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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参林挤入江苏市场 连锁药店竞争白热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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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药业咽炎片流通环节被查出不合格

北京商报2019.11.19

新药折戟 交大昂立退守保健品
近日，交大昂立宣布将择机出清泰凌医药股份。在保健品业务持续下滑状态下，交大昂立2016年战略性入股泰凌医药，

布局新药。不过，此次投资并未给交大昂立带来可观收益，2018年，受泰凌医药业绩影响，交大昂立亏损达5.06亿元。

交大昂立相关负责人表示，保健品业务是公司未来发展重点。在业内人士看来，在新药难以为公司带来客观利润的情况

下，交大昂立将希望寄托于“老本行”保健品业务，不过，目前国内外保健品牌众多，市场竞争愈加激烈，交大昂立想在保健品

领域获得一杯羹并不容易。

拟择机出清

根据公告内容，公司将择机适量通过

二级市场集中竞价、大宗交易及协议转让

等方式出售公司持有的泰凌医药股份，授

权出售数量为0-3.58亿股。截至公告披露

日，交大昂立通过子公司合计持有泰凌医

药约3.58亿股，位列第二大股东。这意味

着，若此番交易完成，交大昂立或放弃二股

东席位，更或实现清仓。

2016年1月，为了战略转型为大健康

产业投资整合平台，进入医药行业，重点布

局具有多款全国性独家新药的企业，交大

昂立通过资产收购成为泰凌医药重要股东

和战略投资者。官网信息显示，泰凌医药的

核心产品覆盖了肿瘤及血液系统疾病以及

骨代谢疾病等多个治疗领域，主要有骨科

品牌“密盖息”(鲑鱼降钙素)、国家1.1类肿

瘤新药“喜滴克”(尿多酸肽注射液)等20余

种产品。

然而，入股泰凌医药四年后，交大昂立

选择退出。根据交大昂立的说法，此次股份

出售主要为优化公司资产结构，在盘活存

量资产的同时提高公司资产流动性及使用

效率。不过，在经济学家宋清辉看来，泰凌

医药业绩不佳是交大昂立选择退出的重要

原因。

医疗战略咨询公司LatitudeHealth

创始人赵衡分析认为，新药在2016年前火

起来，交大昂立收购泰凌医药短期内有助

于其在二级市场的表现。从长期看，交大昂

立或许想借助新药发展公司业绩，但几年

的发展情况不乐观，便选择出售股份。

根据交大昂立2018年财报，公司营

收、净利均出现下滑。其中，联营企业泰凌

医药亏损达9.64亿元。受此影响，交大昂立

对泰凌医药计提相关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

备，公司2018年巨亏5.06亿元。

针对公司当初布局新药领域、出售泰

凌医药股份的原因等问题，交大昂立相关

负责人在接受北京商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一切以公司披露的公告为准。

主业萎靡

入股泰凌医药布局新药是交大昂立在

主业保健品逐年萎靡情况下的一次探索。

资料显示，交大昂立的主要业务为食品及

保健食品的原料和终端产品的研发、生产

及销售，旗下拥有“昂立”、“昂立纯正”、“天

然元”品牌，覆盖功能保健、传统滋补品等

种类。

保健品业务一直是交大昂立的营收主

力。2012年，交大昂立的保健品业务给公

司带来3.12亿元的收入，占总营收约

83.11%，营收较上一年增长9.7%。不过，自

2013年开始，交大昂立的保健品业务一路

走低。2013-2018年，交大昂立保健品业务

营 收 分 别 同 比 下 滑 8.14%、14.17%、

24.52%、11.01%、2.38%、16.43%。

交大昂立相关负责人此前在接受北京

商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公司原来保健品业

务分为自有昂立品牌和进口膳食补充剂天

然元品牌。近年来国家政策规定进口膳食

补充剂要按照保健食品相关规定申请蓝帽

子才能在国内销售，这导致天然元大部分

产品不能在国内销售。天然元品牌产品在

国内销售受限对公司保健品业务造成较大

影响，从而导致公司保健品业务营收出现

下滑。

在赵衡看来，蓝帽子是所有外资保健

品牌想要全面落地中国市场需要解决的问

题，没有蓝帽子导致天然元产品在国内销

售受到影响，确实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

交大昂立保健品营收情况。但从目前看，交

大昂立保健品业务营收连续多年下滑，更

多应该是保健品产品发展周期性的特征以

及公司战略布局上缺少动作导致。

中国食品产业分析师朱丹蓬表示，交

大昂立由校办企业创立，创始人的专业集

中在研发方面。相对而言，交大昂立的市场

化相对不够开放，品牌端和市场端运营动

作较少导致公司保健品业务不断下滑。

主业承压、业绩下滑的趋势下，交大昂

立开始相继抛售旗下资产。2019年2月，交

大昂立累计出售全部持有的兴业证券

49995万股；2019年5月，交大昂立宣布子

公司昂立房产拟以2869.33万元转让上海

商业广场63套商铺。通过上述资产出售，交

大昂立的利润得到增厚。卖房交易完成后

将增加收益约800万元，兴业证券股票的

出售为交大昂立一季报贡献投资收益

9609.23万元。

聚焦保健品

布局新药领域无果后，交大昂立选择

聚焦保健品主业。交大昂立相关负责人告

诉北京商报记者，保健品业务仍将是交大

昂立未来发展的重点。“公司前期拿下了针

对老年人关节保护的相关氨糖产品的保健

品批号，产品将陆续推出。”

一位不愿具名的业内人士认为，随着

“80后”、“90后”的健康意识增强，该部分人

群逐渐成为保健品市场的消费主力，交大

昂立推出的新品仍固化在老年人群体，公

司保健品业务的业绩能否提升还有待市场

检验。此外，氨糖产品市场竞争激烈，交大

昂立此时推出该产品，并不具有太大的优

势。宋清辉表示，交大昂立的保健品或存在

受众群体单一的风险，为提振保健品业务

的业绩，交大昂立或可以寻求外界合作。

北京商报记者尚未在原国家食品药

品监督局官网查询到上述氨糖产品的具

体信息。通过搜索淘宝官网发现，市场上

的氨糖类产品较多，市场竞争较为激烈。

截至2019年11月18日，淘宝平台信息显

示，汤臣倍健的健力多氨糖软骨素共7234

人付款；美国MoveFree氨糖软骨素共

2143人付款。

在交大昂立相关负责人看来，氨糖产

品与公司现有产品昂立一号瞄准的消费人

群相契合，对于推动产品销售有一定的帮

助。“公司后续会通过具体的销售计划推进

产品布局。”

在产品销售方面，交大昂立也在进行

不同的尝试，其中，申请直销牌照便是公司

拓展销售渠道的途径之一。不过，交大昂立

申请直销牌照拓展新销售渠道的计划似乎

并没有那么顺利。2019年1月，国家市场监

督管理总局等13个部门决定在全国开展联

合整治“保健”市场乱象“百日行动”。商务

部相关负责人彼时表示，将严格直销准入，

暂停直销经营许可审批，暂停产品和网点

备案。

在上述不愿具名业内人士看来，拓展

销售渠道的方式有利于交大昂立提升保健

品业务业绩，但在直销牌照暂缓发放等情

况下，交大昂立保健品业务业绩仍将持续

一段阵痛期。“政策的收紧让交大昂立短期

内很难取得直销牌照，拓展新销售渠道。此

外，消费者目前对直销行业的消费信心受

创，就算取得直销牌照，对于交大昂立而言

也不一定是利好消息。”

交大昂立相关负责人表示，针对公司

直销牌照的申请，有关部门已受理，公司还

在等进一步的回复。

北京商报记者 郭秀娟 姚倩
图片来源：官网截图

根据公告内容，大参林与交易方

镇江新区鼎俊企业管理中心、镇江新

区惠惠企业管理中心签订了《股权转

让协议》，拟收购其持有的南通江海大

药房51%的股权，收购金额为1.27亿

元。大参林在公告中指出，目前，南通

江海大药房包含123家连锁药店，在南

通市药店领域综合竞争力较为领先，

尤其是在门店布局及发展速度方面，

具备一定区域扩展能力。此次收购有

助于加速公司对南通市及周边区域的

扩张。

针对公司收购南通江海大药房，

进入江苏市场的原因等问题，北京商

报记者致电大参林董秘办，董秘办相

关负责人表示，一切以公告为准。

事实上，江苏已经成为各连锁药

店争相布局的市场。资料显示，2016年

6月和2017年5月，老百姓分别收购位

于江苏扬州、江苏昆山的两家连锁药

房。同样，益丰药房在江苏先后收购芝

林大药房、南京新主张大药房旗下共

计31家门店，以及泗洪时代医药60%

股权，涉及54家门店。

近年来，通过并购扩张门店数量

是四大上市连锁药店扩张自身规模提

升营收的重要方式。不过，在过去几

年，各大连锁药店扩张方式多为以大

本营为中心向外延伸。

资料显示，益丰药房发迹于湖南，

扩张轨迹沿着湖南向外延伸，中南地

区和华东地区门店数远多于华北地

区；一心堂则发家于云南，截至2019年

前三季度，一心堂在云南拥有门店

3785家。老百姓覆盖区域广度最大，华

中地区直营门店是其主要收入来源，

华东地区直营门店数最多。截至2019

年前三季度，一心堂、老百姓、益丰药

房、大参林分别拥有门店6216家、4808

家、4416家和4256家。

随着药品零售市场趋于饱和，以

及扩张成本等因素影响，各大连锁药

店扩张步伐开始放慢，对收购标的也

有了更多的考虑。资料显示，截至2018

年11月，全国药店门店总量48.9万家，

增长7.7%，增速远高于前四年，这意味

着店均服务人口数(全国人口数/全国

药店门店数)从2014年的3145人/店下

降至2854人/ 店，下降近10%，药店市

场已非常饱和。

在业内人士看来，江苏市场药品

流动规模较大是各大连锁药店争相进

入的重要原因。商务部2017年统计数

据显示，江苏药品流通行业年销售额

达1488亿元，位居广东、北京、上海之

后，全国排名第四。

医 疗 战 略 咨 询 公 司 Latitude

Health创始人赵衡认为，为迅速占领

市场，近年来大型连锁药房均加速扩

张。不过，前期扩张中的非优质标的让

药店在后续发展过程中存整合等难

题。随着成本上涨等因素影响，连锁药

店在并购标的选择上越来越趋于理

性，这导致一些拥有优质标的的市场

成为必争之地，未来连锁药店的竞争

将更加精准、激烈。

北京商报记者 郭秀娟 姚倩

北京商报讯（记者 郭秀娟 姚倩）近日，
安徽省药品质量公告(2019年第3期，总第

53期)显示，全省各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和

药品检验机构对行政区域药品生产、经营

企业和使用单位的药品质量进行了监督抽

验。经抽验并核查确认，共7个品种9批次药

品不符合标准规定。

其中，修正药业集团(以下简称“修正

药业”)长春高新制药有限公司生产的批号

为180606的咽炎片，在微生物限度项目上

不符合标准规定。检验依据为卫生部药品

标准中药成方制剂第二册。附表备注同时

指出，该药品留样监督抽验合格。

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在公告中表

示，对上述抽验结果不符合标准规定的药

品及相关单位，各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正

在依法进行查处。

事实上，这并非修正药业首次产品不

合格。资料显示，2012-2017年，修正药业

旗下药品多次不合格，其羚羊感冒胶囊产

品涉嫌非法添加工业明胶，铬含量超标；因

故意编造虚假检验报告等行为，修正药业

被收回药品GMP证书。据了解，修正药业

是集中成药、生物制药等的科研生产营销、

药品连锁经营等于一体的民营制药企业。

针对此次药品不合格的原因等问题，北京

商报记者联系修正药业相关负责人，截至

发稿，该负责人未予以回复。

百济神州三季度收入同比降7.49%

北京商报讯（记者 郭秀娟 姚倩）日前，
百济神州发布截至2019年9月30日的三季

度报，公司实现收入5014万美元，同比减少

约7.49%；净亏损约为3.07亿美元，亏损同

比增加约113.4%。

公告称，收入减少主要归因为2019年

二季度中新基公司就终止替雷利珠单抗合

作所支付的相关费用，以及因此停止的任

何相关合作收入。

从 产 品 来 看 ，2019年 三 季 度 ，

ABRAXANE、瑞复美及维达莎在中国销

售带来的产品收入总计5014万美元，而去

年同期的产品收入总计3845万美元。公告

称 ，2019年 三 季 度 产品 销 售 额 受 到

ABRAXANE临时供应中断的负面影响。

近期，百济神州与安进公司宣布建立

了一项变革型的合作，预计将于2020年初

完成。

百济神州创始人、首席执行官兼董事

长欧雷强表示，届时公司将开始执行针对

安进公司3款商业阶段药物和20款候选药

物在中国的商业化和开发计划。

在过去的一个季度中，百济神州继续

筹备在美国和中国计划中的产品上市。

2019-2020年，百济神州共有多至10项正

在开展的3期或潜在的注册性临床试验计

划公布数据，同时还有计划中的2款公司自

主开发产品的商业上市。

日前，大参林发布公告称，公司拟1.27亿元收购南通市江海大药房连
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通江海大药房”）51%股权，进入江苏市场。值得
注意的是，在此次大参林进入的江苏市场，老百姓大药房和益丰药房均已
有所布局。业内人士认为，为迅速占领市场空白领域，近年来大型连锁药
房均加速扩张。随着成本上涨等因素影响，连锁药店在选择并购标的上有
了更多考虑，这导致一些市场成为兵家必争之地，未来连锁药店竞争将更
加精准、激烈。

2013-2018年交大昂立保健品业务营收一览
同比 茛8.14%2013年 2.86亿元

同比 茛14.17%2014年 2.46亿元

同比 茛24.52%2015年 1.86亿元

同比 茛11.01%2016年 1.65亿元

同比 茛2.38%2017年 1.61亿元

同比 茛16.43%2018年 1.35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