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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康弘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编号：201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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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市公司投资者交流会

参与单位名称及

人员姓名
基金公司、证券公司、资产管理公司等

时间 2019年 3月 20日 10:00-11:30

地点 成都市金牛区蜀西路36号公司四楼会议室。

上市公司接待人

员姓名
副总裁、财务总监、董秘：钟建军先生

投资者关系活动

主要内容介绍

本次投资者交流会对公司基本情况进行了介绍，并与投

资者进行了沟通交流如下：

1. 问：公司为国家新一轮医保谈判会做哪些准备？

答：康柏西普眼用注射液（朗沐）目前已进入国家

《2018 基本药物目录》，体现了国家对自主创新产品的重

视。上一轮国家医保谈判的价格有效期将于 2019年 12月 31

日结束，在后续的医保谈判中（如有），公司将通过展示产

品的优势、阐述公司及产品所做的贡献等方面，争取好的结

果。

2.问：公司是否有产品会被列入2019年国家辅助用药目

录？

答：该目录尚未最终发布。

3.问：公司中成药2019年的销售情况会如何？

答：医药行业的各个环节均在发生变化，政策不断调整

和出台，公司也在不断地做出积极调整，2018年公司中成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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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出现下滑，但相信随着不断调整，情况预计在今年上半

年会得到改善。

4. 康柏西普眼用注射液目前的产能情况如何？北京康弘

生物的建设进展情况如何？随着公司各项研发及建设费用的

增加，是否考虑融资？ 

答：公司已于 2017年通过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的

批准，将康柏西普眼用注射液的生物反应器放大至 750L 规

模，目前产能足够供应国内市场的销售和研发试验的需要。

北京康弘生物主要承担的是康柏西普眼用注射液未来国

际市场的供货，其建设进度将与该产品在美国开展临床试验

的进度相匹配，该厂近期将开工建设。公司会根据实际需要

决定是否融资。

5.问：康柏西普眼用注射液美国 III期临床试验进展情

况？费用将如何摊销？美国上市后将采用何种销售方式？ 

答：康柏西普眼用注射液美国 III期临床试验为与阿柏西

普做的非劣效性临床试验；该试验为全球多中心临床试验，

包括北美、欧洲、亚太（含中国）、南美、澳洲的多个临床

试验中心，已入组患者几百例。

美国 III期临床试验的费用将按会计准则进行资本化及摊

销。随着全球多中心临床试验的推进，康柏西普的市场价值

也将逐渐体现出来。海外销售方式还在讨论中，尚未最终确

定。

6.问：公司后期是否还会实施股权激励计划？

答：公司于 2015年上市当年已开展一次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目前该计划前两期已解锁。除限制性股票激励之外，

公司对于不同体系、不同岗位的人员也设置了不同的考核标

准和激励方式；对于超额达成年度目标的人员，公司也有相

应的激励措施。

7. 问：公司在 2017 年报中披露的同房健民、 Wel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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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itute Inc.的诉讼案件进展如何？

答：2018 年 3月 5日，公司收到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送

达的民事起诉状及相关法律文书。有关诉讼案件，2018年度

开了第一次庭，尚在审理中，没有更多信息可供披露。公司

在 2018 年度全额计提了该案的诉讼标的，将近 8000万元人

民币，公司出于审慎做了计提，不代表公司对诉讼结果的推

测。

8.问：带量采购对公司化学药销售情况的影响？

答：带量采购对所有的化学仿制药都会带来巨大的影

响，公司会通过充分展示产品特色等，争取议价优势。

9.问：公司对外合作的开展情况？

答：公司企划工作由常务副总裁柯潇先生分管，有完整

的团队在具体运作，通过参加国际学术会议等方式，积极了

解公司核心治疗领域（眼科、脑科、肿瘤等）目前全球最新

的研发趋势，寻找相关项目，不断丰富公司产品管线。

10.问：公司推广渠道下沉情况如何？

答：公司在产品推广过程中做了大量的培训工作：首先

是指导医生如何检查和使用药物治疗这一疾病；另一方面是

告诉患者这一疾病的情况和可以得到的相关治疗。后续公司

将持续在推进这两项工作，开拓更多的空白市场。

11. 问：公司未来的研发重点和产品线规划是怎样的？

答：公司将继续坚持以临床需求为导向，以重点技术领

域为根基、以核心治疗领域为主线丰富具有康弘特色的系列

产品管线的基础上，依据近年来国家在医药行业中推行的诸

多已经和即将发生的法律法规上的一系列重大的改革和变化

为契机，在眼科、脑科等核心治疗领域上除继续加强已上市

产品的医学和药学的各类再研究，持续不断地提升产品技术

和产品品质，加快拟上市产品的各项研究外还将加大在上述

核心治疗领域中国外已上市而国内未上市的优秀品种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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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的引入和注册。

生物药方面，康柏西普眼用注射液（商品名：朗沐）于

2018 年 5月正式启动在欧美开展的国际多中心Ⅲ期临床研

究。康柏西普目前国内获批的两个适应症为湿性年龄相关性

黄斑变性（wAMD）与继发于病理性近视的脉络膜新生血管

（pmCNV）引起的视力损伤。糖尿病黄斑水肿(DME) 已经完成

临床试验，该适应症的注册申请已经由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

理总局受理，并正在审评中。视网膜静脉阻塞（RVO）目前处

于临床Ⅲ期阶段，相关研究正按计划推进。此外，公司申请

用于治疗外伤、化学烧伤、角膜移植术后诱发的新生血管的

KH906滴眼液，是公司自主研发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I类生

物创新药物，已获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下发的《药物

临床试验批件》，目前已有病人入组。治疗结直肠及其他器

官肿瘤且拥有国际发明专利的 I类生物新药 KH903 已进入临

床Ⅱ期。还有拥有国际专利的治疗性肿瘤疫苗 1类生物新药

KH901 也处于临床Ⅱ期。中成药方面，公司申请用于治疗阿

尔茨海默症（Alzheimers disease, AD）的新药 KH110（五

加益智颗粒）已获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下发的《药物

临床试验批件》。化学药方面，公司有多个产品已获国家食

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下发的《药物临床试验批件》。公司将

根据自身实际情况来计划和安排，逐步推进各项研究工作。

12. 问：IOPtiMate™产品销售情况如何？

答：公司投资以色列 IOPtima公司并获得 IOPtiMate™产

品在中国区的独家经销权，拓展了公司眼科产品线，为中国

青光眼患者带来更有效的创新解决方案。IOPtiMate™产品已

在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多个国家获得上市许可，但其还是个

新产品，全球拓展还需要一定时间。

13. 问：鼎晖系的减持情况？ 

答：鼎晖系将合法合规地继续减持。公司将根据《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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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

细则》等相关规定披露减持的进展与实施情况。详细的信息

可查阅公司发布在巨潮资讯网上的相关公告。

附件清单（如

有）

无

日期 2019年 3月 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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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参与人员列表

序号 公司名称 姓名

1 鼎峰资产 周济海

2 瀚伦投资 刘旸

3 富国基金 娄圣睿

4 华安财保资管 房晓

5 上海汇利资产 钱希撼

6 广发证券 杨正

7 诺安基金 周冬

8 平安证券 张庆

9 平安基金 李化松

10 中银国际 张威亚

11 基石资本 朱筱珊

12 信达证券 乔林建

13 信达证券 孟阳

14 彤源投资 谷玺

15 生命人寿 谭平

16 海富通基金 徐斌

17 昭图投资 赵小小

18 安信基金 陈卫国

19 安信证券 盛丽华

20 敦和资管 吴来迪

21 宝盈基金 李进

22 金元顺安 刘梦扬

23 银叶投资 秦怀宝

24 国泰基金 姜英

25 太平资产 张弘

26 普尔投资 马国庆

27 普尔投资 邱武诚

28 华商基金 高兵

29 渤海人寿 赵东宇

30 光大资管 张宇初

31 东方阿尔法 杨梦朝

32 前海人寿 吴伟

33 兴业证券 杜向阳

34 兴业证券 杨英

35 兴业证券 张佳博

36 兴业证券 徐佳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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