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體內的生物大分子是導致某些疾病
的生物靶點，疾病發生時，使用藥

物就相當於以子彈射向這些靶點，從而
達到治療疾病的目的。「一個藥品的療
效越好、副作用越低，即意味着當它像
子彈一樣精準射向引發疾病的生物靶點
時，兩者能夠像俄羅斯方塊一樣完美結
合，並形成完整的一行然後消失。」李
進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說，在發現
導致疾病的靶點後，新藥研發的第一步
便是篩選先導化合物，並通過不斷完善
讓它的親和力更高、活性更好。

以往中國藥企只能仿製代工
參照世界化合物庫建設標準，一種先
導化合物需要花費100美元，建設一個
100萬級的「DNA編碼化合物庫」(又稱
「藥物種子庫」)需要 1 億美元。同時，
按照傳統方式，一種先導化合物需要一
根試管，一個冰箱只能存儲上千種，100
萬種化合物的則需要建一幢樓。加上進
行化合物的合成及篩選還需要若干實驗
室和高端設備，建設一個100萬級的傳
統化合物庫需3億美元左右。
「僅龐大的資金需求這一項便讓中國
藥企望而卻步，更別提還需要高素質的
人才和高精尖的設備。」李進說，在成
都先導成立之前，內地只有上海有一個
100萬級的傳統化合物庫，其中50萬種

還是國外捐贈。
沒有自己的

「 藥 物 種 子
庫」，藥企研發
新藥舉步維艱。
據不完全統計，
中國有藥企6,000
家左右，但大多
數只能仿製或代
工。2016年全球
藥企十強排名第
10 位的 GSK 營
收達到 239.2 億
美元，而內地最
大的藥企恒瑞醫
藥營收才110.94
億元人民幣，兩
者差距 10 倍以
上。內地破1,000
億元人民幣的製藥企業僅4家，與國際巨
頭無法相比。

創新平台擁逾10項專利
「中國藥企做大做強，必須走原創之
路。」2012年6月，李進辭去阿斯利康
全球化合物科學總監的職務和工作，以
國家「千人計劃」特聘專家的身份回
國，在成都高新區創建了成都先導藥物
開發有限公司。

經過長達3年多時間的攻關，具有自
主知識產權的「DNA編碼化合物庫合成
及篩選技術平台」於2015年建成，該平
台運用了世界領先的新技術，僅國際發
明專利便有10餘項，實現了投入少、產
量高、擴張快等目標。
「如果用傳統方法建立『種子庫』，10

億種子需要七八層樓來保存，而我們只需
要4個冰箱；如果用傳統的做法來匹配
『種子』，大概需要幾個月，而我們只需

要幾個星期。」李進戴着手套將「種子」
從冰箱裡拿出來，一個20厘米見方的盒
子裡有大約40支試管，每支試管裡儲存
有數十萬甚至上千萬顆「種子」。
目前，李進團隊創建的「DNA編碼化合

物庫」達到1,500億量級。為中國新藥研發
提供了源源不斷的「種子」，有望讓中國藥
企告別仿製代工，走向原創新藥高價值鏈時
代。成都先導計劃2019年突破萬億，將成
全球最大的小分子「藥物種子庫」。

最近中美爆發貿易
爭端，大型通訊設備
企業中興通訊首先中

彈，遭美國實施禁令，因公司缺自主研
製的芯片而面臨「休克」（中興董事長
語）。事件充分說明，掌握前沿核心科
技，對一個國家和民族是何等重要。

4月26日，習近平總書記在武漢東湖
高新區視察時反覆強調的一個重要觀點
就是：核心技術、關鍵技術、國之重器
必須立足於自身。科技攻關也要這樣
做，要摒棄幻想、靠自己。

國策加快推高科技發展
21世紀是科技和創新的時代，航空航

天、生物醫學、電腦電子工程、互聯網技
術、機械製造等多個領域都有了飛躍發
展，新經濟新技術不斷湧現。星空探索、
深海潛行、新能源應用、攻克癌症愛滋
病、延長人類壽命等很多事情都已經實現

或正在變成可能。
中央政府也正在國策層面推動加快高科技

發展。中共十九大報告提出加快創新型國家
建設，習近平強調深化科技體制改革，建立
以企業為主體、市場為導向、產學研深度融
合的技術創新體系。總理李克強也在兩會上
表示，要為創新創業企業上市創造更加有利
的、符合法律規定的條件。
除了各地出台吸引高科技和創新產業

和人才落戶的政策之外，中國證監會也
表示，將創造積極條件讓更多新經濟、
創新經濟的「獨角獸」企業A股上市，
對通過CDR（中國存託證券）回歸A股
的境外上市的四新經濟企業，證監會會
負責把路修好。

有理由相信，隨着政府各個層面的相
關政策逐步落實，中國的高科技核心技
術必將趕上世界前沿，高科技轉化為先
進生產力也必將造福人民。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陸秀霞

新科技發展要棄幻想靠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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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進（前）指導技術人員實驗。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兵 攝

新藥開發是一個高投入、高風險行業，一直

被歐美藥企掌控，中國數以千計的藥企只能仿

製或代工。除高投入、高風險、周期長等因素

外，沒有可用於支持原創新藥的「DNA編碼化

合物庫」將不少中國藥企擋在了門外。6年

前，在英國一家世界500強公司任高管的李進

放棄200萬元人民幣年薪，回到成都開發出具

有自主知識產權的「DNA編碼化合物庫合成及

篩選技術」，填補了國內空白。目前，「成都

先導」儲存的藥物「種子」已達到1,500億量

級。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兵 成都報道

中國經濟近年快速發展，優良的投資和創業

環境，不僅吸引了全球資本大量湧入，而且吸

引了很多在國外留學、學有所成的高端技術專

業人才回國工作和創業。香港文匯報近期訪問

了一些從海外回國創業的高端技術專業人才，

通過介紹他們的技術和市場應用前景，讓市場

「窺一斑知全豹」，對相關行業的「獨角獸」

企業有更多了解。

編者的話：

海歸建藥種庫
投入少產量高擴張快投入少產量高擴張快 「「種子種子」」已達千五億量級已達千五億量級

去年營收增7倍

李進簡歷
■出生於1963年，重慶酉陽人，英國皇家化學學會會

士，國家「千人計劃」專家，四川大學生物治療國家重點

實驗室特聘教授，成都先導藥物開發有限公司創始人。

■畢業於四川大學（原成都科技大學）高分子科學專業。

■在英國阿斯頓大學大分子科學專業攻讀博士。

■2001—2012年：就職於阿斯利康公司，先後擔任計

算化學、結構化學總監，以及化合物科學全球總監。

■2012年至今：創辦成都先導藥物開發有限公司，任

董事長、CEO及首席科學家。

原創藥和仿製藥
原創藥

經過對成千上萬種化合物

層層篩選和嚴格的臨床試

驗才得以獲准上市。需要

花費15年左右的研發時間

和數億美元費用，目前只

有大型跨國製藥企業才有

能力研製。開發過程包括

確定疾病靶標、活性篩選

和優化。

仿製藥

指與商品名藥在劑

量、安全性和效

力、質量、作用及

適應症上相同的一

種仿製品。專利藥

品保護期到期以

後，其他國家和製

藥廠即可生產仿製

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兵）目前，除成
都先導之外，全球規模化建立DNA編碼化
合物庫僅有X-Chem、Nuevolution、GSK
三家公司。「2016年營收1,000萬元（人
民幣，下同），2017年達到8,000萬元，
其中90%的收入來自國際合作。」李進介
紹，自2015年成都先導「DNA編碼化合物
庫合成及篩選技術」投放市場後，引起眾
多國際醫藥企業的關注。

三大業務：定製篩選研發
2016年9月，成都先導與強生集團達成
多個靶標合作關係，進行新型腫瘤及新陳
代謝領域的新藥研發；2017年2月，與英
國癌症研究中心曼徹斯特研究所達成肺癌
新藥項目轉讓協議，為其提供先導化合
物；2017年3月，與默沙東簽訂新藥研發
合作協議，對多個生物靶標進行篩選，以
期發現全新結構的先導化合物。截至目
前，公司與輝瑞、Scripps研究所、利奧製

藥等40餘家中外藥企達成合作協議，簽
約合作金額達25億元。
「我們的核心業務有三大板塊，除上述

『定製』和『篩選』業務外，自主新藥研發
也取得顯著成效。」李進說，公司新藥研發
主要集中於腫瘤、心血管等重大疾病領域，
目前有一款抗癌新藥已申報臨床試驗。

夥輝瑞中科院合研新藥
2017年10月，成都先導與輝瑞及中科院
旗下的科輝創新簽署三方合作協議，在成
都天府國際生物城投資建設新藥合作研發
項目，項目首批投入數千萬元，在代謝、
炎症和癌症等方面同步推進多個靶標的新
藥研發。
「相比單一的賣產品、賣技術，這是一

種全新的合作推廣模式。」李進表示，客
戶、投資、項目三方協作，共同參與過程
管理，實現了資源整合和互惠互利：輝瑞
作為客戶早期介入，投入相對較少，降低

了成本和風險；成都先導作為項目提供
方，依託中科院和輝瑞強大的人才和資源
優勢，使項目更容易轉化為成果；由於資
源的有效配置，研發針對性更強，有望提
升未來的價值空間。

技術獲國際關注 簽合作金額25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兵）2006年，當時
身為阿斯利康化合物科學全球總監的李進回國
探親後，每年都要回上海或內地其他城市進行
學術交流。「在上海，我見到了許多回國創業
的海歸，他們的事業做得風生水起，令我心潮
澎湃。」李進說，2010年成都高新區邀請他回
國創業，雙方一拍即合便達成協議。
就創業環境而言，李進認為，國外的硬件條

件和融資渠道比國內有優勢；而國內的扶持政
策、人力成本以及龐大的市場是國外無法比擬
的，特別是內地對人才的重視和良好的創業氛
圍，打動了不少海外高層次人才。
「放棄世界500強企業高管職位和200萬元

（人民幣）的年薪，當時確實經過了一番激烈
的思想鬥爭。」李進說，不過，建中國自己的
「藥物種子庫」、不受制於人，是他回國創業
的初衷，「如今看來這步棋走對了，我對未來
充滿信心。」
目前，成都先導現有員工230多人中，20%

有博士學位，其中一半是「海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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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進檢查「DNA編碼化合物庫」。李兵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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