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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584                                          证券简称：海辰药业 

南京海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网上业绩说明会 

暨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编号：202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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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同花顺上市公司路演平台（https：//board.10jqka.com.cn/ir）参

加公司 2021年度业绩说明会的投资者 

交流时间 2022 年 4 月 28 日下午 15：00 至 17：00 

地点 同花顺上市公司路演平台（https：//board.10jqka.com.cn/ir） 

上市公司参会

人员姓名 

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曹于平先生 

财务总监：刘清华女士 

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钱佳玟女士 

董事、副总经理、药物研究院院长：姚晓敏女士 

独立董事：赵鸣先生 

投资者关系活

动主要内容介

绍 

 

2021 年度网上业绩说明会互动交流主要问答如下： 

 

1、请问曹总，保守估计今年兰地洛尔能销售多少万支?公司生产产能能跟

得上么？ 

答：投资者你好！公司一季度已实现兰地洛尔销售不到 20 万支，已开发

三级医院约 400家。未来三季度，公司计划加强三级医院覆盖数量，提高

已覆盖医院推广力度，预计未来三季度会好于第一季度。公司内部销售计

划为 150万支，实际达成数量受多方面因素影响，管理层会努力的！另外，

同类品种艾司洛尔 2021年的市场容量大约 3000万支，兰地洛尔的市场潜

力较大。公司注射用盐酸兰地洛尔为冻干粉针剂，二期工程、三期工程均

有冻干粉针产能储备，产能充足。感谢关注！ 

2、我是长期关注海辰的投资者。今天有几个问题想问一下公司。 （1）

在集采的大环境下，未来支撑公司增长的点在哪里？能否具体说明一下？ 

（2） 公司前几年从 NMS 引进的 IDH 抑制剂，研发进展如何？（3）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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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和意大利 NMS 公司是否只构成纯投资关系？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首先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1）2022年注射用盐

酸兰地洛尔、利伐沙班片将成为公司新的增长点。这两个品种均属于上市

后不久就进入国家医保谈判目录、国家集中带量采购，可以降低公司的推

广难度，且公司拥有配套原料药生产能力，可以很好的控制成本。另外，

国家第七批带量采购目录中有替加环素，如果公司该品种能够顺利中标，

也会成为一个新增长点。此外，随着安庆项目的落地，原料药和中间体也

有相应的增长空间。（2）IDH 抑制剂目前还处在临床前阶段。（3）公司目

前和意大利 NMS 公司为纯投资关系，其中海辰药业通过基金间接持有

6.19%的股权。 

3、曹总好，贵司兰地洛尔是一款手术用药，是不是适用场景有限？ 

答：投资者你好，公司盐酸兰地洛尔既可在手术场景下使用（用于围手术

期心律失常紧急治疗），也可用于心功能不全伴心律失常的治疗。同类品

种艾司洛尔 2021年的市场容量大约 3000万支，市场容量不算小。 

4、请问曹总，安庆项目今年能投产吗?投产后原料是否有客户需要？是否

有意向合同?什么时间能达到设计产能? 

答：投资者你好！公司安庆项目按照 2022 年底投产的计划在推进，预计

能按时投产。安庆项目分中间体和原料药，假设疫情不消失，全球对新冠

药的需求就不会消失，中间体的市场就不会消失。公司也同步在做原料药

及制剂的研发，根据与监管部门的实时沟通，推进研发进度，是否能够销

售原料药还要看相关政策是否允许。安庆项目按照立项产能进行设计，预

计达到设计产能需两年时间。 

5、 曹总您好，贵司兰地洛尔一季度销售 2500 万元左右，与 2021 全年

1700 万元相比有很大提升，如果剩余三个季度按此推算，增量也很可观。

请问曹总，您预计兰地洛尔销售情况未来三季度销售情况能否维持或好于

一季度？ 

答：投资者你好，公司盐酸兰地洛尔自 2021年 12月中选国家医保谈判目

录后，公司迅速加强该品种三级医院的开发覆盖。 截至目前，距离中选

四个多月，公司已开发三级医院约 400家（据卫健委数据，截至 2021年 9

月全国有三级医院 3134家）。未来随着医院开发的推进，三级医院覆盖数

量会更多；同时，公司学术推广逐渐加强，医生认知习惯逐渐改变，已开

发医院的处方量也会上升。 公司管理层对其市场预测偏向乐观，当然 2022

年能否实现公司计划，除取决于公司经营层的努力，也受疫情、医院诊疗

量等客观因素影响。公司管理层将埋头深耕市场，做好企业经营！感谢您

的关注！ 

6、新冠治疗效果后面贵公司可有什么项目参与？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针对该项目，公司正在推进“原料+制剂”的中

试工艺验证以及登记备案。 

7、三月份贵公司涨幅一路上涨，现在股价直接腰斩是贵公司有什么重大

亏损事件没有公布吗？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经营一切正常，公司信息披露义务严格按照

相关法律法规履行，感谢您的关注。 

8、公司利润还有大幅增长的空间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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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投资者您好，公司未来几年增长点主要为注射用盐酸兰地洛尔、利伐

沙班片、注射用替加环素、原料药及中间体等，预计公司未来五年业绩会

稳步增长。2022年公司经营计划为扣非净利润同比增长 30%-50%，具体能

否达成也受疫情持续、医院诊疗量等因素影响。 

9、现在疫情那么严重，贵公司股价却一直下跌，五六月，公司可有什么

相关措施和项目可以增强股民对贵公司信心？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股价是二级市场行为。随着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

不断深化以及疫情影响，公司经营情况有所波动。我们会进一步加强管理

效率，做好经营管理工作，做好新品研发，努力提升业绩，感谢您的关注！ 

10、公司在新冠治疗方面的投入比例有多少？ 

答：经公司测算，新冠药综合投入大约 6000 万至 7000万元。 

11、请问曹总，安庆项目今年能投产吗?投产后原料是否,有客户需要 是

否有意向合同?什么时间能达到设计产能? 

答：投资者你好！公司安庆项目按照 2022 年底投产的计划在推进，预计

能按时投产。安庆项目分中间体和原料药，假设疫情不消失，全球对新冠

药的需求就不会消失，中间体的市场就不会消失。公司也同步在做原料药

及制剂的研发，根据与监管部门的实时沟通，推进研发进度，是否能够销

售原料药还要看相关政策是否允许。安庆项目按照立项产能进行设计，预

计达到设计产能需两年时间。 

12、公司是否正在拓展新冠治疗方面的业务合作伙伴？？ 

答：投资者您好，公司正在探索多种合作模式，拓展客户的工作正在进行

时。 

13、你们公司股价为什么跌这么多？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股价波动是二级市场行为。公司会加强自身的经

营发展，提高公司治理水平，提升企业价值。 

14、公司股票腰斩是有什么重大利空吗 

答：投资者您好，股价受宏观环境、市场情绪等多方面因素影响，公司踏

踏实实经营，力争做到业绩稳步增长。 

15、股价短期下跌过多，集团管理层在未来的时间有无增持股份的意向？ 

答：投资者您好，管理层暂无增持计划。 

16、五月六月贵公司可有资金回购自己家股票的需求？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暂无回购股票的需求，感谢您的关注。 

17、贵公司有没有跟新华制药性质差不多的新冠治疗药的生产和经销商合

作？ 

答：投资者您好，公司目前产能足够，暂无此类合作。 

18、贵公司目前是否有在售新冠药中间体？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 SM2中间体在售，具体信息可查阅 2022年 2

月 24日披露的《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的回复》，感谢您的关注。 

19、贵公司在肝炎方面有什么特效药吗？ 

答：投资者你好，公司肝炎领域已获批品种有恩替卡韦片，在研品种富马

酸丙酚替诺福韦片预计近年能够获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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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面对新冠疫情，对于公司是挑战也是机遇，公司如何看待这个机遇与

挑战？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会做好研发和销售工作，稳固本公司现有产

品的同时，积极推进新产品的进展，感谢您的关注。 

21、 原来公司生产的老药品今年销售额比去年会下降多少百分比？ 

答：受国家集采、地区联盟采购等药品价格下降因素及限抗政策影响，部

分传统品种会有 20%-40%的下降空间，如注射用更昔洛韦钠、注射用托拉

塞米、头孢类抗生素等。 

22、 100 吨奈玛特韦原料预计营收是多少? 

答：投资者您好，公司原料药暂无对外销售计划。如果制剂申报获批，原

料药供自用。 

23、公告说 hc04 项目有严重不确定性，但是投入这么大，管理层是怎么

思考的？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安庆项目目前投入有限，具体信息可查阅 2022

年 2月 24日披露的《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的回复》。安庆项目中所

使用的设备为通用设备，若奈玛特韦原料药及制剂无法获批，则公司可转

做 SM2中间体。创新与风险是并存的。 

24、贵公司可有利好消息和政策要公布？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信息披露义务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履行，

请持续关注公司后续公告，感谢。 

25、 公司年报中说安庆项目年产 5000 吨锂电添加剂，是否是客户主动提

出的需求?跨行业销售是否风险大？5000 吨营收是多少? 

答：投资者您好，公司拟建电解液添加剂项目是依托公司先进的合成技术

平台，基于对新能源市场空间的看好，存在一定的市场风险。公司根据目

前市场价格进行了测算，但受市场供需波动影响，价格可能存在较大变化，

目前暂时无法预计营收。 

26、 奈玛特韦制剂还要做临床试验吗? 

答：投资者您好，奈玛特韦制剂需要做生物等效性试验。 

27、Sm2 公司的市场份额占比有多少？未来怎么看？ 

答：根据公司判断，随着辉瑞及辉瑞授权的全球 35 家原料药及制剂生产

企业的产能释放，相关医药中间体市场空间也将随之扩大。未来市场容量

如何，取决于全球疫情发展情况。具体销售情况取决于公司的商业拓展进

度。 

28、 奈玛特韦制剂获批后是否可直接进医院销售? 

答：投资者您好，制剂获批后可以进医院销售。 

29、贵公司几号分红？ 

答：投资者您好，公司 2021年度分红预案已于 4月 21日经董事会审议通

过，尚需 2021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预计 5月下旬分红。 

30、贵公司 SM2 中间体在手销售订单有多少？ 

答：投资者您好，公司在手订单属于商业秘密，暂无法告知。具体销售情

况请关注公司半年报和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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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一个月公司股价跌了 70%，请问前期股价一下涨到 86 元，是人为炒

作还是价值所值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股价波动为二级市场行为。请您审慎决策、理性

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32、 利伐沙班今年估计销售额会有多少? 

答：按年销售量 150万盒测算，预计年销售额 1亿元。 

33、贵公司账面还有多少流动资金，现在公司主要大资金用于什么项目？ 

答：目前公司流动资金充裕，资本结构良好。主要现金流将投向公司研发

项目及子公司固定资产在建项目。 

34、 公司报中讲 2.55 亿转让 NMS 股权款，但现金流没体现收到该笔钱，

怎么解释？ 

答：公司已在 2022年一季度收到该笔转让款。 

35、 一季度 2.3 亿元的投资流出是投了什么项目?没见公吿。 

答：主要是购买理财产品及支付在建工程进度款所致。 

36、2021 年报显示原料药及中间体销售，这里的的中间体是否包括 SM2 

答：包括 SM2中间体。 

37、 曹总，hc04 说完成工业化生产，请问临床进度怎么样 

答：投资者您好，HC04相关制剂需做生物等效性试验，公司正在完善临床

前研究，同步在与监管部门沟通。 

38、公司理财资金用了多少？是盈利还是亏损？ 

答：一季度购买保本结构性理财产品 1.6亿元。 

39、 公司认为 hc04 的还需要多久获批？ 

答：公司在加快推进 HC04 的研发进度，能否获批、何时获批，请关注后

续公告。 

40、公司有无大型稳定的固定合作企业或单位？ 

答：投资者您好，公司与国内大型医药商业公司有稳定合作。 

41、您对公司的未来畅享有多大？做大做强，翻一倍，两倍，十倍？还是

满足当下，稳字当头？ 

答：公司将充分把握整体战略目标，稳步推进公司高质量发展。 

42、 曹总，最近辉瑞特效药中间体和原料药需求怎么样？ 

答：投资者您好，公司与辉瑞无商业合作。 

43、 曹总，最近 sm2 和奈玛特韦需求怎么样，价格趋势呢？ 

答：投资者您好，相关医药中间体未来市场容量如何，取决于全球疫情发

展情况，价格受供需情况影响。 

44、 曹总，公司现有多少 sm2 产能，镇江扩建的产能进度怎么样？ 

答：投资者您好，安庆原料药基地项目备案为 50 吨中间体、50 吨奈玛特

韦原料药，详细参见公司前期公告。公司子公司镇江德瑞项目备案产能为

15吨/年。 

45、公司领导有何举措来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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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将持续加强经营管理，努力提升业绩和股东

回报水平；同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以增进投资者对公司的了解，强化投

资者关系管理效果。在重大事项方面，公司会根据法规要求进行会议审议。 

46、 曹总，公司镇江奈玛特韦的扩产什么时候投产？ 

答：投资者您好，镇江德瑞经技改后，已具备生产能力。 

其他情况说明 无 

附件清单 

（如有） 

无 

日期 2022.4.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