告指出，诉讼可
被看作给仿制药企业制造障碍的一种有效手段。194对
二级专利的任何撤销、缩减或确认，都大大影响专利效
力的法律确定性。

专栏4.18：药品专利审查指南：发展公共卫生视角

为支持专利审查员的工作，也为确保所有的可专利性标准都得到满足，许多专利局都制定了检索和审查指南,
详细描述了国家/区域专利法对特定情形的适用。产权组织公布了一系列专利局编写的指南链接。186此外，产
权组织国际局在与专利合作条约（PCT）国际检索和初步审查单位协商后，出版了《PCT国际检索和初步审查
指南》。187

国际贸易与可持续发展中心、世卫组织与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以工作文件的形式发布了药品专利审查指
南。这些指南旨在推动提高药品发明可专利性审查的透明度和效率，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Correa, 2007)。在
该出版物的基础上，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布了药品相关专利申请审查指南，从公共卫生角度考虑药品专利的审
查(Correa, 2016)。

为获得关于授权、专利有效性以及专利保护最终范围的信息，有必要考查专利本身及其法律状态，包括专利是
否被修改或更正，或者专利是否因未支付维持费而失效。这需要对每个司法管辖区进行调查，因为可能存在很
大差异。此外，有些权利要求可能被一个专利局驳回，但被另一个专利局批准。一个专利族内各项专利范围的
这种差异，尤其可能发生在实行实质性审查的管辖区和只实行登记的管辖区之间——后者因此将专利范围或有
效性问题推迟到以后的司法程序（如果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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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 医疗技术：获取维度

异议程序的当事方多数是竞争企业，但也可能包括患者
组织、公共卫生团体和个人等。至少从2001年起，关
注药品可负担性的民间社会团体就开始使用专利异议程
序。195当专利异议导致专利申请被驳回或专利被宣告
无效时，可能允许仿制药更早进入市场和降低价格。最
近，民间社会团体提出的专利异议主要涉及艾滋病毒和
丙肝药物，少数涉及新的结核病药物、癌症药物等。196

索磷布韦在泰国被提出专利异议后，原研方将泰国纳
入其自愿许可地域范围（见第二节5）（Silverman, 
2017a; Kittitrakul, 2018a）。泰国被纳入自愿许可，估
计可以实现38-93%的预算节约(Kittitrakul, 2018b)。阿 
根廷民间社会提出专利异议后，政府采购了用于艾滋病
毒一线治疗的仿制药，暴露前预防药物的专利申请被撤
回（见第二节1），两案中都节省了大量资金。197

无国界医生组织“病者有其药”项目主办了一个专利异
议在线数据库，其中包含截至2019年11月36个组织的
114项申请、191项异议和90种药物。198

对医疗产品的获取有直接影响并在下文讨论，但研究例
外涉及创新，因此在第三章第四节5(a)中讨论。

(i) 监管审查例外（“博拉”例外）

在获得上市许可的过程中，申请人必须生产第一批产
品，这可能被认为是对相关专利的侵权。由于监管审批
可能耗时数年，如果在审批过程中，在专利到期前不能
使用专利发明，将推迟仿制药进入市场。

监管审查例外缓解了这种情况：一般来说，为了获得上
市许可而开发信息的目的，允许任何人在专利期内不经
专利权人同意使用专利发明。203这一例外因此有利于
竞争者在专利期结束后立即进入市场，所以是专门为确
保早日获取仿制药而设计的一种工具。

《TRIPS协定》第30条规定，世贸组织成员顾及到第三
方的合法利益，可对专利所授予的专有权规定有限的例
外，只要此种例外并未不合理地与专利的正常利用相抵
触，亦未不合理地损害专利所有人的合法利益。2000
年世贸组织“加拿大——药品专利案”的专家组认为,
加拿大的监管审查例外为《TRIPS协定》第30条所允
许。204产权组织专利法常设委员会讨论的一份参考文件
草案列出了69个国家和欧盟有监管审查例外立法。205

有两份区域性文书涉及到监管审查的例外：(i)在欧盟,关
于兽医用医疗产品的第2001/82/EC号指令和关于人用
药物产品的第2001/83/EC号指令；(ii)安第斯共同体第
689号决定。206产权组织参考文件草案描绘了各国在专
利法中实施这一重要政策工具的办法。发达国家和发展
中国家都倾向于为世贸组织规则所允许的例外采用加拿
大的形式。其他国家认为本国的一般性研究例外的范围
很广，足以涵盖为监管审查目的使用专利技术，一些法
律还明确陈述了这一点（另见第三章第四节5(a)）。在
美国，《美国法典》第35编第271条(e)(1)的安全港条
款规定，为开发和提交规管药品生产和销售的联邦法律
所规定的信息，允许使用有合理关系的专利发明。207

在多数有监管审查例外的国家，知识产权或专利立法
中都有明确的条款。监管审查例外所允许的行为一般
包括发明的“利用”或“实施”，这是获得上市审批所必
需的。一些司法管辖区对例外允许的行为类型做了很详
细的规定，在一些情况中，如果进出口是申请和获得上
市许可的必要条件，还包括进出口。208例外的范围与
获得上市许可的最终目标密切相关，一些国家对此进行
了广泛的解释。其他问题，如这项例外是否适用于第三
方供应商，是否适用于为获得其他国家监管许可而实施
的行为，都有不同程度的回答。例如，印度的适用法律
规定，为获得其他国家监管许可而进行的活动包括在
内。209这项例外的客体从药用化学品，到参比药品和
药物，也包括医疗器械。尽管经验证据有限，但欧盟
委托进行的2016年一项研究表明，扩大这一例外的范
围，使之涵盖任何国家的任何药品和上市许可，每年可
节省2,300万至3,430万欧元。210

实施监管审查例外并非没有遇到挑战。产权组织成员国
报告了监管审查例外的两个特殊困难：首先，在国家法
律中实施区域性文书造成了困难，因为这些文书被认为
缺乏范围和清晰度，特别是缺乏相关判例。211例如,荷

专栏4.19：美国专利审判和上诉委员会

2012年，美国专利审判和上诉委员会成立。除了
解决美国从“发明在先”制度转为“申请在先”制度所
产生的问题外，委员会还审理授权后复审和当事人
之间复审，这是2012年《美国发明法》为取代当
事人之间重新审查而引入的新程序。授权后复审和
当事人之间复审程序是，如果第三方有合理可能性
在某项被挑战的权利要求上胜诉，可以对任何专利
提出质疑的程序。引入这些新程序是为了确保事项
得到快速解决，并为其完成设定了法定时限。授权
后复审与当事人之间复审的另一个不同是，它为挑
战专利提供了更多可用的理由。自《美国发明法》
实施以来，美国授权后挑战急剧增加,包括对制药
和生物技术专利的挑战。1992012年至2017年，在
7,557件当事人之间复审申请中，来自制药和生物
技术行业的专利占10%左右（772件)。其中，389
件申请涉及FDA橙皮书中所列的专利（USPTO, 
2018）。截至2017年底，委员会认定，被申请的
橙皮书所列专利中，有19%不能获得专利。200

3. 授权后的获取决定因素

医疗技术获取的一些重要决定因素与专利权授予后的管
理有关。这些因素包括监管审查例外、强制许可和政府
使用、更广泛意义上的许可协议、平行进口和知识产权
执法。产权组织知识产权制度灵活性数据库可以检索灵
活性在选定司法管辖区国家知识产权法中的实施。201 

“药品法律和政策”研究小组维护着一个非详尽数据
库，其中记录了当局在《TRIPS协定》规定的灵活性范
围内，根据国家法律为公共卫生原因采取或考虑采取措
施的实例（见专栏2.15)。202

(a) 专利权的例外和限制

本部分介绍为医疗技术的获取提供保障的某些专利权的
例外和限制。虽然监管审查、强制许可和政府使用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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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报告说，欧盟指令中提到的“试验和研究”的确切范
围，在没有欧盟法院指导的情况下不明确。其次，可能
从中受益的用户对这一例外缺少认识。

这一例外的可行性取决于专利状态数据和其他相关专利
信息，例如药品专利的到期数据，而这些数据并不总是
容易获得或容易解释。212然而，为使这些信息更容易
获得，国家和国际层面正在进行大量的工作（见第二章
第二节1(b)(viii)-(xi)）。此外，监管部门行政程序的效
率也将影响这一例外的正常运作。

(ii) 强制许可和政府使用

强制许可允许在专利期内不经专利权人同意、但经国家
主管部门授权而利用专利技术。这种授权可以给第三
方，对于政府使用，给政府机构或受权代表政府行事的
第三方。“强制许可”一词经常用来指这两种形式的授
权，尽管它们在操作上可能有重要区别。2018年的一
项研究发现了2001年至2016年期间制药行业的81项强
制许可和政府使用许可（’t Hoen et al., 2018)。

强制许可

产权组织2019年发布的一份参考文件草案发现，156
个国家和地区在各自法律框架下规定了强制许可和政
府使用许可。213该文件发现，“强制许可”一词经常用
来指代这两种形式的授权，而这两种许可形式的受益
人可能是不同的，而且这两种许可在操作上可能有区
别。一些区域性文书中也有关于强制许可的规定。在 
国家法律没有规定具体例外的情况下，可以通过加入
区域协定来适用关于强制许可的规定。214在解释强
制许可机制的公共政策目标时，各国提到在专利权人
的利益和第三方的利益和（或）公共利益和（或）社
会之间取得平衡；防止行使专有权可能导致的滥用;
以及促进广大公众的利益，如公共卫生、营养和国家
安全考虑所引发的公共利益和紧急状态。215《巴黎公
约》第五条A（如滥用专利权，包括专利权人未实施
发明)和《TRIPS协定》第31条（国家紧急状态或非
商业性公共使用）分别提出了强制许可的一些可能理 
由。然而，这里的罗列并不详尽。《多哈宣言》(下文
讨论）确认了《TRIPS协定》中已经隐含的内容——
世贸组织成员可以自由决定授予强制许可的理由。因
此，强制许可并不像人们有时错误认为的那样，只限
于公共卫生紧急状态或其他紧急情况。各国法律中规
定了一系列理由，例如：

�� 不实施或实施不充分：许多国家规定，如果专利权
人未在其司法管辖区实施专利，或专利权人的实施
不充分，只要满足所有其他要求，就可以授予强制
许可。有些国家的法律只是简单地陈述，如果专利
权人没有实施发明或没有充分实施发明，又没有任
何正当理由，第三方可以请求强制许可。在许多国
家，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不实施”和“实施不充分”的

定义。216在一些国家，法律规定了详细的条款，澄
清可能适用的情形，包括专利权人哪些类型的活动
被视为“实施”。例如，进口专利发明是否被视为在
该国的“实施”217，哪些情况下专利权人的实施被视
为“不充分”，如当地市场对专利产品的需求没有以
合理条件得到满足。权利人不实施专利或实施不充
分的正当理由可以是技术、经济或法律性质的，如
受到公共法规的阻碍。

�� 反竞争行为：有些国家在专利法中明确规定，为纠
正专利权人从事的反竞争行为，如操纵价格、拒绝
竞争者使用必要设施或国家立法具体界定的反竞争
行为，允许授予强制许可。在美国等某些国家，用
许可来解决竞争问题不受专利法或其他知识产权法
的调整，但可以作为普通竞争法（反托拉斯法）诉
讼的结果授予这种许可。

�� 公共利益：许多国家允许以公共利益为由授予强制
许可，但没有进一步界定该词。公共利益可以包
括专利产品不可获得，使公众的合理需求得不到满
足。在某些情况下，法律提到与卫生有关的更具体
情况，如对与诊断有关的专利或与生物技术研究工
具有关的专利授予强制许可。比如，法国和摩洛哥
有针对健康的理由。根据公共卫生事务许可条款,
如果权利人提供的产品或方法数量不足或质量不合
格，或者收费异常高，卫生部长可以寻求授予强制
许可。218在捷克共和国、芬兰、荷兰和挪威等国的
立法中，有更多关于公共利益的一般性提法。219印
度立法规定，“公众对专利发明的合理要求没有得
到满足”是强制许可的一个理由。220

�� 国家紧急状态或极端紧急的情况：有些法律规定,可
以以国家紧急状态和极端紧急的情况、国家安全和
总体公共卫生为由颁发强制许可。但国家紧急状态
或极端紧急不是《TRIPS协定》下强制许可的先决
条件。

�� 从属专利和封锁专利：许多国家规定，如果一项专
利（后一专利或“从属”专利）不能在不侵犯另一项
专利（前一专利或“封锁”专利）的情况下加以利
用，可以请求强制许可。《TRIPS协定》第31条(l)项
规定，只有在后一发明是具有相当经济意义的重大
技术进步的情况下，才能授予这种强制许可，并且
如果授予后一（从属）专利的持有人使用前一（封
锁）专利的强制许可，前一专利的持有人也应有权
获得使用后一专利的交叉许可。

政府使用

一些国家的法律明确规定，政府或政府授权的第三方有
权在不经专利权人授权使用专利发明。产权组织的一份
参考文件草案发现，有62个成员国的适用法律规定了这
种例外。221理由可能各不相同，但一般都与国家安全
或卫生等公共政策目标有关。专利权人通常应被告知政
府使用及其范围。一些国家的法律规定必须进行这种通
知，“除非国家安全另有要求”或“除非有关当局认为这
样做有悖于公共利益”。222关于政府使用许可的例子,见
专栏4.20和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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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IPS关于强制许可和政府使用的要求

《TRIPS协定》第31条规定了发放强制许可和政府使
用授权应符合的某些条件。值得注意的是，必须根据
个案的具体情况加以考虑（第31条(a)项）；通常需
要事先努力谈判自愿许可；许可通常必须限于主要供
应国内市场（第31条(f)项）。范围和期限方面也有限
制（第31条(c)项）。专利使用权不得是排他性的（第
31条(d)项）；也不得转让给任何第三方（第31条(e)
项）。专利权人通常有权根据授权所涉的经济价值获
得适当的报酬（第31条(h)项），有权申请司法复审或
行政复议，以终止使用或许可（第31条(g)项)。

关于必须事先努力在合理时间内谈判自愿许可的要
求，各国法律有不同的解释。在国家紧急状态下，在
其他极端紧急的情况下，或在非商业性公共使用的情
况下，可以放弃谈判要求（第31条(b)项）。但是,权
利人在这些情况下有权收到关于使用的通知。如果为
补救已裁定的反竞争行为而不经专利权人同意授权使
用专利，世贸组织成员没有义务适用这些条件（第31
条(k)项）。在这些情况中，许可不必主要用于国内市
场的供应（从而允许无限量出口），而且报酬的数额
可以不同（即数额一般较少或根本没有)。

《TRIPS协定》第31条(f)项规定的强制许可和政府使
用主要用于供应国内市场的限制，在《多哈宣言》之
后作了修订，允许在强制许可下根据某些条款和条件
专门为出口生产药品。实际上，第31条(f)项限制了通

常在标准强制许可下可以出口的数量，对于制药部门
产能不足或没有国内产能，因此希望进口此类产品的
国家，这被认为是一个潜在问题。《TRIPS协定》第
31条之二的生效，使特别强制许可制度（特别制度)成
为该协定的一个永久组成部分，为生产仿制药并向依
赖进口所需药品治疗患者的其他成员出口提供了一条
安全的法律途径（见下文3(a)(iii))。

各国经验

产权组织的一份参考文件草案发现，尽管各国法律中
都有强制许可的规定，但多数司法管辖区很少使用这
一机制。228虽然很难收集有关强制许可申请和授予
的信息，但可用数据显示，在过去十年，与其他产品
类型相比，对药品专利使用强制许可的情况有所增
加。229发放强制许可的理由有很多，包括解决具体
的公共卫生需求、药品价格负担不起、纠正反竞争行
为，以及使丛属专利的所有人能够使用（见表4.1)。

即使不实际发放强制许可，仅仅是强制许可在法律
上的可能性所产生的议价能力，就能使各国受益。例
如，巴西政府已经证明，规定有效和迅速使用强制许
可的立法，可以成为谈判抗逆转录病毒药物降价的有
用资产（Abbott and Reichman, 2007）。巴西政府
通过威胁使用强制许可，于2001年通过谈判大幅降
低了依非韦伦和奈非那韦的价格，2003年降低了洛
匹那韦的价格，2005年降低了洛匹那韦和利托那韦
（LPV/r）组合的价格，2006年降低了替诺福韦的价
格。2007年，在与拥有专利的公司谈判后，巴西政府
为依非韦伦颁发了强制许可，这是一种重要的抗逆转
录病毒药物，通过一项国家方案接受治疗的巴西人中
有三分之一使用。颁发强制许可后不到两个月，收到
了来自印度的第一批依非韦伦仿制药，该产品在印度
没有专利。巴西向TRIPS理事会报告说，在当地生产
这种药品花了两年时间，部分原因是专利法不要求申
请人披露最终产品商业化所需的所有信息。230许可颁
发后，价格从原研产品的每剂1.59美元降至进口仿制
药的每剂0.43美元。231据估计，巴西政府的政策，包
括利用TRIPS灵活性，于2001年至2005年在抗逆转
录病毒药物上节省了大约12亿美元的采购成本（Nunn  
et al., 2007）。

在高收入国家，除其他原因外，竞争主管部门为解决
对医疗技术领域获取和创新有影响的做法而采取的行

专栏4.20：政府使用许可：依非韦伦和洛匹那韦/利托那韦在泰国

2005年，50多万泰国公民是艾滋病毒阳性。虽然泰国政府在2003年承诺向所有需要的人提供免费的抗逆转
录病毒治疗，但随着更新、更好、更贵的疗法出现，治疗成本大幅上升。2006年11月，公共卫生部颁布了一
项法令，规定使用与依非韦伦有关的专利权，授权国有的政府制药组织进口或生产依非韦伦。专利权人可以获
得政府制药组织销售总额的0.5%作为许可费。223治疗价格从每患者每年511美元降至106美元。2242008年宣
布政府使用抗逆转录病毒疗法洛匹那韦/利托那韦（LPV/r）后，治疗价格从每患者每年2,200美元降至793美
元225，许可费为0.5%226。据报道，泰国使用洛匹那韦/利托那韦的患者人数从39人增加到6,246人。227作为
对泰国政府使用许可的回应，原研商为40个中等收入国家降低了洛匹那韦/利托那韦软胶囊和热稳定版的价格
(Campaign for Access to Essential Medicines, 2011）。

泰国还批准了心脏病发作、脑卒中和癌症治疗药品的政府使用许可（见表4.1）。

专栏4.21：政府使用许可：丙型肝炎疗法在马来西亚

据估计，马来西亚丙型肝炎的患病数为45.4万，占
15至64岁年龄段人口的2.5%（McDonald et al., 
2014）。2017年1月制定了丙型肝炎国家治疗方
案。2017年9月，马来西亚成为第一个为直接抗
病毒药物颁发政府使用许可的国家。由于这项许
可，马来西亚能够进口或在当地生产仿制的索磷
布韦，同时向原研公司支付使用费。它以每28天
疗程33-35美元的价格获得了索磷布韦的仿制药,
而2017年早些时候报道的原研药价格为11,200美
元。在发放政府使用许可后，马来西亚被纳入原研
商的索磷布韦、来迪派韦和维帕他韦自愿许可计划
(WHO, 2018e）（另见第二节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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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也曾导致授予许可。例如，2002年，美国联邦
贸易委员会在兼并审查程序中要求向一家瑞士公司颁
发肿瘤坏死因子专利的交叉许可。该许可允许瑞士公
司与美国专利所有人竞争。2005年和2007年，意大
利竞争管理局调查了两家大型制药企业滥用支配地位
的行为，这两家公司拒绝对其药物产品进行许可。结
果是发放了无使用费强制许可，预期由此产生的仿制
药能出口到有关专利已经过期的其他欧洲国家。232

在竞争法的背景之外，高收入国家在面对高药价时,
偶尔也考虑或“威胁”使用强制许可。2017年，荷兰
卫生部开始探讨高价药的强制许可问题（Silverman, 
2017a）。2019年，联合王国一位卫生大臣报告称,
经过三年谈判，未与原研商达成定价协议，政府正
在考虑为囊性纤维化药物鲁马卡托-依伐卡托发放王
室使用许可（一种政府使用许可）（McConaghie, 
2019）。在德国，强制许可曾被用作一种诉讼手段 
(见专栏4.22）。关于强制许可对创新和获取的影响,
人们表达了不同的观点，即对研发和获取的影响，以
及在采购过程中的作用。

经济研究，无论是针对整体上强制许可与福利之间的
关系，还是具体到药物研发的变化，都为数有限。233

一项研究发现，发展中国家授予的强制许可没有损害
发达国家的研究工作，也没有影响相关药品的这些市
场。234

产权组织2019年的一项研究指出了一个案例报告，一
家制药公司为应对强制许可，撤回了所有待注册的产
品，并决定不在该国注册新的药物产品。2352013年的
一项研究结果表明，“专利通常与更快的上市速度、更
高的价格和更高的销量有关，专利的重要性在不同国
家收入组别中有所不同”，并得出结论，“平均而言,新
药的获取随TRIPS而有所增加：新产品上市的概率增
加了，取决于价格的销量也增加了。虽然专利也与较
高的价格有关，但有一些证据表明，较贫穷国家的价
格下降了，尽管没有降到无专利产品的水平”。这项研
究还发现，在中低收入国家，专利产品与仿制产品相
比的价格溢价在《TRIPS协定》实施后有所降低，并
认为可能的原因是更多使用了价格控制、政府的议价
能力或强制许可威胁（Kyle and Qian, 2014)。

据报告，在强制许可之后，政府和消费者节省了成本,
例如表4.1中概述的许可和上文介绍的巴西抗逆转录病
毒药物案。

各国颁发政府使用许可，主要是为了从第三国供应商
进口仿制药。此外，儿基会和其他国际机构在国际采
购中使用“政府使用申报”，以便能够进口仿制药，特
别是艾滋病毒药品。236

据报道，在一些情况中，政府面临不发放强制许可的
政治和经济压力。2017年产权组织的一份研究收集了

专栏4.22：作为诉讼手段的强制许可

2016年8月德国联邦专利法院授予了一项初步强制许可，于2017年7月得到德国联邦最高法院的确认237。该案
是强制许可在司法程序中作为当事人诉讼手段的一例。其特殊性在于，它涉及两家原研药企业。

该案涉及的两家原研药企业是默沙东和盐野义制药，它们都拥有使用活性成分拉替拉韦治疗艾滋病毒的欧洲药
品专利。默沙东公司的药品艾生特（活性化合物为拉替拉韦）于2007年获得批准，而盐野义制药的专利 (EP 
1422218)于2012年获得授权。默沙东在欧专局对该专利提出异议，随后两家公司的许可谈判未获成功。2015
年，盐野义制药向杜塞尔多夫地区法院提起侵权诉讼。在抗辩中，默沙东向联邦专利法院提交了在初步程序中
授予强制许可的请求，以便在侵权案和欧专局异议案待决期间为其产品的商业化提供法律确定性。

根据《德国专利法》第24条和第85条，授予了初步强制许可。法院裁定，出于公共利益，必须授予强制许可(根
据德国法律，公共利益必须要求授予强制许可）。因为如果不授予，由于市场上没有获批的同类替代产品，某
些敏感的患者群体，包括孕妇、婴儿和儿童，仍将得不到药物治疗。

2017年10月，欧专局撤销了专利，强制许可初步决定的确认或撤销因此已无意义。

在2018年9月一个随后的案件中，联邦专利法院（3 LiQ 1/18）在其他情况基本相同的情况下拒绝授予强制许
可。在该案中，法院未发现有授予强制许可的公共利益，因为除其他原因外，患者可以获得基本相当的药物。238

表4.1：强制许可和政府使用许可方面的部分国家经验

声明：本表不是详尽的。虽然已尽一切努力对照司法判决、总统令或世贸组织正式文件等原始来源核实这些信息，但由于并非所有信息都在公有领
域，也没有正式的全面登记册或数据库，因此并非总能这样做。

国家 年份 药物 许可类型 结果 适应症（非穷尽） 进一步信息

巴西（见第三节
3(a)(ii)：“各国
经验”）

2001 奈非那韦（NFV） 强制许可 未颁发 艾滋病毒/艾滋病 考虑许可——获得价格折扣。

2005 洛匹那韦/利托 
那韦（LPV/r）

强制许可 未颁发 艾滋病毒/艾滋病

2007 依非韦伦（EFV） 强制许可 颁发 艾滋病毒/艾滋病 到2012年，巴西政府节省的费用估计达
到2.368亿美元。239授予强制许可后两
年当地不能生产，期间从印度进口了仿
制药。240

（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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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4.1:	(续)

国家 年份 药物 许可类型 结果 适应症（非穷尽） 进一步信息

哥伦比亚（见专
栏4.2）

2014 甲磺酸伊马替尼 强制许可 未颁发 白血病 实行了价格控制。

厄瓜多尔 2010 利托那韦（RTV） 强制许可 颁发 艾滋病毒/艾滋病 30×100毫克利托那韦片的最高价格从
289.99美元定为29.40美元，基于分级
使用费法241的4%使用费率或美国价格
的0.42%。242

2013 阿巴卡韦/拉米
夫定（ABC/3TC）

强制许可
243

颁发 艾滋病毒/艾滋病 阿巴卡韦的最高价格从24.83美元定为
6.11美元。基于分级使用费法的5%使
用费率。244厄瓜多尔公共卫生部报告节
约购买成本30-70%。245

2014 依托考昔 强制许可 颁发 类风湿性关节炎 厄瓜多尔知识产权局报告，发放这些强制
许可可能的节省潜力为23%至99%。据 
报告，依托考昔的价格从每片0.84美元
降至0.0084美元。246

霉酚酸 强制许可 颁发 肾移植

舒尼替尼 强制许可 颁发 肾癌

培塞利珠单抗 强制许可 颁发 类风湿性关节炎；
克罗恩病

德国 1995 γ干扰素 强制许可 颁发，审
查程序中
撤销

类风湿性关节炎 公共利益未要求授予强制许可。法院除
其他外认为还有其他疗法。247

2016 拉替拉韦 强制许可 颁发 艾滋病毒/艾滋病 一家制药企业在与另一家制药企业的禁
令程序中被授予初步强制许可。248专利
最终被宣告无效（见专栏4.22）。

2018 阿利西尤单抗 强制许可 未颁发 降胆固醇疗法 公共利益未要求授予强制许可。法院除
其他外认为还有其他疗法。249

印度 2012 甲苯磺酸索拉非尼 强制许可 颁发 肝癌和肾癌 强制许可要求仿制药制造商每年至少向
600名患者免费提供药品，并以每月不
超过176美元的价格（专利权人索价的
3%)出售药品，使用费率为6%。250

2013 达沙替尼 强制许可 未颁发 白血病 专利于2020年到期。

2015 沙格列汀 强制许可 未颁发 2型糖尿病 申请被驳回。251

印度尼西亚 2004 奈韦拉平，拉米夫定 政府使用
许可

颁发 艾滋病毒/艾滋病 2012年的政府使用许可更新了2004年
和2007年颁发的政府使用许可，并在许
可中增加了6种药品，涵盖了所有艾滋
病毒/艾滋病疗法。政府使用许可的授予
期限至专利期结束（就富马酸替诺福韦 
二吡呋酯而言，为2024年11月），使用 
费率为0.5%。卫生部可以向制药公司发
放分许可。252

2007 EFV 依非 
韦伦（EFV）

政府使用
许可

颁发 艾滋病毒/艾滋病

2012 阿 巴 卡 韦 ， 去 羟 肌
苷，依非韦伦，依非
韦伦/恩曲他滨/富马
酸 替 诺 福 韦 二 吡 呋
酯，洛匹那韦/利托那
韦，富马酸替诺福韦 
二吡呋酯（TDF），恩 
曲他滨/富马酸替诺福
韦二吡呋酯

政府使用
许可

颁发 艾滋病毒/艾滋病；
乙型肝炎

意大利 2005 亚胺培南-西司他丁 强制许可 颁发 抗生素 授予了强制许可，作为对反竞争行为的
补救措施。253

2007 非那雄胺 强制许可 颁发 前列腺增生 授予了强制许可，作为对反竞争行为的
补救措施，并允许向专利保护已过期的
邻近市场平行出口。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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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	(续)

国家 年份 药物 许可类型 结果 适应症（非穷尽） 进一步信息

马来西亚 2003 齐多夫定，齐多夫定/
拉米夫定

强制许可 颁发 艾滋病毒/艾滋病 艾滋病毒月治疗费用从315美元降至58美
元。提出4%的使用费率但被拒绝。通过
降低成本81%，将艾滋病毒治疗方案的
限度从1,500人增加到4,000人。255

2017 索磷布韦 政府使用
许可

颁发 丙型肝炎 见专栏4.21。

俄罗斯 2018 来那度胺 强制许可 颁发 多发性骨髓瘤 来那度胺仿制药价格比第一个专利权人
在俄罗斯市场上提供药品的价格低20%
左右。256

西班牙 2015 索磷布韦 强制许可 未颁发 丙型肝炎 最高法院裁定，在涉及公共利益的情况下
颁发强制许可是政府的自由裁量权，不是
法律规定的义务。257

瑞士 2019 帕妥珠单抗 强制许可 未颁发 乳腺癌 一个非政府组织提出的请求被政府拒
绝。258

泰国 2006 依非韦伦 政府使用
许可

颁发 艾滋病毒/艾滋病 见专栏4.20。

2007 洛匹那韦/利托那韦 政府使用
许可

颁发 艾滋病毒/艾滋病 见专栏4.20。

氯吡格雷 政府使用
许可

颁发 心血管疾病 每天73铢降至每天7铢，使用费率为 
0.5%。259

2008 来曲唑 政府使用
许可

颁发 乳腺癌 第 一 个 非 传 染 性 疾 病 的 强 制 许 可 实 
例。每片价格从7.35美元降至0.19美
元（’t Hoen, 2014）。报告每年节省
8,800万至1.02亿美元（Mohara et al., 
2012）。

多西他赛 政府使用
许可

颁发 乳腺癌和肺癌 报告节省4,600万至5,300万美元（Mohara 
et al., 2012）。

厄洛替尼 政府使用
许可

颁发 肺癌 报告每年节省600万至800万美元（Mohara 
et al., 2012）。

联合王国 2015 恩美曲妥珠 
单抗（T-DM1）

强制许可 未颁发 乳腺癌 在计划将恩美曲妥珠单抗从英国政府 
支 付 的 癌 症 疗 法 清 单 中 删 除 后 ， 患
者团体申请强制许可（Kmietowicz, 
2015a）。谈判达成价格折扣。260

2019 鲁马卡托-依伐卡托 政府使用
许可

未颁发 囊性纤维化 患者团体申请王室使用许可。261经过
三年谈判，未与原研方达成定价协议
后，联合王国政府考虑发放王室使用
许可
(一种政府使用许可）（McConaghie, 
2019）。在政府宣布正在考虑王室使
用许可几个月后，达成了保密定价协 
议（Parsons,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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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在充分利用TRIPS灵活性方面所面临制约因素的报
告，其中报告了一些工业化国家和（或）制药业施加政
治经济压力的个案，这些压力干预了政府发放强制许可
的决策过程。例如，巴西、哥伦比亚、印度、南非和
泰国报告了此类个案。262文件的结论是，轶事案例表
明，没有使用过强制许可不一定意味着政策目标受到了
损害。产权组织的文件指出，由于缺乏足够数据来进行
实证影响分析，在充分利用专利权灵活性对药品获取有
何影响的问题上无法得出可信的结论，更无从谈及充分
利用所受制约有何影响的问题。

(iii) 特别强制许可制度：旨在改善药品获取的额
外灵活性

《多哈宣言》第6段授权TRIPS理事会为制药部门产
能不足或没有产能的国家在有效利用强制许可方面所
面临的困难寻找解决办法。这导致2003年世贸组织
总理事会决定建立特别强制许可框架，这是一种额外
的灵活性，旨在促进向这些国家出口药品。

特别强制许可制度（有时称为第6段制度）最初的
形式是在某些条件下免除《TRIPS协定》第31条
(f)项和(h)项在强制许可方面对出口成员规定的义
务。2632005年，世贸组织成员一致同意通过《修 
正〈TRIPS协定〉的议定书》（《议定书》）264,为
获取药品提供一条安全的法律途径。它的特殊意义在
于，因为这是世贸组织各项多边贸易协定1994年通
过以来，首次就其中任何一个达成的修正案。《议
定书》于2017年1月生效。这使得特别制度成为修 
正后的《TRIPS协定》永久组成部分（见第31条之
二、《TRIPS协定》附件和附录）。

修正后《TRIPS协定》的生效受到世贸组织成员的欢
迎，因为它“标志着世贸组织成员向前迈出的重要一
步”（最不发达国家集团），“为我们寻求负担得起
的药品提供了法律确定性”（非洲集团），并“向每
个人发出信号，本组织不仅仅只是关于贸易自由化”, 
“特别制度是包括其他重要方面在内的更广阔前景的
一部分”（南非）。265为响应成员们的呼吁，就如何
有效利用特别强制许可这一药品采购实务工具开展工
作，世贸组织秘书处在区域一级组织了能力建设讲习
班，其中包括专门讨论特别制度实施和实际运用的会
议。266

对于特别强制许可制度，世贸组织成员的目的是促
进全球加强药品获取法律框架的努力，它也得到了
2008年世卫组织《公共卫生、创新和知识产权全球
战略和行动计划》（《全球战略和行动计划》）及若
干联合国宣言的核可。267

特别制度适用于一国需要为解决公共卫生问题进口药
品、但潜在出口国面临法律障碍的情况，因为《TRIPS
协定》第31条(f)项将强制性许可下的供应主要限制
在国内市场。特别制度下的特别出口许可不受这一限
制，允许并要求强制许可下的全部产品出口。因此,只
有当一个国家希望获得某种的药物产品，并具有以下
情形时，特别制度要处理的情况才会出现：

�� 由于能力不足，国内根本无法生产产品或无法生产
足够数量的产品

�� 在特定产品首选生产商（通常是最符合监管和质量
要求的最便宜供应方）所在的国家，该产品有有效
的专利，需要在该国获得强制许可才能生产出口

�� 供应商所在国生产的非主要部分的出口不能满足进
口国的需要。

因此，特别制度不适用于多数采购情况，比如：已经可以
从无有效专利的国家获得负担得起的供应；通过谈判，原
研产品的价格可以降到负担得起的水平，不用诉诸强制许
可；原研公司同意向仿制药生产商发放自愿许可。

特别制度包括一些措施，确保产品到达预定的受益者手
中，不被转移到其他地方。这些措施可能包括特别的标
签或标记、特殊包装和（或）产品的特殊颜色/形状,但
这些区分产品的方法应该是可行的，而且不应对价格产
生重大影响。行业在针对特定市场其他标签和包装形式
方面的经验，如在分级定价、捐赠和慈善采购计划方面
的经验268，可以作为在不产生大量成本的情况下区分
产品的实际例子。

附件三提供了关于特别制度运作和使用的更多详细信息。

实际经验

到2020年初，已经在特别制度下执行了一项特别出口
许可。在该案中，一家加拿大公司利用该许可向卢旺
达发运药品（见专栏4.23）。据报道，加纳在2005年
考虑使用特别制度，当时该国宣布了艾滋病毒/艾滋病
紧急状态，并批准了政府使用授权令，以进口艾滋病
毒/艾滋病仿制药（尽管宣布紧急状态不是使用该制度
的要求）。269最初打算从加拿大进口，产品在那里有
专利，但加纳后来选择从印度仿制药制造商进口产品,
那里没有专利。另一次潜在的使用270是一家印度公司
2007年9月向印度专利局提出申请，要求生产并向尼
泊尔出口在印度有专利的几种抗癌药物，包括厄洛替
尼。据报道，申请人后来撤回了申请。作为最不发达
国家，尼泊尔自动有权使用特别制度，但它没有通知
世贸组织希望进口这些药品，而这是使用特别制度的
一个先决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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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IPS	理事会对特别制度运作的评估

TRIPS理事会每年对特别制度进行审查，并向世贸组织
总理事会报告特别制度的实施和使用情况、其运作背
景，以及尚未完成国内接受程序的世贸组织成员接受
TRIPS修正案的情况。275虽然这些讨论还没有得出结
论，但世贸组织的成员发表了一系列的意见，包括关于
特别制度是否发挥其预期功能的以下不同看法：

�� 由于特别制度只用过一次，一些世贸组织成员认为
特别制度过于复杂，对其实际适用性提出质疑。276

需要澄清的是，特别制度中是内建有对其使用的制
约，因此有必要对其进行改革，还是这些制约是个
别国家选择如何实施的结果。

�� 因为担心使用强制许可的政治或贸易影响，特别制
度的潜在使用方可能不敢使用。277

�� 加拿大的药品获取制度得到了成功利用，三年的时
间里与特别制度有关的程序只用了很小一部分。从
有关药品接受监管审查到实际发货，用去的很多时
间是其他因素造成的。278

�� 特别制度使用有限，不是衡量其成功与否的适当标
准，因为没有任何代表团出示证据显示在需要使用
该制度时遇到障碍。279仅有的一个案例表明，特别
制度在必要时可以发挥作用。由于经常有替代方法
用于采购所需药品，在改善基本药物获取的更广泛
努力中，特别制度可以发挥支持作用。280

�� 特别制度不是解决所有公共卫生相关问题的灵丹妙
药。281相反，它是更大图景的一部分，其中包括 
对创新和获取有影响的其他重要方面，如基础设
施、关税、创新筹资机制、伙伴关系与合作（包括
在区域一级）和监管框架。282

�� 印度对药物产品的专利保护可能使今后采购新药的
仿制药更加困难。在这种情况下，特别制度可能具
有更大的意义。283

TRIPS理事会正在讨论如何有效利用特别制度以及如何
克服对使用该制度的任何制约。284为了促进这些讨论,
世贸组织秘书处在2016年的《TRIPS领域技术合作说
明》中总结了需要进一步考虑的关键议题和问题。285其
中指出要将特别制度置于背景之中（包括在药品采购和
监管方面），要提高包括采购官员在内人们对该制度的
认识，要考虑其对潜在仿制药供应商的经济可行性，要
以支持使用该制度的方式设计国内实施措施等。

特别制度未来的可能使用范围

大多数传统的药品出口国都制定了立法，允许在该制度
下出口药品。预计这将支持未来的任何使用。286潜在受
益国面对这一特别情形，发出的需求通知微乎其微。没
有一个发展中国家通知世贸组织其有使用特别制度的总
体意向。各国有权在采购规划过程的早期阶段通知其对
药品的预期需求，不必承诺遵守所通知的数量，也不必
承诺出现更好的替代方案时继续在特别制度下进口，即
使在采购过程的后期阶段也是如此。由一个或多个进口
国发出这种早期通知，是为了在实务中让潜在出口商更
可能响应使用特别制度的机会。

一个关键问题是，是否本应使用特别制度但却没有使
用？这在什么情况下发生的？另一个问题是，在多大程
度上已经可以获得负担得起的药品，不需要强制出口许
可。报告的采购经验表明，许多药品已经可以从无有效
专利的国家以仿制药出口的形式获得。如果可以从无专
利的来源获得仿制药，就不需要使用特别制度。这种情
况今后可能发生变化，因为在印度等重要出口国，药品
可专利性的变化正在逐步产生影响，使新一代药品不太
可能那么容易地获得出口的仿制药。此外，特别制度的
存在，为没有产能或产能有限的国家有效利用强制许可
提供了有法律保障的依据，加强了它们在价格谈判中的
优势，但不一定导致授予强制许可。过去在采购过程中

专栏4.23：向卢旺达供应抗逆转录病毒药物的案例研究

2004年，无国界医生组织与一家加拿大公司接触，要求生产一种三合一抗逆转录病毒药物（齐多夫定、拉米
夫定和奈韦拉平）。无国界医生是在没有进口国提出任何具体要求的情况下发起这一行动的。公司于2006年
在加拿大获得上市许可，距离其申请日期不到半年。产品组合中三种药物的每一种，都有一家公司拥有一项专
利。2007年7月，公司向三个专利权人寻求自愿许可，但没有成功。

2007年7月，卢旺达向世贸组织发出简短通知，表示打算进口26万包三合一抗逆转录病毒药物，并保留修改估
计数量的权利。卢旺达表示，它将不允许专利权人执行可能在其领土上授予的该产品任何专利。卢旺达是最不
发达国家，没有义务做其他说明。2712007年9月，公司根据特别制度在加拿大申请了强制许可，这将允许其在
两年内出口一定数量的产品。加拿大政府颁发了强制许可证，并于10月通知世贸组织，它正在作为出口国使用
特别制度。272

加拿大报告说，2007年10月，卢旺达政府对这种三合一抗逆转录病毒药物发布了公开招标。273加拿大公司最
初以每片0.39美元的无利润价格提供药物。有迹象表明，至少有四家印度仿制药制造商可以以更低的价格供应
该产品。加拿大报告说，如果卢旺达向这些制造商采购药物，根本不需要使用特别制度，因为这些产品在印度
没有专利。但在招标过程中，加拿大公司将价格减半至每片0.195美元。2008年5月，该公司宣布中标。

根据加拿大的药品获取制度和特别制度本身的规定，运往卢旺达的药片与为加拿大市场生产的药片做了区别,加
了“XCL”标志，颜色为白色，而不是标准的蓝色。包装上有加拿大政府颁发的出口跟踪号。产品的详细情况、其 
区别特征和发运情况都在网上公布。2008年9月和2009年9月有两批货物到达卢旺达。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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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经验，如巴西2001年在抗逆转录病毒药物奈非那韦
方面的经验（见第三节3(a)(ii)“各国经验”），表明仅
仅威胁使用强制许可就可以成功诱导降价。最后，特别
制度迄今为止作用有限，部分原因可能是许多国家通过
国际采购方案采购所需药品，这些方案可能有其他手段
来降低价格。这类方案的运营方例如有美国总统防治艾
滋病紧急救援计划、克林顿健康拓展行动组织、全球基
金、儿基会和国际药品采购机制。

辩论的中心问题是，为满足向世贸组织发出的通知中所
表明的需求，是否有必要在特别制度下为潜在供应商建
立一个适当的商业基础。在关于区域贸易协定的条款
中，特别制度明确承认规模经济的必要性，并提到这些
协定的缔约方可以发出联合通知。

特别出口许可是可以采用的一条法律途径，但与任何强制
许可一样，其本身并不能使药品生产在经济上可行。足够
的规模和需求的可预测性是使其在实务和商业上成为可行
的先决条件，这样企业才能采取必要的监管、工业和商业
步骤，根据这种许可生产和出口药品。对可及性药品有类
似需求的国家采取区域性采购和联合通知的办法，为汇总
特别制度下的需求提供了途径，从而能够对已识别的需求
作出有效反应。287

(b) 自愿许可协议

专利所有人可以通过许可协议自愿允许第三方使用知识产
权。许可是一种合同，专利权人允许另一方在某一地域为
某种用途使用知识产权，要么回报以使用费（或某种其他
对价)，要么免费(期限可以是整个专利有效期)。自愿许可
协议能否反映双方当事人的利益，取决于谈判此类许可
协议的知识和经验。就公共卫生而言，要有能力使谈判的
许可中含有考虑公共卫生需求的条款和条件。自《多哈宣
言》通过以来，研究型制药企业在其企业责任方案的框架

内，越来越多地使用许可协议允许仿制药生产商在划定的
地域内生产销售其产品的仿制版。

在一些疾病领域，原研企业与制造商达成了生产销售专
利保护产品仿制版的非独占许可协议，有时是在少数几
个国家内。相对于强制许可，这些协议通常称为“自愿”
许可协议（Beyer, 2012）。关于当前许可协议的概况,
见药品专利池维护的MedsPaL数据库（见专栏2.11)。

《多哈宣言》获得通过后，企业开始更多地使用这类自
愿许可协议。自愿许可最初只用于艾滋病毒药物，范 
围和地域相当有限，有些协议是由第三方的干预引发
的。今天，拥有艾滋病毒/艾滋病治疗产品知识产权的多
数企业都与多种仿制药生产商签署了许可或诉讼豁免协
议,或就其艾滋病毒/艾滋病产品发表了不主张权利声明。

随着2010年药品专利池的建立，将艾滋病毒/艾滋病产
品许可给仿制药企业的趋势得到进一步加强（见专栏
4.24）。

在一些情况中，自愿许可因其地理范围有限、将一些中
低收入国家排除在外而受到批评——多数情况下，它们
适用于中等偏上收入国家。例如，2011年药品专利池
与吉利德科学公司签署的许可协议，导致公共卫生团体
就该协议的附加值以及药品专利池在这方面的作用和任
务进行了激烈的辩论。295

在药品专利池机制之外也商定了自愿许可，包括关键丙
肝药物的许可（见第二节5）。在其中一些情况中，由
于条款和条件没有披露，很难对许可协议进行评估。一
般来说，在自愿许可协议中，许可方允许其他方为疾病
负担重的贫穷国家高销量、低利润的市场服务。

药品获取基金会将许可协议作为对制药公司进行排名的
主要指标之一（见专栏4.25）。

专栏4.24：药品专利池

药品专利池由国际药品采购机制于2010年建立，是一个公共卫生专利池。288药品专利池与持有专利的制药公司
谈判知识产权许可协议，专利权人允许药品专利池向中低收入国家的制造商发放分许可，在某一地域生产销售
仿制药。药品专利池的任务最初集中在艾滋病毒领域，后来扩大到包括结核病和丙型肝炎，2018年又扩大到包
括更多专利基本药物。289

到2019年12月，药品专利池已与8家持有知识产权的原研企业和两所大学签署了知识产权许可协议，涵盖13种
艾滋病毒药物、3种丙肝药物、1种研究性结核病疗法和1种平台技术。通过这些协议，药品专利池已与22家仿
制药制造商和1家非营利性药品开发者签订了分许可。290

药品专利池率先制定了面向公共卫生的自愿许可办法。药品专利池的许可协议是透明的（可在网站上查阅全
文）。协议中包括对仿制药的质量要求，而且为促进竞争，是非独占性的。协议中还披露企业的专利信息，并
放弃数据排他性（见第二章第一节6(f)）。

药品专利池各项许可的地域覆盖面从92个国家到131个国家不等。现在几乎所有的重要艾滋病毒药物都在药品
专利池的许可范围内，2012-2018年期间药品专利池许可估计节省了10.6亿美元，在此期间促成的仿制产品提
供了2,200万患者年的治疗。291视药品不同，发展中国家87%到91%的艾滋病毒感染者被药品专利池的成人许
可所覆盖。292

除了谈判和管理许可协议外，药品专利池还维护着MedsPaL数据库（见专栏2.11），其中提供有关艾滋病毒、结
核病和丙肝药物以及基本药物清单上许多药物的专利状况信息。293药品专利池还与世卫组织合作，编制关于中低
收入国家抗逆转录病毒药物使用情况的联合预测，它还是全球儿科制剂加速器的合作伙伴(见第二节6)。294 



190

促进医疗技术获取和创新

(c) 公共机构制定的对社会负责的知识产权
许可政策和管理

社会责任许可，也称全球获取许可，是一些公益性研究
机构和（或）公共研究资助者使用的一种知识产权管理
方法。在社会责任许可中，研究机构/资助者采取的政
策是，任何关于其研究所产生知识产权的许可协议，都
必须包括合同要求，确保最终产品在资源匮乏的环境中
也能获得。例如，如果一所大学发现了一种有前景的化
合物，并将其许可给一个私营实体，它将在合同中列入
各种旨在确保公平获取的条款。例如，这类条款可以要
求不在中低收入国家主张专利权，要求在中低收入国家
以低价销售，或者要求制定一项获取计划。

社会责任许可方法已获得磋商性专家工作小组（见第三
章第三节4）和其他实体的推荐。一些研究机构和研究
资助者已经实施了社会责任许可类型的政策（Nguyen 
et al., 2018; Guebert, 2014; Stevens and Effort, 
2008)。例子包括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296和联合王国的
曼彻斯特大学297。在美国，AUTM（原名高校技术经理
人协会）建议技术转让办公室确保关于医学创新的许可
协议考虑被忽视的个人或社区。298比尔及梅林达·盖茨
基金会要求项目预先制定全球获取战略，并保留为实现
全球获取要求提供人道主义许可的权利。299惠康基金会
也对研究赠款接受者提出类似要求。300

尽管一些高校已经认可了AUTM政策等以社会责任许可
为前提的全球获取政策，但实践中高校知识产权合同
中的社会责任条款仍然很少301（Guebert and Bubela, 
2014）。

围绕社会责任许可的讨论是在关于耶鲁大学持有的司他
夫定专利的争论之后展开的。司他夫定是1966年合成
的，耶鲁大学的研究人员在二十世纪90年代初发现其
具有逆转录酶抑制剂的特性。这项研究得到了联邦拨款
的支持。该大学已将生产、营销和分销独家许可给一家
赞助该药III期临床试验的公司。302虽然耶鲁大学没有在
多数发展中国家申请专利，但司他夫定在南非获得了专
利（专利号ZA8707171）。303当无国界医生组织开始
在南非提供抗逆转录病毒治疗时，该药的售价比其他国
家的仿制药高出34倍。3042000年12月，无国界医生组
织与被许可公司的南非分公司联系，要求允许进口司他
夫定仿制药，但被告知与专利权人耶鲁大学联系。在民
间社会、学生团体、研究界和司他夫定发明人的压力下
(2001年3月），许可协议做了修改，该公司与南非一
家仿制药公司达成了诉讼豁免协议，允许在南非和其他
非洲国家营销司他夫定(’t Hoen, 2009; Beyer, 2012)。

(d) 介入权

在美国，对于小企业或非营利组织用联邦资助开发的技
术专利，《贝赫-多尔法》（1980年）赋予联邦政府介
入权：政府可以基于某些理由和合理的条件，要求专利
权人向“负责任的申请人”授予任何用途的“非独占、部
分独占或独占许可”。如果专利权人拒绝，政府可以直
接授予这种许可。305主张这种介入权的理由包括，发
明没有被用于实际应用，或者有必要满足未被满足的卫
生或安全需求。306介入权也可以写入许可协议，作为

公共部门研究机构知识产权管理社会责任许可方法的一
部分（Stevens and Effort, 2008)。

(e) 开源许可

开源许可是一种受开源软件运动启发的专利许可做
法，它允许第三方用户为特定目的进行免费使用，条
件是开发的任何改进都按相同的条款进行许可。虽然
免费提供专利被说成行使专利权时一种鼓励合作、降
低成本和催化创新的方式（Ziegler et al., 2014），但
具体的开源许可计划在实践中取得的成功有限。澳大
利亚的私人非营利性研究机构CAMBIA设立了“开放社
会生物创新”项目，利用其转移植物基因专利的开源许
可模式开发生物创新的新工具。然而，通过该项目建
立的在线社区于2008年结束，工具没有重大改进，许
可条款也没有得到遵守。307

(f) 权利用尽和平行进口

平行进口是指正品首先在另一个国家投放市场，然后
通过与权利人授权渠道平行的渠道进口。平行进口
产品不是假货，而且权利人有机会收到首次销售的价
款。它们有时被称为“灰色市场商品”。

“用尽”是一种法律学说，是指知识产权人在同意第一次
销售后不能阻止商品的进一步销售或转售。在这种情况
中，权利人被认为已经“用尽”了对这些商品的权利（用
尽原则也称“首次销售原则”）。用尽原则适用于专利和
其他知识产权，包括商标和版权。它可以在促进药品获
取方面发挥作用，因为一个国家决定采用国际、区域还
是国家用尽，是决定医疗产品是否可从价格较低的其他
国家进口（或再进口）的重要因素。影响平行进口的其
他重要因素是有关监管审批制度的规则和有关制造商与
其分销商之间合同的私法。在滥用知识产权防止平行进
口的情况下，如果平行进口是允许的，竞争法也可以作
为一种有用的纠正手段。

专栏4.25：药品获取指数

药品获取基金会是一个致力于改善药品获取的国际
非营利组织。它发布“药品获取指数”，根据制药公
司在改善全球药品获取方面的战略和技术努力对其
进行排名。目的是开发出一种透明的手段，使制药
公司能够评估、监测和改进自身的表现及其公共和
投资形象，同时建立一个平台，使所有利益攸关方
能够分享全球药品获取领域的最佳做法。

该指数对20家制药公司为106个国家的居民提供药
品、疫苗和诊断试剂的努力进行排名。2018年的
指数涵盖了77种重点疾病、病症和病原体，包括被
忽视的热带病、十种最重要的传染病和十种最重要
的非传染性疾病，依据是它们对指数所含国家造成
的健康负担，以及孕产妇健康和新生儿感染。排名
基于衡量各领域活动的大量指标，如研发、专利政
策、定价和慈善等。该指数报告每家公司的领先做
法和公司自指数报告上次发布以来所做的改变。报
告还提出需要改进的领域。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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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在规范用尽制度时采用了几种选择，以便最好地服
务于国内政策目标。在许多情况下，专利、商标和版权
适用不同的用尽制度。但是，世贸组织成员必须以不歧
视权利人国籍的方式适用用尽制度。

下文讨论与制药行业专利有关的用尽问题。在产权组织
2014年的一项调查中，76个成员国表示，其适用的法
律规定了专利权的用尽，其中4个国家在判例法中规定
了这种例外。309

(i) 国际用尽

一些国家实行“国际用尽”，即商品的知识产权在世界
任何地方的权利人首次销售后或经其同意首次销售后
即用尽。在产权组织2014年的调查中，有19个成员国
表示在国内法中采用了专利权国际用尽制度，其中包
括阿根廷、巴基斯坦、多米尼加、哥斯达黎加、肯尼
亚、毛里求斯、亚美尼亚、越南、智利和中国以及安
第斯共同体。310国际用尽制度可以促进药品的获取,因
为权利人在同意首次销售后不能阻止商品的进一步分
销或转售。另一方面，国际用尽制度可能妨碍企业进
行差别定价（见第二章第三节）。

一些国家在知识产权法中没有明确规定用尽规则，而
是交由法院和行政实践处理。2017年，美国最高法院
通过了专利权的国际用尽规则，认为首次销售原则适
用于专利法。311这一规则可以支持美国平行进口药物
产品。但这将取决于其他因素，包括要求产品在满足
若干条件后才能平行进口的合同安排和卫生法规。

(ii) 国家用尽

另一些国家对知识产权适用用尽原则，但仅限于在其境
内进行的首次销售。这就是所谓的“国家用尽”。在这
种制度下，知识产权人的权利被用尽，但仅限于经权
利人同意进入该国市场的商品，从而使权利人能够防
止来自第三国的平行进口。在产权组织2014年的调查
中，有27个成员国表示在国内法中为专利选择了这种
用尽。例如，这些国家包括阿尔巴尼亚、巴西、白俄罗
斯、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不丹、俄罗斯联邦、冈
比亚、克罗地亚、马达加斯加、摩尔多瓦共和国、摩
洛哥、萨尔瓦多、塞尔维亚、圣多美和普林西比、苏 
丹、塔吉克斯坦、坦桑尼亚、土耳其和乌干达。312

(iii) 区域用尽

第三种选择是“区域用尽”。权利人在区域内首次销售
商品（或经其同意销售），即用尽对这些产品的任何
知识产权——不仅在国内，而且在整个区域内——因
此，不能以知识产权为由反对区域内的平行进口。313

在产权组织2014年的调查中，有22个成员国表示它
们选择了这种用尽制度。314在这种制度下，权利人仍
然可以用知识产权来阻止从有关区域以外进口商品。

(iv) 用尽制度的政策选择

《TRIPS协定》第6条规定，为解决世贸组织争端的目
的，“本协定的任何内容均不得用来处理知识产权权利
用尽的问题”，只要该原则的适用不因权利人的国籍而
有所歧视。《多哈宣言》澄清，这一规定的效果是让每
个世贸组织成员不受质疑地自由建立自己的用尽制度,
只要世贸组织所有成员的权利人不受歧视。世界各地成
员对用尽制度作出的不同选择反映了这一澄清。

一些国家采用了混合用尽制度。这些国家的法律一般适
用一种特定的用尽制度，但对于特殊情况则适用另一
种用尽制度。在瑞士，虽然用尽制度总体上取决于产品
首次投放市场的地方，但对于药品则适用国家用尽制
度。315卢旺达于2009年通过了《知识产权保护法》(第 
31/2009号法)，规定了专利权的国家用尽制度，但对特
定产品可以采用国际用尽。第40条授权部长根据政府机
构的建议或根据有关当事方的请求宣布专利权用尽。该 
法列举了可给予这种授权的若干理由，并规定，如 
果平行进口商未能实现部长宣布用尽的目的，或导致宣
布用尽的条件不复存在，可以撤销授权。

用尽制度的选择只是决定是否可以进行平行进口的因
素之一。另一个重要方面是权利人与分销商缔结的合 
同。例如，如果这种合同禁止分销商再出口有关商品,
那么权利人可以辩称，从事平行进口构成了违反分销商
合同义务的行为，与其知识产权是否用尽无关。一些自
贸协定明确为专利所有人保留了以合同方式限制平行进
口的权利。在这种情况下，竞争法可以作为潜在的纠正
因素发挥重要作用。例如，瑞士在商标领域适用国际用
尽。在该国的一个竞争法案件中，一家瑞士公司被证明
在2006年之前，作为对一家奥地利公司许可的一部分,
一直在适用一项合同条款。该条款禁止被许可人向瑞士
出口其根据许可在奥地利生产的产品。2009年，瑞士
竞争委员会对该公司处以罚款，认为这种条款构成了纵
向协议，将严重影响瑞士市场上的竞争，因此撤销了该
条款。316瑞士行政法院于2013年12月317、瑞士联邦
法院于2016年6月318分别确认了这项决定。

决定是否可以平行进口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药品上市审
批的全套卫生法规。如果同一药物产品的不同版本在进
口国没有上市许可，任何国家都可以禁止平行进口——
即便该国采用国际用尽制度。

(g) 专利期延长和补充保护证书

各国法律规定了专利可以保持有效的期限（“专利期”)
(见第二章第二节1(b)(iii)）。适用的法律可以通过以下
方式为药物产品提供更长的独占期：(i)法定延长专利
期；或(ii)应用补充机制，如欧盟的补充保护证书。延
期可以是为了弥补获得监管审批所花费的时间。在美
国，延期可以包括临床开发所用的时间，专利期调整可
以补偿专利授权的延迟。与多数其他技术领域的产品不
同，为确保安全性和有效性，药物产品必须经过监管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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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监管审查过程可能大大缩短药品专利权人本应享有
的专利保护期。

专利期延长和补充保护证书在法律上是不同的工具，但
效果相似。2019年产权组织的一项调查有26个国家作
了答复，发现有24个国家提供专利期延长或补充保护
证书。319

关于专利期延长或补充保护证书对公共卫生的影响，人
们表达了许多不同的观点。有人认为，专利期延长不能
激励针对未被满足健康需求的研发，而且会阻碍药品
的获取，因为它推迟仿制药进入市场。320另一些人认
为，从公共卫生的角度，延期是有利的，因为它可以支
持医学创新，从长远来看改善了公共卫生。321

(i) 延长专利期的法定机制

一些世贸组织成员，如澳大利亚、大韩民国、多米尼
加、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美国、日本和以色列,
在《TRIPS协定》规定的20年的最短期限之外提供了
专利期延长。322在一些国家，授权程序或专利办理中
的行政延迟也可能导致专利保护期的延长，为专利期
的不合理缩减补偿权利人。例如，美国规定，如果美
国专商局在专利申请后三年内没有授予专利，可以提
供专利期调整（专利期调整和专利期延长是不同的工 
具)。323因专利授权延迟和监管延迟而延长专利期，是
许多自贸协定的一个共同特点。324

(ii) 补充保护证书

在欧盟，根据第(EC) 469/2009号条例，药物产品专
利权人可以获得补充保护证书。325条例的目的是补偿
药品专利申请和授予监管许可之间的延时。补充保护证
书适用于满足特定要求的产品，如受有效专利保护、在
特定成员国有上市许可，并赋予与基本专利相同的权
利，受相同的限制，承担相同的义务。326欧盟法院确
认，除其他外，“补充保护证书的目的不是将该专利所

赋予的保护延伸到专利所涵盖的发明之外。[……]如果
接受补充保护证书可以赋予超越其所涵盖发明的保护,
将违背平衡制药业利益和公共卫生利益的要求”。327这
个判决之后，联合王国的法院撤销了有关补充保护证
书。328

补充保护证书是国家权利，由欧盟成员国授予（即由国
家专利局而不是欧盟机构授予）。考虑到包括公共卫生
在内的所有利害关系，证书期限限定为5年。329补充保
护证书是确保从有关医药产品首次获得上市许可起，专
利和补充保护证书下的保护期合计最长为15年。330由
于合并了这两个保护期，补充保护证书被授予的期限往
往短于5年。

荷兰的一项研究发现，虽然这些措施提供了投资回报,
证明具有补偿性，但它们在激励研发投资方面的价值似
乎有限（de Jongh et al., 2018）。但欧盟委员会委
托进行的一项研究发现，较长的有效专利保护期刺激了
药品研发支出，尽管推迟了仿制药进入市场后的降价
(Copenhagen Economics, 2018)。

虽然第(EC) 469/2009号条例第3条(b)项和(d)项规
定，只有在产品首次获得投放市场的有效授权时，才能
授予补充保护证书，但欧盟法院2012年的一项裁决表
明，补充保护证书可以授予已授权活性成分的新治疗用
途。在这种情况下，获得证书的产品是治疗用途，而不
是活性成分（Schell, 2013）。自2007年以来，根据
第(EC) 1901/206号条例（该条例除其他外修订了早先
的补充保护证书条例）331，欧盟允许在补充保护证书
下增加6个月的保护期，条件是产品完成在儿童中的有
效性和安全性临床研究。

欧洲药品协会（一个代表欧洲仿制药和生物类似药制造
商的协会）的一项分析表明，在多数情况下，欧盟补充
保护证书的失效晚于加拿大、中国、印度、大韩民国和
美国补充保护证书类工具的相应日期。332表4.2列举了一
些基本药物补充保护证书提供的市场保护延期的例子。

表4.2：世卫组织基本药物清单中部分药品在法国的专利预期到期时间和补充保护证书到期时间比较

药品 治疗的疾病* 化合物专利预期到期时间
补充保护证书保护在法国

的到期时间** 法国的补充保护证书号

阿巴卡韦/拉米夫定 艾滋病毒 2016 2019 FR05C0022

阿扎那韦 艾滋病毒 2017 2019 FR05C0030

拉替拉韦 艾滋病毒 2022 2023 FR08C0026

替诺福韦二吡呋酯/恩
曲他滨

艾滋病毒 2017 2020 FR05C0032

索磷布韦 丙型肝炎 2028 2029 FR14C0082

曲妥珠单抗（注射用粉
剂）

乳腺癌 2012 2014 FR04C0007

甲磺酸伊马替尼 白血病 2013 2016 FR02C0012

注：* 也可批准用于其他适应症。** 专利和补充保护证书到期日期引自法国国家工业产权局专利数据库检索。假设专利在申请20年后到期，可见： 
https://bases-brevets.inpi.fr/en/home.html.

https://bases-brevets.inpi.fr/en/hom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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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欧盟出台了一项例外（所谓的“出口用补充
保护证书制造豁免”），允许欧盟仿制药企业生产受补
充保护证书保护的药品，供出口到无专利的非欧盟市
场。333另一项例外允许仿制药企业在补充保护证书到
期前6个月内生产和储存产品，以便在相应证书到期
后进入任何成员国的市场（“欧盟第一天进入”)。334

虽然这些豁免旨在提高欧盟仿制药行业的竞争力，有
助于扩大药物产品的供应量335，但原研行业担心这可
能导致诉讼增加，表示这可能引发对二级专利的投资
(Wingrove, 2019)。

只有符合第2001/83/EC号指令（《医药产品指
令》)所规定行政授权程序的产品才能获得补充保护证 
书。医疗器械由一个表示卫生和安全标准的证明商
标(CE标志）授权，因此不能授予补充保护证书。然
而，一些专利局认为CE认证等同于根据《医药产品指
令》颁发的上市许可，而另一些专利局则裁定，对于
CE认证的器械，补充保护证书保护是不合理的。在德
国联邦专利法院提交给欧盟法院的一个案件中，申请
人以紫杉醇洗脱支架的CE认证为依据，申请了紫杉醇
的补充保护证书。欧盟法院裁定，不能依据医疗器械/
药物组合的CE标志认证为该医疗器械/药物组合中的
活性成分获得补充保护证书保护。336

(h) 知识产权执法

第二章第二节1(f)概述了知识产权执法标准。本部分探
讨与药品获取具体相关的执法问题。

《TRIPS协定》（第41条）规定所有成员有义务根据
其法律保证获得有效、负担得起、公平、公正和透明
的程序，使知识产权人能够行使其权利（见第二章第
二节1(f)）。这些程序的应用必须避免对合法贸易设
置障碍，并必须提供保障措施防止其滥用。《TRIPS
协定》要求世贸组织成员提供：(1)民事（或行政）程
序和就案情实质的补救措施；(2)临时措施；(3)边境措
施；以及(4)刑事程序。在民事程序方面，对知识产权
侵权案件设想的主要补救措施包括禁令（第44条)、损 
害赔偿（第45条）和其他补救，如在商业渠道之外销
毁或处理侵犯知识产权的商品和主要用于制造此类商
品的材料和工具（第46条）。这些补救措施必须适用
于《TRIPS协定》所涵盖的所有类别的知识产权,包括
专利、未披露的信息(如试验数据)、商标和版权。世贸
组织成员可以选择赋予知识产权人针对侵权者的信息
权，包括有关其他人和销售渠道的信息(第47条)。337

在eBay公司诉MercExchange L.L.C.案（eBay案)
中，美国最高法院讨论了何时应对专利侵权发出永久
禁令的问题。338在eBay案之前，作为救济，几乎所
有认定侵权的专利案件都会发出永久禁令——禁止侵
权者继续从事侵权活动。在eBay案中，最高法院拒绝
了这一“一般规则”，裁定发布永久禁令必须满足四因
素测试中列出的条件：“原告必须证明：(1)原告遭受
了不可弥补的伤害；(2)法律上现有的救济，如货币赔
偿，不足以补偿这种伤害；(3)考虑到原告和被告之间
的困难平衡，有理由采取衡平法救济；(4)永久禁令不
会损害公共利益。”自eBay案以来，美国法院以货币

救济代替永久禁令的案例不胜枚举，即允许侵权者不
经专利权人授权继续使用专利发明。这些救济往往采
取法院规定的计件使用费形式。339这些案件既有非医
疗专利案，也有医疗专利案。在一些涉及医疗专利的
案件中，在拒绝对侵权专利下达永久禁令时，强调了
四部分检验中的“公共利益”部分（如有关心血管植入
物340、避孕系统341和隐形眼镜342的案件)。

在医疗产品跨境贸易领域，公共卫生和自由贸易两方
利益相互交织。共同的目标是确保假冒医疗产品不
进入市场，同时合法医疗产品、包括仿制药品的自由
贸易不受阻止药品在国家间流动的不必要法律障碍的
影响。这一共同目标作为一般原则反映在《TRIPS协
定》的执法部分（第41条第1款）。

《TRIPS协定》要求各成员采取措施，使持有效根据
怀疑可能发生假冒商标商品或盗版商品进口的权利
人，能向行政或司法主管当局提交书面申请，要求海
关当局中止放此种商品进入自由流通。343但是，没有
义务对过境商品适用这种程序。344 

一个有趣的案例研究是，过境欧盟领土的仿制药被扣
留，以及之后多边组织和欧盟法律及判例的发展（见图
4.8）。2008年，欧盟海关扣留了几批过境的仿制药,
这些仿制药大多来自印度，目的地是拉丁美洲和非洲的
发展中国家。虽然没有迹象表明这些药品在原产国或目
的地国侵犯了任何知识产权，但在大多数案件中，海关
都以涉嫌侵犯过境国专利权为由进行了扣留。这一行动
的依据是第(EC) 1383/2003号原欧盟海关条例，欧盟
成员国的法院对该条例有不同的解释。有关货物随后被 
放行。

2010年5月，印度和巴西启动了争端解决程序，声称违
反了《关贸总协定》关于允许自由过境的义务，以及
关于专利权和执法的TRIPS多项条款，并特别指出，知 
识产权执法不应影响仿制药合法贸易。345两案均未完
结。没有要求成立争端解决专家组。

2013年，欧盟以第(EU) 608/2013号条例取代了第(EC) 
1383/2003号条例。第(EU) 608/2013号条例叙文11
澄清，海关在评估过境药品的知识产权侵权风险时，应
考虑这些药品是否有很大可能被转入欧盟市场。346

2015年，欧盟通过了由第(EU) 2015/2436号指令347

和第(EU)2015/2424号条例348组成的新商标立法，目
前已编入第(EU) 2017/1001号条例。349它们赋予权利
人对假冒商品采取行动的权利，包括在这些商品未在欧
盟投入自由流通的情况下。350但如果商品的报关人或持
有人提供证据证明权利人无权禁止将商品投放到最终目
的地国的市场，则该权利失效。关于欧盟商标的第(EU) 
2017/1001号条例叙文19和第(EU) 2015/2436号指令
叙文25回顾了采取适当措施确保仿制药顺利过境的必要
性，并为此明确，权利人不应以药品活性成分的国际非
专利名称与相关商标近似为由采取行动。351

在2016年6月的TRIPS理事会会议上，一些发展中国
家对欧盟的商标立法表示关注，并质疑其与第(EU) 
608/2013号海关条例的关系。3522016年7月欧盟
委员会的一份通知353澄清，海关应避免根据第(E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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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8/2013号条例扣留药品，除非这些药品拟投放在欧
盟市场上，或货物带有与欧盟保护的商标相同或基本
相同的商标。在2017年和2018年的TRIPS理事会会议
上，印度向欧盟提交了后续问题，要求进一步澄清更
新后法律框架和委员会2016年通知所提供指导的实际
效果。354

该案表明，必须确保执法条款不对过境第三国的仿制药
合法贸易造成不必要的障碍。为此，显然需要区分假药
和仿制药，避免定义问题事实上成为获得仿制药的障碍
(定义问题也在本章第一节12中讨论)。

4. 专利信息及其与公共卫生政策的
关系

获取专利信息是医疗产品采购中一个日益重要的领
域。采购机构在采购中决定购买价格最优的优质产品
时，可能还需要考虑产品的专利状况以及这些专利在
具体市场的法律状态。第二章第二节1(b)(viii)-(xi)解释
了专利信息的内容和来源。

5. 自由贸易协定相关条款回顾

本部分概述了某些自由贸易协定中规定的与医疗技术
部门特别相关的知识产权标准，以及自贸协定和国际
投资协定中的投资者与国家间争端解决条款。在审视
了自贸协定的主要行为体之后，还概述了试图估计这
些标准对制药部门潜在经济影响以及对获取医疗技术

潜在影响的研究。最后，简要讨论了国际组织发挥的
作用。

二十世纪60年代以来，贸易协定的重点是减少“边境
上”的贸易壁垒，如进口关税和入境口岸检查。二十
世纪90年代以后，自贸协定往往侧重于“边境后”的措
施，这些措施影响到国内的监管框架355，其目的是促
进投资，推动融入全球价值链（见专栏4.27）。这些
通常包括与知识产权有关的措施（见表4.3）。2000
年至2019年，包含此类条款的自贸协定数量大幅增 
加。许多协定还包含了其他相关领域的规定，如采用合
理的采购做法（见第二章第二节4）和竞争政策（见第
二章第二节2和第四章第四节2）。

截至2016年6月，所有世贸组织成员至少有一项有效的
自贸协定。356

自贸协定最初围绕着“枢纽”发展，包括美国、欧盟和
欧洲自由贸易区，它们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图4.9
显示了2000年至2019年谈判的自贸协定的演变。

2013年以来谈判达成的主要自贸协定包括：欧亚经济联 
盟357；欧盟与加拿大的《全面经济和贸易协定》
(CETA)358;《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协定》(AfCFTA）359;《全
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360;《美国-墨
西哥-加拿大协定》(《美墨加协定》)361;以及欧盟与南
方共同市场的贸易协定362。有的区域间覆盖面广，整合
了重要的市场，目的是协调监管制度。虽然欧盟、欧贸
联或美国谈判的多数现代自贸协定都包含专门涉及药品 
和（或）卫生技术的条款，但欧盟与南共市的协定不包含
这种条款。

图4.8：欧盟海关对过境仿制药的扣留

来源：世贸组织秘书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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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自贸协定对公共卫生影响的分析，传统上侧重于知
识产权条款。因此，下一小节将审查自贸协定中的一些
知识产权条款。尽管如此，货物、服务和投资贸易领域
的纪律也可能对医疗技术的创新和获取产生影响。例
如，药品和（或）加密产品的进口许可证等非关税措
施，以及限制性的销售制度可能限制医疗技术的获取。

(a) 部分知识产权条款回顾

《TRIPS协定》1995年生效时，有44个生效的自贸
协定已通知世贸组织。在2019年12月撰写本报告时,
已通知的自贸协定已超过300个。363一些只是重申了
《TRIPS协定》的原则。许多包含加入一系列产权组织
公约和条约的义务，例如《巴黎公约》《专利合作条
约》《专利法条约》或《商标法条约》。它们重申了
《TRIPS协定》中所载的不歧视原则（即国民待遇和最
惠国待遇）（见第二章第二节1(a)-(b)）。此外，自贸
协定中涉及专利保护和监管排他性以及知识产权执法的
某些标准，与药物和生物治疗产品以及其他卫生技术特
别相关。

2005年后生效的自贸协定中有82%包含知识产权条
款。其中，20%含有的条款要求缔约方实施比《TRIPS
协定》中规定的标准更广泛的知识产权保护和执法。364

这种条款通常称为“TRIPS plus”（超TRIPS)。《TRIPS
协定》的不歧视原则要求这些自贸协定的缔约方将任何
更高的标准适用于所有其他世贸组织成员（见第二章第
二节1(a)-(b))。

虽然自贸协定中的知识产权标准没有唯一的做法，但在
具体规定和提高知识产权标准方面还是可以看到某些共
同点。与卫生技术有关的条款通常包括以下一个或多个
主题：

(i) 专利法

若干自贸协定载有关于专利法各个方面的详细规定。例 
如，一些自贸协定具体规定了如何适用可专利性标准
和充分公开要求（见第二章第二节1(b)(iii)节）。一
些自贸协定规定，必须为声称至少是下列之一的发明
提供专利：已知产品的新用途；使用已知产品的新方
法；或使用已知产品的新工艺。

自贸协定可以包括一些条款，放弃适用国内法中本来
允许的可专利性排除和专利权的例外与限制，或者反
过来，规定必须适用这些规定（见第二章第二节1(b)
(vii))。这样，自贸协定条款可能明确要求动植物的 
可专利性（见《摩洛哥和美国自贸协定》第15.9.2 
条)。但它们也可能要求缔约方在国内法中规定监管
审查例外（见上文第三节3(a)(i)）。例如，CPTPP第
18.49条规定：“每一缔约方应采用或保持对药物产品
的监管审查例外。”

(ii) 专利期延长

一些自贸协定要求可以延长20年的保护期。20年保护
期是《TRISP协定》规定必须提供给药物产品等的。这
种延期是为了就获得上市许可所花时间或专利局处理延
迟对专利所有人给予补偿。一些世贸组织成员以专利期
延长或调整的形式提供这种延期，而另一些成员则提供
补充保护证书（见第三节3(g)）。

(iii) 授予强制许可的理由

《TRIPS协定》没有详尽地列出授予强制许可的理 
由。某些自贸协定的条款，如《美国-新加坡自贸协
定》第16.7条第(6)款、《美国-澳大利亚自贸协定》
第17.9条第(7)款和《美国-约旦自贸协定》第4条第
(20)款，将理由限制在竞争法规定的补救措施、极端紧
急的情况和非商业性公共使用（见第三条3(a)(ii))。

(iv) 用尽制度

根据《TRIPS协定》，世贸组织成员可自由选择最符合
国内政策目标的用尽制度（见第三节3(f)）。这种自由
在一些自贸协定中得到了确认。然而，一些自贸协定具
体规定了专利所有人通过合同限制平行进口的权利。

(v) 监管排他性

第二章第一节6(f)解释了“监管排他性”一词。世贸组织
《TRIPS协定》没有要求世贸组织成员在国内立法中规
定监管排他性。

一些自贸协定规定必须有监管排他期，一些自贸协定在
实施世贸组织《TRIPS协定》第39条第3款的背景下规定
了监管排他性（见第二章第一节6(f)和第二节1(c))。在
一些情况中，规定了若干年的监管排他期(见表4.3)。某
些自贸协定规定可以延长排他期。一些自贸协定要求缔
约方，在为以前批准过的产品提交关于新适应症、配方
或给药方法的新临床资料时，要适用排他期。

在某些自贸协定中，数据排他性还覆盖这样的情况：自
贸协定缔约方允许根据第三国早先对相同或类似产品的
上市许可，对受监管产品授予上市许可。这样的效果
是，在仿制药企业寻求销售其产品的国家，即使没有向
政府过提供试验数据，也防止仿制药企业依赖原研企业
向另一国政府提供的试验数据。自贸协定的缔约方以不
同的方式履行这些义务。365

一些自贸协定规定了生物治疗产品的额外数据和（或)
市场排他性，超过了小分子药物的排他期（见第二章
第一节6(d)）。在许多司法管辖区，在签署自贸协定之
前，在数据和（或）市场排他性方面，生物治疗产品和
小分子药物之间没有区别。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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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rtais.wto.org/UI/PublicMaintainRTAHome.aspx
https://www.international.gc.ca/trade-commerce/trade-agreements-accords-commerciaux/agr-acc/cptpp-ptpgp/sectors-secteurs/ip-pi.aspx?lang=eng
https://www.international.gc.ca/trade-commerce/trade-agreements-accords-commerciaux/agr-acc/cptpp-ptpgp/sectors-secteurs/ip-pi.aspx?lang=eng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qid=1399559252828&uri=CELEX:22012A121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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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世贸组织秘书处。

注：世贸组织成员的名称是世贸组织中使用的名称。

图4.9：自贸协定中知识产权章节的演变：2000年至2019年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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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2018年最初议定的《美墨加协定》第20.49条
规定，新生物治疗产品的试验数据保护期至少为10
年。2019年12月，缔约方除其他外同意对知识产权
章节进行修改，取消这一义务。在所有缔约方批准后,
协定于2020年7月生效。在TPP的谈判过程中，也对
生物治疗产品的监管排他期长短进行了辩论。其中一
个关切是，将生物治疗产品的排他期延长至12年，将
导致卫生支出大幅增加。367这些条款除其他外，在
CPTPP的最终案文中被暂停。368

(vi) 专利链接

虽然《TRIPS协定》不包括任何关于专利链接的要
求，但一些自贸协定包括了有关规定（见第二章第
一节6(g)）。实践中人们观察到，在自贸协定中议定
专利链接条款的国家，在国内实施该制度的某些特点
时，仍然保留了一定的灵活性和自由裁量权（Son et 
al, 2018)。

(vii) 执法

自贸协定中的知识产权执法标准一般具有广泛的适用
性，不针对具体部门。其中一些标准有可能直接影响
制药部门。例如，相关执法条款包括对商标和版权 
(《TRIPS协定》对此已经有强制性规定）以外的知识
产权适用边境措施，以及对过境货物适用边境措施。简
而言之，“边境措施”允许权利人与海关当局合作，防
止进口侵犯知识产权的货物（见第二章第二节1(f)和第
四章第三节3(h)）。

(viii) 重申TRIPS灵活性和《多哈宣言》的原则

许多自贸协定在知识产权章节中重申了《关于TRIPS和
公共卫生的多哈宣言》。一些自贸协定确认了缔约方的
共识，即自贸协定规定的知识产权标准既不影响采取措
施保护公共健康的权利，也不影响利用特别强制许可
制度向世贸组织成员提供的额外灵活性的权利（见第三
节3(a)(iii)）。一些自贸协定在协定正文中载有此类条

款。在另一些自贸协定中，则通过“附函”处理。这种
确认是为了解决人们对自贸协定标准可能限制《TRIPS
协定》及后续文书所提供的灵活性的关切。

(b) 投资者与国家之间的争端解决

投资者与国家之间的争端解决机制包含在自贸协定和
国际投资协定中，为投资者（如私营公司）提供了在
指称违反自贸协定的案件中起诉国家并索取损害赔偿
的机会（Miller and Hicks, 2015；见专栏4.26）。通 
常，自贸协定或国际投资协定的缔约方同意把国际投
资争端解决中心作为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的场所,由
当事方商定的仲裁员小组审理此类案件。369

自2000年代初以来，已知的基于条约的投资者-国家争
端案有所增加，从2000年发起的13起仲裁到2018年的
71起。370这些案件大多在制药行业之外。投资章节已
经成为自贸协定的常规组成部分。371在其中一些章节
中，例如CETA第8章，知识产权已经被归类为一种投
资，意味着不遵守相关自贸协定中的知识产权条款可能
引发投资者-国家争端案件。372

一些案件让人们担心，结果可能影响卫生系统并阻碍公
共卫生管制。373另一方面，人们发现，国际投资协定
确实增加了对签署国的外国直接投资，但前提是这些国
家随后没有在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受到挑战。如果在
解决中心被起诉，政府可能失去外国直接投资，而如果
输掉争端，可能遭受更大的外国直接投资损失（Allee 
and Peinhardt, 2011）。

最近的自贸协定谈判中反映了对投资者-国家争端案件
影响的不同看法。原各方谈判的TPP文件草案包含了
对烟草控制措施的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的排除。值得
注意的是，CPTPP的第29.5条保留了这一排除。此外,
在CPTPP的框架内，新西兰与澳大利亚、秘鲁、马来
西亚、文莱达鲁萨兰国和越南签署了协议，将公共教 
育、卫生和其他社会服务排除在它们之间强制性投资
者-国家争端解决之外。374

专栏4.26：国际投资协定和自贸协定下的案例

在根据国际投资协定提起的两起案件中，一家烟草制造商对乌拉圭和澳大利亚提起了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案
件，声称国家对香烟包装和广告的限制侵犯了公司的商标权。在澳大利亚案中，法庭没有处理烟草制造商的诉
求，因为法庭裁定，投资者在可以预见争端的时候，为了获得投资条约的保护而改变了公司结构，滥用了自己
的权利（或滥用了程序），因此投资者的诉求不可受理。375在乌拉圭案中，烟草制造商声称有多项违反乌拉
圭-瑞士国际投资协定的行为，包括征用、剥夺公正和公平待遇、损害原告投资的使用和享受、未遵守总括条
款下的承诺以及司法不公。法庭驳回了烟草制造商的所有主张。 376

在另一起案件中，一家制药公司对加拿大提起了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案件，声称加拿大法院宣告某些专利无效违
反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的投资章节。两种药品的专利在加拿大被认定“因缺乏实用性而无效”。原
告称，加拿大专利法中的实用性要求发生了变化，实用性要求具有任意性和（或）歧视性，因为它“不可预测和不
一致”，对制药部门产生了不成比例的不利影响，而且实践中有利于本国专利权人。法庭的结论是，加拿大专利法
没有发生根本性或巨大的变化，制药公司没有证明实用性要求是“不可预测和不一致”的，也没有导致对制药行业
或外国专利权人的歧视。该案判决国家胜诉。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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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自贸协定的主要行为体

表4.3列出了对制药部门的创新和获取有影响的部分条
款。这些条款只反映了对现有《TRIPS协定》义务作出
补充的条款。自贸协定为缔约方澄清了如何实施现有的
TRIPS条款，或者规定了更高的知识产权保护和执法标
准。表4.3表明，自贸协定集中在三个主要地域，即美
国、欧洲自由贸易联盟（欧贸联）和欧盟：

�� 二十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欧盟缔结了一系列的联
系、伙伴关系和贸易协定。截至2019年10月，已
向世贸组织通报了43项生效的自贸协定。3781995
年与土耳其的关税同盟以及与几个中欧国家的稳定
与联系协定（各国签订这些协定是为了促进最终加
入欧盟）379，旨在使保护水平与欧盟一致。早期
的一些自贸协定规定，知识产权保护要符合“最高
国际标准”380或“现行国际标准”381，但没有界定这
些标准的确切含义——特别是，参考点是多边协定
（如《TRIPS协定》）还是任何其他标准，如其他
自贸协定中规定的标准。自2010年代初以来，欧
盟谈判的自贸协定都包含详细的知识产权章节。例
如，CETA以及欧盟-格鲁吉亚和欧盟-中美洲自贸
协定就是这样。

�� 截至2019年10月，由冰岛、列支敦士登、挪威和
瑞士组成的欧贸联已经缔结了一个29项自贸协定组
成的广泛网络。382在知识产权领域，这些协定大多
侧重于专利期延长、监管排他性和边境执法措施方
面的较高标准。

�� 截至2019年10月，美国与20个国家签订了14项生
效的自贸协定，并向世贸组织进行了通报。383一般
来说，这些自贸协定全面覆盖了知识产权。

欧盟、欧贸联和美国缔结的多数自贸协定都载有与医疗
技术有关的知识产权条款。这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即
它们是这类技术最大的生产者和出口者的东道国（见第
四节1(a)），因此在改善市场准入和促进投资方面有利
益。相比之下，其他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之间缔
结的自贸协定中，关于具体知识产权的详细规定通常很
少，甚至没有。但是，在一些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自贸协
定中，对专利、监管排他性和（或）试验数据保护作出
了详细规定。

(d) 经济影响分析

自贸协定中采用的每一项较高的知识产权保护标准——
无论是标准本身还是与其他标准一起——都有可能影响
医疗技术的创新和随后的获取。纳入详细的知识产权
条款的趋势仍在继续，包括在三个主要参与方——欧 
盟、欧贸联和美国——最近谈判的自贸协定中。同时,
在这些协定中纳入公共卫生保障措施的意愿也大大增
强——无论是在知识产权和投资章节中还是在附函中。

一些研究探讨了自贸协定中知识产权条款对制药部门
的经济影响。国际贸易与可持续发展中心2009年委托

进行的一项研究估计，多米尼加-中美洲-美国自贸协
定（CAFTA-DR），根据应用的情景，到2030年将导
致哥斯达黎加的药品公共开支增加1.76亿美元到3.31
亿美元，原因是受专有权保护的活性药物成分的比例
从2010年的6-9%增加到2030年的24-28%。预计
关于可专利性标准和试验数据排他性的标准将产生最
强烈的反响。3842009年对多米尼加的一项类似研究
预测，到2027年，活性成分的价格将适度上涨9%至
15%。研究发现，迄今当时可预计的最大影响来自数
据排他性条款。有趣的是，作者还报告说，信息不对
称和政府政策的不完善对价格的影响大于知识产权制
度的监管变化。 385

2009年，国际贸易与可持续发展中心开发了一个模拟
模型——知识产权影响聚合（IPRIA）模型386，可应用
于各种国家情景，以评估知识产权制度的变化对药品获
取的影响。它已被应用于巴西、秘鲁、多米尼加、厄瓜
多尔、哥伦比亚和哥斯达黎加。387哥伦比亚两个民间社
会组织2012年的一项研究发现，2002年为换取贸易优
惠而引入、后来在自贸协定谈判中得到确认的数据排他
性，造成了4.12亿美元的额外支出。3882007年乐施会
的一份简报估计，自与美国缔结自由贸易协定以来,约旦
的药品价格上涨了20%。这里再次指出，数据排他性在
2002年至2006年期间造成新上市药品几乎80%的仿制
版推迟进入市场，药品的额外支出估计在630万美元至
2,204万美元之间。389加拿大专利药价格审查委员会估
计，根据2016年现有生物治疗产品的销售数字,引进更
便宜的生物仿制药每年可以节省332至180万加元。390 

然而，孤立地评估自贸协定具体章节的经济影响，可 
能无法公正地看待自贸协定的总体结构及其在创造财
富、提高生活水平，以及透明和非歧视性程序实现更好
资金价值等方面产生的效果。由具体自贸协定缔约方编
写、涵盖自贸协定整体效果的影响评估更为常见。

(e) 国际组织的作用

除其他外，世贸组织通过区域贸易协定委员会对已通知
自贸协定的审查，和根据贸易政策审查机制对国家贸易
政策的定期审查，对自贸协定进行监测并提高人们的认
识。根据《TRIPS协定》第63条第3款，世贸组织成员
还可以向其他世贸组织成员索取双边协议或有关信息。

世卫组织也通过了一些决议，呼吁世卫组织成员国在贸
易协定中考虑《TRIPS协定》和后来文书（如《多哈宣
言》和特别强制许可制度）的灵活性（例如，见世界
卫生大会WHA61.21号决议通过的《全球战略和行动计
划》要点5.2(c)）。

世卫组织东地中海区域办事处为双边自贸协定知识产权
条款的谈判者和实施者出版了一份政策指南（El Said, 
2010）。



203

第
四

节
 与

贸
易

有
关

的
其

他
获

取
决

定
因

素
第四章 – 医疗技术：获取维度

第四节	与贸易有关的其他获取决定因素

要点

•• 多数国家严重依赖卫生技术进口。因此，国际贸易对于确保获取这些技术至关重要。

•• 1995年以来，卫生相关产品的国际贸易大幅增长。2018年，高收入国家占全世界卫生产品进口的57%，
出口为66%。同时，与某些中等收入国家相关的全球进出口份额也有所增加。

•• 关税和非关税措施可能对进口医疗技术的价格有很大影响，而国内分销成本，包括加价和药房配药费也可
能有同样大的影响。

•• 根据1994年世贸组织《药品协定》，高收入国家基本取消了卫生相关产品的关税。中低收入国家适用的
关税也大幅下降，但情况仍然很复杂。

•• 贸易成本是价格构成的一个决定因素。为控制这种成本，世贸组织《贸易便利化协定》旨在使海关系统现
代化，并鼓励世贸组织成员对进出口程序和手续进行合理化和简化。

•• 竞争法和竞争政策在向患者提供医疗技术的过程中，与所有阶段相关——从医疗技术的开发和制造到最终
销售和交付。

•• 竞争主管部门调查过的原研企业商业行为包括：战略性专利申请；诉讼，包括虚假诉讼和反向支付专利和
解协议；拒绝交易和限制性许可行为；以及生命周期战略，包括产品跳转。

•• 在仿制药进入市场后，对仿制药制造商适用竞争法也很重要。竞争主管部门对制药公司为仿制药收取过高
价格进行了审查，认为这可能违反竞争法。

•• 竞争法和竞争政策在公共部门的采购和分配中可发挥重要作用，以使采购过程中的竞争最大化，并防止医
疗技术供应商串通。

1. 卫生产品的国际贸易和关税数据

没有一个国家在公共卫生系统所需的产品和设备方面完
全自给自足——多数国家严重依赖进口。因此，贸易统
计数据可以提供宝贵的信息，了解卫生相关产品获取模
式的演变。影响进口的因素影响着卫生相关产品和技术
的可获得性和价格，因此对获取有直接后果。关税是影
响进口的关键因素之一，但价格和可获得性也受非关税
措施的影响，如许可证、管制和其他进口手续。此外,
国内分销成本，如批发和零售加价和配药费，也可能使
价格大幅上涨。

由于世贸组织各项协定和税则目录的“商品名称及编码
协调制度”（HS，用于监测国际贸易）对卫生产品没有
明确的定义，因此很难对卫生相关产品的贸易统计数据
和关税进行分析。很多产品——如化学成分——的最终
用途既有医用的，也有非医用的。在缺少精确定义的情
况下，本节回顾了197个国家和地区2017年协调制度
413个税则子目下指定的卫生相关产品的关税和贸易数
据。该定义涵盖从有机化学品和药物产品到超声波扫描
仪和牙医椅等产品。这些产品分为七组（见表4.4)。

(a) 卫生相关产品的国际贸易

1995年以来，卫生相关产品的国际贸易有了很大的增
长。七个产品组的进口价值总和从1995年的1,060亿
美元上升到2018年的10,520亿美元。因此，世界范围

内卫生产品的进口量是原来的十倍——分析的产品类
别中，几乎所有的年复合增长率都高于一般商品的贸
易增长率。3912018年，卫生相关产品贸易约占全球商
品贸易的5%。从图4.10可以看出，药品进口（即A1
类零售包装药品和A2类散装药品）的年复合增长率最
高，分别为13.5%和13.9%。紧跟这两类增长之后,矫
形设备（C3类）、医疗技术设备（C2类）以及医院和
实验室投入品（C1类）的重要性上升。医疗技术设备
目前占卫生产品进口总额的17%以上。值得强调的是
药物产品和药品贸易的活力和重要性；事实上，尽管
此项分析审查的产品谱系庞大，但仅制剂（A1类）就
占所有卫生产品进口总额的三分之一左右。

值得注意的是，少数几个国家占了公共卫生产品进口的
大部分，尽管随着新参与方的出现，这一格局已开始发
生变化。美国、欧盟成员国、中国、日本、瑞士和加拿
大占全球卫生产品进口总额的65%。发达国家进口的重
要性可能是由于它们在卫生保健私人和公共支出中的份
额相对较高，而且它们更多地融入了纵向供应链,促进
了贸易流动（见专栏4.27）。然而，随着新参与方的出
现，发达国家在进口总额中的份额正在慢慢降低；2010
年，发达国家进口了所有交易的卫生相关产品的近
70%,但2018年其份额下降到57%(见表4.5)。尤其是中
国，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已经崛起成为世界第三大卫
生产品进口方。它是某些类别产品的世界最大进口方,如
医疗技术设备（C2类)。此外，还出现了其他的新参与
方：例如，大韩民国、墨西哥、印度、俄罗斯联邦和巴
西已成为重要的总体进口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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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4：公共卫生相关产品
A
组

制
药
行
业

A1
零售药品

15个税则子目，包括定量剂量和零售包装的药品

A2
散装药品

15个税则子目，包括未定量计量用于零售的药品，即散装销售的药品

A3
制药行业专用投入品

43个税则子目，包括制药行业专用投入品，如抗生素、激素和维生素

B
组

化
学
投
入
品 B

一般用途化学投入品
249个税则子目，包括制药行业以及其他行业使用的化学投入品

C
组

医
疗
设
备
，
其
他
投
入
品 C1

医院和实验室投入品
35个税则子目，包括绷带和注射器、手套、实验室玻璃器皿、诊断试剂等

C2
医疗技术设备

39个税则子目，包括用于诊断或治疗的医疗器械，包括家具、X射线、机器等

C3
矫形设备

17个税则子目，包括拐杖和轮椅、眼镜片、人工牙齿、助听器等

来源：世贸组织秘书处。产品选择的修改和更新基于“更多贸易促进健康？卫生产品的国际贸易和关税”（More Trade for Better Health?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Tariffs on Health Products），2012年10月，马蒂亚斯·赫布尔，世贸组织工作人员工作文件ERSD-2012-17。

图4.10：1995-2018年卫生相关产品的进口，按价值（单位：百万美元）和2018年复合增长率

来源：世贸组织秘书处的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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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5：卫生相关产品的国际贸易：主要进口方的份额，2018年

进口方 总计%

A1
制剂
%

A2
散装药品

%

A3
制药投入品

%

B
化学投入品

%

C1
医院投入品

%

C2
医疗设备

%

C3
矫形设备

%

美国 22.5 26.9 34.7 13.2 17.2 21.7 19.9 29.5

欧盟 18.5 17.1 26.6 36.6 18.1 19.4 14.8 22.4

中国 11.1 7.1 3.1 4.6 12.7 8.0 22.4 5.8

日本 5.8 6.7 2.3 3.3 6.1 5.0 4.9 7.9

瑞士 4.7 7.0 10.1 4.1 4.1 2.8 1.6 3.3

加拿大 2.8 2.9 2.6 4.3 2.3 3.7 2.3 3.5

大韩民国 2.7 1.6 0.6 1.7 4.1 2.4 3.7 1.5

墨西哥 2.1 0.9 0.7 1.8 2.7 2.6 3.4 1.4

印度 2.1 0.4 0.6 6.0 4.2 1.4 1.8 1.2

俄罗斯联邦 2.0 2.5 2.4 1.4 1.7 2.3 1.6 1.5

巴西 2.0 1.8 1.0 2.9 3.2 1.8 1.1 1.1

澳大利亚 1.7 2.0 0.9 1.9 0.7 2.1 1.9 3.1

新加坡 1.6 0.6 0.4 1.4 2.5 1.7 2.2 1.7

中国台北 1.3 1.0 0.5 0.5 2.1 1.0 1.1 0.9

中国香港 1.3 0.8 0.2 0.2 0.7 1.1 3.1 3.3

土耳其 1.1 0.9 1.3 1.1 1.4 1.5 0.7 0.8

来源：世贸组织秘书处的计算。

注：世贸组织成员的名称是世贸组织中使用的名称。

专栏4.27：全球价值链的出现

全球的生产和贸易格局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现
在以全球一体化的生产链为基础。世界各地消费的
制成品往往是在国际供应链中生产的，单独企业在
这个供应链中专业从事生产过程中的具体步骤。越
来越多的产品由来自不同地域的零部件组成——这
类产品应标明“世界制造”，而不是“某国制造”。

供应链上各利益攸关方之间发生的贸易反映了它
们在具体活动中的专业化，因此可称为“任务贸 
易”。全球生产的兴起使国际贸易发生了深刻的变
化，其主要特点是中间产品的世界贸易明显增加,发
展中国家之间的加工贸易扩大，企业内部交易增长
迅速。

传统的贸易统计不一定反映全球化经济中国际贸易
的真实情况。例如，最终产品进口记录的“原产国”
通常是生产链上的最后一个国家，这就忽略了其他
贡献者（原产地）的生产价值。为了提供国际贸易
统计的创新方法，世贸组织全球价值链倡议提供关
于贸易增值指标的分析和信息。393

少数国家也占了公共卫生产品出口的大部分（见表
4.6) ,尽管进口方面的这种模式已开始向多样化发
展。欧盟是世界上最大的卫生产品单一出口方(33%),
其次是美国（15%)。虽然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卫生产
品出口额仍占全部出口额的66%以上，但目前一些
发展中国家的出口额也很可观。中国已上升为世界 
第三大出口方，几乎占全世界出口的12%。新加
坡、印度、大韩民国、加拿大、墨西哥和中国台北392

的出口量也很大。虽然发展中国家的出口份额总体上
越来越大，但它们在卫生产品出口中的份额增加在一
些具体产品类别上最为明显。例如，中国在某些类别
中占所有出口的四分之一以上，如制药投入品（A3类, 
27%)、化学投入品（B类，20%）和医疗技术设备
(C2类，19%)。但是,发展中国家没有在所有卫生产品
组中上升为主要出口方；例如，中国在全球零售包装
药品（A1类）出口中仅占1.3%。

总体上，国际贸易在确保卫生相关商品的供应方面越
来越重要。审查中的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确实是卫生产
品、特别是药物产品（A1、A2和A3类）的净进口方。在 
所审查的197个国家和地区中，只有极少数国家和地区
在2016年至2018年期间平均是这些产品的净出口方，特 
别是欧盟、瑞士、印度、以色列和新加坡（见表4.7)。中 
国在2010年是净出口方，现在已成为此类产品世界第
三大净进口方（见表4.8)。

1995年至2018年，卫生产品的总体贸易出现了明显的
结构性转变。许多国家建立了当地制造能力，少数国
家已转为贸易顺差，表明了生产能力的增长和多样性,

顺差的目标是出口市场。一些国家（如哥斯达黎加、印
度、爱尔兰、约旦、巴拿马和新加坡）似乎在国家发展
战略中优先考虑了制药和医疗设备部门。中国在世界卫
生产品出口（所有类别的总和）中的份额翻了一番，从
2010年的6%上升到2018年的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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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6：卫生相关产品的国际贸易：主要出口方的份额，2018年

出口方 总计%

A1
制剂
%

A2
散装药品

%

A3
制药投入品

%

B
化学投入品

%

C1
医院投入品

%

C2
医疗设备

%

C3
矫形设备

%

欧盟 33.4 48.5 50.9 28.0 24.4 30.9 21.7 28.5

美国 15.3 10.6 15.9 15.3 13.7 25.2 17.9 20.0

中国 12.2 1.3 3.5 26.8 20.0 10.6 19.0 12.5

瑞士 10.9 22.0 8.1 13.6 6.2 3.8 3.2 10.5

日本 4.0 1.5 1.2 1.1 6.4 4.2 6.7 0.9

新加坡 3.5 1.8 5.7 4.1 5.3 2.8 3.3 4.7

印度 3.0 4.3 1.7 5.0 4.3 1.7 0.5 0.6

大韩民国 3.0 0.6 4.1 1.1 3.7 1.2 7.8 1.6

加拿大 1.7 2.3 0.8 0.2 1.7 2.0 1.1 0.5

墨西哥 1.6 0.4 0.2 0.5 0.5 3.9 3.7 3.9

中国台北 1.5 0.1 0.1 0.4 2.1 0.7 3.8 2.5

中国香港 1.2 0.4 0.2 0.1 0.8 0.8 2.7 4.5

来源：世贸组织秘书处的计算。

注：世贸组织成员的名称是世贸组织中使用的名称。

表4.7：药物产品（A1、A2、A3类）的净出口方,	
2016-2018年平均

出口方 贸易差额（百万美元）

欧盟 80,399

瑞士 38,716

印度 11,401

以色列 4,363

新加坡 4,203

巴拿马 304

古巴 193

约旦 94

来源：世贸组织秘书处的计算。

注：世贸组织成员的名称是世贸组织中使用的名称。

表4.8：药物产品（A1、A2、A3类）的净进口方,	
2016-2018年平均

进口方 贸易差额（百万美元）

美国 –55,313.38

日本 –17,472.52

中国 –11,086.42

俄罗斯联邦 –8,824.96

巴西 –5,308.62

澳大利亚 –5,250.85

沙特阿拉伯王国 –4,549.73

加拿大 –3,799.33

委内瑞拉 –3,068.04

越南 –3,049.13

土耳其 –3,001.50

大韩民国 –2,731.61

中国台北 –2,671.86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2,402.01

墨西哥 –2,342.76

埃及 –2,042.96

泰国 –1,957.61

哥伦比亚 –1,734.01

南非 –1,723.03

来源：世贸组织秘书处的计算。

注：世贸组织成员的名称是世贸组织中使用的名称。

全球价值链开启了新的制造和整合机遇。例如，以色
列、大韩民国和新加坡已成长为散装药品（A2类）的
重要出口方。印度已成为制药投入品（A3类）的主要
出口方，马来西亚、中国台北394和泰国现在是化学投
入品（B类）的重要出口方，其中一些投入品用于制
造卫生相关产品。同样，哥斯达黎加、墨西哥、新加
坡、中国台北395和泰国也是矫形设备（C3类）的重
要出口方。

从全球角度看，一些发展中国家在卫生产品出口中
的比例很小，但这些产品在本国出口中可能占很大
份额。例如，卫生产品（所有类别合计）占哥斯达黎 
加（34%）和巴拿马（31%）出口总额的三分之一，在 
多米尼加（16%）和以色列（16%）的出口总额中占
很大比重。

总之，卫生相关产品的蓬勃增长和强劲的全球需求
意味着，瞄准卫生相关产品生产和贸易的发展战略,
为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提供了经济增长和多样化的良好 
途径。

同样，对一些国家来说，进口在国内也非常重要，即
使它们在全球进口中的份额很小。在所审查的91个国
家和地区中，卫生相关产品进口占所有进口的5%或更
多，巴拿马的这一比例上升到35%，瑞士为18%，巴
西为12%，中非共和国为11%，哥伦比亚、哥斯达黎
加、布隆迪、马拉维和阿根廷为10%（见表4.9）。

1995年至2018年，在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可以看
到卫生相关产品的人均进口额有很大的差异，而且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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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差异还在不断扩大（见图4.11），凸显药品获取方
面的巨大差异。发达国家以现价美元计算的人均进口
额增长了19倍，从1995年的10.9美元增加到2018年
的206美元。相比之下，2018年发展中国家人均卫生
产品进口额为21美元，最不发达国家为5.9美元。尽
管如此，2005年至2018年，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
国家的人均进口额都增加了一倍多。就最不发达国家
而言，它们生产的药品很少，非常依赖进口，这些进
口统计数据是药品总体消费的合理指标；因此，尽管
有所改善，但相对的进口水平仍然很低，特别是考虑
到最不发达国家的高疾病负担。

(b) 卫生相关产品的关税政策

药品的关税或进口税影响到价格、当地生产能力
保护和收入创造（Olcay and Laing, 2005）。世
卫组织建议各国“减少或取消基本药物的任何进口
税”(WHO, 2001c）。诸如“疟疾税和关税宣传项目”
等倡议呼吁降低某些产品的关税，包括处理过的蚊
帐、青蒿素为基础的联合疗法、诊断试剂、杀虫剂
和相关设备（见专栏4.28和4.29）。因此，对七组
卫生相关产品适用的关税模式对获取有直接影响。

在一些完全或严重依赖进口以满足公共卫生需求的
国家，平均关税税率最高。例如，吉布提对医疗技
术设备（C2类）进口适用的平均关税税率为25.9%,
古巴为10.6%，阿根廷为9.4%，印度为9.1%，巴
西为9%。同样，在尼泊尔、摩洛哥、刚果民主共和
国、吉布提、巴基斯坦和印度，零售或散装药品进
口（A1和A2类）的平均关税税率为10%或以上。17
个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对医院和实验室投
入品（C1类）适用10%或以上的平均关税税率。

表4.9：卫生产品进口在全国进口总额中的份额,	
2018年

国家 占全国进口的份额%

巴拿马 35

瑞士 18

巴西 12

中非共和国 11

哥伦比亚 10

哥斯达黎加 10

布隆迪 10

马拉维 10

阿根廷 10

黎巴嫩  9

美国  9

俄罗斯联邦  9

多哥  9

欧盟  8

日本  8

卢旺达  8

厄瓜多尔  8

伊朗  8

以色列  8

乌干达  8

来源：世贸组织秘书处的计算。

图4.11：药物制剂人均进口额，1995–2018年

来源：世贸组织秘书处的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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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4.28：降低关税如何拯救人类生命：蚊帐的例子

尽管近年来取得了出色的进展，但疟疾继续对人类造成破坏性影响。在没有有效疫苗的情况下，使用杀虫剂处
理过的蚊帐仍然是最有效的预防手段之一。然而，许多国家——特别是在撒哈拉以南非洲这个受疟疾影响最严
重的区域——继续对驱虫蚊帐征收进口关税。

世贸组织2017年的一份工作文件估计，2011年至2015年，撒哈拉以南非洲征收的进口关税抑制了300多万顶
驱虫蚊帐的需求，而这些关税带来的财政收入非常有限。如果有这300万顶驱虫蚊帐，本可以避免近290万个疟
疾病例和近5,200人死亡。虽然这些估计数字应谨慎解释，但它们说明了对疟疾预防手段征收进口税可能对人类
产生的重大负面影响。

虽然许多国家对人道主义机构和非政府组织进口的驱虫蚊帐实行减让或豁免，但这些减让或豁免往往受到具体
条件的限制，有可能酌情给予。以偿还进口关税和其他税款形式给予的减让，往往有相当长的时间滞后和额外
的费用。工作文件认为，最好的政策是将驱虫蚊帐和其他抗疟疾产品的关税降至零，同时采取措施加快和便利
其进口。

来源：阿尔内·克劳（2017年），“当糟糕的贸易政策以人的生命为代价时：对蚊帐征收关税”，世贸组织工作人员工作文件，可见： https://
www.wto.org/english/res_e/reser_e/ersd201714_e.pdf.

图4.12：卫生相关产品的关税：按产品类别划分的简单平均适用税率与世贸组织简单平均约束税率的对
比，2018年

来源：世贸组织秘书处的计算。

各国政府可以随时提高适用于卫生相关产品的关税,只
要这种提高不超出世贸组织成员为自己规定的关税最
高限额（称为约束税率或“关税约束”）。有时,实际适
用的关税与世贸组织最高法定上限之间的差距非常大 
(见图4.12），这就给贸易商带来了实际适用关税税率
是否可能提高的不确定性。大幅削减约束税率，使之
与实际税率保持一致，可以促进关税税率的稳定性和
可预测性，可能促进卫生产品的贸易和投资。

应当指出，关税的影响可能因本分析中没有体现的特殊
情况而有细微差别。例如，政府有时对某些战略产品
实行特别优惠关税制度，例如免除药品或卫生相关产品
的进口关税，以改善获取。据报告，有几个国家对公共

卫生商品，特别是对非营利性购买者实行这种关税豁免
(Krasovec and Connor, 1998）。

自贸协定常常包括协定签署方之间的优惠待遇条款。这
可能包括降低或取消进口关税，这进而又导致比多边 
(世贸组织）承诺所提供的更有利的市场准入。本研究
报告的这一部分只考虑在没有这种优惠待遇的情况下,
即在最惠国待遇的基础上适用的关税。对于最不发达国
家和发展中国家来说，这种差别可能非常大；例如,从
一个具有优惠市场准入的国家进口注射器可能免征关
税，但从世贸组织其他成员进口可能要缴纳16%的关
税。因此，卫生相关产品的采购向自贸协定的伙伴方倾
斜。将优惠关税税率与没有优惠时适用的税率进行比较

https://www.wto.org/english/res_e/reser_e/ersd201714_e.pdf
https://www.wto.org/english/res_e/reser_e/ersd201714_e.pdf


209

第
四

节
 与

贸
易

有
关

的
其

他
获

取
决

定
因

素
第四章 – 医疗技术：获取维度

后发现，对巴西、中国、墨西哥、印度、南非和土耳其
而言，所有三组产品（A、B和C）的优惠关税在2005
年至2009年之间都有所下降，且低于世贸组织的最惠
国税率（至少低0.4%）。因此，优惠待遇与最惠国待
遇之间的差距扩大了，药品（A）适用的关税最低，医
疗器械（C）的关税最高。

总的来说，除了一些重要的例外情况外，近年来卫生相
关产品的关税已经大幅度降低，在决定获取和可负担性
的复杂方程式中，只是成本因素之一。

然而，剩下的关税往往代表着价值链初期的成本增加,
因此在较高进口成本的基础上，国家分销链中的附加费
用（消费税、分销服务、加价和零售服务）可能大大放
大其对最终价格的影响。

除了对价格的影响外，关税还影响着开展当地生产倡
议的条件——化学成分等投入品的成本、当地生产 
商的竞争力和出口侧重，以及对进口产品的关税保
护。制药行业专用和一般性化学投入品（A3和B1
类）的关税趋于降低，可能有助于提高当地制药业的
竞争力。建立当地生产能力的努力是否有效，上述关
税数据不能提供结论性的见解。然而，关税在这些政
策努力中的总体重要性似乎正在下降。专栏4.29概述
了关贸总协定和世贸组织中与公共卫生有关的部门关
税谈判。

世贸组织《信息技术协定》的参与方已同意取消一
些卫生相关产品的关税。《信息技术协定》是一项
诸边协定，世贸组织参与该协定的成员对其信息通信
技术产品的进口实行自由化。协定最初于1996年通
过，2015年扩大了范围，涵盖了更多的产品。39855
个世贸组织成员由此同意取消201种高科技产品的关
税，这些产品的国际贸易额每年超过1.3万亿美元(约
占当今世界货物贸易额的10%）。在该次扩大范围
的产品中，有几种产品用于与卫生相关的服务，包
括心电图仪、超声波扫描仪、磁共振成像仪和心脏起
搏器。为这些产品的取消关税应在2019年之前全面 
实施。

除了关税之外，卫生相关产品的可获得性和价格还受
到与其进出口有关的成本和延迟的影响。进口许可证
或授权、取样、测试、合格评定程序（见第二章第二
节3(b))、认证或检查等，都增加贸易成本并造成延
迟。贸易成本是价格构成的一个决定因素，特别是
在内陆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这些国家的运输、销售
和物流成本往往最高。简单、高效和透明的进口相关
文件和程序有助于降低贸易成本，从而降低价格。世
贸组织《贸易便利化协定》旨在降低与贸易有关的成
本，包括医疗技术的进口成本（见专栏4.30）。

2. 竞争法和竞争政策

竞争法（反托拉斯法）和竞争政策在促进创新和确保医
疗技术获取方面的重要性，在于在向患者提供医疗技术
的过程中，它与所有阶段和要素有跨领域的相关性——
从医疗技术的开发和制造到最终的销售和交付（见第二
章第二节2）。

在制药部门，不同的原研公司竞相开发新药。一旦开
发出一种药物产品，获取该产品的主要决定因素之一
是可负担性，如卫生保健提供者（医院等）或消费者
支付的最终价格。制造商（无论是原研药厂还是仿制
药厂）收取的价格是决定最终价格的一个重要因素,不
同制造商之间的竞争被认为对药品的可负担性和获取
具有有利的影响。存在两种形式的竞争。第一种是专
利产品之间的竞争，即在某一治疗类别内不同原研药
制造商之间的竞争。第二种是原研药公司与仿制产品
生产商之间的竞争（以及仿制企业本身之间的竞争),
通常是在专利期满之后。同样，竞争问题，例如药品
分销方面的竞争问题，也可能推高价格。虽然对所有
涉及到的竞争政策问题进行全面分析超出了本研究的 
范围，但本部分概述了竞争政策直接相关的若干领
域。主要重点是与获取维度的联系。

以下是对卫生保健相关市场上主要竞争案件和调查的回
顾。不同的司法管辖区适用自己的具体程序规则。因
此，在一些管辖区，一审决定由竞争管理机构自己作出
(欧洲委员会属于这种情况）；在其他管辖区，竞争管
理机构进行初步调查，一审决定由专门法院（如加拿大
和南非）或普通法院（如美国）作出。以下讨论必须从
这个角度来理解。所介绍的一些调查尚未作出决定（无
论是由竞争管理机构还是由法院作出），应被理解为仅
仅是提供信息，因为这些调查可能导致竞争管理机构本
身放弃指控，或者法院驳回竞争管理机构的决定。

专栏4.29：关贸总协定和世贸组织的部门关税减
让谈判

在乌拉圭回合贸易谈判期间，一些国家同意谈判削
减特定经济部门的关税。396

1994年，加拿大、欧洲各共同体397、日本、挪
威、瑞士和美国缔结了世贸组织《药品协定》。中
国澳门在1995年加入世贸组织后，也加入了该协
定。这些国家和地区削减了药物产品和生产用化学
中间体的关税（“零对零倡议”），包括具有世卫组
织国际非专利名称的所有活性成分。各方同意定期
审查和扩大所涵盖的项目清单。最近一次扩大清单
是在2010年。

也是在乌拉圭回合期间，一些世贸组织成员同意统
一化学产品的关税，将其降至零、5.5%和6.5%，
即所谓的“化学品统一”倡议。

专栏4.30：世贸组织《贸易便利化协定》

世贸组织《贸易便利化协定》399载有旨在使海关
系统现代化的条款，并将鼓励世贸组织成员对进出
口程序和手续进行合理化和简化。作为结果，实施
《协定》的所有条款可以使成员的贸易成本平均减
少9.6%至23.1%，非洲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预计
将经历最大的潜在减少。全球范围内，与贸易有关
的成本平均可减少14.3%。由于贸易成本通常转嫁
到消费者身上，因此实施世贸组织《贸易便利化协
定》可直接有助于提供更多负担得起的卫生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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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管辖区参与处理了制药部
门的反竞争行为。为更好地了解制药部门的竞争问题并
识别相关市场，一些竞争主管部门开展了全部门调查并
发表了报告。一些竞争主管部门对具体案件进行了调
查，对被指控的违法者处以罚款或提起诉讼。下文各部
分将结合竞争法对原研药和仿制产品制造商的适用讨论
这两种做法。

国际组织在促进这一领域的政策讨论方面发挥了重要
作用。贸发会议、开发署和经合组织等机构支持成员
国制定和实施卫生保健领域的竞争法。4002018-2019
年，一些世贸组织成员在《TRIPS协定》中已有竞争相
关条款401的基础上，呼吁讨论知识产权与竞争法和竞
争政策的接口问题，并特别关注制药部门。为此，它
们请成员们分享各国在利用竞争法和竞争政策实现公
共卫生目标方面的经验和最佳做法。然而，其他一些
成员认为，TRIPS理事会不是进行这种讨论的合适论
坛，告诫不要对TRIPS相关条款进行过宽的解释。402

(a) 竞争法和竞争政策对原研产品制造商的
适用

原研企业可能使用多种战略来推迟仿制药进入市场，其
中某些战略可能引起竞争主管部门的审查。欧盟委员会
《制药部门调查最后报告》（European Commission, 
2009a）中发现的原研企业采用的一些关键方法有：

�� 战略性专利申请，以扩大专有权的范围和期限

�� 诉讼，包括反向支付专利和解协议

�� 生命周期战略，包括旨在将患者从专利即将到期的
产品转向更新、更贵产品的战略

�� 其他战略，包括在国家监管部门和（或）定价及报
销机构的干预。403

以下例子说明了竞争主管部门调查过的一些商业行为。

(i) 战略性专利申请

2009年欧盟委员会《制药部门调查最后报告》发现,原
研企业除了基本专利外，还提出了许多专利申请（关于
工艺、重新配方等)，目的是针对仿制药竞争建立多层
防御。404

报告显示，个别大获成功的药品受到近100项针对国
际非专利名称的欧专局专利族的保护。在一个案例
中，这些专利族在欧盟成员国产生了多达1,300项专利
和（或）待决专利申请。报告将如此众多的专利称为 
“专利簇”。报告描述了这一战略的效果：仿制药企业
即使在基本专利正常到期前设法使其无效，也仍然无
法进入市场。

报告指出，提交分案专利申请是原研企业采用的另一
种战略。即使母案申请本身被撤回或撤销，这种战略
使母案申请包含的主题仍为待决状态。分案专利申请
允许申请人从一项专利申请（母案申请）中分出一项
或多项专利申请（分案申请)。

分案申请不得超出母案申请的范围。分案必须在母案
申请仍为待决状态时提出，从而形成单独的申请，每
项都有自己的生命。这些申请与母案申请有相同的优
先权和申请日期，如果获得授权，其期限与母案申请
相同。如果母案申请被驳回或撤回，分案申请仍为 
待决。

欧盟委员会表示，这两种做法都是为了给仿制药竞争
者制造法律上的不确定性，从战略上拖延或阻止仿制
药进入市场。405但在欧盟委员会2019年的案件清单
中，报告的竞争法案件没有涉及建立“专利簇”或利用
分案专利申请本身违反竞争法的案件。406此外，在
过去的十年中，委员会报告了三起涉及制药行业的调
查，这些调查接受了司法复审。407欧盟委员会《制药
部门调查最后报告》的主要建议408实际上是监管性质
的，建议在欧洲建立共同体专利和统一的专利专门诉
讼制度409，欢迎欧专局确保高质量专利的举措，建议
欧盟成员国确保行政程序的速度，如仿制药审批的速
度，并提高仿制药相关广告活动的透明度。

在巴西，竞争主管部门正在对指称通过战略性专利申
请等方式违反竞争法的行为进行调查，目前尚未结
束。410在南非，竞争主管部门已经调查了与滥用支配
地位/过度定价相结合的战略性专利申请行为（见专栏
4.31和4.36)。

(ii) 专利诉讼

原研企业在专利诉讼中可以是原告，也可以是被 
告。在这方面，“虚假诉讼”和反向支付专利和解（也
称“付费延迟”协议）尤其已经成为竞争机构执法行动
的重点。 412

无论最终结果如何，专利权人提起诉讼，都可能对仿制
药进入市场构成威慑。在诉讼未决期间和最终确定专利
有效性之前，法院可能发出有利于专利权人的临时禁
令。在这方面，制药部门在所谓的虚假诉讼案件中受到
了滥用支配地位规则下的密切关注。413根据这种策略,
专利权人提起“客观上毫无根据”的专利侵权诉讼，唯
一目的是为潜在竞争者增加成本和拖延进入市场的时间
(Zain, 2014)。竞争主管部门最近对原研企业的虚假诉
讼进行了罚款，例如在美国和巴西（见专栏4.32)。414

专栏4.31：战略性专利申请的竞争法调查	
——南非的案例

2017年6月，南非竞争委员会启动了两项与受知识
产权保护的肿瘤药物有关的滥用支配地位调查。

虽然调查仍在进行，但指控包括以专利战略为手
段，推迟或阻止乳腺癌药物的仿制替代品进入南
非。411南非竞争委员会正在审查这些专利申请战略
是否被用来对曲妥珠单抗（乳腺癌和胃癌治疗药物)
和克唑替尼（肺癌治疗药物）的销售和供应进行过
度定价、排他行为和价格歧视。委员会尚未作出最
后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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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仿制药制造商与原研企业可能在异议程序或
专利诉讼中达成和解协议。与私人实体之间任何其他类
型的诉讼一样，为了避免昂贵的诉讼，专利纠纷可以合
法地进行和解。但是，这种和解可能产生限制竞争的效
果，因此从竞争政策的角度看是不可取的。竞争主管部
门发现，和解协议有时包括谈判达成的对诉讼一方仿制
药企业进入市场的限制，条件是原研企业向仿制药企业
支付现金或给予其他利益。这种反向支付专利和解协议
(“付费延迟”协议）被认为是反竞争的，因为它们延迟
了仿制药的进入并维持了高价。

2013年，美国最高法院判决了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
案件“FTC诉阿特维斯”案。法院在该案中裁定，虽然这
种和解可能属于专利所赋予的排他权范围，但不能使这
种协议免受反垄断审查。这一裁定为根据美国竞争法对
反向支付和解协议进行“合理原则”418评估开辟了道路 
(见专栏4.33）。

其他司法管辖区通过了准则，并且（或者）对签订此类
协议的制药公司提起了诉讼（欧盟见专栏4.34，大韩民
国见专栏4.35）。419

(iii) 滥用支配地位的拒绝交易和限制性许可行为

在一些司法管辖区，在特殊情况下，知识产权人拒绝许
可受保护技术可能被认为是一种反竞争的滥用支配地位
行为（见专栏4.36）。在拒绝许可可能具有滥用性质
的情况下，强制许可可以说是一种有效的补救措施。但
要指出，拒绝许可本身不一定是可诉的滥用行为。相
反，这种拒绝许可的权利隐含在知识产权的授权中。

专栏4.32：打击巴西制药部门虚假诉讼的行动

在巴西备受关注的一起案件中415，2015年6月，巴
西经济保护管理委员会对一家公司提出虚假诉讼索
赔的行为罚款约840万美元。委员会认为，根据巴
西判例法，该公司的行为符合成立虚假诉讼的三个
必要条件：(1)索赔不合理；(2)提供错误信息；(3)
使用的手段不合理。委员会指出，2007年至2008
年，原研商因此设法将竞争者排除在市场之外。由
于虚假诉讼，圣保罗卫生部门为有关药品支付的费
用比专利到期前多三倍。巴西还有四起制药部门的
虚假诉讼案正在或已经完成调查。在三起案件中,没
有发现足够的虚假诉讼因素。416第四起案件正在审
理。417

专栏4.33：美国最高法院的反向支付专利和解裁
决及后续发展420

美国最高法院在2013年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判决中,
为下级法院考虑专利和解确立了具体的考虑因素,包
括分析和解可能对竞争产生的真正不利影响，以及
对支付的特别考虑，即是否存在巨额且无法解释的
支付，这可以作为专利权人在实践中有多大力量造
成反竞争损害的一个指标。

自这一裁决以来，FTC已经发布了两份监测专
利和解的工作人员报告。2017年11月的报告发
现，2015财年有14起潜在反竞争的专利和解交易,
比2014财年报告中发现的21起有所减少。2015
财年的5个和解协议既包含对仿制药企业的补偿,
也包含对仿制药企业进入市场的限制。2019年2
月，FTC与早先里程碑案件的最后剩余被告达成 
和解。

专栏4.34：欧盟关于技术转让协议的指南以及对
制药部门反向支付专利和解的监视和执法	421

欧 盟 委 员 会 的 制 药 部 门 调 查 （ E u r o p e a n 
Commission, 2009a）422之后，委员会一直在监
视原研药企业和仿制药企业之间的专利和解，并发
布年度报告，以便更好地了解欧洲经济区使用这类
协议的情况，并查明那些拖延仿制药进入市场、损
害欧洲消费者利益的和解。423

2014年，欧盟委员会通过了关于《欧洲联盟运作
条约》第101条适用于技术转让协议的新指南。424

指南指出，虽然专利和解协议原则上是寻找双方
同意的技术纠纷解决方案的合法途径，但基于一
方以价值转移换取限制另一方进入和（或）扩大市
场的“付费延迟”型和解协议可能被《欧盟运作条 
约》第101条所禁止。

欧盟委员会通过了三项针对卷入反向支付专利和
解制药企业的单项决定。委员会认为，这些协议推
迟了仿制药的进入，不当地维持了高价格，对消
费者造成了损害。经上诉，欧盟普通法院原则上维
持了两起案件的决定。同样，在2016年2月的一
项决定中，联合王国竞争和市场管理局在执行《准 
则》时，除其他外，认定某原研药厂与仿制药竞
争者达成反向支付专利和解协议，滥用了支配 
地位。425

专栏4.35：大韩民国对一项反向支付专利和解的竞争法执法426

在大韩民国，一家原研药商和一家仿制药生产商同意根据以下条件解决与专利药有关的纠纷：仿制药生产商 
将把仿制产品从市场上撤下，将不开发、制造或销售可能在止吐剂和抗病毒剂市场上与原研商产品竞争的药
品。作为回报，原研商将向仿制药制造商提供与该药在国内医院经销有关的经济利润，以及销售与专利无关的
原研商一种药品的权利。

韩国公平交易委员会认为，该协议构成了不合理的限制竞争行为，下达了补救令，取消了协议中的不竞争
条件，并处以总计440万美元（53.4亿韩元）的罚款。2014年2月，大韩民国最高法院确认了委员会的调查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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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许多管辖区，另一些许可行为受竞争法和相关竞争主
管部门准则的规管，这些行为对竞争的影响通常是逐案
评价的。这些行为如果由拥有市场力量或支配地位的公
司实施，就会引起关注，其中包括：

�� “回授”，即在法律上将使用被许可人对被许可技术
所作改进的权利回授给某项专利的持有人。如果这
种许可是排他性的，就可能降低被许可人的创新积
极性，因为这妨碍了对其所作改进的利用，包括通
过向第三方许可这种改进的方式。

�� “排他交易要求”，要求被许可人只使用或经营特定
权利持有人拥有的产品或技术。

�� “搭售”或“捆绑安排”，要求在购买或使用一项产品
或技术（“搭售产品”）时，必须购买或使用某项产
品或技术（“被搭售产品”）。

�� “地域市场限制”，限制根据许可生产的产品可以在
哪些地域销售。

�� “使用领域”限制，限制被许可人对专利技术或其他
受保护技术的具体用途。

�� “价格维持条款”，规定根据许可生产的产品的销售
价格。许可合同中的有关条款要么可以在专利法或
其他知识产权法中被宣布为无效，要么因违反（普
通）竞争法而无效。

评价这类条款时，需要考虑其条件和案件的情况，所以
一些竞争主管部门已经发布了指导方针，为私营部门提
供进一步的澄清和指导。国际机构可以促进这方面的讨
论。429

(iv) 监管制度与竞争法的接口

在某些情况下，监管制度被用来防止或推迟仿制药进入
市场。这也被认为是反竞争行为。滥用监管制度的一个
例子是所谓的产品“硬”转换（也称为“产品跳转”)。这
是专利权人在产品接近专利到期时采取的一种策略。在
这种情况中，专利权人首先向市场推出一种新产品，与

专栏4.36：滥用支配地位在南非

2003年，南非竞争委员会发现，两家原研制药公司被指控滥用了它们在各自抗逆转录病毒药物市场上的支配
地位，对其受专利保护的抗逆转录病毒药物收取过高的价格，在经济上可行的情况下拒绝让竞争者使用基本设
施，并从事排他行为。427

委员会没有追究此案，因为这些公司承诺：

�• 向一些国内仿制药制造商发放许可，并且
�• 允许被许可人向其他撒哈拉以南国家出口相关的抗逆转录病毒药物，收取的使用费不超过相关药物净销售额

5%。

2007年，有人向竞争委员会投诉第三家大型制药公司拒绝向仿制药制造商授予产品许可，该公司之后同意授予
生产和销售抗逆转录病毒药物的许可。

这些案件涉及的是和解，而不是经过全面诉讼的竞争法裁决。据了解，达成的和解有助于南非抗逆转录病毒药
物价格的大幅下降。428

成熟产品有微小的、非治疗性的差异。然后，专利权人
从市场上撤出成熟产品，并可能提高成熟产品的价格,
从而迫使或鼓励患者和购买者从旧产品转向新产品。成
熟产品是潜在仿制药进入者在提交审批文件时引用的 
“参比产品”。因此，战略性取消注册可以防止来自仿
制药制造商和（或）平行进口商的竞争，因为未来的竞
争者在提交监管文件时将缺少参比产品。430有关产品 
“硬”转换的竞争案件已经在美国和欧盟提起。431

在欧盟，普通法院（2010年）和欧盟法院（2012
年）的判决432确定，作为推出后续产品的商业战略的
一部分，误导公共当局和滥用监管程序在某些情况下
可以构成滥用支配地位。在该案中，原研商有选择地
为一个专利过期的胶囊版取消了上市许可注册。战略
性取消注册使仿制药竞争者和平行进口商无法与原研
商竞争。

(b) 与仿制药部门有关的竞争法和竞争政策

国际机构和发达司法管辖区开展的多项研究显示了
仿制药竞争，包括仿制药制造商之间的竞争，在专利
到期后对药品价格的影响（European Commission, 
2009b）。总的来说，这些研究发现，仿制药竞争带
来的节约是巨大的。美国FTC估计，仿制药竞争导致
价格下降20%至90%，具体取决于仿制药市场进入者
的数量。433欧盟委员会发现，2000年至2007年期间
面临丧失专有权的一批样本药品，在仿制药首次进入
一年后，其价格水平平均下降了近20%。在极少数情
况下，平均价格指数在仿制药进入的第一年降幅高达
90%。434加拿大竞争局和经合组织也进行了其他研
究，探讨这些问题。435

在仿制药已进入市场的情况下，有必要对仿制药制造商
适用竞争法，以防止仿制药企业的反竞争行为，并监督
可能限制竞争的兼并（见专栏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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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竞争主管部门都对制药公司
违反竞争法和（或）可能违反竞争法收取“过高价格”
进行过审查（见专栏4.38）。在一些案件中，特别
是在欧洲和南非，已经提出了仿制药过度定价的问题 
(见专栏4.39），与过度定价药品（无论是受知识产权
保护的还是仿制药）有关的问题是一个积极讨论的领
域。438

2018年，经合组织的一份报告指出了近期（2016-
2018年）“过度定价”竞争案件的相似点。这些案件 
涉及：

�� 早已没有专利的药品

�� 市场上早已存在的仿制药产品突然大幅涨价

�� 基本药物产品，负责为患者提供这些产品的实体没
有不购买的合理前景，使需求极度缺乏价格弹性

�� 由于供应限制、监管框架或市场规模有限，药品的
替代产品没有及时进入市场的前景

�� 监管干预被认为无法对价格上涨作出适当反应。442

专栏4.37：对仿制药制造商适用竞争法

美国FTC发现，一些仿制药企业为了控制仿制性医
疗技术市场和辅助市场，签订了反竞争协议。例
如，2000年FTC发现，一家仿制药制造商与四家公
司签订了供应生产劳拉西泮和二钾氯氮用原材料的
排他性协议，导致这些产品的价格大幅上涨。FTC不
仅为了阻止这种行为，而且也为了补偿公众的福利
损失，命令该仿制药制造商向因价格过高而遭受损
失的消费者和国家机构支付1亿美元。436

在欧盟，2013年，意大利竞争主管部门指控一家生
产胆酸（用于生产肝病药物）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
的制造商犯下反竞争行为。该制造商提高了中间产
品的价格，同时向竞争对手的客户有选择地削减最
终产品的价格（一种“价格挤压”战略）。意大利竞
争主管部门进行了干预，确保该制造商以适当的价
格向竞争者供应中间体胆酸。437

专栏4.38：国内法中对“过度定价”的一般做法

《欧盟运作条约》第102条除其他外，禁止设定不公
平的购买或销售价格。欧盟法院在“United Brands
诉委员会”（1978年）一案中确定：“收取过高的价
格，因为它与所提供产品的经济价值没有合理的关
系”是《欧盟运作条约》第102条下的滥用行为。认
定滥用价格的检验标准有两个部分：(1)价格成本差
率过高；以及(2)所设定的价格要么本身不公平，要
么与竞争产品相比不公平。439

《南非竞争法》将过高价格定义为“与产品的经济价
值没有合理关系”且“高于[经济价值]”的价格。440

《加拿大竞争法》把基于专利权的“不合理提高价
格”作为给予补救措施的理由，例如由法院下令颁发
有关专利的许可。441

专栏4.39：药品“过度定价”案例

2017年，欧盟委员会和南非竞争委员会均对南非一
家仿制药生产商进行了调查，原因是对癌症药物过
度定价，包括苯丁酸氮芥、美法仑和白消安——所
有这些药物都已脱离专利。443这是欧盟委员会首次
对制药行业的过度定价行为进行调查。2017年10
月，由于过度定价无法定案，南非竞争委员会放弃
了调查。444截至2019年8月，欧盟委员会的调查仍
在进行中。意大利竞争主管部门已于2016年对该公
司作出侵权决定，对该公司滥用支配地位、在意大
利对相同药品定价过高处以500万欧元罚款。上诉
之后，意大利一审行政法院确认了这一决定。445

联合王国竞争和市场管理局曾在多起案件中基于过
度定价提起诉讼，包括针对一种抗癫痫药物。446但
在该案中，竞争上诉法庭的结论是，管理局没有正
确适用过度定价的法律检验。4472018年1月,丹麦
竞争委员会裁定，公共部门采购方所依赖的一家药
物分销商滥用其支配地位，收取过高价格。448

关于一家原研公司被控过度定价、排他行为和价格
歧视的案件，见专栏4.31。

在美国，虽然过度定价本身不被认为是一种反垄断侵权
行为，但竞争主管部门对仿制药供应商串通操纵价格的
案件进行了调查。4492019年，美国有40多个州对仿制
药生产商发起了平行的案件调查。制药商被指控操纵
100多种不同药品的价格并瓜分药品市场，而不是在价
格上进行竞争。450

欧盟成员国的竞争案件曾涉及药品的超说明书用药问题
(见专栏4.40）。

(c) 竞争政策对卫生部门其他行为方的适用

不仅需要确保制造商的竞争，而且需要确保卫生保健
和零售部门其他行为方的竞争。价值链上的竞争限制 
(纵向限制）和卫生保健或零售部门的市场限制（横向
限制），都可能对医疗技术的获取产生非常不利的影 
响。这包括通过兼并减少竞争。例如，巴西竞争管理机
构审议了一个医院兼并案，因市场高度集中而予以驳回
(见专栏4.41)。

同样，南非竞争委员会2019年开展的一项卫生市场调
查453报告了南非医院市场的高度集中(见专栏4.42)。该
调查就此建议，委员会除其他外，应通过有效的兼并审
查来解决这一问题，并就可取的促进竞争行为向从业者
协会提供指导。 454

沿着价值链经营的不同公司之间的纵向兼并，可能对竞
争构成威胁（另见第二章第二节2(c)）。例如，美国反
托拉斯当局调查了药品福利管理公司与卫生部门其他行
为方之间的兼并。455除了开展一系列其他活动外，药
品福利管理公司帮助决定报销哪些处方药的费用。因
此，保持它们的中立性对维持竞争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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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特尔化可能从横向上限制竞争。在一些经合组织国
家，药店或药剂师协会被发现协调价格或限制进入该行
业。在一些案件中，协会限制个体药剂师与第三方支
付者单独打交道的能力，从而建立了对可能叛逃者的控
制，并稳定了卡特尔协议。在2011年的一项承诺决定
中，立陶宛竞争主管部门处理了制造商和批发商协议中
可能存在的纵向价格协调。这些协议中有一项条款，要
求批发商和制造商协调药品的零售价格，可能导致对患
者提高药价。在竞争主管部门干预后，协议中的这一条
款被删除。457

同时，公共部门的举措和非政府组织对零售市场的承包
或特许参与被认为提高了竞争，改善了对低价医疗技术
的获取。例如，乌干达与非营利组织签订了提供卫生服
务的合同，允许它们建立零售药店，以负担得起的价格
销售医疗技术。

(d) 竞争政策在公共采购市场方面的作用

公共部门采购和分配的作用不容低估。竞争政策在两个
关键方面有相关性。

首先，良好的采购政策可以使采购过程中的竞争最大
化。此外，采购大宗药品可能具有成本效益。458然
而,这可能意味着需要在特定招标中实现最低价格（通
过大宗采购）和在中长期维持竞争性市场结构之间取
得平衡。在这方面，2019年在南非的一项研究发现,
设计得当的竞争性招标没有在较长期导致竞争的削弱
(Wouters et al., 2019）。

第二，竞争政策在防止医疗技术供应商串通方面可以发
挥重要作用。虽然透明度一般被认为有利于采购过程中
的诚信，但它也可能助长反竞争行为，例如助长竞争者
相互比价的能力。因此，为防止这种行为，竞争政策和
法律需要补充一般性采购条例和做法，还应鼓励竞争主
管部门不仅要在私营市场的竞争方面，而且同样要在医
疗技术公共市场的竞争方面监视反竞争行为 (Anderson 
et al., 2011）。

专栏4.40：通过超说明书用药促进竞争的竞争主
管部门案例	451

2014年，意大利国家竞争主管部门发现，两家制
药公司达成了一项反竞争协议，旨在阻止和限制将
第一家公司的肿瘤药物用于眼科治疗的超说明书用
途，因为这将与第二家公司在这一市场上的药物发
生竞争。两家企业之间的安排包括向欧洲药品管理
局、卫生保健专业人员和公众传播误导性信息。这
些信息涉及在科学不确定的情况下，对它们一种产
品进行超说明书使用而产生的不良反应，目的是阻
止将肿瘤药物用于另一种产品的上市许可中确定的
治疗适应症。在被意大利主管部门各罚款约9,000
万欧元后，两家公司向意大利法院和意大利国务委
员会提出上诉。国务委员会要求欧盟法院作出初步
裁决。欧盟法院认为，国家竞争主管部门可以在相
关市场的定义中包括上市许可不包括治疗特定疾
病，但却用于该目的、因此实际上可以替代前者的
医药产品。欧盟法院认为，阻止这种用药的安排构
成了“目的”上的限制竞争，因为它减少了超说明书
用药对其他产品的使用造成的竞争压力。

专栏4.41：巴西的医院兼并452

巴西经济保护管理委员会（巴西的竞争管理机构)审
查的一个兼并案涉及两家卫生保健供应商：一个合
作医疗服务机构，除了提供个人、家庭和合作医疗
计划外，还拥有自己经认证的实验室、诊所、肿瘤
部门、多所理疗中心和一家医院；另一个是以股份
公司形式存在的地区医院，也提供个人、家庭和合
作医疗保险。竞争管理机构认为，这两家供应商至
少涵盖了两个独立的卫生保健服务部门，即：(i)医
院医疗服务；(ii)诊断医学支持服务。

在本案中，委员会将医院医疗服务的相关地理市场
定义为有关医院的10公里半径内。为了分析兼并造
成的集中程度，委员会使用了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
(HHI）。兼并前市场的HHI指数为3,855.3，兼并后
的HHI指数为7,317.6。由于预计兼并后的市场将非
常集中，委员会拒绝了兼并。

专栏4.42：南非竞争委员会2019年卫生市场调查

2019年9月，南非竞争委员会公布了2014年启动的
卫生保健行业调查的发现和建议。456

除其他问题外，调查审查了私营卫生保健行业各市
场之间的相互关系，包括不同卫生服务提供者之间
和内部的合同关系、这些相互作用对私营卫生保健
支出的贡献、这些市场内部和之间竞争的性质以及
促进竞争的方法。研究还包括消费者调查和各利益
攸关方的公众参与，包括各种医疗计划所覆盖的患
者。报告中还讨论了这些问题的采购维度。在调查
报告的最后，委员会提出了一些建议，包括关于监
管问题和定价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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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据报道，向107个国家的患者捐赠了70,000个疗程的贝达
喹啉疗法；见“强生公司宣布10年倡议，帮助终结世界第
一大传染病杀手肺结核”，2018年9月，可见：https://
www.jnj.com/johnson-johnson-announces-10-
year-init iative-to-help-end-tuberculosis-the-
worlds-1-infectious-killer；“计划更新：贝达喹啉捐
赠计划”，可见：https://www.jnj.com/our-company/
johnson-johnson-and-usaid-bedaquiline-donation-
program；遏制结核病伙伴关系，“关于贝达喹啉的信
息”，可见：http://www.stoptb.org/gdf/drugsupply/
bedaquiline.asp。

110 见遏制结核病伙伴关系，全球药物基金，“2019年3月药品
目录”，见：http://www.stoptb.org/assets/documents/
gdf/drugsupply/GDFMedicinesCatalog.pdf。

111 全 球 卫 生 进 步 ， “ 大 冢 F i g h T B a c k 倡 议 ” ， 可 见
https://globalhealthprogress.org/collaboration/
otsuka-fightback-initiative/。

112 见 遏 制 结 核 病 伙 伴 关 系 ， “ 贝 达 喹 啉 的 捐 赠 计 划 ” ,
可见：http://www.stoptb.org/gdf/drugsupply/
bedaquilineDonation.asp；世卫组织，“扩大新结核病
药物使用范围的倡议”，可见：https://www.who.int/
tb/features_archive/otsuka_2015/en/；以及国际抗结
核和肺病联盟，“南非宣布降低结核病药物贝达喹啉的价
格”,2018年7月23日，可见：https://theunion.org/news/
south-africa-announces-lower-price-for-tb-drug-
bedaquiline；遏制结核病伙伴关系，“关于贝达喹啉的信
息”，可见：http://www.stoptb.org/gdf/drugsupply/
bedaquiline.asp。

113 “Pharmstandard和杨森扩大合作，推进正在进行的
应对耐多药结核病的努力”，Pharmstandard，新闻
稿，2018年3月6日，可见：https://pharmstd.com/
archivedetails_64_2747.html；“大冢和迈兰宣布达成
德拉马尼（德尔巴™）在高负担国家商业化治疗耐多药
结核病的许可协议”，可见：http://newsroom.mylan.
com/2017-08-24-Otsuka-and-Mylan-Announce-
License-Agreement-to-Commercialize-Delamanid-
Deltyba-TM-for-Multidrug-Resistant-Tuberculosis-
MDR-TB-in-High-Burden-Countries；以及“大冢公司
和R-Pharm公司宣布签署德尔巴™（德拉马尼）在俄罗
斯和独联体国家用于治疗耐多药结核病的商业化许可协
议”，可见：https://www.otsuka.co.jp/en/company/
newsreleases/assets/pdf/20170718_1.pdf。

114 见世卫组织，全球卫生观察站数据，非传染性疾病死亡
率和发病率，可见：https://www.who.int/gho/ncd/
mortality_morbidity/en/。

115 见第一章第三节2。

116 见 h t t p s : / / a p p s . w h o . i n t / i r i s / b i t s t r e a m /
hand le/10665/94384/9789241506236_eng .
pdf?sequence=1。

117 见WHO (2013a)，附录3。

118 见 h t t p s : / / a p p s . w h o . i n t / i r i s / b i t s t r e a m / h a n
dle/10665/277190/9789241515115-eng.pdf?ua=1。

119 同上。

120 见http://www.pmlive.com/pharma_news/nice_rejects_
roches_kadcyla_as_unaffordable_562647；http://
www.pharmafile.com/news/513123/nice-rejects-
pfizer-s-first-class-breast-cancer-drug；http://www.
pharmatimes.com/news/nice_rejects_novartis_car-t_
kymriah_for_adult_lymphoma_1252794。

121 见https://www.fda.gov/media/120357/download。

122 除其他外，见Wirtz et al., 2017；’t Hoen, 2014;世卫组
织,《评估国家预防和控制非传染性疾病的能力：2016年全
球调查报告》，日内瓦：世卫组织，可见http://apps.who.
int/iris/bitstream/10665/246223/1/9789241565363-
eng.pdf。

123 见“简报文件：非传染性疾病的基本药物”，可见：https://
www.who. int/medicines/areas/pol icy/access_
noncommunicable/NCDbriefingdocument.pdf?ua=1。

124 例如，见WHO (2019b)。

125 见International Diabetes Federation, 2016。

126 ACCISS，“胰岛素的获取：当前的挑战和制约”，2017
年3月更新，可见：https://haiweb.org/wp-content/
uploads/2017/03/Issues_Paper_2017.pdf；Ewen et al., 
2019。

127 Fry, 2012；Sarbacker and Urteaga 2016，表1。

128 例如，见“Forging paths [...]” (2017)；WHO (2017f, 
2019b)。

129 见Newsome (2017)；欧洲药品管理局，“Abasaglar(原
Abasria)”，可见：https://www.ema.europa.eu/en/ 
medicines/human/EPAR/abasaglar-previously- 
abasria。

130 见FDA给吉利德科学公司的信，2013年6月12日，可
见：https://www.accessdata.fda.gov/drugsatfda_docs/
appletter/2013/204671Orig1s000ltr.pdf；以及欧洲药品
管理局，“索华迪”，可见：https://www.ema.europa.eu/
en/medicines/human/EPAR/sovaldi。

131 见WHO (2014b)。

132 见WHO (2015c)。

133 见Marshall et al. (2018)；WHO (2016a)。

134 见WHO (2016a)；和Gornall, Hoey and Ozieranski (2016)。

135 见https://www.finance.senate.gov/ranking-members-
news/wyden-grassley-sovaldi-investigation-finds-
revenue-driven-pricing-strategy-behind-84-000-
hepatitis-drug。

136 以及用于国内供应的三项许可——一项与巴基斯坦的
一个制造商，两项与埃及的制造商，见https://www.
gilead.com/-/media/files/pdfs/other/form%20ar%20
hcv%20license%20agmt%20gild%2011202017.
pdf?la=en；https://www.gilead.com/~/media/files/
pdfs/other/hcv%20generic%20agreement%20fast%20
facts%2072815.pdf；https://www.gilead.com/~/
media/files/pdfs/other/2014_original_hcv_licensing_
agreement.pdf?la=en。

137 见https://medicinespatentpool.org/licence-post/
daclatasvir-dac/；https://medicinespatentpool.org/
licence-post/glecaprevir-pibrentasvir-g-p/；https://
medicinespatentpool.org/licence-post/ravidasvir/。

138 见FixHepC，“检测网上购买的丙肝药物”，可见：https://
fixhepc.com/supply-chain-integrity.html。

139 FixHepC，“在此订购”，可见：https://fixhepc.com.au/
order.html。

140 囊性纤维化买家俱乐部,“怎样购买囊性纤维化药品?”,可
见:https://www.cfbuyersclub.org/how。

141 Kolata, 1991；Kartikeyan et al., 2007，第222页。

142 例如，见Elks (2018)；Maistat et al. (2017)；Reuters 
(2016,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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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TXT/?uri=CELEX%3A52016XC0705%2802%29。

354 见世贸组织文件IP/C/W/636和IP/C/W/636/Add.1。

355 见Ederigton, J. and Rutta, M.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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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6 关于世贸组织成员参与自贸协定的信息，可以在世贸组织
区域贸易协定数据库中查询，网址是：http://rtais.wto.
org/UI/PublicMaintainRTAHome.aspx。

357 欧亚经济联盟成立于2015年，更多信息见http://www.
eaeunion.org/?lang=en#。

358 CETA于2017年暂时生效。更多信息，见h t t p s : / /
ec.europa.eu/trade/policy/in-focus/ceta/；另见
Reátegui Valdiviezo (2016)；以及Gillmore Valenzuela和
Santos Ossa Rogat, J.，“智利药物产品测试数据的保护
和排他性”，可见：https://revistas.uchile.cl/index.php/
RDE/article/download/47370/49414/。

359 2018年3月，非洲联盟55个成员国中的44个签署了非洲自
贸协定；更多信息，见https://au.int/en/cfta。

360 CPTPP（又称TPP 11）自2018年12月起生效；更多
信息，见https://www.mfat.govt.nz/en/trade/free-
trade-agreements/free-trade-agreements-in-force/ 
cptpp/。CPTPP纳入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的
条款。它中止了TPP文本中知识产权章节草案中的22
条规定，见加拿大政府，《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
系协定》，附件，可见：https://www.international.
gc.ca/trade-commerce/trade-agreements-accords-
commerciaux/agr-acc/cptpp-ptpgp/text-texte/cptpp-
ptpgp.aspx?lang=eng。

361 北 美 自 贸 协 定 的 重 新 谈 判 形 成 了 美 国 - 墨 西
哥 - 加 拿 大 协 定 （ 美 墨 加 协 定 ） ， 于 2 0 1 8 年
9 月 完 成 。 更 多 信 息 ， 见 h t t p s : / / u s t r . g o v /
t r ade-ag reemen ts/ f r ee- t rade-ag reemen ts/
united-states-mexico-canada-agreement。

362 欧洲联盟和南共市国家——阿根廷、巴西、巴拉圭和乌
拉圭——于2019年6月28日商定了一项政治协议，以达
成一项雄心勃勃、平衡和全面的贸易协定，并在2019年
6月最终完成。更多信息，见：https://ec.europa.eu/
trade/policy/in-focus/eu-mercosur-association- 
agreement/。

363 见http://rtais.wto.org/UI/PublicMaintainRTAHome.
aspx。

364 数字基于世贸组织秘书处的研究。

365 见Reátegui Valdiviezo, M. (2016)；以及Gillmore 
Valenzuela, I.和Santos Ossa Rogat, J.，“智利药物产品测
试数据的保护和排他性”，可见：https://revistas.uchile.
cl/index.php/RDE/article/download/47370/49414/

366 见https://www.international.gc.ca/trade-commerce/
trade-agreements-accords-commerciaux/agr-acc/
cusma-aceum/summary_outcomes-resume_resultats.
aspx?lang=eng。

367 美 国 退 出 了 谈 判 ， 其 余 各 方 继 续 谈 判 ， 并 最 终 签 署
了 一 项 名 为 《 全 面 与 进 步 跨 太 平 洋 伙 伴 关 系 协 定 》
(CPTPP）的协定。见https://www.federalregister.gov/
documents/2017/01/25/2017-01845/withdrawal-
of-the-united-states-from-the-trans--pacific-
partnership-negot iat ions-and-agreement；和
https://international.gc.ca/trade-commerce/trade-
agreements-accords-commerciaux/agr-acc/cptpp-
ptpgp/index.aspx?lang=eng。

368 见https://dfat.gov.au/trade/agreements/in-force/
cp tpp/ou tcomes-documen t s /Pages/cp tpp-
suspensions-explained.aspx和https://www.mfat.govt.
nz/en/trade/free-trade-agreements/free-trade-
agreements-in-force/cptpp/understanding-cptpp/
tpp-and-cptpp-the-differences-explained。

369 见https://icsid.worldbank.org/en/Pages/about/default.
aspx。

370 见 h t t p s : / / i n v e s t m e n t p o l i c y . u n c t a d . o r g /
investment-dispute-settlement。

371 见“投资争端解决导航仪”，可见：https://unctad.org/en/
PublicationsLibrary/diaepcbinf2018d2_en.pdf。

372 见《欧洲联盟与加拿大全面经济贸易协定》第8章（投资),
可见：https://ec.europa.eu/trade/policy/in-focus/
ceta/ceta-chapter-by-chapter/。

373 见联合国大会，第七十届会议，“促进民主和公平的国际
秩序独立专家的报告”，见：https://www.un.org/en/ga/
search/view_doc.asp?symbol=A/70/285&Lang=C。

374 见Parker, D. (2018),“新西兰签署限制投资者-国家争
端解决的附函”,可见：https://www.beehive.govt.nz/
release/new-zealand-signs-side-letters-curbing-
investor-state-dispute-settlement。这些附函可在新西
兰政府网站上查阅：https://www.mfat.govt.nz/en/trade/
free-trade-agreements/free-trade-agreements-in- 
force/cptpp/comprehensive-and-progressive-
agreement-for-trans-pacific-partnership-text- 
and-resources/。

375 PCA Case No. 2012-12，Philip Morris Asia Limited 
versus The Commonwealth of Australia，“管辖权和可
受理性裁定”，2015年12月17日，可见：https://www.
italaw.com/sites/default/files/case-documents/
italaw7303_0.pdf。

376 ICSID，Philip Morris Brands Sàrl, Philip Morris Products 
S.A. and Abal Hermanos S.A. versus Oriental Republic 
of Uruguay，ICSID Case No. ARB/10/7，“裁决”，可
见：https://www.italaw.com/sites/default/files/case-
documents/italaw7417.pdf。

377 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Eli Lilly and Company versus 
Government of Canada，Case No. UNCT/14/2，“最终
裁决”，可见：https://www.italaw.com/sites/default/
files/case-documents/italaw8546.pdf。

378 可见：ht t p : / / r t a i s .w t o . o r g /U I /Pub l i cSea r ch 
ByMemberResult.aspx?MemberCode=918&lang=1&red
irect=1。

379 例如，见与阿尔巴尼亚（2009年）和黑山(2010年)缔结的
协定,可见:https://ec.europa.eu/trade/policy/countries- 
and-regions/negotiations-and-agreements/。

380 例如，见欧共体与阿尔及利亚（2005年）、以色列(2000
年）、约旦（2002年）、摩洛哥（2000年）、突尼斯
(1998年）和黎巴嫩（2006年）的联系协定,可见:https://
ec.europa.eu/trade/policy/countries-and-regions/
negotiations-and-agreements/。

381 见欧共体与埃及的联系协定（2004年），可见：https://
ec.europa.eu/trade/policy/countries-and-regions/
negotiations-and-agreements/。

382 可见:h t t p s : / /www .e f t a . i n t / f r ee- t r ade/ f r ee- 
trade-agreements。

383 见 h t t p : / / r t a i s . w t o . o r g / U I / P u b l i c S e a r c h 
ByMemberResult.aspx?MemberCode=840&lang=1&redi
rect=1。

384 见Hernández-González, G. and Valverde, M. 
(2009),“评估TRIPS+条款对哥斯达黎加机构市场的影
响”,Cinpe、ICTSD、OPS、PNUD，可见：https://www.
paho.org/hq/dmdocuments/2010/ImpactoCAFTA-
DOR-COR.pdf。

385 见Rathe, M., Minaya, R. P., Guzmán, D. and Franco, 
L. (2009)，Estimación del impacto de nuevos 
estándartes de propiedad intelectual en el precio de los 
medicamentos en la Republica Dominicana（新知识产权
标准对多米尼加药品价格的影响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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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arma、OPS，2010年；Cortes G, ME、Cornejo 
EM、Bernate IR，Impacto del acuerdo comercial 
UE-países de la CAN, sobre el acceso a medicamentos 
en el Perú [Internet]（欧盟-安共体贸易协定对秘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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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中心在2015年发表了一份题为《药物产品市场的竞争
和研发激励》的联合研究报告，其中也谈到了专利和解问
题。在印度，由印度竞争委员会2015年委托进行的药物
市场竞争研究主要报告了美国和欧盟的专利和解方式，将
《哈奇-韦克斯曼法》描述为一个“独特的体系”。进一步
的讨论和参考资料，见Anderson, Pires de Carvalho and 
Taubman (eds.), 2020。

420 见FTC (2017,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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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6 案号：2012 Du 24498，2014年2月27日最高法院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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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7 经合组织，2014年，竞争委员会金融和企业事务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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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ficialdocuments/publicdisplaydocumentpdf/?cote=
DAF/COMP/WD(2014)68&docLanguag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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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armaceuticals-inc-et-al-v-warner-chilcott-publ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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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r. 2015)，欧盟：Judgment of the General Court of 
1 July 2010, AstraZeneca AB and AstraZeneca plc v 
Commission, T-321/05；Judgment of the Court of 
Justice of 6 December 2012, AstraZeneca AB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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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转换，有效的策略还是反竞争的消费者胁迫?),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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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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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45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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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cm129385.htm。

434 见ht tp : //ec .eu ropa .eu/compet i t i on/sec to rs/
pharmaceuticals/inquiry/preliminary_report.pdf。

435 见www.competitionbureau.gc.ca/eic/site/cb-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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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FILE/GenDrugStudy-Report-081125-fin-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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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g/document/DAF/COMP(2018)12/en/pdf；European 
Commission (2018a)；Fonteijn (2018)；Abbott 
(2016);Caro de Sousa (2019)。

439 见United Brands Co., 1978 E.C.R.，第301页，第
248–252段，可见：https://publications.europa.eu/
en/publication-detail/-/publication/32bf3aa2-d8 
b1-4201-81eb-a238062fcd37/language-en。

440 《南非竞争法》第1条第(1)款(ix)项，可见：http://www.
compcom.co.za/wp-content/uploads/2017/11/
pocket-act-august-20141.pdf；和UNDP, 2017。

441 《竞争法》R.S.C., 1985, c. C-34，第32条第(1)款，可
见：https://laws-lois.justice.gc.ca/eng/acts/c-34/
FullText.html。

442 经合组织，“药品市场价格过高——秘书处的背景说
明”,2018年11月27-28日，可见：https://one.oecd.org/
document/DAF/COMP(2018)12/en/pdf。

443 European Commission (2019a)；和经合组织，“药品
市场价格过高——秘书处的背景说明”，2018年11月
27-28日，可见：https://one.oecd.org/document/DAF/
COMP(2018)12/en/pdf。

444 路透社，“South Africa watchdog drops over-charging 
probe into Aspen, Equity”（南非监督机构放弃对Aspen和
Equity的过度收费调查），在线版，2017年10月4日。

445 见European Commission (2019a)。

446 见联合王国竞争和市场管理局，“氢化可的松片：被指过度
和不公平定价”，可见：https://www.gov.uk/cma-cases/
pharmaceutical-sector-anti-competitive-practices;
联合王国竞争和市场管理局，“碘塞罗宁片：涉嫌过度和
不公平定价”，可见：https://www.gov.uk/cma-cases/
pharmaceutical-sector-anti-competitive-conduct;

联合王国竞争和市场管理局，“苯妥英钠胶囊：涉嫌不
公平定价”，可见：https://www.gov.uk/cma-cases/
investigation-into-the-supply-of-pharmaceutical-
products。

447 见ht tps ://www.cat r ibuna l .o rg .uk/ judgments/ 
127511217-127611217-flynn-pharma-ltd-and-flynn-
pharma-holdings-pfizer-inc-and-pfizer-0。

448 经合组织，“药品市场价格过高——秘书处的背景说
明”,2018年11月27-28日，可见：https://one.oecd.org/
document/DAF/COMP(2018)12/en/pdf。

449 同上。

450 在康涅狄格地区法院的起诉状，见ht tps : / /po r t a l .
c t . g o v /- /med i a /AG/Down l o ad s /GDMS%20
Complaint%2051019%20FINAL%20REDACTED%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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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1 见 法 院 2 0 1 8 年 1 月 2 3 日 的 判 决 ， 案 件 C - 1 7 9 / 1 6 , 
“Hoffmann-La Roche and Novartis”。有关讨论, 
见https://www.alt ius.com/blog/421/off-label- 
use-of-medicines-and-competition-law。

452 南 非 竞 争 委 员 会 ， “ 关 于 ‘ 卫 生 保 健 市 场 竞 争 ： 获 取
和 可 负 担 性 ’ 讨 论 ” ， 2 0 1 9 年 7 月 1 2 日 ， 框 文 1 “ 巴
西合并案第08700 .003978/2012-90号（合并管
制）”，可见：https://unctad.org/meetings/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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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3 南非竞争委员会，“卫生市场调查，最终发现和建议报
告，2019年9月”，可见：http://www.compcom.co.za/
wp-content/uploads/2020/01/Final-Findings-and-
recommendations-report-Health-Market-Inquiry.pdf。

454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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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2019年9月”，可见：http://www.compcom.co.za/
wp-content/uploads/2020/01/Final-Findings-and-
recommendations-report-Health-Market-Inquiry.pdf。

457 另见http://ec.europa.eu/competi t ion/se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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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ission, 201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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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附件列出了与本研究范围有关的部分联合国文件。清单并不全面，列入清单不意味着对其重要性作出任何评价。

一、联合国大会部分决议

A/RES/74/2 全民健康覆盖问题高级别会议政治宣言：“全民健康覆盖：共同构建一个更加健康的世界”（2019年）

A/RES/73/3 大会防治结核病高级别会议政治宣言（2018年）

A/RES/73/2 大会第三次预防和控制非传染性疾病问题高级别会议政治宣言（2018年）

A/RES/71/3 大会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问题高级别会议的政治宣言（2016年）

A/RES/66/2 预防和控制非传染性疾病问题大会高级别会议的政治宣言（2011年）

A/RES/65/277 关于艾滋病毒和艾滋病问题的政治宣言：加大行动力度，消灭艾滋病毒和艾滋病（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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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 联合国—重要决议和报告

二、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部分决议

A/HRC/RES/38/8 艾滋病毒和艾滋病背景下的人权问题

A/HRC/RES/35/23 在执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过程中实现人人享有能达到的最高标准身心健康的权利

A/HRC/RES/32/16 能力建设和公共卫生（人权高专办小组讨论会）

A/HRC/RES/32/15 获取药品（人权高专办小组讨论会）

A/HRC/RES/23/14 获取药品（一般性决议）

A/HRC/RES/17/14 获得药物（特别报告员的报告）

A/HRC/RES/12/24 取得药品（人权高专办专家磋商）

E/CN.4/RES/2002/32 在艾滋病毒/艾滋病等大流行病的背景下获取药物治疗

E/CN.4/RES/2001/71 人权和生物伦理

E/CN.4/RES/2001/33 在艾滋病毒/艾滋病等大流行病的背景下获取药物治疗

A/RES/68/98 卫生与社会、经济和环境等所有各种决定因素之间的相互联系

A/RES/67/81 社会保护和以可持续筹资机制促进全民医保

A/RES/64/108 新传染病的控制与外交政策

A/RES/58/173 人人享有能达到的最高标准身心健康的权利

注：见 https://www.ohchr.org/EN/Issues/Health/Pages/Mandate.aspx。

https://www.ohchr.org/EN/Issues/Health/Pages/Mandate.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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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联合国健康权问题特别报告员重要报告

代纽斯·普拉斯（2014年起）

年份 文件号 标题

2016年 A/71/304 特别报告员关于健康权和2030年议程的报告

阿南德·格罗弗（2008–2014年）

年份 文件号 标题

2014年 A/69/299 给大会的报告（主要重点：切实和充分落实健康权框架，包括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以及健康权的可
司法性；健康权逐步实现；跨国公司问责缺失；现行的国际投资协定制度和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

2013年 A/HRC/23/42 给人权理事会的报告（主要重点：健康权框架下的药品获取）

2012年 A/67/302 给大会的报告（主要重点：健康权方面的卫生筹资）

2011年 A/HRC/17/43 给人权理事会的报告（主要重点：关于获得药品问题专家协商会的报告）

2009年 A/HRC/11/12 给人权理事会的报告（主要重点：药品获取和知识产权背景下的健康权）

保罗·亨特（2002–2008年）

年份 文件号 标题

2008年 A/63/263 给大会的报告

注：见 https://www.ohchr.org/CH/Issues/Health/Pages/SRRightHealthIndex.aspx。

https://www.ohchr.org/CH/Issues/Health/Pages/SRRightHealthIndex.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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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年份) 标题

WHA72(13)（2019年） 实施《名古屋议定书》对公共卫生的影响

WHA72(12)（2019年） 共享流感病毒以及获得疫苗和其它利益的大流行性流感防范框架

WHA72.8（2019年） 提高药物、疫苗以及其他卫生产品的市场透明度

WHA72.5（2019年） 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

WHA71(8)（2018年） 解决全球药品及疫苗短缺和可及问题

WHA71(9)（2018年） 公共卫生、创新和知识产权全球战略和行动计划：总体规划审评

WHA71(11)（2018年） 共享流感病毒以及获得疫苗和其它利益的大流行性流感防范框架

WHA70.12（2017年） 结合综合性方法审视癌症预防和控制

WHA69.11（2016年）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的卫生问题

WHA69.20（2016年） 促进创新和获取优质、安全、有效和可负担的儿童药物

WHA69.23（2016年） 研究与开发方面筹资和协调问题协商性专家工作小组报告的后续事宜

WHA69.25（2016年） 解决全球药品和疫苗短缺问题及儿童用药安全和可及性问题

WHA68.7（2015年） 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全球行动计划 

WHA68.18（2015年） 公共卫生、创新和知识产权全球战略和行动计划 

WHA67.1（2014年） 2015年后结核病预防、治疗和控制全球战略和目标

WHA67.6（2014年） 肝炎

WHA67.14（2014年） 2015年后发展议程中的卫生问题

WHA67.20（2014年） 加强医疗产品管制系统

WHA67.21（2014年） 获得包括类似的生物治疗产品在内的生物治疗产品和确保其质量、安全和疗效

WHA67.22（2014年） 获取基本药物

WHA67.23（2014年） 为支持全民健康覆盖开展卫生干预和技术评估

WHA67.25（2014年） 抗菌素耐药性 

WHA66.12（2013年） 被忽视的热带病 

WHA66.22（2013年） 研究与开发方面筹资和协调问题协商性专家工作小组报告的后续事宜

WHA65.19（2012年） 劣质、假造、标签不当、伪造、假冒医疗产品

WHA65.22（2012年） 研究与开发方面筹资和协调问题协商性专家工作小组报告的后续事宜

WHA64.5（2011年） 大流行性流感的防范：共享流感病毒以及获得疫苗和其它利益

WHA63.1（2010年） 大流行性流感的防范：共享流感病毒以及获得疫苗和其它利益

WHA62.10（2009年） 大流行性流感的防范：共享流感病毒以及获得疫苗和其它利益

世界卫生大会部分决议和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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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年份) 标题

WHA62.16（2009年） 公共卫生、创新和知识产权全球战略和行动计划

WHA61.21（2008年） 公共卫生、创新和知识产权全球战略和行动计划

WHA60.20（2007年） 更合适的儿童药物

WHA60.28（2007年） 大流行性流感的防范：共享流感病毒以及获得疫苗和其它利益

WHA60.29（2007年） 卫生技术

WHA60.30（2007年） 公共卫生、创新和知识产权

注：另见卫生大会72/17附录1：过去十年中与获取安全、有效和优质药物、疫苗和卫生产品有关的卫生大会和各区域委员会主要决议以及区域委
员会文件，可见：https://apps.who.int/gb/ebwha/pdf_files/WHA72/A72_17-ch.pdf。

https://apps.who.int/gb/ebwha/pdf_files/WHA72/A72_17-ch.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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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特别制度的运作:
背景和范围

第四章第三节3(a)(iii)概述了特别强制许可制度（“特
别制度”，有时也称“第6段制度”）的政策背景，以及
为什么特别制度允许在有限的情形下为药品出口发放
许可。本附件提供了补充资料，说明该制度的运作和
使用。特别制度是《TRIPS协定》中唯一一个具体要 
求（至少）两个成员（即一个进口方和一个出口方）采 
取行动的灵活性。特别制度运作的依据是这些成员向
TRIPS理事会发出的通知，这些通知接下来引发本附件
所述的各种行动。

1. 特别制度是什么？

2001年《关于TRIPS协定和公共卫生的多哈宣言》（第
6段）承认，制药部门产能不足或没有产能的世贸组织成
员，在有效利用《TRIPS协定》的强制许可方面可能面临
困难。为了克服这些困难，世贸组织成员通过了特别制
度。它为世贸组织成员提供了一种额外灵活性，是一种
特殊的强制许可，允许生产出口专用药品。它特别免除
了根据《TRIPS协定》第31条(f)项本应适用于强制许可
的一个条件，即强制许可主要限于供应国内市场。特别
制度将进口成员的需求与出口成员的供给联系起来。此 
外，它还免除了在授予强制许可后进口成员向权利人支
付适当报酬的义务（《TRIPS协定》第31条(h)项），如
果出口成员规定了这种报酬。

2. 特别制度覆盖哪些产品？

特别制度可用于任何已获专利或用专利方法生产的药
品（包括活性成分和诊断包），需要这些药品来解决
影响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的公共卫生问题，特
别是艾滋病毒/艾滋病、结核病、疟疾和其他流行病引
起的问题。列出的公共卫生问题以《多哈宣言》第1段
为基础，现已反映在《TRIPS协定》附件第1条(a)项
中；该清单无意成为详尽的。

二、法律依据
2017年1月23日《修正〈TRIPS协定〉的议定书》（《议 
定书》）生效以来，修正后的《TRIPS协定》第31条之
二为希望利用这一额外灵活性采购药品的大多数成员构
成了法律依据。然而，尚未通过《议定书》的成员将继
续按照2003年的豁免决定运作。新加入的成员在加入
时将自动受经修正的《TRIPS协定》约束。

三、特别制度的使用
本节说明哪些世贸组织成员可以作为进口方和出口方使
用该制度，以及使用该制度的条款和条件。

1. 谁可以作为进口方和出口方使用
特别制度？

虽然世贸组织所有成员都有资格作为进口方使用特别制
度，但发达国家选择不使用该制度进口1，一些收入较高
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已同意，它们只有在国家紧急状态
或其他极端紧急的情况下才会作为进口方使用该制度2。但 
是，对世贸组织其他成员，特别制度本身不限于紧急 
情况。

世贸组织的任何成员都可以作为出口方参加特别制度，但 
没有义务这样做。世贸组织许多成员实施了这一制度，以 
便能够向非世贸组织成员的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 
家出口3。

2. 世贸组织成员如何使用特别制度？

特别制度的实质是由出口成员颁发强制许可，以满足进
口成员确定的需求。为此，需要发出以下通知：

1. 进口成员关于有意使用特别制度的一般性通知（最
不发达国家不需要）。

2. 进口成员关于所需药物产品的具体通知。
3. 出口成员关于为满足进口成员需求发放出口用强制

许可的通知。

这些通知发给世贸组织TRIPS理事会，是为了提供信
息和提高透明度。这些通知不需要世贸组织任何机构
的批准。

世贸组织成员被鼓励使用e-TRIPS提交系统（e-TRIPS 
Submission System）4向世贸组织TRIPS理事会提交上
述通知。传统的通知方式仍可使用。

e-TRIPS提交系统为已接受《议定书》并根据修正 
后《TRIPS协定》运作的世贸组织成员和尚未接受《议
定书》并继续根据2003年决定运作的成员提供指南。指 
南包括每种通知类型需提交的信息。此外，世贸组织网
站上有对各种通知的详细解释，包括一套示范通知。5

(a) 进口成员如何使用特别制度？

(i) 通知使用特别制度的一般意向

一般性通知是世贸组织成员关于有意使用特别制度的简
单陈述。成员可以在实际使用前的任何时候提交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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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用承诺使用该制度。相反，它只是保留今后有潜在
需求时使用该制度的权利。最不发达国家不需要发出这
种通知。

(ii) 通知需要进口具体药物产品

当成员希望在特别制度中建立进口特定产品的选项时，
提交关于其进口需求的具体通知。

具体通知内容包括：

��  成员需要进口的产品名称和预计数量

�� 如果所列的任何药物产品在该成员有有效专利，说
明已经或将要授予强制许可。最不发达国家只需表
明有意使用《TRIPS协定》规定的延长过渡期

�� 说明该成员已认定其缺乏生产该产品的能力。最不
发达国家已被视为制造能力不足，因此免于遵守这
项要求。

可以在采购过程的早期阶段，在就首选供应源作出任
何最后决定之前提交这一通知。如果出现更好的替代
方案，这种通知也并不产生使用该制度的任何义务。因
此，成员可以作为采购规划过程的一个例行步骤，自由
地通知预期药品需求，从而为评估所有的获取选项提供
便利，向潜在的供应商发出需求信号，并在该制度是最
具商业可行性的选项时为实际使用该制度扫清障碍。

成员可以汇集采购需求，发出联合通知。因为特别制度
承认区域背景下需要规模经济，所以有类似需求的成员
发出联合通知，为建立商业上可行的生产和运输需求水
平开辟了道路。

如果需要对进口成员内有效的专利实施强制许可，该
成员仍必须遵守《TRIPS协定》关于强制许可的一般性
要求（见第四章第三节3(a)(ii)）。因此，进口方应事先
努力以合理的商业条款和条件获得专利权人的授权。但
是，对于非商业性公共用途，或者出现国家紧急状态或
其他极端紧急的情况时，这一义务不适用。《多哈宣
言》澄清，成员有权认定这些情况何时出现。此外，如
果发放强制许可是为了补救反竞争行为，则没有义务寻
求自愿许可。为避免向专利权人支付双重费用，即如果
出口成员方面已经支付了费用，则进口成员中的被许可
人免于遵守《TRIPS协定》第31条(h)项关于向专利权人
支付强制许可报酬的要求。

(b) 出口成员如何使用特别制度？

如果国内法允许颁发出口用强制许可，任何成员都可以
根据特别制度进行出口。如果产品在出口成员没有有效
专利，就没有必要诉诸该制度。同样，如果产品已经在
强制许可下为国内市场生产，那么产量的非主要部分可
以出口，也无需使用该制度。

一旦根据特别制度发放了出口用强制许可，出口成员要
提交一份通知。

出口成员的出口许可通知包含以下细节：

�� 被许可人的名称和地址

�� 被授予许可的产品

�� 被授予许可的数量

�� 产品供应的对象国

�� 许可的期限

�� 任何其他许可条件和其他信息，如专利号（可选）

�� 关于发货数量和产品区别特征信息的网址。

授予特别出口许可时，出口成员需要适用在国内法中实
施的《TRIPS协定》对强制许可的标准要求，但以下情
况除外：

�� 可以根据强制许可出口的数量不再限于生产的非主
要部分，而是需要将全部产量出口到受益国。

�� 出口成员的适当报酬要求按不同的依据计算，即有
关授权在进口成员的经济价值。

3. 监管部门是否必须批准根据特别
强制许可生产的产品？

特别制度是知识产权制度的一部分，不涉及药物产品的
上市许可。

认定产品是否具有适当的质量、安全性和有效性，仍是
卫生主管部门的单独责任。出口成员和进口成员各自的
药品监管部门是审查根据特别制度生产的产品，还是依
靠对方监管部门（可以是使用该制度的成员，甚至可以
是另一个司法管辖区的部门）进行的监管审查，由出口
成员和进口成员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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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需要实施哪些防止转移的保 
障措施？

为确保特别制度下出口的产品用于解决影响进口成员的
公共卫生问题，适用防止转移的具体保障措施：

�� 因特别强制许可而在出口方世贸组织成员进行的
生产，限于满足进口方世贸组织成员需求的必要数
量，而且全部产量必须出口到进口方世贸组织成员。

�� 产品必须有特别的标签或标记。它们应该有明显的
包装和（或）特殊的颜色或形状——只要后一要求
是可行的，而且不对价格产生重大影响。在装运
前，制造商必须在一个网站上公布其根据强制许可
生产的产量详情，以及对产品使用特殊标签或包装
的细节。世贸组织网站可供制造商公布这些信息，
但不是强制的。

�� 进口方世贸组织成员必须在其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采
取合理措施，防止再出口。这种措施应与这些成员
的行政能力和贸易转移的风险相称。为履行这一义
务，进口方世贸组织成员有权得到世贸组织发达国
家成员的技术和财政援助。

�� 世贸组织其他成员需要实行有效的法律程序和补救
措施，以便利用《TRIPS协定》已经提供的手段，防
止出口用特别强制许可下生产但被转移的药物产品
进口到其市场。

5. 如何在区域一级使用特别制度？

在特别制度建立的区域机制下，根据强制许可生产的产
品必须主要用于供应国内市场的条件也被免除。其目的
是使加入区域贸易协定的世贸组织成员能够更好地利用
区域经济共同体的规模经济，并通过合并需求来提高购
买力，以促进药物产品的大宗进口或当地生产，用于在
相关区域内销售。有了区域机制，在加入一个区域贸易
协定的世贸组织成员之间，根据强制许可在当地或其他
地方生产的产品就更容易进行出口和再出口，条件是：

�� 区域贸易协定符合《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关贸总
协定）和所谓的授权条款（1979年关贸总协定一
项决定的名称，允许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之
间在货物贸易方面作出优惠安排）。

�� 加入区域贸易协定的世贸组织成员中至少有一半是
最不发达国家。

�� 它们有共同的公共卫生问题。

世贸组织不认定哪些区域贸易协定符合这些要求，因此
没有符合这一区域机制的区域贸易协定清单。

因此，区域机制可以涵盖在区域贸易区内根据强制许可
生产的药物产品。它也可以涵盖在其他地方根据强制许
可生产、由区域贸易协定一个缔约方根据该制度进口的
产品。无论哪种方式，这些产品都可以在区域贸易协定
缔约方之间进行贸易，除了在区域贸易协定成员生产时
或根据特别制度进口到区域贸易区时适用的要求外，无
需进一步通知或遵守任何额外要求。

区域机制并不凌驾于专利或国家上市许可要求之上。如
果专利在区域任何国家有效，那么在寻求利用该机制从
区域贸易协定另一个成员进口药品的国家，将需要自愿
许可或强制许可。同样，产品在每个有关国家的分销仍
应得到批准，尽管这不是一项《TRIPS协定》要求。

6. 世贸组织总理事会主席的陈述补
充了什么？

总理事会关于建立特别制度的决定（2003年豁免决定
和2005年《修正〈TRIPS协定〉的议定书》）都是根
据总理事会主席的陈述通过的，这些陈述反映了世贸组
织成员的一些重要共识6，特别是：

�� 特别制度应被善意用于保护公共健康，不应用于追
求工业或商业政策目标；

�� 产品差异化要求适用于根据特别制度生产和供应的
活性成分。这些要求也适用于含有这些成分的成
品。一般来说，特殊包装和（或）特殊颜色或形
状，不应对药品价格产生重大影响；

�� 在防止产品转移方面，鼓励成员和生产者借鉴和利
用最佳做法指南，并分享在防止转移方面的经验和
做法；

�� 进口成员应在给TRIPS理事会的通知中提供资
料，说明它们如何认定当地制药部门产能不足 
或无产能。

主席还指出，发达国家已同意选择不作为进口方使用
特别制度（也反映在经修正的《TRIPS协定》附件脚注
3/2003年豁免决定中）7，11个较高收入的发展中国
家和地区也已同意，只在国家紧急状态或其他极端紧急
的情况下作为进口方使用该制度。

四、国内实施
成员可以作为进口方、出口方或同时作为进口方和出口
方实施特别制度。8世贸组织成员没有义务以其中一种
身份使用该制度，它仍然只是可用于实现药品获取的众
多选项之一。

1. 进口成员

进口方世贸组织成员一般需要修改立法，以便在出口成
员已经支付报酬的情况下，对强制许可下的进口行使免
付报酬的选择权。虽然给世贸组织TRIPS理事会的必要
通知不需要特别立法，但这种通知要求以及如何在国内
处理这种通知，最好在法律或实施条例中予以规定。进
口方世贸组织成员有义务采取合理措施，防止进口产品
被再出口，但不需要通过特别立法。在菲律宾，法律只
要求，强制许可“还应包含一项条款，指示被许可人采
取合理措施，防止根据本条款进口的产品再出口”。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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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出口成员

出口方世贸组织成员要使用特别制度，通常需要对立
法进行有限的修改，除非《TRIPS协定》第31条之二根
据国内法可以直接适用。已将《TRIPS协定》标准纳入
其法律的成员，已经有了适用于强制许可的条件，即 
根据强制许可生产的产品必须主要用于供应国内市
场。因此，为了全部出口根据特别制度下强制许可生
产的产品，至少要对这项限制进行修改。同时，实 
施性立法需要将发放的强制许可限于满足合格进口成
员需要的数量（进口成员发给TRIPS理事会的通知中
提到的），还要要求强制许可规定被许可人有义务出
口全部产量，并对产品添加特别标记或标签。

实施特别制度的出口成员可以采用具体条款，规定如何
计算向权利人支付的适当报酬，以及支付的程序（例

如，规定使用费最高额，或者规定计算时考虑有关授权
在进口成员的经济价值或任何其他参考因素）。这些条
款可以规定，被许可人有义务支付报酬，还可规定，有 
多项专利的，报酬由所有权利人按比例分摊。通常还
规定由哪个主管部门（如果有）来确定适当的报酬水 
平（Kampf, 2015）。

3. 区域机制

区域机制的实施，要确保区域内出口成员的相关立法不
按《TRIPS协定》下标准强制许可那样，要求强制许可
下生产的产品必须主要供应国内市场。对于只打算进口
的成员来说，可能需要修改国内法，以便在已授予进口
用强制许可且出口成员方面已支付报酬的情况下，被许
可人可以免于向权利人支付报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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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注
 1 见经修正的《TRIPS协定》脚注3/2003年决定（世贸组织文

件WT/L/540）。

 2 见主席陈述中的名单，世贸组织文件WT/GC/M/82第29段
和WT/GC/M/100第29段。

 3 见Kampf (2015)。

 4 e-TRIPS提交系统是世贸组织成员提交TRIPS相关通知、审
查材料和报告的一个可选在线工具，网址是：https://nss.
wto.org/tripsmembers。世贸组织成员要使用e-TRIPS提交
系统，必须有世贸组织提供的登录凭证。要获得登录凭证，
或对特别制度下的通知有任何其他问询，可与世贸组织秘书
处联系：e-TRIPS@wto.org。

 5 见《通知指南》，可见：www.wto.org/english/tratop_e/
trips_e/par6_modelnotifs_e.htm。

 6 世贸组织文件WT/GC/M/82第29段和WT/GC/M/100第
28-29段。

 7 世贸组织文件WT/L/540。

 8 实施特别制度的法律汇编可见：www.wto.org/english/
tratop_e/trips_e/par6laws_e.htm。

	9 《第9502号共和国法实施细则和条例》第13条，又称
《2008年普及廉价优质药品法》，在世贸组织文件IP/N/1/
PHL/I/10中通知。

https://nss.wto.org/tripsmembers
https://nss.wto.org/tripsmembers
www.wto.org/english/tratop_e/trips_e/par6laws_e.htm。
www.wto.org/english/tratop_e/trips_e/par6laws_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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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技术——药品、疫苗和医疗器械——对公共卫生至关重要。基本药物的获取以及缺少对被忽视疾病的研究，多
年来一直是人们关注的一个主要问题。为促进创新，确保公平获取所有重要的医疗技术，政策制定者需要清楚地了解 
新技术的创新过程以及这些技术在卫生系统中的传播方式。本研究旨在加强对卫生、贸易和知识产权三个不同政策领
域相互作用的理解，以及对这三个领域如何影响医学创新和医疗技术获取的理解。

世界卫生组织、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的这项合作汇集了三个秘书处各自的专门知识。这项研究旨在为三 
个组织正在进行的技术合作活动提供信息，并支持政策讨论。它的编写是为了满足政策制定者以及立法者、政府官员、参 
与国际组织的代表、非政府组织和研究人员的需要。

第二版全面回顾了现有资料，并抓住了2013年研究报告首次发布以来关键领域的新发展。本研究涵盖的新主题包括抗
微生物药物耐药性和尖端卫生技术。第二版提供了关于卫生、制药部门创新趋势以及贸易和关税的最新数据。它包括关
于全球医疗技术获取和自由贸易协定关键条款的最新概述，并考虑了知识产权立法和判例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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