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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林南药：创新为先 担当为上

近年来，在全球范围之内，“GUILINPHARMA”已成为中国药品疗效显著、安全可靠的代名词。

创新为先、担当为上。作为全球最大的抗疟药生产商之一，桂林南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桂林南

药)在全世界近40个国家和地区取得了注册并实现销售。桂林南药不仅是中国唯一一家通过世卫组织预认

证的抗疟药供应商，更代表着中国乃至全球在抗疟疾治疗领域的研发和生产的最强实力。旗下青蒿琥酯系

列抗疟疾产品覆盖了疟疾预防、日常治疗和危重患者的抢救用药，帮助近2亿疟疾患者恢复健康，挽救了

无数生命。

始建于1958年的桂林南药，前身是广西桂林制药厂。2003年7月，桂林制药厂完成自我革新，改制

成为股份制企业，同年12月，由上海复星医药集团增资扩股及吸收合并后成立了现在的桂林南药股份有

限公司。新公司依靠科学管理、科技创新和正确的国际化战略，从一家传统小药厂一跃成为世界知名的医

药制造企业，尤其在产品出口方面多年稳居广西医药行业领先地位。

目前桂林南药已有13个制剂产品获得世界卫生组织的预认证，其中9个是青蒿素类药品。尤其是青

蒿琥酯的成功研发及推广，不仅是桂林南药历史发展的一块里程碑，更成为我国现代新药研发的一次历史

性突破。

近年来，桂林南药公司产值和海外收入实现了逐年稳步增长，去年公司销售收入已经突破7亿元。全

年海外收入不断刷新历史纪录。其核心产品注射用青蒿琥酯销售收入突破2亿元，后起之秀盐酸阿莫地喹

+磺胺多辛乙胺嘧啶片成为第二个销售过亿的产品。据中国医保商会统计，桂林南药在2015年和2016年

中国医药外贸榜单中均名列西药制剂出口第三名。

除了客观的经济价值，桂林南药还承担起了更为艰巨的服务社会的职责使命。2016年，世卫组织

《世界疟疾报告》指出，自2010年以来，全球特别是非洲地区的疟疾发病率和死亡率持续下降，全球各

年龄组的疟疾死亡率降低了29%，5岁以下儿童的疟疾死亡率降低了35%。注射用青蒿琥酯Artesun这一

药物在全球范围内的使用，每年可多挽救近10万人的生命，其中大部分是非洲儿童。

如今的桂林南药正在通过持续创新，为无疟疾世界的美好愿景而勇往直前。

专注创新 品质突围

今日桂商：作为一家有着近60年历史的制药厂，也是

国内最早“走出去”的制药企业之一，一路走来，桂林南药在

市场竞争中赢得先机的秘诀是什么？应该如何概括桂林南

药的发展之路？

王文学：从桂林南药自身的经历来看，中国企业走出去

与国外企业竞争，最重要的还是提高自身实力——— 有创新

性的产品和过硬的产品质量。如青蒿琥酯系列药品，完全是

中国自主研发的创新药，目前也是国际最有效、最佳的抗疟

药之一，是中国创新的典型代表。

桂林南药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并将持续创新的经营理

念贯彻始终，这才让公司在激烈的市场竞争洪流中有了中

流砥柱。

上世纪80年代，我国人民生活水平和医疗卫生条件

不断改善，中国的疟疾发病率迅速下降，“走出去”成为了青

蒿素类药品生产企业生存发展的唯一出路。有的研发单位

选择将青蒿素类药物的专利共享给跨国企业，有的企业则

转为生产青蒿素类原料药。

2000年后，中国曾一度处于全球青蒿素产业链的最

底端。但仍不乏桂林南药这样一门心思做制剂的制药企业。

虽然外国药企控制了青蒿素部分产品的知识产权，但青蒿

琥酯系列药品完全是南药公司刘旭等人自主研发的创新

药，其知识产权也完全属于桂林南药股份有限公司，桂林南

药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青蒿琥酯彻底打破了诺华等国际巨

头对青蒿素的专利垄断。

桂林南药把打造国际化一流药企作为企业基本和长远

的发展目标，确定以原研且具有完全知识产权和技术优势

的青蒿琥酯为尖兵产品，不断提高青蒿琥酯的质量水平。并

在中国制药史上实现了三次突破。

第一次突破：1987年，中国实行新药审批办法以来，青

蒿琥酯是中国第一个通过新药审批，获得了中国一类新药

的第1号证书，而注射用青蒿琥酯获得第2号证书。

第二次突破：2005年6月，世界卫生组织在坦桑尼亚

的阿鲁桑会议上，正式确认青蒿琥酯的原创者是桂林南药

股份有限公司(原桂林制药厂)，拥有自主知识产权。

第三次突破：2005年12月21日，桂林南药代表着中

国企业实现零的突破，获得世界卫生组织预供应商的资格

认证。

从此，青蒿琥酯正式进入世界抗疟舞台。2010年，世

界权威医学期刊《柳叶刀》公布报告称，桂林南药注射用青

蒿琥酯的疗效明显优于奎宁，并向各国建议采用注射用青

蒿琥酯取代奎宁治疗重症疟疾。2015年1月29日，注射

用青蒿琥酯又登上被誉为医学界“奥斯卡”的法国独立医学

杂志《处方》一年一度的“荣誉榜”，成为首个进入榜单的中

国原创药。

每一个突破都得益于桂林南药持续创新产生的不竭动

力。

今日桂商：在发展过程中，任何企业都会有自己的
“瓶颈期”。桂林南药的发展历程中是否也遇到过“瓶颈

期”？企业是如何解决的？在打破瓶颈、参与竞争以及引领

行业发展等方面，桂林南药有了怎样的心得？

王文学：1981年，青蒿素的衍生物——— 青蒿琥酯诞

生，作为桂林南药的原研产品，世界卫生组织在2005年

将其写入第一版《疟疾治疗指南》。

本以为作为我国最早“走出去”的制药企业之一，桂

林南药的外贸路会越走越顺，然而，由于当时缺少非洲地

区的临床数据，上述《疟疾治疗指南》在非洲犹如鸡肋，这

使得当时在东南亚地区广受好评的青蒿琥酯，却在集中

了全球90%疟疾患者的非洲地区吃了“闭门羹”。

“我们从2007年开始在非洲地区推广注射用青蒿

琥酯，现在回想起来，那个时候做得很痛苦。”海外销售推

广的负责人回顾“走出去”之路，就曾如是感慨说。

屡屡受挫之后，桂林南药决定从品牌建设入手，调整

了进军非洲市场的策略。着手建立全球重症疟疾治疗领

域专家资源库，支持领域内最好的科研团队在非洲9个

国家开展大规模临床试验。正是获得了5000多个非洲

孩子的临床试验数据后，注射用青蒿琥酯的临床疗效得

到了专家们的一致认可。

2010年对于桂林南药而言是里程碑式的年份，青蒿

琥酯在世卫组织发布的第二版《疟疾治疗指南》中，被强

烈推荐作为一线药物用以治疗重症疟疾。拿着临床数据

和世卫组织的最新指南，桂林南药成功走进了非洲国家

的市场。

桂林南药正是以耐心和实效叩开非洲大门；凭品牌

和质量走进全球市场。这应该也是立足市场的不二之法。

坚持绿色制造 做生物医药产业的排头兵

今日桂商：生物医药产业是桂林经济发展的先导产

业之一，经过60多年发展，桂林逐步形成以化学原料药、

中药制药、生物制药、医疗器械、植物功能成分提取、药用

包装等为重点的行业体系，成为广西唯一的国家医药出

口基地城市。2016年全市生物医药产业规模达到140亿

元，生物医药也成为桂林重点扶持发展的四大重点产业

之一。您如何评价桂林生物医药产业的整体环

境以及发展现状？

王文学：桂林作为国际旅游名

城，保护自然的生态环境、保护

我们的青山绿水是第一位的。

而工业发展水平是衡量一

个城市发展水平的重要因

素。桂林市将生物医药作

为先导产业之一的定位

是非常准确的。

近些年来，在此精准

定位的引导及政府的大

力支持下，桂林医药企业

发展势头良好。包括桂林三

金、华润天和、优利特等企

业均实现了持续增涨。特别是

桂林南药，从2012年整体搬迁

到高新区后，连续三年实现 25%

以上的增长，2016年实现销售收入超

过 7亿元，利税超过 2亿元。仅拳头产

品注射用青蒿琥酯单品出口创汇就突

破2亿元人民币。在2017年全市工业

发展大会上，桂林南药获纳税超亿元企

业表彰。

对于今后的发展，我们更是信心满满。目前，桂林南

药正在进行整体搬迁三期工程项目的前期建设工作，此

项目已经列入桂林市重点项目，计划再征地100亩。按

桂林市政府发展工业的相关指导意见，建设智能化的、具

备绿色制造体系的新工厂，这将进一步提高企业产能，适

应海外市场的需求。

今日桂商：据了解，今年又有一批具有全球领先水平

的1.1类创新药和以壮药为代表的中药民族药以及大型

高端医疗设备制造企业进入桂林。不知您对桂林生物医

药产业的进一步发展有什么样的建议与期待？

王文学：桂林是广西壮族自治区重要门户城市，地理环

境优越，又有着全国著名生物医药企业及知名产品，应该发

挥此环境及区位优势，打造“桂林生物医药产业园区”。

根据国外生物医药产业集群的发展经验，影响生物

医药产业集群发展有金融、科技、产业等关键因素，而目

前，政府引导下的生物医药产业集群发展的关键在于引

导研发力量集聚、培育创业环境以及导入产业基础。

一方面大力支持现有医药企业做大做强，研发或引

进更多好的创新产品；另一方面引进更多好的医药企业，

以不断提高生物医药行业在桂林经济建设中的作用及贡

献。相关职能部门则应从进一步完善园区水、电、汽、污水

处理、生产废物处理、物流、仓储等配套设施建设，规划好

生物医药行业领域的上下游产业链，从协助企业做好人

才引进、管理培训、企业融资等各类服务工作入手，给企

业营造良好发展环境，支持企业不断做强做大。

持续创新 助力桂林重振工业雄风

今日桂商：从历史上看，桂林的工业其实规模是很大

的，您对当下桂林市提出“重振桂林工业雄风”如何理解？

王文学：工业是实体经济的主体，是经济社会发展的

强劲引擎，工业兴则产业兴，工业强则经济强。桂林是一

座有着深厚工业积淀的城市，曾经生产了广西第一台电

视机和第一台收音机，给桂林人带来无限荣耀。近些年，

南宁、柳州的工业发展很快，已经赶超我们。桂林以旅游

业为主，加之有保护自然环境的压力，工业发展受到一定

限制，需要我们在两者矛盾的调和上动脑筋、下功夫。

站在建设国际旅游胜地的时代背景下，市委、市政府

审时度势，提出了“重振桂林工业雄风”的战略构想和发

展目标。全市工业和信息化战线围绕这一目标，深入推进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施创新驱动引领，推进信息化与工

业化深度融合，结合桂林城市特点，大力发展绿色制造，

以实现工业在转型升级中持续平稳发展，这极大提振了

城市工业发展信心。

今日桂商：品牌是一个企业的无形资产，而发展是企

业的第一使命，桂林南药未来在品牌价值提升、企业技术

创新发展上还有什么计划？

王文学：随着海外市场的不断拓展，青蒿琥酯系列产

品的疗效使得桂林南药的知名度及品牌价值越来越大，

但南药人一点也不敢懈怠，我们深知不断

创新产品并保证质量才是企业发展

的根本保障。

桂林南药在技术创新

发展方面有如下计划：

我们的产品开发

将继续以“仿创结

合”为导向，专注于

抗疟疾领域的深

耕细作，以抗疟领

域为龙头领域，培

育国内国际抗感

染和心血管等领

域，依托通过国际

认证的生产质量体

系，引入创新药的研

发，增强国内国际市场

竞争力，为成为国内领先、

国际化的制药企业而不断努

力。

桂林南药是中国药企走进非洲

的桥梁和排头兵，今后将以青蒿素

类药品带动其它类别药品的销售，

打造制药行业的中国名牌。期望未

来建立药品国际分销全产业链，包括国际药政注册、国际

招投标、终端药品零售分销以及市场推广。

今日桂商：重振桂林工业雄风是机遇也是挑战，桂林

南药对此有怎样的愿景？

王文学：桂林南药是桂林市工业发展四大支柱产业

生物医药产业的龙头企业之一，同时也是桂林市外贸龙

头企业之一。接下来，将在桂林市“重振桂林工业雄风”政

策引导下，做好三期项目建设，并不断开拓海外市场，以

技术创新、管理创新、营销创新为基础，借助上海复星医

药集团企业平台资源，在桂林南药“国际化”战略指导下，

努力做强做大，争取尽快成为桂林市新一批10亿元企

业之一，为桂林工业发展及经济建设做更大贡献！

□本报记者桂晨 通讯员程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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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11月，桂

林双青青蒿素

哌喹片非洲扩

大应用及第三

次 ECME网

络培训研讨会

议留影，青蒿

琥酯发明人刘

旭(一排中间)

与参会人员合

影。



2017年5

月，世界

卫生组织

莅临桂林

南药检查

结束后与

公司领导

及迎检团

队主要人

员合影。

▲如今的桂林南药正在

通过持续创新，为无疟疾世

界的美好愿景而勇往直前。



2017年

5月，世

界 卫 生

组 织 对

桂 林 南

药 进 行

现 场 审

计。

注

射用青蒿

琥酯入选

法国《处

方》医学

杂志荣誉

榜。



2015年 11

月双青青蒿

素哌喹片非

洲扩大应用

及 第 三 次

ECME网络

培训研讨会

议在桂林召

开，国际抗

疟专家怀特

教授(左)参

会。



2015年

4月，桂

林南药参

加加纳的

世界疟疾

日活动。

桂

林南药现

代化的生

产线。

人物简介：王文学，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执业药

师，现任桂林南药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兼CEO，公司法

定代表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