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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度全球基准调查 

中国报告 

1. 执行摘要 

HealthforAnimals 全球基准调查每五年开展一次，调查规模不断扩大，2020 年度的调查涵盖 11 

个国家/地区。其目的是考察动物保健行业与兽药产品监管体系之间的相互作用，特别是各项

法规对该行业市场准入、创新、现有产品继续上市销售和保持竞争力的影响。 

这是中国的第二份报告。本报告总结了主要国际动物保健公司的相关信息及数据。 

这些数据于 2019 年第四季度通过调查问卷收集，经过汇总和总结后供后续研讨会讨论。研讨

会讨论的要点是该报告的组成部分，报告遵循问卷结构，有 7 个单独的部分。 

对于进口产品，除中国管理部门批准的一些本地试验或检测外，注册材料中的所有研发数据均

来自中国境外。 

A 部分 — 动物保健领域的经济 

全球动物保健（即药品和辅助保健品）行业继续发展壮大（2015 年为 240 亿美元，2018 年为 

415 亿美元）；其中 2018 年全球兽药市场估计接近 338 亿美元。诸多因素推动这一格局的发

展。收购是常见的发展战略，可以促进技术、新科学、新疗法方面的竞争力和产能并开拓新的

地理区域。畜牧业和宠物业市场本身的规模也在不断扩大。 

B 部分 — 中国的法规环境对创新能力的影响 

过去五年，中国的行业管理模式对创新有多重影响。总的来说，中国主管部门就法规的制修订

积极征求行业企业的意见。 

一些法规的修订或新规的制定积极促进了动物保健行业的相对健康发展，但一些法规的修订在

施行过程中对各个影响因素或过渡期对合规业务的影响尚有不足。有的则造成创新产品投放市

场的成本和时间增加，或对业务连续性产生了消极影响。 

过去 5 年间，有更多的国际动物保健公司进入国内市场，在中国开展研发和/或生产活动，推

动了这些领域的投资。这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中国政府对兽药行业的扶持。 

针对国际动物保健公司为中国动保的发展和创新方面，政策制定者目前面临的很大的挑战是如

何建立一个能够接纳行业和技术进步的法规框架，如何消减在一些领域存在的管理盲区和行业

壁垒，这样才能给投资者带来更多的机遇。下文暂列一些国际动物保健公司急需中国主管部门

给予支持和明确的法规问题，如： 

 法规要求不明确 

 A 类疫病的致弱活毒（MLV）疫苗和/或 来自 A 类疫病病原体的疫苗进口禁令 

 对国产仿制药的市场准入许可早于其同等进口药/原研进口药 

 在国产仿制药的监测期内，原研药的注册申请时间随之受到限制等 

过去 5 年，只有少数进口生物制品在中国注册。 

产品注册所需的时间和费用都有所增加。注册周期长一直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其中转基因

活疫苗用时最长，平均为 8.7-8.8 年，有时审批时间无法预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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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化学药品来说，本地残留检测方法验证、针对本地验证性临床研究的兽药临床试验质量管

理规范(GCP ) 新规实施等都增加了注册成本和时间。 

当然，国际动物保健公司在应对新的市场或法规变化时，必须尊重中国商业和法规环境的文化

和组织特点，在药规事务活动期望和预期结果之间取得平衡。 

C 部分 — 现有产品的上市销售 

中国在法规实践方面继续向国际标准靠拢，国际动物保健公司正面临越来越多、来自本土公司

的竞争。 

因此，国际动物保健公司维护现有产品的压力随之加大。如遇到一些特殊情况，国际动物保健

公司必须推迟品牌产品再注册或停用其注册证。停止含有药物饲料添加剂促生长类适应症的注

册，对于一些国际动物保健公司和国内企业产品的持续上市销售产生影响，而这一趋势与美国

和欧盟的趋势以及全球惯例类似。新的兽药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GCP )和残留检测方法验证

要求增加了兽药注册的时间和成本。 

产品质量提高和追溯系统的运行要求也影响了产品在市场上上市销售的成本和时间。其中一些

示例包括： 

 中国境外的追溯系统的运行 

 为遵守修订的条例，需要开展更多的本地残留检测验证 

 根据最新的监管要求，更新产品质量标准 

 《中国兽药典》要求与其他国家兽药典的要求不同 

 批准后变更申请流程比较复杂 

 对中国活性药物成分(API)供应商资质的特殊要求 

 更新了对兽药生产质量管理规范(GMP)的要求 

D 部分 — 法规的可预见性和质量 

过去几年，兽药注册流程明显改善。 

与会人员认识到，中国主管部门提供技术评审和支持的质量有了很大的提高，并希望看到中国

更多地参与国际监管合作或一体化举措。他们还希望主管部门在整个研发或申报前阶段给予支

持，并进一步制定基于风险的再注册制度（基于药物安全警戒），替代每 5 年定期再注册进口

兽药注册证书的制度。国际动物保健公司也希望能更早地参与法规制定过程， 贡献行业内的经

验，为加快法规的更新与修订体现出应有的价值。 

本土和进口产品的注册都要遵守严格的规定和准则，但过程不同，如进口兽药需在中国进行本

地验证性临床试验研究。 

E 部分 — 法规趋势 

2015 年以来，中国法规框架发生了一些有益的改变： 

 纳入生物制品临床试验的动物数量减少  

 根据中国市场的需求，对某些特殊产品类型启动了一般优先审评政策 

 免收注册费和复核检验费用 

 就法规草案修订进行更多的公开征求意见 

对市场准入或业务持续性产生影响的其他变化。其中包括对兽药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 GCP、

残留检测方法验证、转基因生物安全评价 (GMO)……等方面的新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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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部分 — 未来五年的希望与期望 

调查对象指出的最有益的趋势是： 

 从零风险评估向收益-风险评估方法转变 

 通过公开征求意见，让企业更广泛地参与法规流程 

 提高数据披露的透明度 

调查对象认为将带来较大挑战的是： 

 对上市后监测和药物安全警戒的要求不断提高 

G 部分 — 监管合作及特殊产品类别 

中国与其他国家/地区之间没有联合评审或互认评估。如果中国没有具体的指南或法规，中国

有关部门通常会参考美国/欧盟或兽药注册技术要求国际协调会（VICH）的指南。 

进口产品没有特殊的简化流程，国内产品则有简化途径，如仿制药、批准文号、应急评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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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和建议 

过去 10 年，中国动物保健快速转型，而法规环境的演变相对缓慢。国际动物保健公司在进口

产品方面（尤其是生物制品）面临的挑战仍然很多。前面已经列出了其中的很多问题、希望和

期盼。 

我们在中国正处于里程碑式的时刻，此时正值新法规草案公布前夕，这些草案预计会给我们带

来一些希望，加大创新支持力度，促进药品在市场上的供应，但我们也担心，更加严格的新要

求会影响我们的业务连续性或市场准入。 

中国的法规环境很独特。新的兽药法规起草或修订时，考虑到中国动物保健的特殊环境，通常

会参考欧盟或美国的法规要求和中国人用药品方面的法规要求，将它们融合在一起，最后提出

有针对性的要求。 

重要建议 

 与其他国家/地区的法规要求和标准相统一 

 与其他国家/地区同时注册 

 引入委托生产（CMO）和上市许可持有人制度(MAH)政策 

 灵活的变更申请程序要求 

 针对优先评审，指定具体的指导原则和程序 

 通过制定相应的法规，为少数用途/少数物种（MUM）产品注册提供便利 

 新法规实施的过渡期/缓冲期，考虑国际动物保健公司的特殊性 

 明确 GMO 审批时限，并修订相应的法规加快其注册 

 优化复核检验的沟通机制，提高效率 

 优化兽药质量标准问题沟通解决流程，包括与企业进行直接、有效的沟通 

 让包括国际动物保健公司在内的所有利益相关方更早、更深入地参与法规草案的修订 

 更高效、透明的沟通机制 

 加快官方复核检验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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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简介和背景 

HealthforAnimals 全球基准调查的目的是收集和整理动物保健行业与当前管理的法规体系之间

的相互作用，特别是各项法规对该行业的创新能力和保持竞争力的影响。其中包括将新产品推

向市场以及在市场上留住现有产品的能力，进而包括对兽药产品可用性的影响。 

 

该调查最初以欧洲和美国法规体系为基准，随后发展壮大，2020 年度的调查涵盖了 11 个国家/

地区（见方框 1）。 

 

方框 1 

全球基准调查的演变 

1. 1996 年：欧洲、美国 

2. 2001 年：欧洲、美国  

3. 2006 年：欧洲、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  

4. 2011 年：欧洲、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  

5. 2015 年：欧洲、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中国、巴西  

6. 2020 年：欧洲、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中国、巴西、印度、南非、俄罗斯、墨西哥 

 

在 HealthforAnimals 成员国家协会的合作和参与下，该调查每 5 年开展一次。除了调查基准

外，其目的还包括监测各种趋势，发现法规环境中可能对竞争力、经营能力和药品供应产生影

响的新问题。该调查也是一个非常有用的工具，可以洞悉未来 2-3 年企业对当前法规动态的预

期，为制定明确的行动计划提供信息，应对已发现的挑战。 

 

该调查的结果为支持知情的方针决策、不断寻找最佳法规实践和改进机会提供了丰富的信息。 

 

这是中国的第二份报告。报告汇总了 9 家国际动物保健公司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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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方法论概述  

对先前的基准调查问卷进行更新，以反映 2020 年度调查的要求，其中包括：保留对全球基准

和长期趋势分析非常重要的核心问题；删除了不太适用于中国的问题；增加了反映法规体系内

已知新发展状况的新问题，并在问卷的当地版本中增加对个别国家/地区具有重要意义的专属

话题。 

该调查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涉及财务数据和产品研发成本，并送交各公司的总部（因此不涉

及区域办事处）。第二部分涉及法规环境及其对创新和竞争力的影响。第二部分的调查问卷根

据所调查的 11 个市场的情况进行了调整，并由在这些市场表现活跃的公司的国家办事处完

成。 

协会负责要求其成员填写调查问卷，使用标准模板收集和整理结果，并与参加调查的公司一起

在当地组织为期一天的研讨会。研讨会上提出并讨论了每个问题的汇总数据，以便探讨和记录

不同的观点及对理解特定结果背后的原因具有重要意义的当地情况。 

所得出的调查问卷数据和研讨会阐明各项发现的“叙述”构成了各国报告的基础。报告的结构

采用问题清单形式（作为小标题）。这些问题在小标题中体现出来，并在各个部分的开头、每

个小标题下方的方框中再现。 

GBS2020 调查涵盖 11 个市场：欧洲、美国、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中国、巴西、印度、

俄罗斯、南非和墨西哥。 

最终成果：各国报告和全球概况报告将在 HealthforAnimals 网站

https://healthforanimals.org/GBS2020.html 上公布。 

有关中国报告的详细情况 

2019 年 9 月至 10 月，Kellen 收集了 9 家在华国际动保公司填写的调查问卷。随后于 2019 年 12 

月 6 日举行了一次研讨会，调查对象可以讨论他们对问卷的回答，添加支持性评论和叙述，进

一步说明调查结果。 

这只是中国第二次参与该调查，因此，跟踪或预测趋势的数据有限。 

  

https://healthforanimals.org/GBS202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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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对中国进行调查的结果 

A 部分 — 动物保健领域的经济 

全球背景 

财务数据涵盖整个 2018 财年。所有数据均以美元 ($) 为单位。 

GBS2020 报告第一部分中的财务数据单独发布。该报告的主要发现在本报告中与欧洲相关的内

容进行了交叉引用，例如产品研发趋势和防御性研发部分。 

据估计，2018 年全球动物保健市场的价值为 458 亿美元1。HealthforAnimals 成员 10 家公司占

据了 50% 以上的市场份额，合计收入 227 亿美元，平均收入 22.74 亿美元，其中 7% 投入研

发。 

11 个标杆市场占 HealthforAnimals 成员公司全球收入的 71%（图 1），其中中国市场占 3.2%。 

 

图 1：2018 年 HealthforAnimals 公司在 11 个市场的收入分布情况 

 

总体而言，国际动保企业的研发支出主要投向化学药品 (62%) 和生物制品(24%)。农药投资仍然

是产品组合中的一小部分 (4%)。在两大动物版块中，伴侣动物的研发占比为 51%，主要经济动

物品种为 49%。 

  

                                                           
1  市 场 研 究 报 告  - https://www.marketremsearchreports.com/blog/2019/09/05/world%E2%80%99s-top-10-animal-health-

compan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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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marketresearchreports.com/blog/2019/09/05/world’s-top-10-animal-health-companies
https://www.marketremsearchreports.com/blog/2019/09/05/world%E2%80%99s-top-10-animal-health-companies
https://www.marketremsearchreports.com/blog/2019/09/05/world%E2%80%99s-top-10-animal-health-compan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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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部分 — 法规对创新的影响 

1. 中国的法规环境对创新能力的影响 

中国的法规环境对您的创新能力有何影响？ 

自上次于 2015 年开展调查以来，关于中国的法规环境对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企业的看法发

生了明确转变。之前的许多积极回应已经变成中性的，消极回应仍占总数的三分之一（见图 

2）。此外，知识产权不完善，创新环境有待改善。新法规（如兽药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

(GCP) 2018）没有相关的配套法规，无法在过渡期内顺利实施。最后一点，特别是进口生物制

品的注册速度很慢。 

图 2：中国的法规环境对创新能力的影响 

 

 

然而，各公司确实指出了有关部门内部在一些方面的改善，如注册环境、官员思想开明、良好

的沟通渠道、有关减少生物制品田间试验动物数量的新的合理要求，以及合理的征求意见期。 

其中一个主要的挑战是文化差异对国际动物保健公司内部沟通的重要性。 

 

  

18%

11%

27%

56%

18%

33%

36%

2020

2015

Very positively Positively Neutral negatively Very negatively非常有利 有利 中等 不利 非常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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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动物保健创新的相关因素 

下面列出了动物保健创新的相关因素。其中哪项（如果有的话）对贵公司在华的创新具有重要

意义？ 

创新相关因素的总体排名见表 1。对于希望将兽药产品投放到中国市场的企业来说，如何细化

中国的法规要求仍然是最大的挑战。 

表 1：创新相关因素排名 

创新相关因素 
平均排名

得分 

中国的法规要求不明确 3.1 

特定产品的专属管理 3.7 

知识产权保护风险（专利或商业数据） 4.3 

官员/专家咨询通道通畅性 5.4 

公司内部的组织或文化障碍 6.3 

市场部门规模小 6.6 

消费者的态度消极 6.9 

学术界与企业之间的技术转让机制不畅 6.9 

缺乏接触专业生物技术公司的机会 7.8 

缺乏熟练的工作人员 8.1 

缺乏财政资源 8.6 

其他：没有统一的指南，如《欧洲药典》（EP）/《美国药典》（USP）与《中

国兽药典》（CVP） 

未列入排名 

 

自 2015 年上一次调查以来，与创新相关的最重要因素相对保持不变，但有一个重大因素例

外：“特定产品的专属管理”的重要性几乎翻了一番（2015 年 36% 的人认为它非常重要，

2020 年 66% 的人认为它非常重要）。 

 

3. 提高竞争力的法规 

中国的法规是否在以下任何方面帮助提高了贵公司的竞争力？ 

所有调查对象对各因素进行了单独排名，各因素的平均排名得分见表 2。最有帮助的 3 大因素

是：产品质量提高；防止了具有风险产品流入市场；并向公众保证了动物保健产品的安全性。 

然而，在研讨会的讨论中，所有与会者都认为“提供了公平、规范的环境”、“提供了稳定的

商业环境”和“树立了投资信心（增加了确定性和可预测性）”应该是帮助提高企业竞争力的

前三大因素，因此增加了“新排名”一栏。由于相对公平稳定的法规环境，国际动物保健公司

在华增加了投资或实现了业务增长。 

表 2：提高竞争力的政府法规 

竞争因素 平均排名得分 新排名 

产品质量提高 2.4 4 

防止了具有风险产品流入市场 3.4 5 

向公众保证了动物保健产品的安全性 3.7 6 

提供了稳定的商业环境 5.8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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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了公平、规范的环境 5.9 1 

树立了投资信心（增强了确定性和可预测性） 5.9 3 
在新的生产过程中激发了创新 6.4 7 

帮助将资源重新转向创新 6.9 8 

保护了创新投资 7.9 9 

与其他国家的法规程序保持一致 8.2 10 

加快了上市时间 8.2 11 

改善对其他地区市场的准入 8.4 12 

建立了新的市场部门 8.6 13 

4. 法规的其他影响 

中国的法规是否会对贵企业产生以下影响？ 

尽管如上所述，中国的法规对竞争力有积极影响，但部分调查对象也认为，新修订的法规会给

业务的连续性带来不利影响，施行新要求的过渡时间有限，会造成各种问题并增加产品研发的

成本。 

在过去 5 年，法规还造成了一些影响：关闭了特定产品的市场、造成极大的不确定性或不可预

见性、增加了产品的研发时间，但影响程度较低。 

表 3：法规对中国业务的影响 

影响 平均排名得分 

新修订的法规给业务的连续性带来了不利影响 4.0 

施行新要求的过渡时间有限会造成各种问题 4.0 

研发成本增加 5.0 

关闭特定产品的市场 5.3 

造成极大的不确定性或不可预见性 5.4 

研发时间增加 5.8 

资源重新导向防御性研发 6.8 

限制使用创新营销方式 7.1 

限制合作研发活动 8.1 

减少获得新想法的机会，特别是在生物技术方面 8.6 

分散管理时间 9.8 

减少现有产品产生的现金流 9.9 

5. 产品上市后，后续研发支出 

以下哪项最能说明贵公司自 2015 年以来在华产品上市后，后续研发支出的变化？ 

产品上市后，后续研发支出(MDR&D) 是指监管机构要求的、在再注册或其他监管活动（如产品

评审）中进行的、为维持产品上市而进行额外研发的费用。 

自上一份报告（2015 年）以来，中国的情况似乎有所变化。在 2020 年度的报告中，MDR&D 

费用下降的情况已经完全消失，现在大多数公司表示成本日益增加。图 3 对结果进行了总结，

下一部分将探讨这些变化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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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产品上市后，后续研发支出的变化 

 

 

6. 造成产品上市后，后续研发支出变化的因素 

表 4 列出了造成产品上市后，后续研发支出变化的主要因素。支出减少与取消收费有关，支出

增加则是新法规引起的。 

表 4：造成产品上市后，后续研发支出变化的因素 

造成产品上市后，后续研发支出减少的因素 

 相关部门不收取注册或检测费用 

造成产品上市后，后续研发支出增加的因素 

 由于兽药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GCP )、兽药非临床研究质量管理规范(GLP)等新

规，临床试验支出增加 

 由于新规，残留分析方法验证支出增加 

 

与 MDR&D 没有具体关系，但将影响整体研发和上市销售的其他因素有： 

 田间试验动物数量减少 

 国内临床试验成本增加，如兽药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GCP)新规 

 新版兽药生产质量管理规范(GMP)（2020 版）提高生产企业准入门槛，提高了生产企业

硬件和软件的要求 

 注册要求高：在法规语言未发生变化的前提下，官方不同专家对法规的解读不同，并

没有详细的配套执行文件。 

 关于疫苗研发的新修订法规，如兽药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GCP) 要求，以及缺乏符合

条件的疫苗研发用的无特定病原体动物，如猫用疫苗等 

 非洲猪瘟爆发导致猪的数量急剧下降，用于动物研发的试验猪采购成本大大增加 

 对生产、含量测定研发参数等旧规进行新的解释 

 新兽药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GCP) 和兽药非临床研究质量管理规范(GLP) 要求增加了研

发成本 

 二维条形码的实施增加了生产成本、时间，国外厂商遇到了各种实施难题 

 

7. 主要新产品在中国获得注册的时间 

27%

33%

18%

33%

27%

33%

27%

2020

2015

Decreased a Lot Decreased slightly Little change Increased slightly Increased a lot显著下降 略有下降 几乎无变化 略有增加 显著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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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说明主要新产品在中国获得注册的平均时间，即从申报注册材料到首次产品获批上市所需的

时间。 

这个问题着眼于产品注册步骤，与产品研发阶段（将在下一个问题中涉及）是分开的。要求各

公司提供其 8 个不同产品类别的产品注册时间。产品平均注册时间和样本量 (N) 见表 6。 

表 5：主要新产品在中国获得注册的时间 

  平均年数 N 

用于主要经济动物的药品 3.9 8 

用于主要经济动物的生物制品（常规） 4.3 6 

用于主要经济动物的生物制品 （GMO） 8.7 5 

用于伴侣动物的药品 3.8 8 

用于伴侣动物的生物制品（常规） 4.3 4 

用于伴侣动物的生物制品（GMO） 8.8 3 

用于少数物种的药品 不适用 不适用 

用于少数物种的生物制品 不适用 不适用 

 

由于生物类的主要经济动物和伴侣动物中都增加了 GMO 品种，自 2015 年度的调查以来，情况

变得更加复杂。 

总体而言，过去 5 年来，注册时间很少或没有变化，非 GMO 产品注册时间保持在 4 年左右，

比全球基准调查中的大多数国家/地区长。 

然而，GMO 类的注册周期非常长，是非 GMO 产品的两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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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法规对主要新药品研发时间的影响 

与 2015 年相比，法规因素是否导致贵公司在中国研发主要新药（从最初的研发到最终的上市

许可）的平均时长发生了变化？ 

除了国际动物保健公司所需的额外国内试验外，本地产品研发并不适用于国际动物保健公司在

中国注册进口产品；本地仿制药研发时间比全球（欧盟、美国）创新研发时间要短。然而，伴

随着要求的提高，为中国（包括国际动物保健公司）准备注册材料的时间也在增加。图 4 中的

数据主要涵盖了在中国启动进口产品注册到最终上市许可的过程。 

图 4：药品研发平均时长变化 

 

 

9. 法规对主要新生物制品研发时间的影响 

与 2015 年相比，法规因素是否导致贵公司在中国研发主要新生物制品（从最初的研发到最终

的上市许可）的平均时长发生了变化？ 

表 6 中的数据主要涵盖了在中国启动进口产品注册到最终上市许可的过程。 

法规变化会影响产品研发所需的时间。3 大类动物的生物制品研发时间平均增长情况见表 6。

只显示了至少有 3 个数据点的数据。没有公司表示产品研发时间缩短，各公司也没有少数物种

产品的例子。 

对于主要经济动物，虽然有更多的公司声称研发生物制品的时间增加了（2020 年为 56%，2015 

年为 22%），但增幅略有下降（2020 年为一年半，2015 年为两年）。对于这两类动物（主要

经济动物和伴侣动物），有相当数量的调查对象 (33%) 认为这并不适用于他们的业务。 

 

表 6：主要新生物制品研发平均时长变化 

物种 缩短 

几乎无变化 增加 

不适用 
平均年数 N 

平均年

数 
N 

生 物 制 品
 主要经济

动物 
0 无有效数字  1 家公司 一年半 5 家公司 3 家公司 

1.7

0.8 0.8
0.8

0.0

0.2

0.4

0.6

0.8

1.0

1.2

1.4

1.6

1.8

Decreased Increase Little change Not applicable to our
business

Years

Major Food Animals Companion Animals Minor Species

年数 

缩短 增加 几乎无变化 不适用于我们的业务 

主要经济动物 伴侣动物 少数物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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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侣动物 0 无有效数字  2 家公司 1.3 年 4 家公司 3 家公司 

少数物种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10. 主要新药品平均研发成本变化 

针对所有可能的物种以及产品的适应症，按实值计算，与 2015 年相比，法规因素是否导致在

中国研发主要新产品的平均成本（从最初的研发到最终的上市许可）发生了变化？ 

图 5 中的数据主要涵盖了在中国启动进口产品注册到最终上市许可的过程。 

所有公司均表示，主要新药的产品研发成本上涨，大多数公司表示该成本显著上涨（自 2015 

年上一次报告以来涨幅 26%）。 

半数以上的企业没有研发针对少数物种的药品。 

图 5：主要新药品平均研发成本变化 

 

 

  

0% 0%

22%

33% 33%

11%

44%

11%

22%

11%

56%

0%

10%

20%

30%

40%

50%

60%

Reduced by 10-
25%

Little change Increased by 10-
25%

Increased by 26-
50%

Increased by
more than 50%

We do not
develop this

type of product

Major Food Animals Companion Animals Minor Species

降低 10%-25% 

 

主要经济动物 伴侣动物 少数物种 

几乎无变化 上涨 10%-25% 上涨 26%-50% 上涨 50% 以上 我们没有研发 

此类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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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主要新生物制品平均研发成本变化 

思考一下，针对所有可能品种和产品的适应症，在中国研发主要新生物制品的平均成本（从最

初的研发到最终的上市许可），按实值计算，与 2015 年相比，法规因素是否导致这一成本发

生了变化？对主要畜种、伴侣动物和少数物种分别进行估算。 

下面的数据主要涵盖了在中国启动进口产品注册到最终上市许可的过程。 

所有公司都表示，主要新生物制品的产品研发成本并没有像药品研发成本那样上涨（图 6）。

大多数公司表示，生物制品的产品研发成本变化不大，最高上涨 25%。少数（33% 至 44%）公

司不研发供经济或伴侣动物使用的生物制品，绝大多数 (78%) 公司不研发用于少数物种的生物

制品。 

图 6：主要新生物制品平均研发成本变化 

 
 

12. 法规对创新能力的影响 

思考一下中国的法规，您如何评价以下各方面的法规对您成功创新能力的影响？ 

中国的各项法规对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如图 7 所示。要求这些公司按照从非常有利到非常不利

对法规进行排序。 

最有利的三项法规是： 

(1) 上市许可 

(2) 最高残留限量  

(3) 关于获得政府机构文件的国家政策 

有待改进的三项法规是： 

(1) 知识产权专利保护 

(2) 知识产权商业数据保护  

(3) 生物技术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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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法规治理耐药性（包括抗生素耐药性和抗寄生虫耐药性）也被认为相对有利。 

国际动物保健公司的这一观点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公司截然不同，在世界其他地区，知识产权保

护（以专利或上市许可注册材料数据保护的形式）被视为支持和刺激创新的重要因素。 

对该问题的回答也与 C 部分（用来开拓现有产品的上市销售因素）中第一个问题的回答相矛

盾，在 C 部分，“知识产权保护不力（专利或商业数据）”被列为一个重要因素。 

“生物技术法规”之所以不利，可能与转基因问题有关。 

图 7：政府法规对创新能力的影响 

 

 

22%

22%

13%

11%

56%

33%

44%

33%

25%

44%

44%

33%

33%

44%

33%

44%

33%

50%

56%

44%

11%

11%

33%

11%

11%

13%

11%

33%

11%

11%

11%

11%

33%

22%

44%

0%10%20%30%40%50%60%70%80%90%100%

Marketing Authorisations

Maximum Residue Limits

Good Laboratory Practice

Biotechnology Regulations

Disease Resistance Regulations

Environmental Safety Regulations (Ecotox)

Mfg/Quality Inspection Requirements (GMP)

Protection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commercial data

Protection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patents

National policy on access to documents of
government bodies

Very helpful Helpful No impact Unhelpful Very unhelpful

上市许可 

最高残留限量 

良好实验室规范 

生物技术法规 

耐药性法规 

环境安全法规 (Ecotox) 

制造/质量检验要求 

知识产权-商业数据保护 

知识产权-专利保护 

关于获得政府机构文件的国家政策 

非常有利 有利 没有影响 不利 非常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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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部分 — 现有产品的上市销售 

1. 用来开拓现有产品的上市销售因素 

下面列出了中国动物保健现有产品上市销售的各种相关因素。其中哪项（如果有的话）对您现有

产品的开拓具有重要意义？ 

要求调查对象将现有产品上市销售的相关因素 从 1 到 11 进行排序（表 7）。 

表 7：用来开拓现有产品的上市销售因素 

因素 平均排名得分 

来自竞争对手的压力（包括进口和仿制药） 4.0 

知识产权保护不力（专利和商业数据） 4.1 

某些领域的需求波动 4.3 

特定产品的专属管理 4.4 

满足 API 兽药生产质量管理规范(GMP)要求 5.8 

消费者的态度消极 6.6 

对广告、标签、商标和通讯的法律限制 6.8 

市场规模小 7.3 

维护/延长许可证的中国法规框架 7.3 

缺乏熟练的工作人员 7.6 

缺乏财政资源 8.0 

其他：适应症改变，如治疗用途 0.0 

 

来自竞争对手的压力（包括进口和仿制药）仍然是影响现有产品上市销售的首要因素之一（图 

8）。事实上，它从 2015 年的第二重要因素上升到 2020 年最重要的因素。需要注意的是，中国生

产和出口的活性药物成分(API)和其他材料不仅需要兽药生产质量管理规范(GMP) 认证，还需要批

准文号。 

另外，本题中的某些选项不适用于进口到中国的产品。国际动物保健公司需要根据在中国境外研

发或生成的数据来注册，经其他国家/地区相关监管部门批准之后，在中国注册及维护其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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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用来开拓现有产品的上市销售因素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Pressure from competitors (including parallel imports and generics)

Inadequate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commercial data & patents)

Demand volatility in certain segments

Closure of the Chinese market and/or other geographic markets for certain
products

GMP for API Requirements

Negative consumer attitudes

Legal restrictions on advertising, labels, trademarks and communication

Small size of market segments

China’s regulatory framework for maintenance/extension of licences

Lack of skilled staff

Lack of availability of financial resources

Other (indication change, e.g. treatment usage)

% of responses

Most important 1 3 5 7 9 11 Least important 12

调查对象百分比 

来自竞争对手的压力（包括进口和仿制药） 

知识产权保护不力（专利和商业数据） 

某些领域的需求波动 

特定产品的专属管理 

 API GMP 要求 

消费者的态度消极 

对广告、标签、商标和通讯的法律限制 

市场部门规模小 

维护/延长许可证的中国法规框架 

缺乏熟练的工作人员 

缺乏财政资源 

其他（适应症改变，如治疗用途） 

最重要 1 最不重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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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法规对企业的影响 

中国的法规是否会对贵企业产生以下影响？ 

要求调查对象将中国法规可能给“贵企业带来的影响”从 1 到 11 排序（表 8）。迄今为止，仿

制药竞争的压力是目前排名最高的因素。这可能与排名第二高的因素“未能充分保护知识产权

（专利和商业数据）”有关。 

其他排名靠前的因素与法规变化的关系较大： 

• 增加生产成本，以及 

• 造成极大的不确定性 

表 8：法规对企业的影响 

因素 平均排名得分 

其他：仿制药压力 1.0 

未能充分保护知识产权（专利和商业数据）  4.1 

增加生产成本 4.3 

造成极大的不确定性 4.9 

限制将现有技术推广到其他物种/适应症 5.2 

让盈利产品退出市场 5.9 

增加分销和营销成本 6.0 

限制使用创新营销方式 6.4 

给维持/延长上市许可带来不成比例的费用 6.7 

分散新型创新产品研发的金融资源 7.2 

分散管理时间 8.0 

 

3. 法规对现有产品上市销售能力的影响 

思考一下中国的法规，您如何评价以下各方面的法规对您的现有产品上市销售能力的影响？ 

被认为对现有产品上市销售有待改进的法规是动物试验要求和制造工艺/化学成分、生产和控

制（药学研究部分）(CMC )要求（图 9）。生产许可证体制的变更也被认为是有待改进的因

素。 

被认为对现有产品上市销售最有利的法规是安全数据要求和良好生产规范。关于调查对象对注

册证维护流程和知识产品保护（商业数据和专利）的看法，认为有待改进的人数与认为有利的

人数相同。 

兽药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GCP) 普遍被认为是对产品商业化带来最大挑战的“其他”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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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法规对现有产品上市销售能力的影响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Other (GCP)

Resistance Risk Management (e.g. Antimicrobials and antiparasitics)

Good Manufacturing Practice

Safety data requirements

Licence Maintenance Process

Protection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commercial data

Protection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patents

Interpretation of Reports

Implementation of international regulations or standards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Ecotox)

Import Regulations including additional data requirements

Manufacturing Licensing Scheme Variations

Animal trials requirements

Packaging/Labelling Modification Rules

Maximum Residue Limits

% of negative & positive opinions

Very helpful Helpful No impact Unhelpful Very unhelpful

消极观点和积极观点所占百分比 

最高残留限量 

包装/标签修改规则 

动物试验要求 

工艺变更 

进口法规，包括附加数据要求 

环境法规 (Ecotox) 

国际法规或标准的施行 

解读报告 

知识产权-专利保护 

知识产权-商业数据保护 

注册证维护流程 

安全数据要求 

良好生产规范 

耐药性风险管理（包括抗菌素耐药性和抗寄生虫耐药性） 

其他 (兽药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GCP)) 

非常有利 非常不利 有利 没有影响 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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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部分 — 法规的可预见性和质量  

1. 中国法规的可预见性和质量 

(a) 目前管理贵公司的中国监管机构是否带来了您所需的法规可预见性和您期待的法规质量？

(b) 如果没有，请向我们说明最主要的问题是什么，以及可以采取哪些措施来解决这些问题

（您提议的未来解决方案）。 

对于相应国家监管机构的法规可预见性和质量，国际动物保健公司的看法相当积极，同时认为

还有改进的空间（图 10 和 11）。 

表 10 报告了影响法规可预见性和质量的问题以及改进建议。其中一些是围绕更有效、透明的

沟通，以及更透明的要求。其他共同的主题是，当法规要求发生变化时，需要设立过渡期，管

理机构需要有明确的指南和时限。 

总体而言，内部信任感很重要，所以需要做更多的工作来说服国际动物保健公司的全球总部，

在中国的监管环境中建立更多的信任。 

图 10：法规可预见性 

 

图 11：法规质量 

 

0%

44%

56%

0%

33%

67%

0%

20%

40%

60%

80%

100%

Always Mostly Sometimes Never

MARA IVDC

0%

33%

67%

0%

44%

56%

0%

20%

40%

60%

80%

100%

Always Mostly Sometimes Never

MARA IVDC

始终 大多数情况 有时 从未 
MARA IVDC 

始终 大多数情况 有时 从未 

MARA IVD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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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影响法规可预见性和质量的首要问题及改进建议 

监管机构 问题/改进建议 

中华人民共

和国农业农

村部 
(MARA) 

 从生产厂转移到不同的国家/地区即视为新的进口产品 

 变更法规需要根据生产实际进行优化，提高灵活性 

 划分类别，针对消毒剂和水产疫苗的特殊性，提出注册要求 

 上市许可持有人制度(MAH) 系统（如兽药公司持有许可证），建议实施委托生产

(CMO) 

 起草新规时允许国际动物保健公司积极参与 

 更高效、透明的沟通 

 延长施行新规的实施过渡期 

 法规/注册没有明确规定过渡期 

 建立正式的沟通制度，如与专家就技术问题进行磋商的过程 

中国兽医药

品监察所
(IVDC) 

 《中国兽药典》(CVP)、《欧洲药典》(EP)/ 《美国药典》(USP)标准一体化 

 生产商应该对自身的质量标准和检验程序负责。建议的解决方案：建议中国兽医药品

监察所(IVDC) 根据技术注册文件进行检验 

 增加中国兽医药品监察所(IVDC) 组织的法规培训 

 对于中国兽医药品监察所(IVDC) 进行的与靶动物检测相关的质量控制检验，由于多种

原因（如没有足够的预算或难以获得优质动物），他们完成检测并出具报告所花费的

时间可能会超过法定时限（最长 150 个工作日）。建议的解决方案：中国兽医药品监

察所(IVDC)应更多地参与质量标准的评审/确认，确保复合检验尽量减少/适量使用动物 

 在中国兽医药品监察所(IVDC) 进行验证性测试过程中，中国兽医药品监察所(IVDC) 实

验室人员与企业之间没有“直接”的沟通渠道。目前的“间接”沟通渠道需要经过中

国兽医药品监察所(IVDC)的行政部门，无法促进中国兽医药品监察所(IVDC)实验室与企

业的及时沟通。建议的解决方案：中国兽医药品监察所(IVDC) 实验室与企业之间应该

有直接合理的沟通渠道 

农业农村部

兽药评审中

心 (CVDE) 

 农业农村部兽药评审中心 (CVDE)和审评专家之间没有法定的质量标准确认程序时间框

架。例如，在审评会之后，农业农村部兽药评审中心 (CVDE)仍然会发出不同专家提出

的、关于质量标准的新问题（不同于审评会的询问），导致农业农村部兽药评审中心 

(CVDE)与企业之间存在多个问询周期。建议的解决方案：对涉及农业农村部兽药评审

中心 (CVDE)、审评专家和确认质量标准的公司的每一个步，都应该有一个明确、法定

的时间框架 

 第 2599 号公告中发布的优先审评规定，没有为企业提供明确的接收申请反馈/结果的

指南。例如，如果某公司申报了优先审评，该公司没有收到任何关于农业农村部兽药

评审中心 (CVDE)是否已审查/接受或拒绝该申请的反馈。优先审评似乎并没有真正实

施或企业具体看不到。建议的解决方案：农业农村部兽药评审中心 (CVDE) 向企业提供

明确的指南/程序，详细说明如何申请优先审评，以及农业农村部兽药评审中心 

(CVDE) 如何评估申请和向企业提供反馈 

 对于审评会后收到的正式补充材料通知，并没有对每项问询作出明确澄清和详细说

明。例如，问询只是简单地指出“缺乏相关文件/研究数据”，但没有说明他们真正

要找的“相关文件/研究数据”是什么。建议的解决方案：农业农村部兽药评审中心 

(CVDE) 应提供每项补充材料要求的详细解释，并指明所申报的相关节号中缺少/需要

哪些其他的文件 

2. 新产品注册流程 

考虑一下现行的 中国兽医药品监察所(IVDC)/农业农村部兽药评审中心 (CVDE) 新产品注册流

程。该流程在多大程度上符合图 12a 和 12b 所列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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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认为中国兽医药品监察所(IVDC)/农业农村部兽药评审中心 (CVDE) 切合实际、称职、严谨，

（见图 12a 和 12b）。虽然在之前的问题中，各公司表示，由于法规变化和解释更严格带来了

挑战，但新产品注册的情况似乎正在改善。在回答这个问题时，各公司认为，在审查申请时，

对法规准则、风险分析和现有科学的解读是一致的。三分之一的公司唯一表示有点担忧的是，

对风险和收益的科学评估是否明确，是否得到其他国际监管机构的认可。 

其中有两个激动人心的发现： 

 新产品的最终注册以专家对安全性、质量和功效的评估为基础，各公司对这一事实持

积极态度 

 不过，公司略微担心，中国对风险和收益的科学评估可能得不到其他国际监管机构的

认可 

 

3. 现有产品注册流程 

考虑一下现行的 中国兽医药品监察所(IVDC)/农业农村部兽药评审中心 (CVDE) 现有产品注册流

程。该流程在多大程度上符合以下标准？ 

图 13 给了各公司对 中国兽医药品监察所(IVDC)/农业农村部兽药评审中心 (CVDE) 现有产品注册

流程的看法，总体上是积极的，反映出了对相关新产品注册流程的看法（切合实际、称职、严

谨等）。分歧或担忧大多与风险分析有关。具体而言，有公司担心，对风险和收益的科学评估

不明确；而且，对于风险评估和风险管理决定之间是否有明确的区别，仍然存有疑问。 

 



2020 年度全球基准调查 — 中国报告 

 
 

26 
 

图 12a：新产品注册标准 — 科学依据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      Expert assessment of new product registration is based on best available
science

·      Expert assessment of new product registration is firmly rooted in the
principles of Risk Analysis (including Risk Assessment)

·      Expert assessment of new product registration is based on a consistent
applic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of Regulatory Guidelines

Final registration of new products by IVDC/CVDE is based on the expert
assessment of safety, quality, and efficacy

The IVDC/CVDE does not apply overly-bureaucratic requirements for minutiae

The calibre of scientific assessors is of the highest possible competence

Safety, quality and efficacy guidelines are applied on the basis of practical and
rigorous assessment of risks and benefits

Overall, scientific assessment of risks and benefits is clear and respected by other
regulators internationally

Never Sometimes Mostly Always

总体而言，对风险和收益的科学评估是明确的，并得到国际上其他监管机构

的认可 

 

在切实可行、严格评估风险和收益的基础上，实施安全性、质量和功效指南 

 

科学评审员的能力水平尽可能高 

 

IVDC/ CVDE 没有对细枝末节提出要求 

 

IVDC/ CVDE 对新产品的最终注册以专家对安全性、质量和功效的评估为基础 

 

· 专家在一致运用和解读法规指南的基础上评估新产品注册 

 

· 专家对新产品注册的评估以风险分析（包括风险评估）原则为根基 

 

· 专家对新产品注册的评估以现有的最佳科学为基础 

从未 有时 大 多 数

情况 
始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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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b：新产品注册标准 — 流程依据 

 

0% 10% 20% 30% 40% 50% 60%

The process of registering new products (and approving accompanying labels) is
transparent

The IVDC/CVDE proactively informs the applicant of unanticipated
developments and their potential impact

The IVDC/CVDE deal with pre-submission stages helpfully and promptly

The IVDC/CVDE deal with submission helpfully and promptly

The IVDC/CVDE deal with further interactions helpfully and promptly

Never Sometimes Mostly Always

IVDC/ CVDE 协助迅速处理进一步互动 

 

 

 

IVDC/ CVDE 协助迅速处理申报事宜 

 

 

IVDC/ CVDE 协助迅速处理申报前阶段的工作 

 

 

 

IVDC/CVDE 主动向申请人通报意外的发展情况及其潜在影响 

 

 

新产品注册（和审批附带标签）过程是透明的 

从未 有时 大 多 数

情况 
始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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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现有产品注册标准 

 

0% 10% 20% 30% 40% 50% 60%

New tests or reviews are based only on a science-based analysis of
pharmacovigilance data OR advances in knowledge of risks based on best

available science

Expert assessment is based on best available science and risk assessment

The process of reviewing existing products is transparent, efficient and
predictable

A clear and transparent division exists between risk assessment and risk
management decisions

The IVDC/CVDE does not apply overly-bureaucratic requirements for minutiae

The calibre of scientific assessors is of the highest possible competence

Safety, quality and efficacy guidelines are applied on the basis of practical and
rigorous assessment of risks and benefits

Overall, scientific assessment of risks and benefits is clear and respected by other
regulators internationally

Never Sometimes Mostly Always

总体而言，对风险和收益的科学评估是明确的，并得到国际上其他监管机构

的认可 

 

在切实可行、严格评估风险和收益的基础上，实施安全性、质量和功效指南 

 

科学评审员的能力水平尽可能高 

 

IVDC/ CVDE 没有对细枝末节提出要求 

 

风险评估与风险管理决定区分明确、透明 

 

现有产品的审评过程透明、高效且可预测 

 

专家评估以现有最佳科学和风险评估为基础 

 

新的检测或审评仅基于以科学为基础的药物安全警戒数据分析， 

或以现有最佳科学为基础的风险知识进步 

从未 有时 大 多 数

情况 
始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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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新产品和现有产品注册规程 

新产品注册流程与现有产品注册流程相似；如果不相似，请说明。 

大多数调查对象认为注册新产品的流程与现有产品变更流程相似（图 14）。调查对象还认

为，现有产品的变更过程与新产品类似，但两者与再注册流程不同。 

图 14：公司认为新产品与现有产品的注册流程是否相似 

 

 

5. 法规和政策制定过程的有效性 

思考一下中国农业农村部畜牧兽医局的现行政策。其举措在多大程度上符合图 15 所列的标

准？ 

要求各公司对照一系列标准陈述（图 15），思考中国农业农村部畜牧兽医局法规和政策制定

过程的有效性（按从未/有时/大多数情况/始终打分）。 

各公司普遍认为，中国农业农村部畜牧兽医局在这方面是高效的，政策制定过程透明，允许与

企业磋商，不偏袒动物保健行业中的某个群体。 

不过，有两个问题值得关注：法规的修订频率是否符合实际，以及这些修改是否考虑到了企业

的应对能力。 

 

71%

29%

YES NO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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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中国农业农村部畜牧兽医局法规和政策制定过程的有效性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Modification of regulations is well-aligned to scientific knowledge

The frequency of modification of regulations is realistic

The time allowed for response to modification of regulations is well-aligned to 
industry’s ability to respond

The policy-making process is transparent

The policy-making process allows consultation with industry

The policy-making process does not favour one group of animal health industry
over another

Never Sometimes Mostly Always

 

政策制定过程不偏袒动物保健行业中的某个群体 

 

政策制定过程允许与企业磋商 

 

政策制定过程透明 

 

允许对法规修改作出反应的时间与企业的反应能力相吻合 

 

法规的修改频率符合实际 

 

法规的修订符合科学知识 

从未 有时 大 多 数

情况 
始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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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对中国本土公司与国际动物保健公司的偏见 

有人评论说，中国的法规流程实行双轨制，一种针对国际动物保健公司，另一种针对中国本土

公司，速度要更快。您是否有这种感觉？ 

此前，大多数人认为，对中国本土公司实施中国法规流程的速度要快于国际动物保健公司。在 

2020 年度调查中，认为法规体系以两种不同速度运行的观点已经改变，三分之二的公司不认

同这一说法。 

三分之一的公司仍然认为存在双轨法规流程，其主要原因与进口产品有关，因为进口产品通常

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获得上市许可。 

图 16：认为存在潜在的双轨法规体系（中国企业与国际动物保健公司） 

 

 

为什么认同该表述？ 
 即使在国外进行过试验或在中国并非新产品（如已经录入《中国兽药典》(CVP)），进口产品注册也必

须再次进行国内验证试验 

 双轨制主要是对进口产品注册的附加法规要求造成的。例如进口药品的注册，国际动物保健公司需要

在中国进行“额外”的本地临床验证性研究，而这个国内临床验证性研究要等到注册/申报材料通过审

评会审核后才能启动。然而，国内公司则可以用研发阶段（申请之前）生成的临床数据代替本地临床

验证性研究，无需进行任何额外的临床研究 

 对于生物样品和试剂进口的相关法规流程，目前只允许企业在质量标准确认后，进口样品和试剂供中

国兽医药品监察所(IVDC) 进行质量确认检测。现行流程不允许公司在质量标准确认之前进口用于本地方

法转让的样品和试剂。然而，这一流程给国际动物保健公司带来了难题，在不进行复核检验之前，国

际动物保健公司难以确保质量标准转化的准确性 

为什么不认同该表述？ 
 对国内公司与国际动物保健公司的要求是相同的 

 法规相同 

 国内公司获得注册所需的时长度相似 

 中国本土企业的新产品注册也需要很长的时间，需要大量的研究数据才能获得批准。但本土企业通过

申请《中国兽药典》(CVP) 产品/仿制药产品，会更快获得批准文号。上述观点部分正确 

 无论是国产还是进口的产品，都越来越难注册 

 进口产品与国内产品的注册指南相同 

 国际动物保健公司的本地生产厂与中国公司面对相同的注册速度机制 

E 部分 — 法规趋势  

1. 中国法规框架近期的有益变化 

33%

67%

YES NO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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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以来，法规框架发生了哪些有益的改变？ 

 发布更具体的技术指南，如农业部第 2326 号公告中关于新动物生物制剂临床试验中靶

动物的数量 

 关于制定宠物/水产品一般优先审评政策的倡议 

 在生物制品临床研发方面减少了动物数量，方便了宠物产品注册 

 注册费和样品检测免费，但检测速度较慢 

 公司有机会对法规草案修订提出意见 

2. 中国法规框架未发生的预期变化 

自 2015 年以来，尽管有预期，但法规框架并没有发生哪些预期的变化？ 

 简化注册要求，包括各种变更 

 国内/原始注册程序没有促进创新产品进入中国 

 与国际标准和指南的一体化，如 VICH 

 企业与农业农村部兽药评审中心 (CVDE)评审人员之间沟通渠道更加透明度 

 为少数用途/少数物种提供便利 

 第 442、44、683、630、1247 和 1425 号等公告出台后，自 2015 年以来，没有出台新

的注册条例、指南和法律 

3. 中国法规框架棘手的变化 

自 2015 年以来，哪些法规变化给您带来的问题最多？为什么？ 

 GMO 产品没有明确的审查和审批时间表；其流程被拖延 

 在中国 2 家有资质的合同研究机构对残留物分析方法进行验证，并经过中国兽医药品监

察所(IVDC)确认，影响了产品的新注册和再注册，造成延迟和成本上涨 

 2018 年 1 月 1 日，中国开始实施兽药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 (GCP)。目前经认证的兽药

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GCP)研究中心数量有限。新要求增加了成本、挑战，致使时间

延长 

 质量复核检验无需任何费用；但是，需要比较长的时间才能完成测试 

 有关二维码的法规给国际动物保健公司增加挑战和成本 

 自严重违法行为处罚办法公告颁布以来，监督检查要求更加严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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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受法规影响的业务决策  

在过去五年里，各项法规是否对您做出图 17a 和 17b 所示的重大决定产生了重大影响？ 

法规会对业务决策产生重大影响。本调查给出了一系列典型的重大商业投资决策，并询问调查

对象各项法规是否会影响这些决策。其结果如图 17a 和 17b 所示。 

从图 17a 的这些结果中得到的主要发现是，受法规影响最大的业务决策都倾向于将重点放在中

国国内，而不是将生产和研发转移到中国境外。各公司特别强调了四项决定： 

 限制在中国的市场重心 

 扩大在中国的产品范围 

 在中国投资生产 

 将研发预算转向中国境内的实验室 

从图 17b 可以看出，受法规影响最大的业务决策是： 

 缩小某些品种或适应症在中国的覆盖面 

 研发或规避某些产品技术 

图 17a：受法规影响的业务决策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Locate R&D Facilities inside China

Locate R&D Facilities outside China

Switch R&D budgets to labs inside China

Switch R&D budgets to labs outside China

Invest in production inside China

Invest in production outside China

Increase product range in China

Reduce product range in China

Increase (geographic) market focus in China

Restrict (geographic) market focus in China

Not done Done but regulations no influence

Done & regulations some influence Done & regulations significant influence

未完成 已完成，法规没有带来影响 

已完成，法规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已完成，法规产生了重大影响 

限制在中国的（地域）市场重心 

增加在中国的（地域）市场重心 

缩小在中国的产品范围 

扩大在中国的产品范围 

在中国境外投资生产 

在中国境内投资生产 

将研发预算转向中国境外的实验室 

将研发预算转向中国境内的实验室 

在中国境外设立研发机构 

在中国境内设立研发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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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b：受法规影响的业务决策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Locate R&D Facilities inside China

Increase coverage of species or indications in China

Reduce coverage of species or indications in China

Buy businesses in China

Sell or close businesses in China

Focus on new technologies in China

Focus on existing/older technologies in China

Introduce more ‘breakthrough’ products in China

Introduce fewer ‘breakthrough’ products in China

Develop certain product technologies in China

Avoid certain product technologies in China

Not done Done but regulations no influence

Done & regulations some influence Done & regulations significant influence

未完成 已完成，法规没有带来影响 

已完成，法规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已完成，法规产生了重大影响 

在中国规避某些产品技术 

在中国研发某些产品技术 

减少在中国引进“突破性”产品 

在中国引进更多的“突破性”产品 

关注中国现有/旧技术 

关注中国的新技术 

出售或停止在中国的业务 

在中国购入业务 

缩小各物种或适应症在中国的覆盖面 

扩大各物种或适应症在中国的覆盖面 

在中国境内设立研发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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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部分 — 未来五年的希望与期盼  

1. 中国监管方式近期趋势或变化的预期影响 

以下是监管方式最近出现的趋势或变化，很可能会对未来产生影响。您预计未来 5 年这些变化

会对您的业务产生哪些影响？ 

对于中国监管方式的影响，各公司的看法如图 18 所示，总体上非常积极，没有一家公司表示

出现“非常不利”的趋势。 

各公司认为非常“有利”或“有利”的前三大趋势是： 

 从零风险评估向收益-风险评估方法转变 

 更广泛地参与法规修订过程，包括征集公众意见  

 数据披露的透明度日益提高 

与上市后监测和药物安全警戒相关的两个趋势确实引起了一些消极反应。 

图 18：法规趋势的影响 

 

  

22%

44%

56%

11%

56%

44%

33%

56%

44%

22%

11%

11%

11%

22%

22%

33%

0% 20% 40% 60% 80% 100%

Increasing transparency with respect to data
disclosure

Trend to wider participation in regulatory process,
including public comment

Increasing trend to move from a zero-risk approach
to a benefit:risk assessment

Increasing requirements for post-marketing
surveillance & pharmacovigilance

Increasing globalisation of post-marketing
surveillance outcomes

Very helpful Helpful No impact Unhelpful Very unhelpful非常有利 

上市后监测结果的全球化程度越来越高 

 

上市后监测和药物安全警戒的要求越来越高 

 

从零风险风险转向收益-风险评估的趋势日益明

显 

 

更广泛地参与监管过程（包括征集公众意见）的

趋势 

 

数据披露的透明度日益提高 

有利 没有影响 不利 非常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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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国外法规决定对创新的影响 

在中国的审评过程中运用国外的法规决定是否会影响您的创新能力？ 

在中国的审评过程中运用国外的法规决定，由于要提供一定程度的保证，可能会有利于公司将

新产品引入中国市场，特别是这些法规决定是由国外权威监管机构（如参与 VICH 倡议的机

构）发布的情况。 

对于本次调查重点关注的国际动物保健公司来说，将产品推向全球市场非常重要。目前，这些

产品通常首先是为美国和/或欧盟市场研发的，因此，在将产品推向中国市场之前，国外监管

机构通常会做出评审决定。 

从图 19 可以看出，国外法规决定的存在对于企业将新产品推向中国市场要么没有影响，要么

有积极影响。图中还指出，没有在中国提交国外监管机构评审决定的要求。 

图 19：国外法规决定对创新的影响 

 

 

3. 您还希望看到哪些变化？为什么？ 

 研发阶段的咨询制度 

 通过 农业农村部兽药评审中心 (CVDE) 与申请人、中国兽医药品监察所(IVDC)实验室和

企业之间的沟通和互动，提高透明度 

 为方便注册，建议采用与其他国家/地区同时注册的方式 

 如之前告知，更新注册管理规定 

 优化注册流程，明确流程中“每个”环节的时限 以便申请人顺利通过兽药临床试验质

量管理规范(GCP) 审批 

 农业农村部兽药评审中心 (CVDE) 向企业提供明确的指南/流程，详细说明如何申请优先

审评，以及 农业农村部兽药评审中心 (CVDE) 如何评估申请和向企业提供反馈 

 农业农村部兽药评审中心 (CVDE) 应提供每项补充材料通知的详细解释，并指明所申报

的相关节号中缺少/需要哪些其他的文件 

 中国兽医药品监察所(IVDC) 应更多地关注质量标准的审评/确认细节，确保验证性测试

减尽量减少/适当使用动物。 

 全球一体化 

 查看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 (MARA) 和中国兽医药品监察所(IVDC)意见的其他内

容：D1 (b)  

44.4%

56%

Very positively

Positively

Neutral

negatively

Very negatively

非常有利 

有利 

中等 

不利 

非常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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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部分 — 监管合作及特殊产品类别 

1. 区域监管合作的监管趋势  

(a) 您的相关监管部门是否与其他监管部门开展任何形式的监管合作，如联合审评或平行评

估？(b) 如果是，中国与其他国家/地区的联合审评或平行评估对您的创新能力有何影响？ 

对于潜在监管合作的问题，所有公司都给出了否定的回答。在审评过程中，中国相关部门会参

考中国现有的指南。如果没有相关的指南，就会参考 VICH 或美国/欧盟的指南。 

 

2. 注册时免除数据要求的特殊产品类别 

贵国是否存在“少数物种”或 “仿制药”等“特殊类别”的产品，可免除某些数据要求（例如

可通过缩略或简略的数据注册材料获得注册）？ 

一家公司报告说，存在针对中国市场的“特殊类别”产品。它们是：仿制药、批准文号、和特

批流程，如非洲猪瘟诊断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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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谢 

在此，向所有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完成 GBS2020 调查问卷的公司人员表示衷心感谢。也衷心感

谢世界各地的 HealthforAnimals 国家行业协会中的专职工作人员，他们在各自的地区为推动该

项目并按时提供数据和分析做出了巨大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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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写词术语表 

ASF 非洲猪瘟 

API 活性药物成分 

CA, CAP 伴侣动物、伴侣动物产品 

CMC 化学成分、生产和控制（药学研究部分） 

CMO 委托生产 

CP 集中审批程序 

CRO 委托研发 

CVDE 农业农村部兽药评审中心 

CVP    《中国兽药典》 

EP               《欧洲药典》 

GBS 全球基准调查 

GCP  兽药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 

GLP 兽药非临床研究质量管理规范 

GMP 兽药生产质量管理规范 

GSP 兽药经营质量管理规范 

GMO 转基因 

IP 知识产权 

IVDC 中国兽医药品监察所 

MAH 上市许可持有人制度 

MLV 致弱活毒  

MOA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 

MARA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  

MUMS 少数用途-少数物种 

MSPs 少数物种产品 

R&D 研发 

TGA 澳大利亚药品管理局 

TPP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 

VICH 兽药注册技术要求国际协调会（关于兽医药品注册的技术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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