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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华森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编号：2018-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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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研究员，金红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研究员，邹翠利 

时间 2018年 9月 7日 

地点 公司 3 楼会议室 

上市公司接待人姓名 

董事会秘书：游雪丹 

证券事务代表：葛磊 

证券事务主管：王念頔 

 

 

 

 

 

 

 

投资者关系活动 

主要内容介绍 

一、签署《承诺书》。 

二、采取问答方式，由董事会秘书游雪丹女士负责回答： 

1.公司现有产品中中西药的销售收入比例？ 

答：公司主要从事化学药、中成药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业

务，自设立以来主营业务未发生重大变化。多年来公司在消化

系统、精神神经系统、耳鼻喉科等重点治疗领域深度耕耘，形

成中西药优势互补的发展态势和独具特色的系列产品布局。 

公司“中西并重”的产品策略比较稳定，中成药与化学药

销售收入分别占公司销售收入近乎各占一半，化学药产品所占

比重逐年有一定幅度的增加。 

2.化药一致性评价进展？ 

答：今年上半年，公司一致性评价工作取得里程碑式进展，

公司全国基药 289目录品种长松（聚乙二醇 4000 散）成为全国

第一个报入 CDE中心的聚乙二醇 4000散品种，目前处于一致性

评价审评队列。2018年 6月 7日，上海阳光医药采购网发布的



《上海市医疗机构第三批集中带量招标采购拟中标结果公告》

显示长松（聚乙二醇 4000 散）入围，成为唯一一家入围上海市

集中带量招标采购的聚乙二醇 4000散生产厂家。目前公司亦在

积极推进其他重点品种的固体口服制剂仿制药一致性评价工

作，并且已经开始准备注射剂一致性评价的相关工作。 

3.公司主要产品的招标情况进展？ 

答：公司销售网络遍布全国 31个省、市及自治区，重点产

品在全国大部分省市均有中标，截至目前主要产品具体中标情

况如下： 

序号 产品名称 中标省（省级市） 

全国中标

省（省级

市）数量 

1 
威地美（铝

碳酸镁片） 

重庆、浙江、云南、天津、四川、上海、

陕西、山西、宁夏、辽宁、江西、吉林、

湖北、黑龙江、河南、河北、海南、广西、

广东、甘肃、北京、湖南、山东、安徽、

新疆、贵州、内蒙古 

27 

2 
甘 桔 冰 梅

片 

重庆、云南、天津、四川、上海、陕西、

山西、山东、宁夏、辽宁、江西、吉林、

湖北、黑龙江、河南、河北、海南、广西、

广东、甘肃、北京、湖南、安徽、内蒙古、

贵州、江苏、新疆 

27 

3 

长松（聚乙

二醇 4000

散） 

重庆、浙江、云南、天津、四川、上海、

山西、山东、宁夏、辽宁、江西、吉林、

湖北、黑龙江、河南、河北、海南、广西、

广东、甘肃、陕西、北京、福建、青海、

湖南、安徽、内蒙古、贵州、新疆 

29 

4 
都 梁 软 胶

囊 

重庆、浙江、云南、天津、四川、上海、

陕西、山西、山东、宁夏、辽宁、江西、

吉林、湖北、黑龙江、河南、河北、广西、

广东、甘肃、北京、福建、湖南、安徽、

内蒙古、贵州、江苏、新疆 

28 

5 
痛 泻 宁 颗

粒 

重庆、云南、天津、四川、上海、山西、

山东、宁夏、辽宁、江西、吉林、湖北、

黑龙江、河南、河北、广西、广东、甘肃、

湖南、贵州、江苏、新疆 

22 

4.公司的主要产品应用于慢性疾病较多，需求每年比较稳

定，公司未来的主要利润增长点在哪里？公司的潜力产品最有

前景的是哪个？ 



答：公司主要围绕三大优势领域（消化、神经、耳鼻喉）

的“常见病”、“多发病”和“慢性病”进行布局，主要以疗效

确切、患者依从性高的产品为主。公司未来利润增长点主要集

中在如下几个方面： 

（1）一致性评价产品替代原研趋势明确； 

2018年 6月 7日，上海阳光医药采购网发布的《上海市医

疗机构第三批集中带量招标采购拟中标结果公告》显示长松（聚

乙二醇 4000散）入围，成为唯一一家入围上海市集中带量招标

采购的聚乙二醇 4000 散生产厂家。上海市在本次带量采购药品

目录的遴选原则上坚持遵循国家药品采购“质量优先，价格合

理”的政策导向，紧跟一致性评价政策步伐，以带量采购的方

式优先采购原研、参比制剂或通过一致性评价等的品种。目前

公司产品“长松（聚乙二醇 4000 散）”在一致性评价评审中走

在前列，这次长松（聚乙二醇 4000散）入围上海市医疗机构第

三批集中带量招标采购体现了公司产品高性价比的特性，也侧

面印证了目前优质国产仿制药企业正在对原研药发起价格冲击

的国产仿制药优势，替代原研的逻辑。 

2018年 8月 3日，国家医保局药品集中采购试点座谈会在

北京召开，全国多省市药品招标采购行政部门参会。会议的重

点是，讨论如何以通过一致性评价的仿制药替代原研药，从而

推动药价的下降。根据相应规定，如果国家医保局的政策落地，

意味着全国 70%的市场份额或将由前 3 家通过一致性评价的本

土药企分享。 

2018年 9月 4日，上海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官网发布《关

于印发<上海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深化“放管服”改革优

化行政审批的实施意见>的通知》，在清单第 9项“药品再注册”

时，明确“加强对再注册药品的事中事后监管”、“对国家基本

药物目录中口服制剂未通过一致性评价的不予再注册”、“对国

家基本药物中口服固体制剂不符合要求的药品予以淘汰”。 

通过近段时间国家、地方发布的各类政策性文件，可以预



见，国产仿制药正在一步步走向规范市场、严控质量、创造品

牌的道路，而各地方也在医药招采的环节，追求药品质量和高

性价比。相信经过仿制药一致性评价锤炼后的国产仿制药，相

比原研药品更具性价比优势，在未来各地招标过程，质优、性

价比高的国产仿制药更能脱颖而出受到公立医院采购平台的青

睐。目前公司正聚焦资源开展公司重点口服固体制剂的一致性

评价工作，并且已经开始着手布局部分重点注射剂的一致性评

价工作。长期来看，公司品种通过一致性评价之后将有利于公

司发展。 

（2）拓宽销售渠道，深挖市场潜能 

公司坚持以公立医院为主战场，积极拓展民营医院、基层

医疗机构、零售连锁药房以及电商平台协同发展，共享通路资

源，进一步扩大市场网络。截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公司的公立

医疗机构客户有 4000 余家，其中二级以上公立医院终端客户

3200余家，拥有基层医疗机终端客户 800余家。在 KA零售（大

型医药零售终端）渠道建设方面，2018年公司与全国 KA百强连

锁开展了广泛而深入的合作，客户包含大参林、一心堂、桐君

阁、成大方圆、贵州一树大药房等，公司 20余年公立医院学术

推广的积累为带动 KA 零售连锁终端放量打下了铺垫。 

虽然公立医院终端客户与基层医疗机构终端客户分别有不

同程度的增长，但是公司还有较大的市场空间可以拓展。未来

随着通过一致性评价的成熟产品的市场推进，新的储备产品通

过现有渠道及销售队伍的快速导入，也将成为未来业绩的驱动

因素。 

（3）产品结构优化，储备品种上市 

公司于 2016 年取得 16 个冻干粉针剂型产品进一步丰富了

公司过去以口服固体制剂为主的产品结构。在今年，冻干粉针

剂型的销售收入基数较小，但是值得肯定的是市场导入已经开

始有一定的成效。基于公司20多年在相关用药领域累积的基础，

未来也会继续加强冻干粉针的推广。 



围绕公司战略及研发策略，2018 上半年公司按现行一致性

评价的相关要求进一步推进雷沙吉兰（精神神经系统用药领域-

帕金森病）项目的相关研究工作，若未来产品上市，将夯实公

司在精神神经系统用药领域的市场地位。2018 年 6月，公司与

百奥药业签约合作开发奥美拉唑碳酸氢钠胶囊按一致性评价有

关要求开展研究工作，该产品已经于 2018 年 7 月 13 日报入国

家 CDE 中心申请产品生产批件，并于 2018 年 7 月 26 日获得国

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受理通知书，这预示着公司核心优势领域—

消化系统用药领域将很有可能再添储备品种。这两种药分别又

是处于公司的三大优势领域之一的药品，分别是精神神经系统

用药领域以及消化系统用药领域，凭借公司多年来在市场上累

积的知识与资源，相信快速导入市场可能性较大。 

多年来公司在消化系统、精神神经系统、耳鼻喉科等重点

治疗领域深度耕耘，形成中西药优势互补的发展态势和独具特

色的系列产品布局。公司主要产品在公司持续的创新投入下不

断丰富，产品梯队及续航能力建设良好，拳头明星产品阵营建

设初步形成。以威地美（铝碳酸镁片）、长松（聚乙二醇 4000

散）、痛泻宁颗粒、都梁软胶囊以及甘桔冰梅片为首的拳头明星

产品已逐步成长为各自细分领域的权重产品。威地美（铝碳酸

镁片）、都梁软胶囊和甘桔冰梅片作为公司成熟产品，继续保持

稳定增长的态势。冻干粉针剂型重点产品注射用甲磺酸加贝酯、

注射用奥美拉唑钠在 2018 年上半年均实现不错的销售。特色潜

力品种胆舒软胶囊、八味芪龙颗粒、六味安神胶囊、上清片等

亦保持了良好的发展态势，在研项目品种雷沙吉兰片及奥美拉

唑碳酸氢钠胶囊均围绕公司优势领域亦有不错的市场空间。公

司产品各有特色，应都具有一定的潜力。 

5.公司研发产品注册进展？研发人员及研发投入？ 

答：公司产品注册进展顺利，目前重点项目为重点固体制

剂及注射剂的一致性评价工作、雷沙吉兰片的研究工作以及奥

美拉唑碳酸氢钠胶囊的相关工作。 



2017年底，公司拥有研发人员 112名，占比 11.46%，研发

人员数量及占比均呈逐年上升的态势。2018 年上半年，公司研

发投入 5,974,878.02 元，占营收比例为 1.69%。比重有所下降，

主要原因是 2016 年度公司全部完成了由外部转让获得的 16 个

药品注药品注册批件的大部分批件转让工作，相关费按照公司

会计政策全部用计入资本化支出；2017 年，公司完成余下两个

药品生产批件的转让，开发支出大幅减少；2018 年上半年无资

本化研发投入，故导致开发支出减少，研发投入比重下降。 

6.公司的可转债发行进展？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答：公司可转债的《发行预案》已于 2018 年 8 月 16 日进

行了公告，并于 2018 年 8月 31日通过了股东大会决议。 

本次公司发行不超过 3 亿元（含 3 亿元）的可转换公司债

券，将全部投入公司“第五期新建 GMP生产基地项目”。 

附件清单（如有） 无 

日期 2018年 9月 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