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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 为落实《国务院关于改革药品医疗器械审评审

批制度的意见》（国发〔2015〕44 号）、《中华人民共和国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国务院令第 711 号）和《药品注册管

理办法》（总局令第 27 号）相关要求，药审中心按照国家局

“先易后难、分步实施”的工作要求，结合实际逐步推进药品

技术审评报告公开工作，首先公开新药技术审评报告，逐步

扩大到仿制药等各类审评报告公开工作。 

第二条 为保证新药审评报告公开工作的质量和效率，

做到依法、合规、高效，特制定本规范。 

第三条 新药技术审评报告公开是指药审中心在中心网

站公开新获得批准的新药技术审评报告和药品说明书，新药

是指按新药审评审批上市的药品，包括创新药和改良型新药，

以及获准进口的境外上市的原研药品和改良型药品。同时，

中药新药还包括“古代经典名方中药复方制剂”。 

公开报告的撰写应按照《申报上市注册申请技术审评报

告撰写规范》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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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条 业务管理处负责公开报告协调工作，主审报告

部门负责公开报告撰写和审核工作，数据管理处负责公开报

告技术支持。 

第五条 对于 2016 年 9 月 1 日之后，获准上市新药的上

市技术审评报告及药品说明书，药审中心按照本规范向社会

/公众公开。 

 

   

第六条 对于新药上市注册申请，主审报告人应在综合

审评时，同步形成新药上市申请技术审评报告。新药上市申

请技术审评报告应不包含审评敏感信息（审评会议具体信息、

竞争品种相关信息、内部沟通信息等）。 

第七条 在药品批准上市后，药审中心通过申请人之窗

向申请人推送新药上市申请技术审评报告。 

第八条 申请人应在收到报告 40 日内，对涉及申请人商

业秘密相关信息，用“商业秘密”替换，用黑色突出显示，并

说明理由，及时反馈。药审中心收到反馈后，按商业秘密相

关信息的规定进行审查，确实属于商业秘密相关信息的，可

不予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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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按时反馈的，可视为不涉及商业秘密，药审中心按商

业秘密相关信息的规定进行审查，并决定是否公开。 

第九条 申请人因故无法及时反馈的，可申请一次延长

反馈时限，延长时限不超过 20 日。 

第十条 收到申请人反馈 40 日内，主审报告人应结合反

馈情况完成公开报告的修订，按程序提交部门负责人审签。

特殊情况，需经药审中心领导审签。公开报告审核的程序同

综合审评报告，时限为 20 日，要求为逻辑性、科学性、完整

性和严谨性。 

第十一条 对于完成审核的公开报告，由项目管理人在

10 日内完成统一的修订格式，必要时可商审评部门进行确认，

修订完成后，将公开报告转换成 PDF 格式发送至数据管理

处。 

第十二条 收到报告 10 日内，数据管理处推送至药审中

心网站相应栏目下进行公开。 

 

   

第十三条 新药应在获批上市后 6 个月内完成技术审评

报告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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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另有规定或者涉及国家安全、重大社会公共利益等

特殊情况，药品技术审评报告依法可以不公开。 

第十四条 业务管理处定期梳理相关问题，汇总分析后

提出改进要求。质量管理处负责监督技术审评报告公开工作。 

第十五条 结合新药技术审评报告公开工作推进经验，

药审中心适时推进仿制药等各类审评报告的公开，统筹推进

药品技术审评报告公开工作。 

 

   

第十六条 本规范工作时限均以工作日计算。 

第十七条 本规范自 2021 年 6 月 1 日起实施。 

 

 

 

附件：申报上市注册申请技术审评报告撰写规范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 

发布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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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准日期：   年   月   日 

批准文号： 

 

药品名称（受理号）申请上市技术审评报告 

一、基本信息 

(一)申请人信息 

 名称 地址 

上市许可持有人   

生产企业   
 

(二)药品的信息 

通用名  

英文名 (中药不适用) 

化学名 (中药、生物制品不适用) 

化学结构 (中药、生物制品不适用) 

分子式/分子量 (中药、生物制品不适用) 

结构特征 

□新化学实体 

□已有化合物的成盐或酯等 

□不适用 

□其他： 

剂型及规格  

适应症等 

□适应症   □功能主治   □接种人群 

 

 

 

用法用量  

受理的注册分类  

完成的临床试验内容 
境内□Ⅰ期□Ⅱ期□Ⅲ期 

境外□Ⅰ期□Ⅱ期□Ⅲ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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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临床试验的合规性 

临床试验批件号： 

临床试验通知书编号：伦理审查批件：□有□无 

知情同意书：□有□无 

附条件批准 □是   □否 

优先审评审批 

□是   □否 

□（一）临床急需的短缺药品、防治重大传染病和罕见病

等疾病的创新药和改良型新药； 

□（二）符合儿童生理特征的儿童用药品新品种、剂量和规

格； 

□（三）疾病预防、控制急需的疫苗和创新疫苗； 

□（四）纳入突破性治疗药物程序的药品； 

□（五）符合附条件批准的药品； 

□（六）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规定其他优先审评审批的情

况。 

申报情况 □首次申请上市   □增加新适应症 

 

(三)审评经过 

受理日期： 

召开会议情况： 

序号 会议名称 会议时间 

   

备注：会议包括专业审评会、综合审评会、专家咨询会、主动咨询会等。 

补充资料及沟通交流情况：补充资料时间、沟通交流时间等 

(四)其他 

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如药品名称变更、通用名核定、撤回后重新申报，

关联审评审批等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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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核查检验及合规评价情况 

(一)研制和生产现场检查情况 

简述生产现场检查的过程、动态检查的样品批次和批量，以及最后检查

组对样品实际生产工艺、企业制定的生产规程、核定的生产工艺一致性的判

断，简述生产现场检查的最后结论。 

(二)样品检验情况 

简述样品现场检查、检验的结果及检验依据。 

(三)合规性评价 

合规审查情况。 

三、综合审评意见 

（一）适应症/功能主治 

疾病概要、现有治疗手段、未解决的临床需求，本品的特点及拟解决的

问题. 

本品国内外研发进展和上市情况，同类药物国内外研究进展和上市情况。 

（二）药理毒理评价 

申请人完成的非临床研究对上市支持性、主要安全性问题等进行评价。 

（三）临床药理学评价 

对支持临床用法用量的的临床药理学试验设计和主要结果进行评价，如

吸收、分布、代谢、排泄，以及食物影响的药代、药物-药物相互作用、特殊

人群的药代、药代/药效关系、种族敏感性分析等。对说明书相关内容进行审

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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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有效性评价 

1.关键临床试验设计和结果 

主要用于有效性和安全性评价的临床试验，包括剂量效应关系研究、有

效性比较研究、长期有效性研究和亚组人群有效性研究。对研究设计的关键

内容进行讨论，包括试验目的，试验设计方法（如多中心、随机、双盲、平

行对照试验），临床纳入的人群及其特点，临床给药方案，对照药及临床试

验疗程，主要疗效指标及其检测和评价方法等。 

2.临床与统计评价 

针对源数据、数据质量、临床试验的统计方法学进行评估和数据复核。 

对关键临床试验设计的科学性、合理性进行评价。对疗效结果的临床评

价，包括剂量-效应关系、已有证据支持药品目标适应症和推荐用药方案的充

分性、引起的剂量-效应关系差异的影响因素（如种族）等进行评价。 

（五）安全性评价 

1.安全性数据 

对试验药物暴露情况、不良事件和不良反应严重程度、不良事件和不良

反应发生频率，以及需要关注的特殊安全性问题等不同层次对安全性问题进

行呈现。 

2.临床与统计评价 

对安全性数据进行复核。 

评价安全性资料的充分性；在目标适应症背景下，已有数据显示的药物

安全性特征能否被接受，对于暴露出的安全问题进行分析，并明确风险控制

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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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风险分析与控制 

    对非临床及临床研究中发现的主要安全性问题进行分析、判断，并就申

请人提出的风险控制措施进行审核。 

（七）获益与风险评估 

基于申报适应症/功能主治，结合非临床和临床研究结果，就获益与风险

进行评估，同时考虑是否需要要求申请人开展上市后研究，以及是否要求申

请人制定严格的风险控制措施。 

（八）说明书审核 

说明书内容的审核情况。 

四、处理意见 

（一）技术结论 

经风险获益评估，现有研究和数据支持本品上市/进口用于“具体适应

症”。 

（二）上市后要求 

适用于附条件批准。 

（三）上市后风险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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