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二：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格式

证券代码：002107                  证券简称：沃华医药

山东沃华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编号：2020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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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文字说明其他活动内容）

参与单位

名称及人

员姓名

民生证券 综合金融部 副总经理 蔡宏宇

渤海汇金 私募投资部 高级投资经理 纪纲

渤海人寿保险 资产管理中心 高级研究员 郑森峰

华商基金 研究发展部 行业研究员 庄嘉赟

开源证券 研究所 医药行业研究员 王斌

时间 2020 年 9 月 23 日 14:00
地点 公司会议室

上市公司

接待人员

姓名

副董事长、董事会秘书赵彩霞女士

董事会执行委员会委员董事张戈先生

总裁曾英姿女士

副总裁、财务总监王炯先生

证券事务代表庞静杰女士

投资者关

系活动主

要内容介

绍

第一部分 副董事长、董事会秘书赵彩霞女士介绍公司基本情

况、2019年及 2020年上半年经营情况

1、公司经营情况

2019 年，公司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86,029.05 万元，同比增长

11.09%；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580.15 万元，同比增

长 109.85%。面对严峻的行业形势，公司及时做出针对性调整，在

核心使命、核心价值的指引下，充分依托强大企业文化和强大独家

产品线两大“独门利剑”，坚定执行独家产品“护城河”和“能力

圈”的核心战略，持续强化“四大独家医保支柱产品”营销，全面

推动精细化管理，从“降费用、降成本、增收入、增利润、提效

率、提效果”六个方面入手，开源节流，降本增效，成效显著。 

2020 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48,379.95 万元，同比增长

15.77%；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073.29 万元，同比增

长 190.14%。疫情期间，公司充分发挥多年积累的独家产品的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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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势，迅速抓住国家医保局关于慢性病医保药品“长处方”的政策

机遇，全力推动治疗慢性病的沃华®心可舒片、骨疏康胶囊/颗粒、

荷丹片/胶囊、脑血疏口服液等产品的销售，使上半年销售收入取得

较快增长。同时继续深入推进精细化管理，加快数字化转型，广泛

应用线上推广等营销手段，加速整合线上线下资源，显著降低了营

销费用。采购、生产、财务及人力资源等方面的数字化转型同步推

进，提升了管理效率。 

2020 年 1-9 月份，公司预计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3,496.37 万元-16,091.82 万元，同比增长 160%-210%。一是抓住国

家医保局关于慢性病医保药品“长处方”的政策机遇，实施“增量

倍增”激励政策，集中优势资源推动四大独家医保支柱产品销售收

入实现高速增长；二是继续深入推进精细化管理，加速推进数字化

转型，广泛应用线上推广等营销手段，开源节流，降本增效。

2、四大独家医保支柱产品

沃华®心可舒片是国家医保乙类品种、国家基本药物、国家中

药保护品种。沃华®心可舒片主要优势在于安全性高可长期服用，

以及具有独特的“双心效应”两个方面。首先，沃华®心可舒片为

纯植物组方，符合中医理论中的“君臣佐使”原则，药材均为中医

经典用药，药食同源，多为上品药，不含动物类药材，疗效确切效

果显著，长期用药安全性好。自沃华®心可舒片上市以来，无明显

毒副作用。其次，沃华®心可舒片是唯一具有“双心效应”的独家

专利药，在治疗心血管疾病的同时又可有效缓解患者心慌焦虑、心

烦易怒等不良情绪。研究资料表明，双心患者在心血管门诊患者中

发生率为 40%以上，在因心血管疾病住院的患者中发生率进一步提

高，并且精神心理问题是心血管疾病重要病因和并发症，一旦同时

出现，会降低患者的生活质量并缩短预期寿命。沃华®心可舒片这

一独特作用解决了临床中常见的治疗难题，即得到了中医专家的认

可，同时也得到了西医专家的赞同，成为中、西医专家针对冠心病

合并情绪异常的患者共同的治疗途径。沃华®心可舒片将借力国家

出台的基药占比、慢性病长处方等政策，加大基层医疗机构市场投

入，利用招商代理模式覆盖空白市场，推动销售收入高速增长。

骨疏康胶囊/颗粒作为国内骨科领域唯一的处方药与 OTC（甲

类）“双跨品种”，由于其针对骨质疏松独特“调节骨代谢 促进

骨形成”的治疗原则，以及零售市场慢病管理“黄金单品”的优

势，在等级医院市场和零售市场均有巨大的增长空间。在医院市

场，公司将继续大力开发等级医院，突出中医理论指导下的钙质补

充研究，与化学制剂对照，开展更加深入的临床研究，丰富学术成

果，利用公司专业化临床学术推广模式的优势，实现销售规模的持

续增长。在 OTC零售市场，依托骨疏康的“黄金单品”优势，扩大

连锁药店市场的开发，坚持零售药店和基层医疗机构双终端驱动，

继续加大患者教育活动投入，完善患者管理，提升中医治疗骨质疏

松症的广泛认知，实现骨疏康销售规模的突破增长。

荷丹片/胶囊是可以有效改善糖脂代谢的纯植物调脂药，其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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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浊降脂剂在《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

（2019 年版）》中，去除“△”标识，意味着基本医疗保险参保患

者在门诊、住院统筹账户中均可以使用，产品发展迎来新的契机。

将继续借助预算制专业化临床学术推广模式的优势，与招商模式相

结合，加大市场开发和推广力度。

脑血疏口服液是我国唯一按新药批准上市的脑出血急性期及恢

复早期中成药，是目前医保目录中唯一明确用于脑出血的口服中成

药。公司将重点拓展等级医院终端、加速打造推广样板，加大临床

研究和基础研究投入，进一步增强学术影响力。

综合以上策略、动作，公司坚信 2020 年四大独家医保支柱产品

的销售收入将实现高速增长。

第二部分 问题交流

1、公司是否有制定缩减销售费用的计划，在不影响销售收入

增速的前提下，有效降低销售费用？

公司目前销售费用率已呈现下降趋势，主要是通过精细化管

理、数字化转型等方式调整费用结构、提升费用效率，以及资源共

享、协同增效摊薄固定费用，在销售费用投入更精准的前提下，不

会影响销售收入的高速增长。

首先，公司通过资源共享、协同增效，使得更多的品种搭载到

现有的全终端、全模式的营销体系中，尤其是搭载到预算制专业化

临床学术推广的队伍中，显著提升了营销团队的人员单产和人员效

能，摊薄团队固定成本，从而实现了销售费用率的持续降低。

其次，公司通过数字化转型等方式调整费用结构、提升费用效

率。2020 年的新冠肺炎疫情加速了公司数字化转型，从之前的线下

活动转为线上活动、线上线下结合，降低了营销费用的同时，扩大

活动覆盖面，成效显著。2020 年的新冠肺炎疫情，以及线上诊疗、

线上医保支付等重大政策调整相继到位，为公司加速营销系统数字

化转型创造了有利条件。公司目前统筹推动互联网销售、线上推

广、远程诊断及线上处方等应用，加速营销线上、线下资源整合。

公司生产、采购、财务及人力资源等现有信息化系统加快融合，打

通断点，集约优化，全面提速数字化转型步伐。

最后，公司推行精细化管理，从“降费用、降成本、增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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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利润、提效率、提效果”六个方面入手，开源节流，降本增效，

成效显著。2019 年开始，公司成立各级审核会，董事长及所有高管

人员亲力亲为抓审核，重新评估销售费用对销售收入和利润的贡

献，高效动作要一反三、快速复制，错误和无效动作要决杜绝，降

低了销售费用，提高了费用投入的精准度。

综上所述，未来公司将在销售收入高速增长的前提下，实现销

售费用率的持续降低，提高营业利润率，增强盈利能力。

2、公司预计未来三年增速最快的产品和市场是什么？ 

根据市场前景及发展情况来看，公司预计未来三年增长最快的

为骨疏康OTC 市场。从产品来说，骨疏康作为国内骨科领域唯一的

处方药与 OTC（甲类）“双跨品种”，由于其针对骨质疏松独特

“调节骨代谢 促进骨形成”的治疗原则，以及零售市场慢病管理

“黄金单品”的优势，在等级医院市场和零售市场均有巨大的增长

空间。从团队来说，公司已组建 200余人的 OTC 市场推广队伍，充

分利用地区性营销机构资源，积极开展骨疏康产品推介、学术传

播、患者教育等活动，广泛覆盖各类 OTC终端。

3、公司预计未来销售收入实现高速增长，需要一个更强有力

的营销团队，是否调整了营销团队的激励政策？

是的，公司在营销方面实施了“增量倍增” 计划，充分调动

团队积极性、创造性，营销团队士气高涨，保证完成既定销售目

标。“增量倍增”计划是指营销人员在完成基础业绩目标后，增长

部分可获得加倍奖励；如没有完成基础业绩目标，将面临对等的处

罚。“增量倍增”计划的实施充分调动了营销团队积极性、创造

性，激发潜能。该政策今年效果很好，未开将持续优化，更好的激

励营销团队的积极性，实现更快的增长。

4、目前心可舒主要销售的医院类别是如何分布的？

目前沃华®心可舒片的销售收入主要来源于基层医疗机构，比

例大概为 60%。基层诊疗机构主要是指二级以下医院，包括基层社

区、卫生院、诊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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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分级诊疗政策的推动下，目前在基层医疗机构慢病患者人数

快速增长，沃华®心可舒片作为慢病产品，将继续利用预算制专业

化临床学术推广模式的优势，借助基药占比等政策，推动销售收入

快速增长。

5、脑血疏口服液的主要市场？为何最近几年脑血疏口服液的

销售情况明显改善？

脑血疏口服液是国内唯一获批脑出血急性期和恢复早期中成

药，其主要销售市场为等级医院市场。公司前几年针对脑血疏口服

液的工艺质量、药品四期临床试验、药物经济学评价等方面持续投

入，不断打磨，提升产品学术地位和临床价值。自脑血疏口服液进

入 2017版国家医保目录后，实现了销售收入的高速增长。

公司将继续抓住医保调整的政策窗口，针对脑血疏口服液重点

拓展等级医院终端、加速打造推广样板，加大临床研究和基础研究

投入，进一步增强学术影响力。同时强化与沃华®心可舒片现有市

场、队伍、学术和推广资源的融合，推动销售收入快速增长。

6、公司四大独家医保支柱产品的主要销售模式？以及不同模

式销售收入占比是如何分布的？

目前沃华®心可舒片的销售模式为预算制专业化临床学术推广

模式为主，招商代理模式为辅；骨疏康胶囊/颗粒在临床市场的销售

模式主要为招商代理模式，在 OTC零售市场的销售模式主要是

OTC零售模式；荷丹片/胶囊的销售模式为招商代理为主，预算制

专业化临床学术推广模式为辅；脑血疏口服液的销售模式为招商代

理为主。

目前预算制专业化临床学术推广模式、招商代理模式、OTC零

售模式销售收入占比大约为 5:4:1。

7、2020年上半年，受疫情影响，医院市场药品销售出现了下

滑趋势，公司为何能实现超越行业平均水平的增速？

首先，疫情期间，公司抓住国家医保局关于慢性病医保药品

“长处方”的政策机遇，全力推动治疗慢性病的沃华®心可舒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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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疏康胶囊/颗粒、荷丹片/胶囊、脑血疏口服液等产品的销售。

其次，公司利用预算制专业化临床学术推广模式的优势，通过

线上学术会等灵活的推广方式，实现传统营销数字化转型。随着疫

情放缓，整合线上线下资源，促进销售收入持续增长。

最后，公司通过“增量倍增” 计划充分调动营销团队的积极

性、创造性，团队士气高涨，保证完成既定销售目标。“增量倍

增”计划是指营销人员在完成基础业绩目标后，增长部分可获得加

倍奖励；如没有完成基础业绩目标，将面临对等的处罚。“增量倍

增”计划的实施充分调动了营销团队积极性、创造性，激发潜能。

8、公司有无商誉减值风险？

由于骨疏康胶囊/颗粒、荷丹片/胶囊目前发展情况良好，公司

目前没有商誉减值风险。

9、最近一段时间公司进行了管理层和组织架构的调整，调整

的目的和具体内容是什么？

公司从 2019 年开始进入“厚积薄发、高速增长”的新阶段，业

绩的高速增长对于公司治理提出了新的要求。为了提升公司整体运

营线效率，提升治理水平，为业绩持续高速增长保驾护航，公司修

订了《公司章程》，并对组织架构进行了适配调整。

2020 年 7 月 31 日，新版《公司章程》正式生效，修订后的

《公司章程》确定了公司核心理念和核心战略，董事会职权被强

化，增设董事会执行委员会为董事会常设工作机构等，治理体系向

“董事 会中心主义”迈进。

为落实修订后的《公司章程》，提升公司治理水平，公司对既

有的组织架构进行了相应的适配优化。董事会负责重大决策和战略

管理，执行委员会负责具体部署和组织实施，对日常经营管理活动

作出决策。公司全部工作按照专业化分工原则分为六条专业线，遵

循扁平化管理原则由执行委员会直接领导，具体为经营类——营销

平台、工厂总厂、中药研究院，管理类——财务中心、人事行政中

心、董事会办公室。执行委员会实行集体决策下的分工负责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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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闭会期间由董事长代表执行委员会负责公司全面经营管理工

作。董事长指定两名执行委员会委员分别协调经营类专业线和管理

类专业线的日常工作，被指定的执行委员会委员和专业线负责人是

两类专业线中重大、关键工作的第一责任人。专业线负责人是本专

业线全部工作的第一责任人，每周主持召开议事协调服务会议，充

分讨论、争论、辩论，决定本专业线有关工作的具体执行和细节管

理。

10、中药行业目前支持性政策有哪些？ 

中医药作为我国独特的卫生资源、潜力巨大的经济资源、具有

原创优势的科技资源、优秀的文化资源和重要的生态资源，凭借其

在治疗慢病领域的独特优势，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更加重要的

作用。中医中药有几千年文化的传承，具备深厚的社会文化基础，

受众人群广泛。国家对中医药发展一贯秉持扶持和促进的态度，因

此公司相信，随着政策逐步落地及疫情影响，中医药振兴发展将迎

来新的格局。

2016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

要》，明确提出“坚持中西医并重，传承发展中医药事业”。2017

年 7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正式实施，为继承和弘

扬中医药、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提供了保障。2019 年 10 月 25 日，

全国中医药大会在北京召开，提出中医药要传承精华、守正创新，

吹响了新时代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号角；10 月 26 日，国务院发

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意见》，指

出要健全中医药服务体系，发挥中医药在维护和促进人民健康中的

独特作用，大力推动中药质量提升和产业高质量发展，加强中医药

人才队伍建设，促进中医药传承与开放创新发展，改革完善中医药

管理体制机制，切实把中医药这一祖先留下的宝贵财富继承好、发

展好、利用好。中医药的振兴发展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机遇期，

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患有心脑血管、慢性呼吸系统、骨骼系

统等疾病的人群持续攀升，中医药凭借慢性病领域具有的独特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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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将在慢病预防和康复阶段发挥重要作用，为促进人民健康发挥

积极作用。进入 2020 年，北京、广东、湖北、安徽、江西等省相继

出台并落地支持中医药发展的相关政策，加快中医药的发展建设。

2020 年伊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爆发。虽然疫情对整体经

济形势造成了负面影响，但中医药在抗疫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重新彰显了中医药的独特价值，中医药行业发展迎来新的契机。面

对流行疾病，相对于西医要查清病毒的流行特征、致病机理之后才

能有效干预，中医诊疗着眼于“病的人”而不是“人的病”，调整

致病因子作用于人体后整体功能失调的状态，从而达到及时有效防

治的目的。中医药能够有效缓解症状，能够减少轻型、普通型向重

型发展，能够提高治愈率、降低病亡率，能够促进恢复期人群机体

康复。2020 年 1 月 27 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和国家中医药管理

局组织专家发布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四

版)》，明确提到各有关医疗机构要在医疗救治工作中积极发挥中医

药作用，加强中西医结合，建立中西医联合会诊制度，促进医疗救

治取得良好效果。2020 年 2 月 13 日召开的中央应对新冠肺炎疫情

工作领导小组会议要求强化中西医结合，促进中医药深度介入诊疗

全过程，及时推广有效方药和中成药。3 月 23 日国新办举行的新闻

发布会上指出，全国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中，有 74,187 人使用了中医

药，占比高达 91.5%，其中湖北省有 61,449 人使用了中医药，占比

高达 90.6%。临床疗效观察显示，中医药总有效率达到了 90%以

上。抗疫过程中，中医药通过疗效方面的卓越表现，得到了医疗人

员及公众的充分认可。6 月 2 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的专家学

者卫生健康专题座谈会指出，中西医结合、中西药并用，是这次疫

情防控的一大特点，也是中医药传承精华、守正创新的生动实践。

要加强古典医籍精华的梳理和挖掘，建设一批科研支撑平台，改革

完善中药审评审批机制，促进中药新药研发和产业发展。要加强中

医药服务体系建设，提高中医院应急和救治能力。要强化中医药特

色人才建设，打造一支高水平的国家中医疫病防治队伍。要加强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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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工作的组织领导，推动中西医药相互补充、协调发展。

11、未来是否会有资本运营的动作？倾向于哪种方式？

公司始终专注于中药领域，深耕细分领域，加宽加深“护城

河”。资本运作也将聚焦于中药领域。公司会通过收购产品或收购

企业，借助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制度，择机引进更多有潜力的独家

产品、吸纳人才、降低市场开发成本、迅速提高销售收入和利润，

扩大资源共享、协同增效的空间，为公司长期、健康、高速发展奠

定坚实基础。

附件清单

（如有）

无

日期 2020 年 9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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