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商报讯（记者 郭秀娟 姚倩）近
日，吉药控股公告称，公司日前收到吉林

证监局《行政处罚决定书》【2019】4号。经

吉林证监局查明，吉药控股存在部分违

法事实，处以60万元罚款。

根据公告，2019年7月24日，吉药控

股公告披露“经公司与修正药业友好协

作，待该办法具体实施细则出台条件成

熟后，再继续推进谋划上市公司控制权

转让、筹划发行股份等方式购买修正药

业100%股权事宜”。上述继续推进重大

资产重组事项相关表述在吉药控股与修

正药业签署的《意向协议之解除协议》中

不存在。

根据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与

社会危害程度，吉林证监局对吉药控股

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并处以60万元罚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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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叶制药14亿元收购博安生物98%股权

北京商报2019.12.3

北京商报讯（记者 郭秀娟 姚倩）12
月1日晚，绿叶制药集团发布公告，为加

速推动生物药业务的全球布局，公司拟

以不超过14.47亿元收购山东博安生物

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安生物”）

98%股权。

根据公告，收购完成后，绿叶制药

将获得博安生物所有在研产品、抗体筛

选平台、知识产权、抗体生产平台等一

系列资产，进而在生物药领域形成从研

发、生产再到商业化的完整产业链布

局。

据了解，博安生物是一家综合性生

物制药公司，致力于抗体产品的开发，包

括生物类似药和创新药，聚焦肿瘤、中枢

神经系统、糖尿病及免疫疾病。

绿叶制药在公告中表示，收购博安

生物，将进一步强化在研产品线组合，加

快全球业务增长，对于下一阶段战略的

成功实现至关重要。

是什么撑起补肺丸的高价
由于肺虚、肺功能衰退等原因，老年人在冬季容易患感冒、慢性支气管炎等疾病，在

秋冬季节补肺益气成为众多老年人呵护身体的方式。北京商报记者近日发现，市场上关

于补肺益气类产品众多，价格从几十元到上百元不等。其中，由甘肃西峰制药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西峰制药”）生产的补肺丸在老年群体中走红，售价为298元，价格明显高于

市场其他同类产品。

业内人士认为，刨除广告营销因素，药品功效、炮制加工技术以及中药材品种质量等

均可能导致产品价格不同。“中医讲究辨证论治，个体化差异，消费者表现出的症状可能

类似，但病因可能会有所不同，消费者应根据自身情况选择相应药品。”

走红的补肺丸

“中央10套每天都会播放补肺丸的广

告，你给我买两盒看能不能缓解胸闷气短

的情况。”进入冬季后，陈女士的父亲偶尔

会出现胸闷气短、痰多现象，在观看电视广

告后，老人将自己的症状归结为肺气不足，

需要服用具有“补肺益气”功效的补肺丸。

在走访过程中，北京商报记者发现，市

场上补肺益气类产品较多，其中，补肺丸的

出场率最高。在北京市海淀区一家药店中

可以看到，临近门口的货架上放有不同种

类的补肺益气类产品，价格在几十元到上

百元不等。其中，补肺丸的单品售价较高，

为298元/盒；九芝堂的健肺丸98元/盒；桂

龙药业的咳喘宁胶囊58元/盒；先声药业的

咳喘宁口服液售价为38.5元/盒。

据上述海淀区药店销售人员介绍，补

肺丸是“明星产品”，很多老年人会点名购

买，已经所剩不多。“你想要补肺丸的话，需

要等会，我得去库房给你拿，放在店里的已

经卖完了。”

同样，在咨询止咳平喘、补肺益气相关

产品时，朝阳区一家药店工作人员推荐了

包括补肺丸、先声药业的咳喘宁口服液、桂

龙药业的咳喘宁胶囊以及九芝堂的健肺丸

等产品。“补肺丸好不好我不知道，但周边

社区的老年人都会来买补肺丸进行囤货。”

资料显示，补肺丸是西峰制药的独家

品种，批准文号为国药准字Z62020558，用

于肺气不足，气短喘咳，咳声低弱，干咳痰

粘，咽干舌燥。近年来，补肺丸取得不错的

销量。根据西峰制药官网《补肺丸·熠熠生

辉的甘肃名片》内容，近年来补肺丸销量直

线攀升，2016年销售1.45亿元，2017、2018

年销售均突破8亿元，2019年仅上半年便

突破7亿元。

针对公司补肺丸产品定价以及销售等

具体情况，北京商报记者联系西峰制药并

将采访提纲发至公司官方邮箱，但截至发

稿未收到任何回复。

价格缘何存差异

对于消费者来说，同样是补肺益气的

产品，为何价格会有较大差异成为关注的

重点。

在西峰制药总部一名用药指导师看

来，品牌影响力以及产品功效是补肺丸价

格高于市场其他产品的主要原因。“补肺丸

是30年老品牌，是人工提炼的蜜丸，对于支

气管炎、老慢支等疾病有着明显效果，市场

上其他类似产品配方均是模仿补肺丸。”

北京商报记者对比了一下市场上几款

补肺益气类产品成分。补肺丸的成分主要

包含熟地黄、党参、黄芪（蜜炙）、桑白皮（蜜

炙）、紫菀、五味子；辅料为蜂蜜，功能主治

为补肺益气，止咳平喘。

咳喘宁口服液主要包含麻黄、杏仁、桔

梗、百部、甘草等，功能主治为宣通肺气，止

咳平喘；咳喘宁胶囊主要包含桂枝、龙骨、

白芍、生姜、大枣、炙甘草、牡蛎、黄连、法半

夏、瓜蒌皮、炒苦杏仁，功能主治为止咳化

痰，降气平喘；健肺丸主要包含法半夏、陈

皮、瓜蒌子、红参、芥子（炒）、苦杏仁（炒）、

枇杷叶（蜜灸）、紫苏子（炒）、麦冬、川贝母、

桑白皮、五味子，补气润肺，止咳平喘。

一位不愿具名的中医药师向北京商报

记者表示，上述产品均为中成药，就产品本

身而言，影响中成药价格的因素主要有产

品功效、炮制技术以及中药材品种和质量。

“产品功效因人而异，炮制技术属于机密，

无从得知。从可见的产品成分上来说，上述

几款产品中均未加入名贵中药材。”

在战略定位专家、上海九德定位咨询

公司创始人徐雄俊看来，瞄准中老年市场，

通过在老年人信赖的央视以及省市电视台

轮番播放广告，可以让补肺丸品牌知名度

迅速打开，获得销量。“广告营销一方面可

以提升产品销量，但从另一方面来说增加

了企业成本，产品定价高一些可以分摊成

本。”

根据北京经略智成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发布的《西峰补肺丸电视广告投放策略》显

示，在2016年3月，根据对全国415家主要

电视频道（从中央台、省卫视台、省台到主

要城市台）每天18-24时进行广告播出状

况监测，补肺丸在全国3个城市4个频道投

放广告。广告费用估计为1861.25万元，广

告时长1.6965万秒，投放广告704次。北京

商报记者在国家药监局官网搜寻发现，关

于补肺丸的药品广告记录共有262条。

消费者应理性选择

冬季天气寒冷，容易发生呼吸道及心

脑血管等疾病，这也是中老年人冬季补肺

的重要原因。不过，对大多数人来说，只知

道冬季需要补肺，但如何根据自身情况选

择合适产品并未知晓，这导致很多老年人

产生从众心理，看广告购买产品。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副主任医

师、副教授董盛表示在接受北京商报记者

采访时表示，中医诊疗讲究从整体观念出

发，着重个体差异，不能简单对号入座，生

搬硬套。

“冬季容易发生呼吸道疾病与肺脏本

身的生理特点相关。肺与大肠、皮、毛、鼻等

构成肺部系统，肺是体内外气体交换的场

所，吸入自然清新之气，呼出体内的浊气。

不管是受凉感冒还是其他内脏发生疾病均

可能引起肺部疾病，不能作为统一病理进

行治疗。尤其是老年人体质较为虚弱，容易

感染风寒，病情反复，治疗一定要根据患者

的体质、疾病发病情况等因素综合判断。就

像有些患者需要健脾益气、有些需要补肺

益气、有些需要补肾纳气，反映出来的药品

效果可能是散寒、化痰、祛瘀等，对症下药

才能缓解症状。”董盛说。

一位不愿具名的某中医医院医师告诉

北京商报记者，市场上补肺益气类产品较

多，成分复杂，消费者在购买时最好先咨询

医生，由医生根据辨证开药。

中国科学院、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病学

分会主任委员、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心

内科主任葛均波曾指出，在部分媒体经常

亮相的一些伪专家向公众推荐一种没有任

何科学依据的理念，即肺不好吃补肺丸，肾

不好吃补肾丸，脑袋不好吃补脑丸。这些伪

专家把医学看得过于简单化，其实现实是

不少病都是由多种因素所造成，存在多种

病因，需要综合分析。

北京商报记者 郭秀娟 姚倩/文并摄

据了解，此次落地上海的希玛瑞视

眼科医院将以玻璃体及视网膜、青光

眼、黄斑病变等疑难眼底病和小儿眼病

诊治为重点，专家团队来自国际、中国

香港及内地。在希玛眼科集团创始人、

上海希玛瑞视眼科医院院长林顺潮看

来，香港和上海有很多相似之处，都是

与国际接轨且极为开放的城市。上海推

出的“健康服务业50条”政策鼓励发展

高水平、国际化社会办医品牌，这给了

林顺潮很大的鼓励，为希玛眼科品牌在

上海落地提供了开放的政策支持。

资料显示，2012年，希玛眼科在香

港中环设立了首家眼科中心“希玛林顺

潮中心”。2013年3月，其服务网络拓展

至深圳，成立了深圳眼科医院，此后又

相继在香港旺角、元朗、沙田及铜锣湾

开设4家卫星诊所。

根据希玛眼科此前披露的招股说

明书，上市筹集的4.68亿港元净额资金

将用于内地连锁眼科医院的建设，内地

将是未来的主要战场。按照希玛眼科创

办人林顺潮的计划，未来三年有意在

6-10个城市建立希玛眼科医院。

成功上市为希玛眼科带来了资金

支持，其扩张步伐开始加速。2017年，希

玛眼科自建成立了北京希玛林顺潮眼

科医院，并于12月30日正式运营。随后，

希玛眼科以3540万港币收购昆明眼科

医80%的股权，于2019年6月完成改建

运营。2019年3月，希玛眼科公告宣布

以8290万收购上海璐视德医疗100%

的股权，及其全资附属公司拥有及经营

位于黄浦区的一间眼科医院，及三间位

于浦东、杨浦和普陀的诊所。此次新开

业的上海希玛瑞视眼科医院便是由璐

视德医疗改建而成。

希玛眼科扩张的背后，是整个眼

科市场发展的提速。弗若斯特沙利文

报告显示，截至2018年，中国90%的20

岁年轻人患有近视，整体近视人数截

至2017年达5.6亿人，高度近视人数达

1.1亿人，且还在继续增长。与此同时，

随着人口老龄化，中国45岁以上的老

花眼总人数为3.91亿人，预计2023年

将达4.61亿。

事实上，随着国内眼科市场规模的

不断扩容，包括爱尔眼科、清晰医疗、德

视佳等眼科连锁医院均在加大内地市

场布局。2019年上半年，爱尔眼科完善

分级连锁体系，分别收购或新建了湘潭

仁和、普洱爱尔等13家医院及9个门诊

部或诊所。根据爱尔眼科的计划，到

2020年，公司计划建立200家地市级医

院、1000家县级医院或门诊部。

2019年10月，德视佳成功登陆港

交所。根据德视佳的计划，公司募集的

资金将重点用于在中国主要城市（包括

成都和重庆）设立诊所，以及加大营销

力度。根据清晰医疗2019年4月披露的

招股书，公司募资将主要用于在香港成

立3家新的医疗中心，以及选择性收购

内地一二线城市眼科相关医疗中心、诊

所或医院的控股股权等。

医 疗 战 略 咨 询 公 司 Latitude

Health创始人赵衡在接受北京商报记

者采访时表示，国内眼科市场竞争较为

激烈，希玛眼科的发展基本依托于林顺

潮个人品牌，但医生品牌效应能否支撑

希玛眼科在国内多个地区的布局还有

待市场考验。“希玛眼科在香港的布局

趋向成熟，品牌知名度也被消费者认

可，但对于内地消费者而言，其品牌认

知度还有待提升。从目前来看，不管是

营收规模、体量还是品牌塑造上，面对

爱尔眼科这样的国内巨头，希玛眼科存

在着一定的压力。”

对于未来医院布局以及面临的市

场挑战等问题，北京商报记者致电希玛

眼科，但截至发稿，并未收到相关回复。

北京商报记者 郭秀娟 姚倩 张君花

北京商报讯（记者 郭秀娟 姚倩）11
月29日，默沙东宣布，国家药品监督管理

局已经批准其PD-1抑制剂药物帕博利

珠单抗（以下简称“默沙东PD-1”）联合

卡铂和紫杉醇适用于转移性鳞状非小细

胞肺癌（NSCLC）一线治疗。

据了解，此次新适应症的获批是基

于全球III期临床试验KEYNOTE-407

研究数据，其中包括了中国亚组（包括中

国扩展队列）中期分析数据。资料显示，

默沙东PD-1于2018年7月在中国获批上

市，彼时获批的适应症为经一线治疗失

败的不可切除或转移性黑色素瘤。

2019年，默沙东PD-1在8个月时间

内接连获批了3个适应症。

数据显示，默沙东PD-12019年前

三季度销售额约79.73亿美元，预计今年

销售额将超过110亿美元。而晚期肺癌一

线治疗市场为默沙东PD-1的前三季度

贡献了超65%的销售额。

默沙东PD-1在华获批新适应症

希玛眼科正在加速国内市场布局。近日，上海希玛瑞视眼科医

院开业，这是希玛眼科在内地成立的第四家眼科医院，此前希玛眼

科分别在深圳、北京、昆明设立了眼科医院。业内人士认为，随着内地

眼科市场规模不断扩大，各眼科连锁医院加紧了内地市场的布局。

信披违规 吉药控股被罚60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