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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东诚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编号：2020-010

投资者关系活动

类别

■特定对象调研 □分析师会议

□媒体采访 □业绩说明会

□新闻发布会 □路演活动

□现场参观

■其他

参与单位名称及

人员姓名

云锋基金 陈京涛

广发基金 傅友兴、姜冬青

中欧基金 魏晓康

嘉实基金 牛歌

泰信基金 徐幕浩

兴全基金 邱晓旭

富安达基金 刘云鹏

鑫元基金 林启姜

平安证券 叶寅、韩盟盟

广发证券 孔令岩

东吴医药 刘闯

开源证券 王斌

淳厚基金 王晓明

联讯证券 李志新、夏禹

晟盟资产 段越

上汽投资 沈怡雯

翰潭投资 蔡晓波

东兴证券 刘佳玮

龙远投资 李声农



中联投资 潘克柔

斯诺波思远 牛和智

敦和资产 马昀

光大证券 朱成凯

梧桐树资本 赵玥

前海百创资本 肖春城

圣雅资产 徐伟民

久银控股 李鹏举、武博文

人保资产 韩成盛

如今投资 叶侃

坚果投资 盖伟伟

涌金投资 曾智文

涌峰投资 梁欢

众阳健康 尚涛

华泰证券 李勇剑

喜贤资产 黄金香

汇升投资熊文说

三亚鸿盛资产 丁开晟

笃道资产 马晨

北京诚盛 杨洁

汇升投资 徐凌

东方红 解婕

高毅资产 王潇

玖鹏资产 陈勇

前海汇富雪球 常秀东、王群

恒复投资 徐浩

华泰证券 李艳光

沣杨资产 吴亮

永安国富 张文平



君茂资本 陈晓燊

华安证券 任靖

好奇资本 周小钢

顶天投资 杨文广

国金资管 朱明睿

紫金财险 吴磊磊、周路

陆宝投资 杨佳丽

泊通投资 庄臣

晟盟资产 薛和斌

满风资产 王传雯

百域资本 唐林凤

江亿资本 贺长明

鲁上投资 陈光胜

宏道投资 孙宗禹

盛宇投资 朱鹤

淡水泉基金 赵桂玉

齐熙资产 谢宁宁

凯路资本 彭海柱

东北证券 樊翔宇

禧弘资产 杨莹

润跃投资 崔晓巍

金库资本 黄隆堂

南京证券 张阳

行知创投 肖晟

混沌道然 程苏恒

汇鸿资产 司雨

卓复投资 朱元

水印投资 刘丹

紫阁资本 邱诗



森瑞投资 何山

汇升投资 徐凌

时间 2020 年 9 月 11 日

地点 线上 腾讯会议

接待人员姓名 核药行业专家

米度生物相关领导

东诚药业副总经理兼安迪科利润中心总经理：罗志刚

东诚药业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刘晓杰

证券部：李季、刘雅楠

投资者关系活动

主要内容介绍

了解核医药行业发展情况，解析米度生物业务及行业发展空间

了解公司发展情况

附件清单 会议纪要

日期 2020 年 9 月 11 日

烟台东诚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机构调研会议纪要

时间：2020 年 9 月 11 日

地点： 线上会议

召开方式：线上会议—腾讯会议

调研人员：详见上述名单

公司参与人员：核药专家

米度生物相关领导

东诚药业副总经理兼安迪科利润中心总经理：罗志刚

东诚药业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刘晓杰

证券部：李季、刘雅楠

记录人：李季

疫情过后，百业复苏。此次疫情中，我们有对中国医药创新与发展之思考，

有对加速医疗设备资源配置的期盼，同时在此次疫情中，我们也充分看到，核素



药物在诊疗一体化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与作用。2018 年国家大型医疗设备配置

政策的出台，2020 年 7 月 31 日再次调整增加 PET-CT 数量，核素药物的发展正

迎来新的机遇。米度生物——分子影像与核素药物创新转化的先驱者，未来如何

承担核素药物的创新与发展的使命，在东诚药业核医药生物圈中扮演如何重要的

角色，在此背景下，公司于 9月 11 日上午以腾讯会议方式在线举办了分子影像

创新&核素药物转化研讨会，本次研讨会共分为四部分，具体内容如下：

第一部分由核药专家邵教授做了《新配置政策下中国核药的创新与发展》的

报告，报告详细讲述了中国核医学与世界核医学特别是发达国家核医学发展的差

距，这种差距，不仅体现在核素原料、大型医疗设备的配置方面，更多是集中在

核素药物的创新与发展上，但有差距就有动力，在国家的重视和扶持下，中国创

新核药也在迎头赶上，快速发展，创新核素药物个数也在快速增加，邵教授结合

日常工作以更多的临床案例，详细展示了核药在精准医疗和伴随诊断方面具有独

特作用与优势，使我们看到中国核药的发展的空间与动力。

第二部分由米度生物 CEO 杨立川先生做了《米度生物介绍》的报告，报告详

细展示了米度生物现有的业务模式与未来的发展空间。在创新核素药物方面，米

度生物拥有分子影像特色示踪技术，可以利用其活体显像、动态定量、自身对照、

连续观察等方面的独特优势，缩短药物研发周期、降低失败风险、加快新药的初

创研发以及上市；同时在 CRO 服务方面，米度生物在新型创新核素药物方面能够

提供一站式 CRO 服务，快速完成公司在研核药产品的早期标记合成、CMC 全程、

临床前试验、安全性评价、注册申报、临床试验等关键节点步骤，加快临床转化

效率，推动在更多的在研产品早日上市。

第三部分由公司核药业务负责人罗志刚先生做了《核药市场分析及东诚核药

发展逻辑》报告，报告展示了全球核素药物市场规模及中国核药的发展情况，同

时详细分析展现了米度生物在加入东诚核医药发展序列后，核医药产业链已完成

闭环，东诚核医药生态圈已基本形成。通过近几年对核药标的及资源的并购整合，

公司目前已初步形成了稳定的核素供应平台、药物孵化平台、转化服务平台、生

产配送平台、诊疗营销平台五大平台，基本完成了从原料供应、研发、临床转化、

生产、销售核医药全产业链布局，构成了完整的核医药生态圈网络。东诚核药正

沿着既定的目标快速发展前进。



第四部分会议采取问答的形式，对部分投资者关注的问题予以解答

问题一：国内核药发展缓慢，加快核药发展的重点或者措施是？

答：一：中国核药的发展与发达国家的核药发展存在不小的差距，要想加

快中国核药的发展，首先要加快国内核药的源头创新，确保未来有更多的核药

产品进入临床；二：加快现有在研产品的临床转化，让更多的产品快速进入临

床；三：加强核医药相关医疗设备的配置，使有更多的医疗资源匹配核医药的

发展；四：推动核药产品及技术的快速商业化；五：鼓励更多优秀人才从事核

医药行业；六：当前将国外已上市临床急需的产品与技术快速引入国内，弥补

国内空白，早日造福患者。

问题二：PET-CT 规划调整的相关情况？核药房情况？未来是否会增加核药房？

答：1、7月 31日国家下发《关于调整 2018—2020 年大型医用设备配置规

划的通知》，PET-CT由原来的 710台调整为 884台，新增 174台；

截至 8月底，已下发配置许可 222个，其中有 123台完成装机；

2、新增 PET-CT将对公司的 FDG业务产生正向的促进作用，新增的 174台

中，有近 70%坐落在安迪科现有运营的核药房范围内，20%在正在建设的核药房

内，目前正电子药物，公司已投入运营 14个核药房，14个在建，预计今年会增

加 3个左右投入运营，预计 28个核药房将在 2022年底或 2023年初全部投入运

营，是否再增加核药房公司将根据市场业务的发展对核药房进行相应规划。具体

情况请以公告为准。

问题三：疫情期间和现在核素药物的供应是否短缺？

答：公司核素药物原料药主要来源两部分：加速器生产、堆照生产，加速器

生产主要依靠公司各地核药中心，通过加速器对相应原料的进行加速，即可获得

特定的核素，方式简单灵活，例如 FDG 的原料为重氧水，原料来源较广；堆照生

产，因为国内仅有的几座反应堆不是商业反应堆，核素供应受到管控，现公司核

素原料主要依靠进口。今年，2-3 月因疫情原因，进口核素原料航班到港时间及

通关效率较以往有所延长，但原料供应数量不受影响，目前核素原料供应不受影

响。公司核素原料供应，持续稳定，质量符合要求。

问题四：米度生物如何看待竞争者？相比于其他投资者竞争的优势在哪里？

答：随着越来越多的创新核药从研发走向临床，会有越来越多的竞争者，对



于竞争者特别是比较大的 CRO 企业切入核药这个领域，我们持开放的态度，因为

越多的竞争者，这个行业关注度会越高。核药临床转化的市场空间很大，相信参

与者会通过精诚合作，共同做大这一市场；关于优势方面，米度生物经过近十年

的发展，已在这个行业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与技术，相关配套硬件、软件已基本完

成，客户群体固定，完备的人才队伍，同时依靠东诚核药这一资源，相互协同，

自身发展会更快，别的公司在核医药临床转化方面短时间内达到米度生物这样的

规模，可能需要一段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