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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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波市若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陈荣盛

湘财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许  雯

金库（杭州）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黄隆堂   吴  钰   王  杰

金库骐楷（杭州）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沈  良

华菁证券有限公司                    徐浩瀚

其他个人投资者                      李耀锋   袁立勇   曾凡贵   曾凡军

时间 2020 年 11 月 17 日

地点 上海市徐汇区东安路 562 号 22 楼（近龙华中路，绿地缤纷城)

上市公司接待

人员姓名

董事长、总经理：董大伦

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王光平  

证券事务代表：王伟 

其他工作人员

投资者关系活

动主要内容介

绍

一、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介绍公司情况

（一）公司概况

公司前身贵阳新天药业有限公司于 1995 年 8 月成立， 2001 年 12 月整体改

制为股份有限公司，2014 年 10 月在新三板挂牌上市，2017 年 5 月在深交所挂

牌上市。

公司目前总资产 14 亿余元，员工 1000 余人，旗下有 8 家涉及研发、销售的

全资子公司（分布在贵阳、北京、上海、宁波等地）及 1 家位于上海从事化药研

发、生产及销售的参股公司；现有药品注册批件 32 个，配方颗粒临床品种 421

个，其中国家医保目录品种 10 个、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品种 1 个（独家）、6 个苗



药品种、独家品种 12 个；公司目前主要的中成药产品有：坤泰胶囊、宁泌泰胶

囊、苦参凝胶、夏枯草口服液等。

（二）主要产品

坤泰胶囊：公司独家品种，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品种、医保甲类，主要功能

为滋阴清热、安神除烦。用于绝经期前后诸证，是唯一改善卵巢功能的中成药；

苦参凝胶：公司独家品种，国家医保目录品种，主要有抗菌消炎作用，是

唯一三步恢复阴道微生态平衡的高纯度植物凝胶；

宁泌泰胶囊：公司独家品种、苗药品种，国家医保目录品种，主要功能为

清热解毒，利湿通淋，用于湿热蕴结所致淋证，是泌尿系全面镇痛、直击尿频

的基础中成药；

夏枯草口服液：公司独家品种，国家医保目录品种，主要功能为清火，散

结，消肿，是降抗散结的优选中成药品牌。

中药配方颗粒：目前公司中药配方颗正在全面推进产业化（临床研究），

公司为贵州 3 家中药配方颗粒研究试点企业之一，先后 6次，共获批 421 个品

种开展临床研究（贵州省内医院销售），基本包含了中医临床常用的约 400 个

中药品种。

古代经典名方：公司目前紧跟国家产业步伐，重现古代经典名方。2018 年

组建专业团队并搭建上海研发平台，年均研发投入逐年增加，拥有专业博士、

硕士引领内部研发团队。

（三）发展机遇

中药配方颗粒以其药效稳定及便于储存、携带、服用等诸多优点，备受患者

青睐；古代经典名方作为中医文化传承的瑰宝，有关方面预计，未来将会有较

大的市场发展空间。公司将通过“中药配方颗+古代经典名方”进一步增加公司

的业务增长点，提升公司整体盈利能力。

公司今年先后 3次共计 1.4 亿元参股（11.3%）上海汇伦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汇伦生物在江苏泰州拥有“原料药+制剂”的全产业链 GMP 生产线，在带

量采购政策下，具有一定的成本优势。同时，其正在按照欧盟 EMA、美国 FDA

的 GMP 规范要求进行现有生产线的扩建，以继续提升产业规模，以规模化获

得行业竞争优势。汇伦生物在小分子化药领域历经 10 余年的技术积累，近几年

年均研发投入约 1 亿元，其项目储备丰厚，在研项目达 40多个，每年还将新增

4-5 个新品种。2017 年至今，汇伦生物的 12 个仿制药品种已申请生产批件，其



中 4 个品种获得药品注册批件，其创新药主要聚焦于肿瘤治疗领域，已取得了

1 个 1 类化学小分子 PARP抑制剂临床批件，今年将取得 2 个 1 类化学小分子药

物临床批件。

（四）战略布局

1、中成药持续稳步增长：通过中药制剂产品产能提升建设项目、凝胶剂及

合剂生产线建设项目满足中成药持续稳步增长的产能需求；

2、中药配方颗粒快速占领市场：以贵州市场为基础，结合国家政策的开放

逐步辐射全国市场；

3、古代经典名方加大研发投入：在完成首批产品的药学（物质基准）研究

基础上，进一步加快进度，抢占先机，在原有研发投入基础上，进一步增加研

发预算，提供项目资金保障；

4、小分子化药实现市场突破：继续追加对汇伦生物的股权投资（+1.5 亿

元），用于其研发投入及湖北原料药基地的建设等；

5、市场营销网络：2000 年，公司在上海建立营销中心，负责统筹全国市场

策划和销售，强化对市场的快捷服务和监督管理，逐步形成一个多层次、多渠

道的营销网络；团队以专业学术推广为核心竞争力，在全国 30 个省、自治区、直

辖市分别建立了 100 余个区域办事处，产品覆盖 10000 余家县（区）级以上医

院（三级医院 1500 余家）及 700 余家药品连锁公司、72000 余家门店，与国内

1300 余家医疗商业单位、300 余家药品连锁公司总部建立了长期稳定的业务关

系。公司现有内外部专业销售团队近 2000 人，现已基本形成物流、信息流、资金

流畅通、稳定、持续的营销网络。

二、问答环节

问题一、公司产品销售渠道除了传统的销售渠道外，现在有药房、OTC还有

电商平台，那么现在公司现有的终端销售结构是怎么样的？

答：公司销售终端结构主要集中在医院，其次是药店零售，电子商务领域

仅占一小部分。市场整体构成与国家目前的医药市场结构具有一定的类似性。

问题二、公司拟采取什么措施增加现有品种所占的市场份额？未来两三年内

是否会有其他新药产品上市？其中有哪些是独家品种？部分医院对药品实施降

价对公司有什么影响？公司原材料价格目前怎么样？是否存在波动情况？

答：基于公司现有主导产品在各细分市场领域的竞争地位，公司拟通过增

加推广和宣传力度，借助多年积累的客户对产品的知晓度和认可度，不断提高



公司现有产品市场份额。此外，公司也正在加大对销售团队的管理，充分调动

销售人员的积极性，新引入了一批优秀管理者及核心骨干人员，带动公司销售

能力的进一步提升。

公司在研新药产品上市受国家医药政策等多方面因素影响，最近两三年是

否有其他新药产品上市目前尚无法预测出具体时间。公司现有龙岑盆腔舒颗粒、

苦莪洁阴凝胶、术愈通颗粒等 3 个在研产品，均为独家品种且已完成三期临床试

验。

此外，根据市场销售数据，公司产品推广医院数量逐年在不断增加，产品

价格主要受招投标环节影响，对公司产品实施降价的仅仅是个别医院的做法，

对公司销售业绩没有产生影响。总体来看，公司原材料价格比较稳定，不存在

较大幅度的波动，公司相应产品的成本也没有较大变化。

问题三、请详细介绍一下公司几个拳头品种的情况？

答：公司现有拳头产品坤泰胶囊、宁泌泰胶囊、苦参凝胶、夏枯草口服液均

为国内独家专利品种，四大品种合计销售额占公司收入的 95%以上。

其中坤泰胶囊是列入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品种、国家医保目录品种和国内独家

品种，是 CFDA 批准的用于“卵巢功能衰退”相关临床症状改善（含更年期综

合征相关临床症状改善）的纯中药专利产品，治疗机理清楚，疗效显著。

公司拥有坤泰胶囊的自主知识产权，拥有多项国家发明专利，在国内独家

生产；先后获贵阳市科学技术三等奖、中华中医药学会科学技术奖一等奖、重庆

市科学技术奖技术发明奖类二等奖。该品种于先后被列入国家医保目录、国家基

本药物目录。该产品发挥中医中药标本兼治、整体调理、阴阳调和等特长，从调

整和改善卵巢功能出发，促使女性体内的各种激素水平达到平衡状态，起到滋

阴养血、补精益髓、交通心肾、调节阴阳平衡的作用。

宁泌泰胶囊具有清热解毒、利湿通淋之功效，主要用于治疗尿路感染、前列

腺炎等疾病，是国家医保目录品种和国内独家品种。该产品采用云贵高原道地

药材，根据苗药民间验方研制而成，获得“一种治疗泌尿系统感染和前列腺炎

的中药复方制剂”等多项发明专利。公司拥有该药物的自主知识产权，享有专

利保护优势。

宁泌泰胶囊是 1998 年中国民族医药学会首批推荐的民族医药产品，相对于

市场上常见的同种功能竞争产品具有如下优势：首先，该产品属国内独家品

种，在国内独家生产，是经 CFDA 批准的在“功能主治”中明示苗医功能主治



的苗药品种，既可用于尿路感染又可用于前列腺炎等疾病的治疗；其次，该产

品是列入国家医保目录的独家产品，还进入了上海、广东、贵州等省、市级基本

药物目录。

苦参凝胶是一种抗菌消炎的苦参总碱制剂，公司拥有该药物的自主知识产

权，拥有多项国家发明专利，属于国家医保目录品种、国内独家产品。苦参凝胶

是外用高纯度植物广谱抗菌药，可有效避免化学药抗菌药物治疗引起的菌群失

调和耐药现象，降低复发率。该产品是国内首个阴道用卡波姆凝胶剂，其特点

为粘附性强、水溶制剂、无刺激、无异物感。夏枯草口服液是《中国药典（2010

版）》收录的唯一以迷迭香酸作为质量控制标准指标的夏枯草制剂，属于国家

医保目录品种、国内独家品种，公司拥有该产品的多项国家发明专利。夏枯草口

服液的功能主治为：清火，散结，消肿；用于火热内蕴所致的头痛、眩晕、瘰

疬、瘿瘤、乳痈肿痛；甲状腺肿大，淋巴结核、乳腺增生病见上述证候者。

问题四、公司现有四大拳头产品实现的销售占据公司收入的绝大部分，请问

公司未来其他品种中是否存在突出贡献的某些品种？公司销售产品过程中是否

存在侧重点？

答：公司四大品种合计销售额占公司总收入的比例达到 95%以上，公司产

品推广过程中对于大众化品种，一般不作为公司的主要推广范围，公司主要侧

重点仍为四大独家品种，致力于搭建品牌优势，并不断的培育一些新的优势品

种，比如当归益血口服液、调经活血胶囊、龙掌口含液等。

问题五、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事项是否会继续推进？主要发行方式和定价原

则是否会发生变化？据传，公司参股子公司汇伦生物拟在湖北、江苏、浙江等地

新增投资项目扩产，请问汇伦生物怎么解决目前的资金缺口？汇伦生物的发展

布局如何？

答：鉴于资本市场环境的变化，以及监管政策的变化，经公司综合内外部

因素，并与中介机构等深入沟通和审慎分析，由于引入的战略投资者不能满足

监管的相关要求，公司终止并撤回非公开发行股份事项申报材料。根据相关政

策情况，目前公司预计短期内不会重启非公开发行股份相关事宜。

公司参股子公司汇伦生物具体的融资情况需要由其自行解决，公司目前持

有其 11.34%的股权。汇伦生物定位为高端化学仿制药和创新药的研发、生产和销

售，集中于呼吸系统、消化系统、抗肿瘤、心脑血管等领域，构建了有层次、有特

色的产品体系，将产品市场空间和临床价值等作为产品选择的重要考量指标。



其中，仿制药选取临床价值明确、国内没有或较少厂家仿制、产品市场潜力大的

高价值仿制药和首仿药进行研发；创新药选取临床需求明确、市场空间大、机理

明确的 me-better 药物或 fast follow-on 药物展开研发。在江苏泰州拥有“原料药

+制剂”的全产业链 GMP 生产线，在带量采购政策下，具有一定的成本优势。

同时，正在按照欧盟 EMA、美国 FDA 的 GMP 规范要求进行现有生产线的扩

建，以继续提升产业规模，以规模化获得行业竞争优势。

    问题六、公司控股股东豁免不减持承诺事项已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基于控股股东质押率较高的原因，请问新天生物未来是否存在减持计划？

答：新天生物目前尚未向公司提交减持计划，其是否实施减持尚存在一些

不确定性。若后续存在减持计划，公司将严格按照信息披露要求，督促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

问题七、公司在企业未来发展及投资者关系管理方面将会有哪些举措？

答：公司目前已通过加大市场推广及宣传力度，进一步加强人才引进、培养

等措施，增强公司销售团队综合能力，提高公司产品市场占有率。同时，不断

加强管理水平的提升和研发投入，使公司能够充分发挥独家产品优势，充分展

现公司投资价值。相信公司近期的核心管理及骨干人才引进以及后续进一步加

大研发及市场投入、强化内部预算及目标管理等措施，将会使公司得到一个良

好的发展，更好的回报投资者。

附件清单（如

有）
无。

日  期 2020 年 11 月 17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