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动呼吁：
进一步打击假冒伪劣医疗产品

假冒伪劣医疗产品1（包括疫苗、医疗器械和兽医产品），即“虚假”或劣质的医疗产品，在全球范围内愈演愈烈，是严
重威胁人类生命、健康和安全的公害。使用这些产品的患者不仅治疗无效，往往还会受到严重伤害。假冒伪劣医疗产品的致
死人数每年高达百万。此外，使用这些产品还会增加耐药感染的风险，而在这些无效或有害的产品上的支出，更是大大挤压
了急需的医疗资源。而随着全球供应链越来越复杂，互联网或公开市场上，医疗产品销售不当，这一问题日益严峻。尽管现
状如此，但针对这一问题所展开的工作却远远不够，这部分反映出了问题的严重性，也揭示出人们在这方面依然缺乏持久的
政治意愿和采取行动的决心。
国际科学院联合组织（IAP）对此深感遗憾，其敦促各级政策制定者与区域国际组织一道，与医疗产品监管机构、国家和
国际执法机构、制药商、进口商、分销商、健康专业人士乃至患者合作，共同解决这个迫在眉睫的难题。

引言
如今，假冒伪劣医疗产品已成为全球公共卫生的一大威胁。与之相关的非法贩卖不断增加，给患者带来了不良影响，尤
其在那些缺乏管控资源的低收入国家。而在许多高收入国家和地区，比如欧洲和美国，这些问题也达到了令人担忧的程度。
不论何种医疗产品都可以伪造，或者以不合乎标准的方式进行制造，原研药、仿制药都不例外，更不论其价格高低。而绕过
国家质量控制体系和/或监管渠道在互联网和公开市场上的销售，更是使之进一步恶化。i,ii
这些产品剥夺了患者获得安全有效治疗的权益，因而对他们造成了伤害。很多假冒伪劣医疗产品使用了错误的活性成分、或
者所含活性成分正确但含量不正确，或者根本不含有活性成分。因此，他们可能导致严重的治疗失败，使患者产生耐药性，
特别是抗生素、抗疟药或抗病毒药物。另外，由于可能含有有毒化合物，因此它们本身就可能十分危险。iii

尽管假冒伪劣医疗产品存在诸多危害，但出于以下原因，我们很难对其非法贩卖加以限制：

•

识别：利用当前的制造和印刷技术，能够仿制、伪造出非常相似的包装，即使是受过训练的人士也难以用肉眼辨
别。另外，劣质制造会生产出不合格的药品，因此需要受到严格的监督，可这种检查和合规资源往往非常匮乏。
•

发现：目前，发现假冒伪劣药品的方法通常还停留在医学阶段，比如因某种治疗无效，或因为发现了不寻常的副
作用，而发现药品存在问题。但实际上，人们很难发现这背后的原因，特别是在那些医疗和实验室资源有限的国家。
此外，常规监督或内部知情者提供的报告，也是其中的一大因素。但检测和报告系统又往往不甚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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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互联网或公开市场上销售所带来的危险：在互联网或公开市场，医疗产品没有受到常规的合法专业分销链的保
护。在这种情况下，即便患者意识到存在这种风险，他们依然很难确保自己得到了适当、安全、有效的真药（即，
确定哪些药品是合法的哪些是非法的）。

1

虽然劣质和伪造医疗产品在性质上有所不同，受到的法规监管也有所不同，但从根本上来讲，对患者而言，使用二者对公众健康的影响是相似的。 因此，

国际科学院组织的本则宣言适用于劣质和伪造的医疗产品。

而当前解决这一大问题的方式实在有限：

•

法律框架在很多国家并不适用；互联网及其他跨境销售模糊了司法管辖区和法律制裁的可能性

•

各个负责机构在国家和国际层面上往往自成一派

•

虽然存在一定的检测技术，但开发得并不完善，或者没得能到有效实施。此外，各个国家/地区所采用的方法也
各不相同；

•

由于监管监督和/或能力有限，药品供应链可能缺乏完整性，或因为出于经济上或贸易上的考虑，未能遵守公共
卫生标准，放松了管制，使得药品供应链被削弱。此外，很多国家，尤其是低收入国家，很难有效管控所有商业活
动（尤其是批发商和进口商的商业活动）。
并非所有参与方都致力于阻止假冒伪劣医疗产品在其市场上销售。特别是：

•

缺乏国家级别的政治参与，缺乏对国内机构的支持，也没有国家政策来保证患者能够获得可负担的优质医疗产品，
这可能促使消费者前去寻求其他可替代的药物来源；

•

药品和实践缺乏监督管理

•

缺乏一致有效的法律和司法框架；

•

在很多国家，特别是在低收入国家，认证实验室检测供应链中的伪药的能力有限，。

•

健康专业人士（医生和药剂师）无法时刻意识到风险，也没有即时就市场上存在的假冒伪劣医疗产品发出充分警
告，尽管其中有些药品是非常成熟的假药。他们有时处境孤立，也没有接受过良好的培训。最终，使得他们很难应
对这一灾难。

•

通常，公众没能意识到，或没有充分了解这个问题，尤其是当他们在互联网上、公开市场上或在其他常规、合法
且有质量保证的药物供应链之外的地方购买这类产品时所存在的风险。
假冒伪劣药品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威胁各国人民，它涉及诸多参与者和利益相关人。因此，我们绝不能孤立思考如何
解决这个紧急而又复杂的问题。要想获得成功，就必须达成共识，携手并肩，高效协作，让所有参与者参与其中，动员起来！
背景
尽管假冒伪劣药品问题是人们长期关注的问题，国家层面和国际层面上也的确发起了少数倡议，但依然无人组织和开展
完善健全、资源丰富且可持续的国际行动。长期以来，公共卫生以及知识产权方面的讨论可谓剑拔弩张，这成为了展开这类
健全的国际行动的一大阻碍。以“假冒医疗产品”为例，它通常指在专利有效的市场侵犯专利的产品。对于世卫组织提出的
有关决议和行动的早期草案，少数国家认为，这可能会对合法且廉价的相关仿制品造成阻碍，因此拒不支持。为澄清这一点，
我们使用首字母缩写SSFFC（劣质、假造、标签不当、伪造、假冒医疗产品）iv，来将假冒伪劣产品与知识产权问题区别开
来。近期，为了进一步澄清这些产品产生的公共卫生问题，世卫组织会员国机制提出了“假冒伪劣药品”一词，特指与这些
活动有关的医疗产品。2017年5月召开的世界卫生大会采纳了该术语。“伪造医疗产品”的定义是“故意/欺骗性歪曲其特性、
构成或来源的医疗产品”。“劣质医疗产品”的定义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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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定义是一大进步，阐明了这些属于的意义以及应对这一公共卫生挑战的工作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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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解决假冒伪劣医疗产品时，存在两个截然不同、但依然有所联系的途径，十分令人担忧：

•

将这类医疗产品渗透到合法且受监管的供应链中

•

直接公开合法或非法销售医疗产品（如通过互联网或公开市场）

考虑到问题的严重性，这样一个事实着实令人困扰：我们没有更好的数据来源来说明问题的严重性及其范围。我们需要展开
全新工作，来弥补这一短板。但在目前，我们很难给出精确的数字。在很多低收入国家，市面上可获得的医疗产品大部分都
是劣质或伪造的。在非洲和亚洲的一些国家，这一数字预计达到了20-30%vi。一些特定药品预计要更高，其中东南亚的抗疟

药达到了30-50%，令人忧心不已vii。值得注意的是，在世卫组织全球预警系统收到的所有假冒伪劣药品报告中，约有50%来
自撒哈拉以南非洲，其中80%都是抗疟药和抗生素等基本药物viii。
同样受到影响的还有高收入国家。比如，美国每年都会侦破几起伪造药品事件。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启动了一个警
报系统，用于发布这些案例，以警示公众ix。在欧洲，不受监管的分销链与已侦破的伪造事件数目之间的联系已经确立x。互
联网上销售的医疗产品中约50%被认为是伪造的xi。
为了打击假冒伪劣医疗产品，一系列工作已经展开，其中很多都是国家层面组织的，当然也有少数特定的国际层面行动，
比如 Jacques Chirac的‘Call of Cotonouxii。国际防止假冒药品工作组（IMPACT）就是世卫组织早期展开的国际化工作
（2006-2010），但由于会员国在假冒药品定义、专利实施以及上述对公共健康的影响方面存在分歧，而被搁置。最近的会员
国机制框架和行动为协作与行动带来了新的机会，其中包括2018年世界卫生大会针对该主题所作的决议xiii。
我们还必须承认国际上为解决该问题所作的努力。在政府间层面上，这包括欧洲理事会（CoE）建立的医药犯罪公约xiv，
该公约意义重大，也向非CoE成员国开放。欧盟的《反伪造药品指令2011/62/EU》为所有利益相关者引入了监管限制。此外
还有联合泛大陆行动在打击假冒伪劣药品在线销售方面的成功国际合作。
此外，世卫组织已大幅加强了这一领域的监督、监测和规划。尽管资源有限，但他们依然维护着一个记录有不同案例的
数据库，且与150多个会员国携手制定更好的侦查、报告和协作方法，旨在改进对这类产品的识别能力，将之从国内和国际贸
易中剔除出去。
各成员院过去所展开的工作
2011年美国医学研究所（现名美国国家医学院）对该议题展开了大型研究，成立了一家多元化的国际专家委员会。并于
2013年2月在题为《解决假冒伪劣药品问题（Countering the Problem of Falsified and Substandard Drugs’）》xv的文件中发
表了相关报告与建议。
法国国家医学院与法国药学院和法国兽医学院携手，于2015年编写了一份报告，该报告描述了事实情况，分析了影响该
问题的各个方面及其影响因素，并提出了一些建议行动。该报告于2015年12月在医学院的全体会议上发表xvi，会上，三家法
国研究所以及三家健康专业人士协会的主席签署了一份公开声明xvi。
这些重要工作都凸显出假冒伪劣药品这一国际性问题，亟需通过国际性的合作来解决。同时，还强调了采取有意义且可
持续的行动极为迫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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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AP国际科学院组联合织的建议
国际医学科学院组织希望，打击假冒伪劣医疗产品非法贩卖，能够引起人们的注意，同时，他们对有关健全、资源丰富
的国际化工作的呼吁提供了支持，以应对这一严重问题。国际医学科学院组织的成员研究院由学术界与科学界的国家和国际
领导者组成，因此与决策者、主要利益相关人以及公众有着重要联系。他们必须利用自己的独特地位，在全球范围内积极推
动这场斗争的胜利，造福公共卫生，并为所有人提供更好的医疗服务。
国际医学科学院组织及其成员研究院认识到，假冒伪劣医疗产品的非法贩卖正在全球愈演愈烈。这些行为置患者生命与
健康于风险之中，而罪魁祸首却逍遥法外，他们痛斥这些犯罪行为之险恶，并呼吁，在国际层面制定健全、资源丰富的预防
政策和方案，以打击这一公害。这其中必须包括制定和实施明智的决策，为监管监督系统提供充足的资金、强化协调执法机
制、开发和使用简单易用且可负担的检测设备，以及向公众和医疗保健提供者展开科普工作。
国际科学院联合组织建议，在全球范围内使用世卫组织和世界卫生大会近期所采纳的“伪造药品”和“劣质药品”及其
定义，并建议将该问题与知识产权相关的讨论完全分开。

他们强调，人们的健康权不可剥夺。制造、运输、储存和销售假冒假冒伪劣医疗产品（包括药品、疫苗、医疗器械及其
他医疗产品）都是犯罪行为。他们会对公共卫生和个人医疗带来严重后果，因此面对这些犯罪行为，必须予以起诉，并处以
最大力度的惩罚。
考虑到这项行动事关世界上的每一个国家，因此国际科学院联合组织强调，政府、监管机构和行业都必须有效地监督和
监管供应链，以确保医疗产品供应的安全性和连续性，特别是在那些假冒伪劣药品问题最为严峻的国家。这可以通过对制造
过程展开有力监督、采用完善且具有成本效益的技术、提高分销透明度以及实现产品从制造到市场的可追溯性（包括资金流）
来实现。另外，还需要加倍重视质控，确保监管机构、执法和司法部门资源充足、训练有素且被赋予了相关权力。
国际科学院联合组织强烈声明，必须就在互联网上购买处方药的风险向公众发出警告，并建议他们只通过获得认证的网
上药店购买处方药。就此而言，安全网络药店联盟（ASOP）xvii等组织为人们带来了宝贵的资产。在很多国家，也应当展开
类似工作，向公众科普并警告在公开市场购买药物所存在的风险。
他们就国际面对这场战争所表现出的迟滞以及投入的资源不足进行了谴责。某些一次性行动，即使在当地有效，也依然
远远不足。因此，必须围绕全球政府间和部门间的行动进行商定和协调并加以维持。国际科学院联合组织强调了这样一个事
实，即防范此威胁，离不开改善合法质优的医疗产品的可获得性，包括公平的价格政策和更好的医疗保障。
国际科学院联合组织强烈建议考虑展开一项实质性的、健全且资源丰富的政策和计划，将之作为国内和国际公共卫生组
织的优先行动，来应对这一公害，包括扩大《医药犯罪公约》的影响力。
最后，国际科学院联合组织同意，在领导协调以打击这一迫在眉睫的问题方面，世卫组织凭借其会员及全球影响，处于
独特地位。因此，我们呼吁各国政府为世卫组织的工作提供支持，并为工作进展负责。我们要求世卫组织在下届世界卫生大
会上提出一项决议，即呼吁世卫组织在这方面协调和实施一项健全且持续的重大工作。此外，我们呼吁各国政府确保世卫组
织有足够的财力和技术资源用于专门执行世界卫生大会的任何此类决议。

假冒伪劣药品是一项全球性威胁，打击假冒伪劣药品离不开全球协调合作。所有国际、区域和国家各级利益相关人都应
当携手共进，执行这些建议，助力改善全球公共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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