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制药：75年砥砺发展，转型脚步从未停止

多多元元视视角角，，看看老老牌牌国国企企转转型型路路
75年，新华制药历经多次

转型升级，其生产和销售结
构 正 随 着 市 场 不 断 调 整 变
化，且始终保持着旺盛的生
命力。当下的新华制药，已不
仅仅是民族制药的代言人，
更成为一个成功落实新旧动
能转换的典型企业样本。

通讯员 扈艳华

实施“大制剂战略”

实现老国企华丽转身

“推进新旧动能转换、促
进转调发展是实现新华制药
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要
实现这个目标，必须瞄准高
端，实现新华制药奋力的一
跃。”新华制药董事长、党委
书记张代铭说。

近年来，新华制药立足
产业结构调整，推出了“大制
剂”战略，成立了集产、供、销
于一体的制剂事业部，充分
整 合 公 司 内 部 制 剂 产 品 资
源，做大做强制剂产业，向

“低污染、低能耗，高产出、高
收益”的医药产业链下游延
伸，找准外延式与内涵式增
长方式的结合点，用高附加
值的优质制剂产品占领国内
外高端市场。

“大制剂”战略的顺利推
进，使制剂板块的发展保持
二位数的增长幅度。2017年，
新华制药制剂板块实现销售
收入2 4亿元，同比增长1 3%。
目前，制剂总额已经超过原
料规模，占到了总量的50%以

上。特别是六大战略新品种
连续多年保持了3 0%以上的
增长率，2017年，介宁大幅增
长近 6 0 %，舒泰得销售过亿
元。2018年，新华制药正式启
动“介宁5亿工程”，全力打造
名牌制剂，保持制剂快速增
长。

对接国际市场

成为国家“名片”

多年来，新华制药一直
致力于和国际接轨，不仅在
中国，甚至于在海外，新华制
药也已颇具影响力。

据了解，新华制药每年
出口额 2 亿多美元，阿司匹
林、布洛芬等多个主导产品
全球市场占有率1/3以上，与
拜耳、百利高、葛兰素史克等
100多家知名跨国企业建立了
长期战略合作关系，产品出
口到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
新华牌被国家商务部和山东
省列为重点培育和发展的出
口品牌。新华制药还于2003年
和2013年分别建立了欧洲分
公司和美国分公司。

一系列创新经营举措，
加快了新华制药进军国际高
端 市 场 的 步 伐 。顺 利 通 过
MHRA、IDA、FDA认证，使

“新华”成为响当当的世界品
牌。

近年来，新华制药已累
计出口欧盟高端市场布洛芬
片达20亿片。今年2月，新华制
药与世界医药巨头美国百利
高公司签订合作协议，双方
增资9500万元，新增50亿片制

剂的产品出口。

用机器代替人

为员工减负、企业提效

在新华制药水杨酸成品
自动包装车间，3名工人正在
有条不紊的工作。据了解，水
杨酸生产以前靠人工包装，
劳动量大，包装环境恶劣，包
装 过 程 中 产 生 的 水 杨 酸 粉
尘、异味很难控制。于是，新华
制药与设备厂家结合水杨酸包
装自身特点联合设计了自动包
装线方案，实现了自动化操作，
一键启动，解决了现场扬尘不
能满足防爆要求的问题，岗位
人员由原来的10人减少到3人，
年创经济效益140万元。

这是新华制药自动化、
连续化、智慧化生产的一个
缩影。随着自动化智能化在
公司生产过程中的应用越来
越广，新华制药根据药品生
产的特点，大力应用自动化、
智能化生产设备。据悉，2018
年新华制药预计投资1280万
元，实施11个机器换人项目，
减轻工人劳动强度，降低安
全风险，提高生产效率和公
司效益。

结缘互联网+医药

传统药企的应时转型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电
子商务风生水起，新华制药
立足企业优势，成立电商部，
打通产品走向终端市场的渠
道。近两年来，新华制药先后
与京东、阿里健康、亚马逊开

展战略合作。2017年，电商部
实现销售额4800万元，同比增
长4 . 5倍。

今年3月，新华制药再次发
力，与阿里巴巴共同签署框架
合作协议，双方将在互联网+
医药(医疗)、新零售无人店、互
联网+数字化采购+智能制造、
移动智能办公、商旅管理服务、
工业电商等领域展开深入合
作。

近年来，新华制药在与新
业态的融合上频频发力。据张
代铭介绍，新华制药自2014年
就在积极部署大健康战略布
局，至今在医养健康等产业已
初见成效，搭建了以健康资源
整合及服务创新为导向，以“众
创”为宗旨，迎合“互联网+”趋
势的新业态——— 建筑面积5000
平方米的新华医药电商创新
园，为新华制药践行新旧动能
转换，推动医养结合注入新动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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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洋药业厂区设备。

新华制药总部大楼。

一提起医药制造企业，人
们的第一印象就是高能耗，高
排放。确实，这是很多医药企
业普遍存在的现状。而如今的
山东金洋药业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金洋药业”）却不存在
这样的情况，他们出一招迅速
领跑医药企业。

本报记者 巩悦悦

抗生素转型生物制药

金洋走大健康产业路

金洋药业的前身是淄川
制药厂。上世纪70年代的淄川
制药厂主要生产土霉素、四环
素、盐酸土霉素等抗生素类产
品，这类产品特点是能耗高、
消耗大，且污水多、难处理。
虽然当时工业总产值达几个
亿，但在国家环保治理风暴袭
来之时，这家制药厂果断从淄
川区搬迁至高青县，建起新厂
区，并更名为山东金洋药业有
限公司。据该公司环保负责人
介绍，这并不是简单的搬迁之
路，更是一条转型升级之路。

如今，金洋药业已不再生
产抗生素类产品，以转型生物
制药取而代之，主打右旋糖酐
等糖类产品。相比而言，糖类
产品能耗低，污染少，原料使
用不像以前那么广。“我们将
发展定位为大健康，包括医药
中间体、原料药、食品添加剂
等。主导方向不是‘合成’，而
是按照生物发酵或生物酶的
方法走。”相关负责人说，金

洋药业现已从原来的产业中
跳出来了。“新工艺的效率要
比传统工艺高得多，我们不再
走老路子了。”

重拳出击处理污水

处理厂成“香饽饽”

“以前生产抗生素能耗
大、污水处理难。建新园区的
定位是一切要符合国家标准，
而且要将标准提高。”环保负
责人说，他们设计的环保处理
厂污水处理能力达600吨，而
实际产生的污水则在300吨左
右。“接下来，如果环保标准
再提升，我们会有更充分的处
理空间。”

“不能只按现在的标准
来，下一步国家的环保标准随
时有可能再提升。”金洋药业
公司环保负责人说，在这一点
上，他感受颇深，“我们设计
环保处理厂初期，国家检测的
主要指标有COD、氨氮。如今
在原有基础上，增加了总氮、
总磷、含盐量、VOC等指标。
一旦我们当初没留有充足空
间，可能就限制发展了。”

“在淄川最红火的时候，
我们年产值几个亿，现在将原
来产品一拿掉，产值马上就下
来了。但这是一个过程。”环
保负责人说，现在转型目标以
生物技术、生物酶、酶制剂作
为主要的发展方向。“我们已
经把平台搭建好了，下一步将
向生物技术、生物酶进军。”

金洋药业以生物发酵、生
物酶转化、生物提取为核心技

术、以医药和大健康产业为主
要方向，产品涵盖了生物原料
药、医药中间体、药用辅料、
食品添加剂、兽用制剂等多个
领域。其中，右旋糖酐系列产
品是国内目前主流的代血浆
产品，公司凭借先进生产技术
和丰富的管理经验在国内外
市场拥有了很高的市场占有
率。

金洋药业相关负责人说：
“盐酸鸟氨酸是一种拥有保肝
护肝功效的新型生物原料药，
我们公司成为国内唯一一家
获得该产品GMP证书的药品
生产企业。”

医药健康产业发展

离不开当地政府扶持

建新厂初期，金洋药业环
保负责人对高青印象尤为深
刻。“初来乍到，谁都不认识，
办事速度慢。县政府了解到我
们的难处，专门派人来帮着办
手续，很多事情不用我们操心
就都帮着处理好了。”

据高青县发改局工作人
员介绍，近年来，全县高度重
视生物医药产业的发展，出台
相关意见，在政务服务、人才
培育等方面给予大力支持，倾
力营造有利于医药健康产业
发展的环境和优势。

黄河三角洲药谷产业园
是高青县重点打造的健康医
药产业集聚区。目前，该园区
已集聚了金洋药业、立新制
药、富欣生物等10多家健康产
业相关企业，涉及化学制药、
生物医药、医疗器械、健康食
品等多个领域，产业基地已初
具规模。

下一步，高青县将在发展
高附加值原料药及制剂、新型
制剂、高端医疗器械及制药装
备、高端药用辅料及包装材料
等方面，广泛开展对外合作招
商，积极策划实施健康医药项
目，着力突破制药及保健品、
医疗器械及制药装备、药用包
装材料及药用辅料三大产业，
打造江北地区一流的健康医
药产业基地。

放放弃弃年年产产值值几几个个亿亿，，金金洋洋真真亏亏了了？？
淘汰抗生素产业 进军生物制药 走大健康产业路

新华制药符合GMP要求的无

菌注射液生产车间。

山东金洋药业有限公司鸟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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