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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963 证券简称：华东医药

华东医药股份有限公司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编号：2019-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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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会议

参 与 单

位 名 称

及 人 员

姓名

兴业证券—华东医药 2019 年三季报解读电话会议

参与单位： 兴业证券、东北证券、东方证券、中信

证券、中金公司、中银国际证券、信达证券、光大证券、

华泰证券、国信证券、国泰君安、天风证券、太平洋证券、

平安证券、光大证券、渤海证券、爱建证券、申万宏源、

财通证券、长江证券、瑞银资管、花旗银行、野村资管、

碧云资本、交银施罗德、东方阿尔法基金、中加基金、中

欧基金、华城未来基金、华安基金、嘉实基金、国泰基金、

大成基金、安信基金、广发基金、弘毅远方基金、汇理基

金、浦银安盛基金、景顺长城基金、申万菱信基金、金元

基顺安基金、中国人寿、中邮保险、银河资管、长城资产、

东方资产、中金资本、信达资本、中欧瑞博投资、富国大

通资管、广发资管、泰康资产、一鸣投资、上海博润投资、

上海宁泉资管、上海月球投资、上海永骥资产、上海深积

资产、上海致君资产、上海金臣投资、上海龙杭资管、世

诚投资、中大君越投资、中新融创资产、亦慧投资、亘曦

资管、凯读投资、北京时田丰投资、北京玺萌财富、华夏

投资、善润投资、国鑫投资、复杉投资、宁波磐石投资、

宽远资管、尚石投资、展明投资、开源资管、德信投资、

承周资产、承珞资本、易同投资、易融投资、昭图投资、

景顺投资、正班资管、泓澄投资、善渊资管、润邦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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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真资产、景泰利丰投资、展博投资、灿羽投资、睿泽资

本、立德资本、立格资本、红筹投资、翼虎投资、苏州芝

加哥、萌洋投资、西南资管、西藏银帆投资、诚盛投资、

遵道资产、重阳投资、金成投资、金晟投资、韬观投资、

高致投资、鲁银资产、华电集团、朗辉医药、中国银行、

浦发银行等机构共约 130 人。

时间 2019 年 10 月 30 日 上午 10:00-11:00

地点 公司会议室

上 市 公

司 接 待

人 员 姓

名

董事会秘书、证券事务代表

投 资 者

关 系 活

动 主 要

内 容 介

绍

一、公司 2019 年三季报解读

（1）总体经营情况

公司于 2019 年 10 月 30 日发布了三季度报告。今年前

三季度公司经营稳定增长，实现营业收入 276.28 亿元，同

比增长 19.06%；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2.13 亿元，

同比增长 22.33%。

工业板块经营继续保持较快增长。公司核心全资子公

司杭州中美华东制药有限公司（简称“中美华东”）（合并）

1-9 月实现营业收入 83.90 亿元，同比增长 29.88%；实现

净利润 18.52 亿元，同比增长 26.99%。

（2）工业主要在线产品发展情况

今年以来中美华东主要产品线销售均保持较快增长。

百令胶囊增速约为 16%，阿卡波糖片增速约为 32%，免疫抑

制产品线三个品种整体增速约 30%，消化道产品线泮托拉

唑注射剂和胶囊整体增速在 20%以上。

二线产品在进入基药、医保目录后继续加快放量。吡

格列酮-二甲双胍同比增长 120%，全年销售有望达到 3.5

亿元；达托霉素、吲哚布芬也快速增长，吲哚布芬今年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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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销售收入保持翻番，预计全年能达 1.3-1.5 亿元。

（3）商业发展情况

公司医药商业克服两票制实施后市场波动的影响，保

持稳步回升状态，医药商业、医美及其他业务今年前三季

度合计实现营业收入 192.38 亿元，同比增长 14.89%。

（4）主要子公司经营情况

公司控股子公司华东宁波受代理的 LG 玻尿酸产品在

国内同类产品竞争日趋激烈，加之宏观经济及产品降价影

响，今年业务有一定波动，销售收入和利润同比略有下降。

今年以来，宁波公司在新产品和业务布局、市场前期推广

等方面做了较多投入，预计全年业绩将与去年持平，明年

将恢复增长。

全资子公司英国医美公司 Sinclair 正按全年计划稳

步开展业务，全球范围内注册也在推进。预计今年

Sinclair 因拓展业务费用较高经营仍然有一定亏损，明年

预计将实现盈亏平衡。公司经初步测算，预计收购

sinclair 股权形成的商誉对公司 2019 年年报暂无计提商

誉减值的影响。

二、问答环节

提问 1：公司设立的全球创新药研发中心的情况介绍，

以及研发人员考核与激励方式如何？

答：为加快推动公司创新转型的发展战略，今年公司

组建了全球新药创新中心。该中心将作为公司新药研发及

技术合作的国际平台，通过组建一流的具有创新力的研发

团队、外聘专家顾问团队，有效整合公司各方面资源。未

来，公司将针对新药筛选、安全性评价及药物临床这三个

关键环节，覆盖从临床前研究到新药申请的全链条新药研

发过程，逐渐接轨国际创新药物研究规范。

目前，公司全球新药创新中心的专家顾问团队已经有



4

十多人，包括有跨国药企背景工作经历的科学家，也包括

大医院高层次的临床专家。公司进入临床阶段的创新药

TTP273 和 HD118 以及引进的美国 MediBeacon 公司的 4 个

产品将由创新中心负责组织开展相应的临床工作。该中心

今年已完成 10余个创新项目（包括创新药、高技术壁垒仿

制药、符合美国 505b（2）类）的立项，对已立项仿制药

项目进行了内部再论证，对临床使用和市场价值突出的项

目予以优先支持，加快推动注册上市进度，丰富公司产品

线。

同时，公司也在加快推进研发激励和考核政策变革，

今年出台了以研发项目管理团队为基础，以研发成果结合

产品上市产业化分配相结合的分步式考核激励管理办法，

以突出长效激励机制，提升奖励空间和科研人员的积极性，

促进科研团队共同奋进，提高研发效率和成功率。

提问 2：公司研发费用的规划？

答：公司创新转型工作在快速推进中，今年 1-9 月研

发费用支出约 7.12 亿元，同比增长 52.84%，预计全年研

发费用约在 10亿元左右，研发大量投入到创新药、产品国

际化认证、在线临床品种 BE实验以及一致性评价等方面。

初步预期明年研发费会有 20~30%的增长。

公司目前的研发投入全部费用化，对当前业绩有一定

影响。希望投资者不要太纠结于表观业绩，研发投入及产

品管线储备是医药企业核心竞争力所在，只有扎实练好内

功不断加大研发投入才会赢得未来。

提问 3：展望四季度和明年，预期会有哪些阶段性的

成果落地？

答：公司以患者为中心，科研为基础，以市场为导向，

正在积极推进创新转型工作。目前公司在研发管线的品种

有 40多个，明年有望申报上市的品种主要有：（1）迈华替

尼，是公司目前在肿瘤领域的创新药；（2）两个抗肿瘤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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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曲唑、阿那曲唑，都已经报批生产；（3）注射用醋酸卡

泊芬净，为抗真菌领域的大品种；（4）奥美拉唑碳酸氢钠

胶囊，是公司报批的消化系统领域的复方用药；（5）利拉

鲁肽注射剂已经进入到三期临床，入组也即将完成，预计

明年申报生产；（6）全资子公司英国 sinclair 公司的核心

产品 Ellansé（注射用长效微球）目前已完成在中国的临

床工作，正在准备资料提交上市申请。

此外，公司也在积极推动外部产品和项目的引进工作，

这是公司转型创新和提升研发能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公司在这方面投入的资源也很多，两大股东在这方面也都

给予了大力支持。我们也会努力在这方面不断让市场看到

公司的工作成果。

提问 4：第三季度经营性现金流有所下降的原因？

答：公司经营性现金流今年第三季度同比下降 35%，

原因主要有：（1）因业务经营模式缘故，每年三季度公司

经营性现金流都处于全年相对的低点。公司应收款主要为

商业业务，商业主要客户为省内各大公立医院，其应收款

账期平均约为 2-3 个月，故一季度和三季度账期内应收账

款相应增加。公司制定了较为严格的应收账款年度和半年

度考核指标并在加强和完善业务风险预警系统，严格控制

应收账款风险。（2）去年同期因筹备大量现金用于要约收

购英国 Sinclair 公司也使得今年三季度经营性现金流同

比出现一定下降。

提问 5：第三季度管理费用有所增加的原因？

答：公司管理费用今年前三季度同比上升 50%，主要

原因有：（1）公司在推进新、转型，人才引进力度加大，

职工薪酬相应增加；（2）2018 年底收购的英国 Sinclair

公司在全球拓展市场，并表后管理费用有所增加。

提问 6：百令胶囊在医保控费趋严背景下未来增长的

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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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百令胶囊是公司一个核心品种，定位为长期慢性

病的治疗，其特性决定了在市场上是稳步增长的发展战略。

公司百令胶囊在大医院市场的销售相对稳定，近两年

主要战场转向基层，新增销售主要集中在基层医院、OTC、

社区卫生院等院外市场。目前个人自费购药增长很快，占

比约为 15%，基层的占比已接近 40%。

此前西医开具中药处方的相关新政策如果严格实施的

话，会对中药的处方量短期内有所影响，但目前的实施具

体规定还需要相关指导意见出台，各个地方的实施进度也

未完全统一。百令胶囊已积累了大量的用药人群，包括慢

性病、器官移植、免疫等，还有大量的自费人群，在基层

的用药以及现有存量病人受该政策的影响不大。最近国家

出台了对中医药行业扶持发展的政策，在经过各种政策洗

礼之后，百令胶囊这种有临床疗效的中药慢病品种，将会

迎来更好的市场发展机会。

提问 7：阿卡波糖如果后续纳入集采，公司销售人员

的流向问题？

答：随着国家集采政策的推进，公司会对现有相关营

销及商务服务人员做内部分流。目前公司在基层市场的覆

盖率还没有达到目标，公司计划要在全国县级医院达到

70%以上的覆盖。此外，公司在糖尿病管线储备有 20多个

品种，还有三个创新药以及肿瘤、心血管、超抗等领域的

品种从明后年开始会陆续申报上市，后续仍需要增加营销

人员做创新药的市场推广及药学服务人员开展相应的客户

服务工作。

提问 8： 阿卡波糖在集采政策影响下的后续展望？

答：阿卡波糖是公司的一个战略核心品种，对公司很

重要，但不是公司产品的全部。目前竞争格局对公司较为

有利，除了发酵工艺的技术壁垒，阿卡波糖的原料生产能

力和成本也是公司的竞争优势。市场对阿卡纳入集采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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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有些过度担心，公司做好了各方面的准备积极应对国

家集采。

公司在糖尿病领域的产品丰富，除阿卡波糖片及咀嚼

片外，吡格列酮二甲双胍作为后续大品种，今年继续快速

增长，未来发展潜力较大；且公司在糖尿病线储备了大量

后续品种，西格列汀二甲双胍片、利拉鲁肽注射剂将陆续

上市，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减小阿卡波糖片今后可能面临的

竞争压力。

公司有信心借助阿卡波糖这个产品为后续糖尿病产品

线的推广打下良好的基础。

提问 9：公司对泮托拉唑产品市场竞争的应对措施？

答：泮托拉唑也是考验企业综合技术能力和成本的一

个产品。公司泮托拉唑有注射剂和胶囊两种剂型，其中注

射剂已获美国 ANDA批准（即美国仿制药申请），成为中

国该产品首家通过美国 FDA认证并获批 ANDA的厂家。

公司在积极开展泮托拉唑固体制剂的一致性评价工

作，此外公司考虑补充报批泮托拉唑片剂，也准备立项其

他质子泵抑制剂产品以及新的剂型或新的规格，补充强化

消化道领域的产品线，并考虑布局创新药来增强消化道领

域的竞争能力。

提问 10：公司心血管和超抗这两条线的销售队伍建设

情况？

答：心血管和超抗均是公司研发重点布局的领域。目

前公司上市的心血管领域和超抗领域的的品种还不太多，

但都销售增长迅速。

公司的吲吲哚布芬是国内独家品种，在心血管领域的

市场覆盖在快速增加，公司会着力将其打造成十亿级以上

的单品。公司超抗领域现有达托霉素销售也在不断增长，

目前这两个产品线共已有几百人的销售和药学服务团队。

随着后续在研品种卡泊芬净、米卡芬净、利奈唑胺等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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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续报批上市，公司在心血管和超抗产品线会得到更大程

度的丰富和加强。

提问 11：商业板块利润增速的驱动因素？

答：从全国来看，两票制基本上已经实施完成，各地

的医药商业竞争格局相对比较稳定，新的业务和产品也在

向地区占有率相对比较大的商业公司集中。

公司是浙江省商业龙头企业，这两年积极调整商业业

务模式和产品结构，拓展省内独家代理的品种、通过和外

资药企公司的产品配送合作以及开展基层药品的推广，有

效提升了商业整体毛利率和竞争力，同时也消化了部分配

送品种降价的压力，目前整体毛利率保持稳定。

公司商业的竞争格局将会比较稳定，公司预计商业业

务未来几年将继续保持目前的发展趋势。

提问 12：公司江东二期阿卡波糖扩建进度如何？

答： 江东二期是公司目前在建的一个较大的扩产项

目，主要针对阿卡波糖原料的扩产，也是目前在报批的相

关新药产品将来的生产落地场地。该项目建设按公司计划

顺利推进，目前设备安装验证已基本完成，按目前进度，

公司力争明年底正式投产。

附件清单

（如有）

无

日期 2019 年 10 月 3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