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成都康华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股票简称：康华生物 证券代码：300841 编号：202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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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与人员姓名及单位名称

1、中泰证券 江琦

2、中泰证券 赵磊

3、国泰基金 杨钟男

4、富国基金 娄圣睿

5、农银汇理基金 赵伟

6、华安基金 裘倩倩

7、易方达基金 许征

8、华宝基金 杨钊

9、富国基金 姜恩铸

10、东方证券 李峰

时间 2020 年 7 月 9 日（星期四）10:00

地点 成都康华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三楼会议室

公司接待人员姓名

董事、总经理：王清瀚

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兼财务总监：唐名太

投资者关系活动主要内容介绍 详见会议纪要

日期 2020 年 7 月 9 日（星期四）



成都康华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接待机构投资者调研活动的会议纪要

编号：2020-002

1、200 万支技改的具体进度、以及投放后的爬坡节奏如何？实际技改效果能达

到 500 万支总产能吗？

答：公司病毒性疫苗二车间 GMP 认证处于 GMP 现场检查及回复阶段，完成 GMP

认证后公司会根据信披要求披露相关信息，病毒性疫苗二车间运作机制与病毒性

疫苗一车间相同，完成 GMP 认证后，进入正常的生产。病毒性疫苗二车间 GMP

认证不会对每年 300 万支狂犬病疫苗产能的病毒性疫苗一车间及分包装车间的

生产产生影响，完成病毒性疫苗二车间技改后能增加公司冻干人用狂犬病疫苗

（人二倍体细胞）200 万支产能。

2、在二倍体狂犬工艺开发中，为什么历史上选择做了 300 万支（100L 罐子），

现在在研发新的 500L 罐子的工艺。2014 年获批上市后，在几年之内的批签发量

都相对低、100 万支量级，2018 年一举突破到 200 万支量级，原因是？

答：受种者对公司冻干人用狂犬病疫苗（人二倍体细胞）的认知需要一个过程，

生产安排亦是结合销售预期进行，公司冻干人用狂犬病疫苗（人二倍体细胞）从

2014 年上市以来，前期处于市场开拓期，销售规模相对较小，随着市场认可度

的提升，尤其是 2018 年间，公司冻干人用狂犬病疫苗（人二倍体细胞）需求逐

步放大，销售规模实现较快增长，在生产能力未饱和条件下，公司根据销售情况

安排生产，所以产量在 2018 年较 2017 年提升较大。

3、狂犬病毒疫苗生物反应器微载体规模化培养技术的难度和壁垒，公司的技术

储备水平？和康泰、成大等企业相比优势？

答：技术难度和壁垒：人二倍体细胞对狂犬病病毒的敏感性不强，病毒表达水平

较温和，采用常规的微球式微载体培养的细胞一直处于搅拌的动态环境下，细胞

感染病毒后易发生细胞脱落，导致病毒产量存在一定的损耗。

技术储备：“100L 大体积生物反应器微载体规模化培养、扩增人二倍体细

胞”技术为公司自主研发，公司已获取发明专利《一种人用二倍体细胞狂犬灭活

疫苗及其制备方法》（专利申请号：200910155068.6）。该技术充分克服大体积

生物反应器微载体规模化培养人二倍体细胞在细胞种子从前期培养到后期大罐

培养的放大工艺控制及相关技术、PH、搅拌转速、溶氧等方面存在的技术难关；

提高了病毒产量和收率。

技术优势：公司冻干人用狂犬病疫苗（人二倍体细胞）生产采用大体积生物

反应器微载体规模化培养、扩增人二倍体细胞技术，其技术优势包括以下几个方

面：首先，人二倍体细胞微载体规模化培养采用先进的生产工艺生产出安全、有



效、稳定、起效快的人二倍体细胞狂犬疫苗；其次，采用微载体生物反应器大规

模培养，自动化程度高，全密闭培养，污染风险小，产品重现性好，产品质量均

一稳定，副作用小，不良反应低；最后，采用微载体生物反应器大规模培养技术，

可以连续获得更多的单位体积内有效抗原，通过精确控制纯化参数，杂蛋白去除

率高达 99%，产品纯度更高，抗体水平高，从而保证了产品最终效价，免疫效果

好。

产品优势：公司冻干人用狂犬病疫苗（人二倍体细胞）采用人二倍体细胞

（MRC-5 细胞）为细胞基质培养狂犬病病毒，无动物源细胞 DNA 残留和蛋白残留

导致的潜在风险；免疫原性好，起效速率快；安全性好；免疫持续时间长。

4、IPO 募资的 600 万支二倍体狂犬厂房（温江项目）的具体建设进度和投产节

点，未来的产能爬坡节奏？

答：温江疫苗生产基地一期及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处于基础建设阶段，项目建设期

预计 3年，投产情况视基础建设情况、生产线调试情况、及行业主管部门的监管

政策和要求而定。

5、2018 年长生事件之后国内狂犬疫苗行业的变化？虽然没有看到明确文件，但

确实很多厂家减产停产。后续是否可能出现对现有 Vero 细胞狂苗进一步提升工

艺要求，使得总批签发量减少，带来竞争格局优化？

答：国内狂犬病疫苗属于刚性疫苗，近年来，国内人用狂犬病疫苗每年的批签发

总数量维持在 6,000-8,000 万支，即 1,200-1,600 万人份，整体批签发量基数较

大。根据中检院、安信证券研究中心数据，冻干人用狂犬病疫苗（Vero 细胞）

以销售额 38.81 亿元位列 2017 年国内前 20 大产值疫苗品种榜首，作为全球人用

狂犬病疫苗的产能大国和使用大国，狂犬病疫苗产值遥遥领先其他疫苗使用市场。

同时，随着人们饲养宠物习惯的逐渐兴起，我国宠物数量呈逐年增长趋势（根据

中国产业信息网数据，2017 年度，我国宠物数量由 2010 年的 9,691 万只大幅增

加至 1.68 亿只），未来随宠物市场规模的扩大、暴露前免疫知识的普及，人用

狂犬病疫苗仍有需求增长的空间。

目前，Vero 细胞培养狂犬病病毒技术仍为狂犬病疫苗主流的生产技术，Vero

细胞具有细胞质量可有效控制、可使用生物反应器大规模生产从而减少外源因子

污染风险及疫苗生产成本低等方面的优点，因而国内 Vero 细胞狂犬病疫苗市场

份额较高。在宠物规模扩大、民众疫苗使用安全意识增强、国内疫苗产品研发和

生产水平提高、人均收入增加以及相关有利政策等因素的促进下，民众对安全性

更高、免疫原性更好的新型疫苗的需求日益增加。人二倍体细胞狂犬病疫苗以其

采用人二倍体细胞为细胞基质培养狂犬病病毒等的差异化优势，对 Vero 细胞狂

犬病疫苗形成的补充空间较大。

6、过去受二倍体狂苗批签发较少的影响，公司 2019 年披露 54 人的销售队伍，

覆盖约 31 个省份的 1300 个区县接种点。后续随着产能逐步提升，公司对于销

售队伍、接种点覆盖数、学术推广策略的规划？ 销售费用率后续的趋势？



答： 公司未来将通过精细化扩编自有营销团队、建设营销信息化系统、下沉营

销渠道、加强终端建设等继续推进营销网络的建设，未来 3-5 年，公司力争接种

网点扩张到 3,000 家以上，占全国总计 3万多家接种网点的比例不低于 10%。未

来公司会根据市场情况安排市场投入，公司会根据相关法规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销售费用率后续情况敬请关注公司公告。

7、二倍体狂犬疫苗的长期市场空间？（近年来狂犬总市场大概 6000-8000 万支）

公司和其他在研二倍体狂犬厂家的产能及销售规划，大概总量接近 4000 万支体

量、覆盖 50%市场？

答：目前国内狂犬病疫苗年使用量巨大，尤其目前国家药监部门对于疫苗的质量

及安全性不断加强监管的背景下，人用狂犬病疫苗（人二倍体细胞）采用人二倍

体细胞为基质培养狂犬病病毒，接种后可产生可靠的免疫应答，产生高滴度的中

和抗体，无严重的不良反应，是目前国内传统狂犬病疫苗的有力补充。随着接种

者，尤其是孕妇、儿童、过敏体质人群等对疫苗使用的安全意识和要求不断提升，

公司预计人二倍体细胞狂犬病疫苗的需求将持续增长。

8、海外人用狂犬疫苗相对小，宠物疫苗接种覆盖率高？公司对长期人用狂苗市

场是否可能接近海外市场，如何看？投资收购 10%广西一曜生物科技股权，是否

存在这方面考虑？

答： 狂犬病疫苗是唯一用来控制和预防狂犬病的制剂，主要用于咬伤暴露后接

种，属于刚需疫苗。由于感染狂犬病毒发病后的死亡率几乎接近 100%，因此在

被狂犬或其他动物咬伤后，出于谨慎性考虑，人们大多会选择立即接种狂犬病疫

苗。而且，人们饲养宠物习惯的逐渐兴起，我国宠物数量呈逐年增长趋势，未来

随宠物市场规模的扩大、暴露前免疫知识的普及，人用狂犬病疫苗仍有需求增长

的空间。除非行业环境等因素发生重大变化，否则人用狂犬病疫苗仍将保持较大

的使用量。

公司收购 10%广西一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股权，获得其“狂犬病灭活疫苗

（PV/BHK-21 株）”产品满足上市销售条件后的独家代理销售权，目的在于优化

公司业务结构，进而跻身兽用狂犬病疫苗行业并于完善公司在狂犬病防治领域的

战略布局，从而在未来提高公司竞争力、增加盈利来源。

9、除现有核心品种二倍体狂苗以外，在研管线 4 个临床前项目未来的研发

节奏规划？是否在管线上有一些新的设想？

答：公司将一直合理利用科研平台，集聚高端人才和专家智力成果，积极引进有

丰富研发经验的疫苗领域专家，引进国内病毒、细胞、生产工艺等方面的技术人

才，不断加强研发队伍建设；公司将遵循“产品升级换代”、“填补国内空白”

的研发战略，以市场为导向，不断进行产品创新与新工艺创新，保持在特定领域

的技术优势。公司在研项目处于正常研发过程中，具体研发项目进展情况公司会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10、如何看待《疫苗管理法》后续对行业的影响？疫苗行业后续的政策趋势？

答：《疫苗管理法》与近年已经实施关于疫苗管理相关的法律、法规内容相一致，

目的在于从法律层面有效保障公众用药安全、鼓励研制创新、坚持全程管控、严

惩重处违法。《疫苗管理法》的提出，在疫苗生产企业的资格准入、疫苗注册及

生产、流通等方面提出更高要求，从根本上有利于行业的良性发展。

疫苗行业是生物医药行业重要的子行业，也是我国大力发展与扶持的行业，

相关部门制定了《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 年）》、《“十

三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等政策文件，在科研立项、经费补助、新

药审批、技术改造投资等方面给予疫苗行业大力支持，鼓励开展基础性研究和开

发共性、关键性以及前沿性重大医药研发课题，支持企业加强技术中心建设，通

过产学研整合技术资源，推动企业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在政策支持力度不断加

大及监管趋严的态势下，我国疫苗行业发展将处于健康、良好发展态势。

11、实控人王总及奥康集团在公司层面主要负责？蔡总目前作为公司顾问主要

负责什么？现有研发团队及临床团队介绍？

答：实控人王振滔先生在公司履行董事长职责，在公司层面主要进行总体战略的

决策；蔡勇目前担任公司顾问的职务，可为公司将来发展及产品布局继续提供建

设性意见。

公司现有产品核心技术人员包括:李声友、陈怀恭、侯文礼、杨刚强、赵志

鹏，相关人员具体情况详见公司已披露的招股说明书；另外，公司也在不断从国

内外引进优秀、高水平的研发人才，扩建公司研发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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