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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880                                  证券简称：卫光生物 

深圳市卫光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编号：2018-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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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与公司 2018半年报业绩网上说明会的投资者 

时间 
2018年 8 月 21日 15:00-17:00 

地点 全景网“全景•路演天下”投资者互动平台

（http://rs. p5w.net） 

（本次业绩说明会采用网络远程方式举行） 

上市公司接待人员姓

名 

公司董事长王锦才先生，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张

信先生，财务总监刘现忠先生、独立董事梁文昭先

生、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保荐代表人李茵女士。 

投资者关系活动主要

内容介绍 

 

1、请问公司血浆从采集到生产，中间要经历什么环节，整

个流程下来需要多久的时间？ 

回复：感谢您的提问。从采血浆到血液制品上市销售，整

个流程时间至少 6 个月以上，不同产品差别不同。感谢关

注。 

2、王董事长，您好！请问您对公司未来的发展有什么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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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并购的事是否进行中？公司会新建采血站吗？谢谢。 

回复：感谢您的提问。公司以技术创新为先导，聚焦血液

制品领域，此外发展疫苗、诊断试剂、重组蛋白等领域。

如有合适标的会考虑并购。感谢关注。 

3、王总，您好，我想问一下公司今年预计的采浆量大概是

多少？未来是否可能会开新的浆站？ 

回复：感谢关注。2018年财务预算（四月份公布）预计采

浆量 360吨。感谢关注。 

4、王总，您好，我想请问一下上半年公司的白蛋白和静丙

的价格分别下降了多少？谢谢。 

回复：谢谢您的关注。人血白蛋白和静丙的销售价格没

有大幅下降，目前符合市场行情。感谢关注。 

5、有没有并购产业的计划? 

回复：感谢您对公司经营的关注，如有相关进展，公司将

及时披露公告，让投资者及时了解。谢谢！ 

6、您好，公司在疫苗，诊断试剂，重组蛋白方面有技术储

备吗？或者直接并购其他企业的技术？谢谢！ 

回复：谢谢您的提问。公司在疫苗，诊断试剂，重组蛋白

方面均有一定技术储备。感谢关注。 

7、目前的人血白蛋白产品进口量占比是多少？ 

回复：感谢您对行业的关注，目前的人血白蛋白产品进口

量超过 50%，谢谢。 

8、您好，应该多组织一些机构调研等活动，经常回答投资

者问题，现在投资者交流回答太少太慢。 

回复：感谢您的建议，公司的投资者关系管理有多种方式，

包括但不限于：接听投资者电话、信函、实地考察以及业

绩说明会、推介会、投资者接待活动等多种方式。所有的

股东都可以参加公司组织的相关活动。谢谢。 

9、单采血浆量的问题我也很想知道，麻烦领导查找一下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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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我们吧，贵公司的半年报是扫描版的，没办法搜索，实

在太难找了，谢谢！ 

回复：感谢您的理解，您在查询资料信息中有任何疑难困

惑，可与公司证券办联系，我们会协助解决您的问题，谢

谢。 

10、请问董事长，长生疫苗事件后公司的狂犬免疫球蛋白

销量是否有所上升？ 

回复：谢谢您的提问。公司的狂犬病人免疫球蛋白销量有

所有升。但人用狂犬疫苗与狂犬病人免疫球蛋白两者作用

机理不同，前者属于主动免疫，后者属于被动免疫。感谢

关注。 

11、请问针对于股市的悲观，公司对公司股价下跌有何预

防措施？ 

回复：感谢您对公司及 A股市场关注，公司将努力经营，

以最好的成绩回报投资者，谢谢！ 

12、公司应收账款为何出现如此大规模的上涨，几乎是

去年统计的一倍？ 

回复：谢谢您的关注。在血液制品市场行情变化影响下，

为确保产品市场占有率，公司适当调整销售政策及客户授

信额度，造成应收账款余额上涨。 

13、公司上半年批签发量是多少，环比变动如何？ 

回复：感谢您的关注，批签发量可上中检院网站查阅，谢

谢！ 

14、公司在技术研发方面有什么优势？ 

回复：感谢您的关注，公司具有院士工作站，广东省工

程中心等 7 个技术开发平台；公司具有良好的生物医药

项目的储备梯队；公司与多家科研院所建立了长期的合

作关系；同时公司具有一批在生物制药领域拥有丰富实

践经验的人才团队。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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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王总您好，刚才您说公司业绩下滑的主要原因是产品

价格的下降，那为什么博雅生物是上涨的呢？难道他们受

的影响小？ 

回复：谢谢您的关注。国内血液制品行业市场变化趋势的

影响是相同的，博雅生物的人血白蛋白和静丙只是其销售

收入中的一部分，由于销售产品的结构不同，所受产品市

场影响有所不同。 

15、王总，您能否预测一下公司今年的采浆量大概能达

到多少？ 

回复：感谢您的提问。采浆量相关预计已在半年报披露，

请查阅。感谢您的关注。 

16、公司今年的采浆量预计能达到多少？ 

回复：感谢您的关注，采浆量相关预计已在半年报披露，

请查阅，谢谢！ 

17、华兰生物是用冷沉淀生产凝血因子 VIII，请问公司

在研产品是采用什么方法？ 

回复：感谢您的提问。国内目前均采用冷沉淀生产凝血因

子 VIII工艺，公司也采用此种方法。感谢关注。 

18、张总，既然公司加大了营销力度，为何没有从业绩上

体现出来，甚至还出现下滑？ 

回复：感谢您的关注，公司二季度业绩下滑已经收窄，具

体请见 2018半年报，谢谢！ 

19、建议公司今年年报送转股票，增加流动性！ 

回复：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我们会向董事会传达您的建

议，谢谢。 

20、公司未来发展计划？ 

回复：感谢您的提问。公司以技术创新为先导，聚焦血

液制品领域，此外发展疫苗、诊断试剂、重组蛋白等领

域。感谢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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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请问，贵公司的狂犬疫苗时候可以获批？ 

回复：感谢您的提问。公司狂犬疫苗目前正在研发中，详

细信息请关注公司未来的信息披露。感谢关注。 

22、近斯疫苗事件有没有给贵公司带来负面影响？ 

回复：您好！近期疫苗事件并不涉及公司。公司有良好质

量管控水平，在质量管理方面具有一定优势。谢谢关注！ 

23、公司后续是否有开新浆站的情况？ 

回复：感谢您的关注，公司正在积极开展相关工作，有进

展我们将及时进行信息披露，谢谢！ 

24、公司自 2016年后有没有继续向武生采购疫苗？为什么

不选择其他厂家的疫苗？ 

回复：感谢您的提问。公司自 2016年向武汉生物采购破伤

风疫苗后，就再未进行过采购。当时全国只有武汉生物供

应破伤风疫苗。感谢关注。 

25、公司凝血因子 VIII 的研发进展如何？上市后会贡献多

少业绩？ 

回复：血液Ⅷ因子已完成临床批件申报，上市后的业绩表

现受多方面因素影响，具体表现请继续关注公司后续的信

息披露。谢谢关注。 

26、王总，您好，问您一下两票制对目前血制品行业的影

响，谢谢。 

回复：感谢您的提问。随着国家医药政策如“两票制”、

药品零加成、医保控费等政策的实施，医药市场增长速度

逐渐放缓，血液制品行业也同样受到影响。谢谢关注。 

27、请问张总：相信卫光生物是生物医药行业的佼佼者，

可是公司的股价确实不大理想，有没有员工持股或增持

股份的计划？ 

回复：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二级市场受多方面因素影响，

相关信息请及时关注我们公司的信披公告，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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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请问单采血浆站改扩建项目进度怎样？ 

回复：您好，单采血浆站改扩建项目中，目前已完成三家，

有三家正在进行中，目前共有七家血浆站。感谢您的关注。 

29、还有个问题请教一下张总，武生的高管集体受到党

内严重警告等处罚，武生高管任职公司董事，会不会对

公司的董事会决策产生不好的影响？ 

回复：非常感谢您对近期医药行业相关事件的密切关注，

涉事相关人员已经受到处罚。公司董事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任职要求，董事会决议有严格议事规则决定并及时披露，

谢谢！ 

30、王总，您好，我想问您一下上半年白蛋白和静丙的价

格分别下降了多少？您对目前白蛋白和静丙的竞争情况怎

么看？ 

回复：谢谢您的关注。人血白蛋白和静丙的销售价格没有

大幅下降，目前符合市场行情。公司及时调整政策：一是

根据市场情况对主要客户群实施产品促销，稳定现有核心

客户；二是积极参与药品投标，为产品准入市场铺路；三

是调整客户结构，开发一批拥有终端医疗市场的区域客户；

四是积极布局院外市场、增加院外市场的开发力度；五是

开展各类宣传活动，促进产品销售。提高公司产品的竞争

力。谢谢关注。 

31、王总，您好，我想问您一下公司四大产品：白蛋白，

静丙，狂免、破免上半年营收占比分别是多少？谢谢。 

回复：谢谢您的提问，刚刚董秘已回复此问题。 公司上半

年营收方面，人血白蛋白占比为 42.73%，静注人免疫球蛋

白占比 34.03%，狂犬病人免疫球蛋白占比 16.08%，破伤风

人免疫球蛋白占比 2.51%。谢谢关注。 

32、公司中报披露的销售费用同比大增 78.36%，是不是医

药贿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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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感谢您的提问。公司销售费用增长主要原因是：1、

公司根据市场环境变化，积极布局营销网络，加强学术推

广，加大营销投入。2、大力扩充营销队伍，聘请专业营销

人才，扎实做好营销工作。谢谢您的关注。 

33、血液制品行业中其他上市公司的毛利率多在 60%以上，

为何卫光的毛利率这么低，只有 40%多？ 

回复：主要是目前生产结构不同所致。公司本期血液制品

的平均毛利率为 41.34%，比去年同期减少 2.06%，主要是

由于血制品成本增加，以及国企的相对规范，销售价格下

降导致营收下降。谢谢关注。 

34、谢谢王董，您说武汉生物与公司在业务、产品、生产

上无关联性，但是刚查资料发现，公司曾在 2016年 8月向

武汉生物采购破伤风疫苗 5 万支，而近期疫苗事件中，武

生的问题疫苗产品批号就是 2016年 7月生产的，请问公司

向武生采购的疫苗是否就是问题疫苗？会不会对公司的产

品质量造成影响？ 

回复：谢谢您的提问。武汉生物有问题的疫苗是百白破疫

苗，与公司所购的破伤风疫苗是不同种类疫苗。谢谢您的

关注。 

35、刘总你好，2018 年半年度报告中营业收入、净利润和

去年同期相比差不多，为什么经营现金流比去年差那么

多？ 

回复：谢谢您的关注。相关答案已公告于半年报中，详情

请参阅我司半年报。谢谢。 

36、王总，您好，我想问一下公司人凝血酶复合物三期临

床预计何时完成？上市时间预计？ 

谢谢您的提问。公司人凝血酶复合物已获得临床批件，

血液Ⅷ因子已完成临床也获得批件。正在开展三期临床工

作，相关的细节信息详见公司信息披露，感谢您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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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公司和武汉生物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 

回复：感谢您对行业和公司的关注，武汉生物制品研究

所有限公司是公司股东之一。谢谢！ 

38、张总，您好，我想问您一下上半年公司四大产品：

白蛋白，静丙，狂免、破免的销售占比分别是多少，谢

谢。 

回复：公司上半年营收方面，人血白蛋白占比为 42.73%，

静注人免疫球蛋白占比 34.03%，狂犬病人免疫球蛋白占

比 16.08%，破伤风人免疫球蛋白占比 2.51%。谢谢关注。 

39、刚刚在武汉生物网站上看到，从党委书记总经理到

生产工人都受到了处分，看公司的介绍，张总曾经任职

武汉生物，公司现在的董事之一陈勇是武汉生物的财务

总监，请问武生的高管担任公司董事是不是还合适？ 

回复：谢谢您对公司和公司股东相关人员任职资格的关

注，按照目前法律法规规定，相关人员符合任职资格要

求，感谢您继续关心并支持公司的健康发展。谢谢! 

40、张总，您好，想问一下公司从 17年到现在经营活动

现金流一直在下降，原因何在？ 

回复：谢谢您的关注。公司生产经营一直稳定，但受血

液制品市场行情变化影响，对经营性现金流量产生影响。

一方面公司销售政策适应市场调整，应收账款及应收票

据余额大幅增加；另一方面近两年原料血浆采购等增加。

这两方面造成经营性活动现金流下降。 

41、请问公司在血浆资源方面情况如何？ 

回复：公司拥有 7个全资单采血浆公司，采浆潜力较大，

增速显著。公司拥有丰富的浆站管理经验，注重人性化的

采浆服务理念。公司现有浆站覆盖人群超过 1300 万人，

原料血浆供应队伍稳定，持续提升空间较大。 

42、公司目前有多少个血浆站，都分布在哪些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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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感谢您的关注，公司目前有 7个血浆站，2个广东，

5个在广西，谢谢。 

43、王总，您好，我想问您一下您对目前血制品行业竞

争情况的看法，谢谢。 

回复：谢谢您的提问。目前血液制品行业原料血浆持续增

长，龙头企业占据原料血浆资源优势，行业集中度进一步

提升。行业竞争进入血浆规模和产品结构并重时期，加上

进口人血白蛋白的竞争，血液制品行业竞争进一步加剧。

谢谢关注。 

44、公司新大楼什么时候竣工?什么时候使用? 

回复：感谢您的关注，您指的公司新大楼是从何处获取的

信息，公司原厂区无重大工程项目，新的产业园区正在建

设之中，如有重大事项，我们会及时公告，请您关注相关

信披。谢谢！ 

45、请问一下领导，这段时间疫苗问题这么大，作为公

司股东之一的武生的百白破也出了问题，有没有可能会

影响到公司？ 

回复：非常感谢您对公司的关心和对行业的关注，武汉生

物作为股东是公司资本关联方之一，其它业务、产品、生

产上和公司并无关联性。谢谢！ 

46、上半年净利润 6916万元，同比下降 8.73%，请问业

绩下降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回复：感谢您的关注，2018 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99亿元，较上年同期下滑 4.17%，归属上市公司股东净

利润 6916.49万元，较上年同期下滑 8.73%。报告期内，

公司经营状况稳定，但受血制品市场行情变化影响，公司

主要产品人血白蛋白及静注人免疫球蛋白销售价格有所

下降导致营业收入和净利润下滑。谢谢关注。 

47、贵公司目前取得了哪些血液制品产品批准文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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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感谢您的关注，公司目前有 3大类，7个品种，21

个文号，具体情况可在公司网站查阅，谢谢！ 

48、请问冻干人用狂犬病疫苗临床试验注册申报是否已经

通过？ 

回复：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公司在研的狂犬疫苗项目目

前尚未开展临床试验申报工作，谢谢！ 

附件清单（如有） 无 

日期 2018年 8月 2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