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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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者电话交流会）

参与单位名称及

人员姓名

中信证券 陈竹

合撰资产 李泽源

华夏基金 李平祝

嘉实基金 颜媛

泰康资产 王晓锋

医疗健康行业组 刘方

国投瑞银 马少章

南土资管 任毅

兴业全球基金 朱璘 陈锦泉

趣时资产 罗会礼

国泰基金 程洲

华安基金 裘倩倩 沈睦钧

观富资产 张昊

泰信基金 徐慕浩

金鹰基金 崔晨

财通证券资管 朱晨

农银汇理基金 颜伟鹏

时间 2019 年 3 月 10 日

地点 电话交流会

上市公司接待人

员姓名

董事长总经理 祝方猛

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 周玉旺

董事长助理 韦平平

财务总监 张进辉

证券事务代表 楼云娜

投资者关系活动

主要内容介绍

祝总：

2018 年公司变化：



①坚持战略定力，建立 3个事业部，“做强原料，做强 CDMO，做

优制剂”；②加快整合管理，人员架构、企业文化、KPI 考核调整。

经营结果：

2018 年营收增长 15%左右，净利润 45%左右，符合预期。

1.去年 API 行业在价格走势及 2019 年价格变化如何？

答：API 行业变化从 2016、2017 年已经有了变化趋势，核心来自

国家供给侧改革，一方面是环保，一方面是质量。环保上，近几年一

直在收紧，特别是 2017-2018 年，不规范的小企业基本都要停产减产，

行业产能收缩很明显。质量上，从华海事件可以看出，要求越来越高。

仿制药一致性评价后，原料药管理从文号管理变成 DMF 管理，API 从标

准化变成非标准化产品（仿制药则是从非标准化变成标准化），对原

料药行业是重要的改变，原料药在整个产业链的地位开始提升，未来

将是高环保高质量、高研发投入的一个行业，壁垒大幅提升。

CDMO 与原料药类似又有区别。行业保持稳健增长，创新药公司越

来越多项目转移出来。但不是每个公司都能做 CDMO。公司 3年以前 CDMO

业务是以起始原料+注册中间体为主，通过近年的换档升级，逐步转变

为以注册中间体+原料药为主，因为只有做 API 才能更稳定，具备更高

附加值。CDMO 的销售额增幅不太大，但质的变化很大。

2.缬沙坦事件对公司是否有影响？行业提价但原料药的毛利率下

降是为什么？

答：缬沙坦事件影响很小，对我们的销售没有太大影响。毛利率

①因为汇兑损益下降 1 个点，②CDMO 业务毛利有所下降，自有原料药

中间体毛利率都是上升的。原因在于，原料药 2018 年涨价明显，但公

司很多订单期限较长，对 API 的价格往往会订 5 年，后续不能更变，

公司提供的产品的价格相对稳定。因此公司毛利率受损，2018 年可能

受损 7-8 个点。2017-2018 的涨价主要是环保政策突然收紧造成供应中

断，后续会逐渐向合理价格回归，不会像近两年这么剧烈。长期来看，



客户最终会消化涨价，使毛利率稳健地上升。

3.制剂业务全年是否已完成了低开转高开？仿制药带量采购、一

致性评价后，重点品种的进展有怎样的预期？

答：①2018 年与 2017 相比，制剂的量有一定下降，是因为头孢

克肟分散片与颗粒剂以前销售的是其他公司的，2018 年销售的是自己

的，另外，2018 年公司剥离了医药流通企业的 1.5 亿的销售额。因此

销售上有一定差异。由于其他临床产品增长，加起来整体销售差异不

大。②公司基本全部完成低开转高开，目前制剂业务十多亿销售，一

半自己的临床产品已完成低开转高开，一半是第三终端的。③一致性

评价已经报了 2个品种，大概率今年内会批下来，今年会再报 2-4 个。

目前一致性评价的热情在 4+7 后大幅下降，但一致性评价依然是质量

的体现，或许几年后政策有变化，公司一定会做，但现在抢快意义不

是很大。

4.海外制剂品种对公司营收利润的贡献预期大约如何？

答：关于正在申报的品种，原计划年底获批，由于报了两个规格

但只做了一个 BE，FDA 要求公司改一下再提交。本来可以只批 1 个规

格但公司不希望只批 1 个，因此耽误几个月时间。目前所有的制剂品

种，研发的要求是全部能够全球销售。制剂一部分产品是公司有原料

药中间体优势的品种，未来几年要全部转化成自己的制剂，形成一体

化优势；另一部分是相对难度大的高端缓控释等。关于海外出口转内

销，今年可能会形成小额销售但不会很大，明年开始会有明显销售。

至少会有 2个品种形成销售。

5.安徽生物未来亏损幅度能否缩减？

答：安徽生物 2017 年亏损 1亿 500 万，2018 年亏损 8000 万，预

计逐年减亏 2000 万。亏损减少是因为 2018 年已经有一个自有产品生

产，2019 年 CDMO 产品预计从 5-6 月份生产商业化供应。安徽生物减亏

较慢并不是环保的问题，因为都是发酵的产品，并非化学合成。一方



面 CDMO 项目主要是注册上的问题慢一些；另一方面自有产品是兽药的，

而兽药此前不太景气，销售有影响。二季度后会逐步恢复。

6.CDMO 有没有开展国内业务？MAH 制度在国内发展后做得如何？

答：公司 BD 分了一个小组专门做国内的项目，目前有 2 个项目已

经开展小规模生产，更多项目正在评价中，国内许多创新药公司没有

API 及中间体的生产能力。

7.研发人员的配置能否跟上？有没有扩张计划？

答：要做 CDMO，首先就是研发能力问题。公司 2018 年在上海建

了 CDMO 研发团队后共有 2 个研发团队。上海团队组建后 20 人左右，

今年会扩大到 50 人。横店团队此前 40 人，今年会扩张到 80 人。招人

并没有那么难，生物发酵人才相对难找一点，但也还正常。

8.能否就杭州研发中心的落地预期与定位做一下介绍？

答：设立事业部时，计划把研发团队分开到事业部。目前已经有

了上海横店的两个，制剂方面的研究院转移到杭州是为仿制药/创新药

研发做服务，其中创新药主要涉及临床 CMC。这个事项去年公告，今年

1月份已经开始了运行。人员接近 100 人，后续也会有较快扩充。

此外横店的原料药团队事业部设立了一个技术中心，分化学/生物

/工程的技术中心。全公司研发人员接近 400 人，并且会有较快增加。

医药制造行业要由科技推动，效率作为抓手。目前只有做不完的项目，

不愁没项目做，关键在于如何做好。此外中美贸易问题后专利保护也

越来越加强，对行业形成利好。

9.管理费用率的下降主要由于什么原因？

答：①主要由于整合管理，机构重叠人员大幅减少带来效率提升，

总共减少了 600 人，其中 100 多人是干部。②管理上 2018 年分块管理，

费用控制上偏紧。

10.研发费用 2.7 个亿，大概投向如何？公司新药索法地尔占到多



少？

答：研发支出里 API 和 CDMO 加起来占一半，制剂占一半。未来制

剂会上升更快一点。索法地尔项目临床前到二期共花了 3000 多万，目

前正在做数据整理，4-5 月统计结果会出来，随后根据数据与临床价值

决定三期的推进。公司预计三期的投入在 8000 万，三期可能要 2 年进

程。

11.索法地尔项目的权益如何分配？销售额是否能够估算？

答：公司有中国的权益，海外权益都是韩国的。现在销售预测较

难，参照恩必普去年的销售情况，再按照临床前的效果，二期三期如

果有较好效果，销售还是比较乐观的。

12.猪瘟带来的影响对兽药有多大？

答：非洲猪瘟后，猪的存栏量少了 20-30%，7 亿头少了 2 亿头左

右。公司兽药很大程度是海外的 CDMO，这部分基本不受影响。公司国

内产品在市场上定价能力较强，影响不大，随着补栏量上升，预测 2

季度价格会回到正常情况。兽药有其优越性，的 API 产品稳定性远强

于人用药，往往几十年变动不大。

13.CDMO 业务公司与客户签订的长期订单价格能否根据原材料价

格波动而变化？

答：不同客户需求不同，有的订单要求签固定价格，有的订单要

求原材料变动±10%时再去调整价格。2017-2018 年的情况比较罕见，

正常情况成本上往往是下降的。

14.公司今年三块业务的发展重心在哪里？

答：①自有 API 有较大发展空间，在做战略细化的工作，过去这

块很大投入在于补短板；②今年开始

CDMO 提质换挡已经基本结束，将迎来大发展；③制剂方面主要把

中间体原料药一体化的优势产品转化成制剂，4+7 后有一定战略调整，



不追求快，但一定要做下去。关于复方、缓控释产品需要速度。此外

创新药是长期方向，但业绩体现预计还是在 2021 年。

每个事业部都有较好发展前景。业绩短期弹性 1-2 年还是体现在

API 及 CDMO 上，长期制剂业务是非常重要的发展方向。公司认为目前

价格比较合理，不会过度提价。但产能瓶颈在释放中，成本会有下降，

未来净利润增速会明显超过收入增速。

15.公司关于中药经典名方是出于怎样的考量？

答：公司有中药的工厂，销售在几千万。现在中药批下来是很难

的，国家出台了经典名方的品种，公司认为未来政策支持力度会进一

步加大，目前制定了 6 个品种，尚在研究及报项目的阶段。

16.兽药因素是否会对公司上半年业绩产生压力？

答：对公司业绩可以说没有什么影响，公司兽药产品定价能力较

强，可能对量的提升有一点影响，但相信一二季度后也会恢复。

17.公司资产负债率已经下降到 40%左右，公司有没有海外并购、

再融资的规划 ？

答：2018 年经营现金流非常好，偿还了很多银行债务，使得资产

负债率下降。无论是国内还是海外，公司一直在考察合适的并购项目，

现在不能透露太多具体状况。如果有合适的几个亿的项目，公司可能

不需要融资，如果十几亿或更大规模会考虑再融资。

总结：

公司 2018 迎来整合管理元年，确定了三个事业部的建立，目前公

司组织健康，三个事业部都迎来稳健发展的机会。①API 处在行业供给

侧改革深化过程中，②CDMO 公司研发与发酵能力进一步增强，目前发

酵项目很多，公司对未来发展有信心。③制剂同样处于供给侧改革的

开始，过去公司制剂业务不占优势，3-5 年后将给公司这种一体化的、

持续研发投入的企业带来机会。公司高管团队对未来充满信心。



附件清单（如有） 无

日期 2019 年 3 月 1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