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商报讯（记者 郭秀娟 姚倩）日
前，新氧科技（以下简称“新氧”）发布了

2019年三季度财报。三季报显示，截至

2019年9月30日，新氧实现营收3.024亿

元，较去年同期增长79.6%；实现净利润

3160万元，同比扭亏。

从经营层面看，2019年三季度，新氧

平台促成医美服务交易总额为9.762亿

元，相比去年同期增长74.7%。付费医疗机

构数为3230家，相比去年同期的2418家

增长33.6%。订阅信息服务的医疗机构数

为2104家，相对去年同期的的1389家增

长51.5%。付费用户数17.25万人，同比增

长60.2%。

此外，2019年三季度，新氧移动端平

均月度活跃用户数（MAU）为342万，较去

年同期增长143.8%；今年一、二季度MAU

则分别为193万和247万。

平安好医生与默克共建慢病管理平台

北京商报讯（记者 郭秀娟 姚倩）日
前，医疗健康生态平台平安健康医疗科技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平安好医生”）与全

球科技公司默克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双方

将携手探索在慢病管理等方面的数字医

疗综合解决方案。

据介绍，此次合作打造的数字医疗综

合解决方案发挥了平安好医生在AI医疗

科技研发、自有医疗团队、用户规模数、保

险公司合作、线上线下医疗资源、医疗健

康生态系统等方面的优势，并结合默克在

医学专业知识、高质量药品和创新解决方

案等方面积累的丰富经验。

同时，该数字解决方案将专注慢性

疾病及不育症的辅助诊断，针对慢性疾

病管理，着力解决患者痛点。未来，两家

公司将考虑建立涵盖疾病意识及预防、

健康检查、个性化医疗及保健服务，以及

“医疗健康+保险”平台，以支持全国健康

管理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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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医疗拟转让孙公司51%股权

北京商报2019.12.10

再推牙膏新品
云南白药掘金细分市场

北京商报讯（记者 郭秀娟 姚倩）近
日，山东新华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新华医疗”）发布公告称，公司拟

通过产权交易中心公开挂牌方式出售全

资子公司新华泰康投资控股（北京）有限

公司所持有的控股子公司北京新华执信

医疗设备有限公司51%的股权。

新华医疗未在公告中披露转让孙公

司的具体原因。不过，这并非新华医疗今

年以来首次出售资产。资料显示，2019年5

月，新华医疗公开挂牌出售了长光华医约

8.2%股权，收到股权转让款1.13亿元，产

生投资收益0.89亿元。2019年1月，为缓解

公司资金压力，新华医疗公告称，全资子

公司华佗国际发展有限公司拟将其持有

的控股子公司威士达医疗有限公司60%

的股权转让给华检医疗控股有限公司，交

易对价近12.34亿元。

目前，新华医疗的主营业务分为医疗

器械、制药装备、医疗服务和医疗商贸四

大业务板块。新华医疗在2018年年报中指

出，公司医疗服务板块处于业务开拓期，

部分医院已经开始试运营；医疗商贸板块

因公司战略调整，威士达医疗设备有限公

司等不再纳入合并报表范围，主营业务收

入和净利润低于去年同期。据2019年三季

报显示，新华医疗实现营业收入63.15亿

元，同比下降12.92%；实现扣非净利润

0.23亿元，较去年同期的1.02亿元下降

77.05%。

针对公司出售资产的原因以及未来

业务发展等问题，北京商报记者将采访提

纲发至新华医疗官方邮箱，截至记者发稿

未收到任何回复。

强生召回代理产品2585件
北京商报讯（记者 郭秀娟 姚倩）日

前，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Synthes

GmbH对多轴向椎弓根固定系统USSII

Polyaxial主动召回》通告称，强生（上

海）医疗器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强

生”）报告，由于涉及产品可能存在术中

异响及锁定环部件开裂问题，生产商

SynthesGmbH对多轴向椎弓根固定系

统USSIIPolyaxial（注册证编号：国械

注进20173462011）主动召回。据悉，强

生是该产品的代理人。

通告公布的《医疗器械召回事件报

告表》显示，此次召回的级别为一级，涉

及德国、瑞士、中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国

家和地区，其中涉及产品在中国的发货

数量为559件，涉及产品生产（或进口中

国）批次、数量为2585件。

根据通告，此次召回的原因是生产

商SynthesGmbH发现多轴向椎弓根固

定系统USSIIPolyaxial中特定型号特

定批号的“USSII多轴向椎弓根钉钉头，

用于6mm固定棒”产品术中异响及锁定

环部件开裂相关投诉趋势异常。

《医疗器械召回事件报告表》显示，

召回产品名称为多轴向椎弓根固定系统

USSIIPolyaxial，该产品适用于胸、腰

椎以及骶髂（T1-S2）的后路内固定。

新氧三季度营收同比增长近八成

拓展新品类

云南白药再次推出新功效牙膏。据了

解，云南白药新推出的“口腔修复小蓝管”

采用全新活性肽生物科技，主打修复功效。

据云南白药相关负责人介绍，云南白

药活性肽牙膏主打功效为帮助修复口腔黏

膜损伤，产品零售价为135g/69元，

185g/89元，根据各区域市场及渠道不同

时间段促销策略需求，价格会有所浮动。

“云南白药牙膏创新引入小分子肽，将

生物提取有效成分运用于牙膏之中，打造

‘口腔修复小蓝管’，活性肽结合云南白药

提取物，帮助缓解黏膜损伤，促进损伤修

复，提升口腔抵抗能力。同时帮助减轻牙龈

问题，营养牙龈并改善牙周健康。”上述云

南白药相关负责人说。

近年来，云南白药不断在牙膏细分领

域推出新品。资料显示，2018年4月，云南

白药在上海举办儿童牙膏产品发布会，推

出主打预防蛀牙、强健牙釉质功能的牙膏，

发力儿童牙膏市场。同年6月，已经在北京

市部分超市进行铺货。

对于为何接连推出新品，云南白药相

关负责人在接受北京商报记者采访时表

示，随着新零售消费升级，专业化已经成为

品牌发展的必经之路。此外，消费者对牙膏

产品的要求越来越精准，驱动牙膏行业向

细分化发展；产品升级、产品线拓展可给予

消费者更多高品质、多元化的选择。

北京商报记者随机走访北京市超市，

尚未看见云南白药“口腔修复小蓝管”牙

膏。对于新品销售渠道等问题，云南白药相

关负责人并未给出明确回复，仅表示云南

白药活性肽价格偏高端，公司优选与其相

匹配的商超市场优先上市。

打造新增长点

营收增幅放缓的背景下，云南白药需

要找到新的增长点，而利润率较高的大健

康板块被寄予厚望。云南白药在2018年财

报中曾提到，为培育和打造新品，寻找产品

的新增长点，公司2018年推出了云南白药

儿童系列、活性肽系列牙膏等新品。

目前，云南白药旗下拥有省医药、药

品、健康产品以及中药资源4个事业部。其

中，健康产品事业部为净利最高的部门。

2018年，云南白药集团健康产品有限公司

实现净利15.24亿元，是营收占比最大省医

药业务净利的3.5倍。

云南白药牙膏是健康事业部核心产

品，也是其主要收入来源。尽管云南白药牙

膏市场份额仍位居前列，但在市场竞争等

因素影响下，云南白药牙膏增速出现下滑，

这直接影响到健康事业部和公司整体收

益。云南白药曾公开在互动平台上表示，云

南白药牙膏业务常年位于国内市场前三，

但受市场份额和行业竞争等因素影响，近

年来牙膏业务增速呈现下滑。数据显示，云

南白药健康产品事业部营收增幅从2012

年的45.61%放缓至2018年的4.54%。公司

整体营收增幅从2012年的20.99%放缓至

2018年的9.84%。

云南白药日前在公开平台透露称，云

南白药牙膏目前成功跃居中国牙膏市场

份额第一位。针对该市场份额是否包括

儿童牙膏等其他品类，云南白药相关负

责人未给出更具体答复，仅表示据权威

第三方数据显示，厂商为云南白药集团

的牙膏整体2019年1-9月在全国城乡整

体销售额份额为第一，其中云南白药牙

膏为销售主体。

日化行业专家、赛恩资本合伙人夏天

在接受北京商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发展多

年，云南白药主打止血功能的牙膏已经到

达生命周期，难以再获得高速增长，针对不

同人群推出不同新品有助于云南白药开辟

新的市场，从而为公司提供新的增长。

能否复制昔日奇迹

在业内人士看来，就如云南白药方面

说的一样，随着新零售消费升级，消费者对

牙膏产品的要求越来越精准，向细分市场

发展开发多元化产品是牙膏行业未来发展

趋势。不过，在当下竞争对手众多，产品种

类丰富的市场竞争中，云南白药难以复制

过去成功经验再次打造出新的大单品，如

何为新产品打开市场成为云南白药需要考

虑的问题。

北京商报记者了解到，目前市面上主

打修复功能的牙膏较多。淘宝官网显示，华

素愈创牙膏可用于修复口腔黏膜创伤、改

善牙齿敏感等；口益清舒溃宁牙膏可用于

防溃、修复口腔溃疡等。此外，同等功能的

牙膏还有贝利达、方药等。

一位不愿具名的业内人士表示，云南

白药打造的“口腔修复小蓝管”在市场上拥

有较多同质化产品，在没有独特功效的核

心竞争力下，很难在市场中占有较大份额。

在夏天看来，过去云南白药的崛起离

不开深度分销以及线下的全渠道布局等

因素。云南白药的字眼可以让消费者迅速

想到止血，加上一系列广告的投放，云南

白药牙膏迅速打开市场获得消费者认可。

但随着近年来消费升级，过去这种模式难

以行得通。“现在新的市场增量主要集中

在年轻人群体，如今年轻人的学历越来越

高，接受新事物的能力越来越强，依靠原

有的渠道商优势难以为新产品打开市场，

如何向消费者说清成分活性肽主打修复

功能背后的逻辑是云南白药面对的现实

考题。作为传统药企，云南白药需要适应

市场新的打法。”

北京商报记者 郭秀娟 姚倩/文并摄

南京医药目前主要从事药品流通

服务，即从上游药品生产企业采购药

品，再批发给下游的经销商、医院与零

售连锁药店等，也有部分药品是通过零

售实体店直接向消费者出售。恩华和

润则是一家医药供应商，经营品种主

要有化学原料药、中成药等全部医药

经营项目，其仓储直销中心是目前江

苏省最大的医药仓储批发市场。此外，

恩华和润还是中国医药商业百强企业

之一、徐州市政府指定的徐州市突发

公共事件应急救援药品储备库等。

南京医药在公告中表示，恩华和

润目前市场主要覆盖苏州北部的徐州

地区以及淮海经济区等。此外，在苏

中、苏南部分及安徽与徐州接壤地区

也有覆盖。此次收购有利于进一步聚

焦公司主营业务发展，完善江苏地区

整体业务网络建设。根据公告，恩华和

润2018年实现营收11.9亿元，净利润

816.46万元；2019年1-6月实现营收

5.6亿元，净利润360.40万元。

近年来，南京医药加速圈地。2017

年，为进一步完善全面覆盖江苏省的

药品销售、配送以及服务网络，增强区

域市场客户的覆盖广度与深度，形成

企业持久的销售增长动力，南京医药

分别在常州、泰州、镇江和连云港等地

设立全资子公司。2018年，南京医药收

购南京金陵大药房有限责任公司的股

权，旨在有效整合供应链资源，进一步

聚焦、推动主业协同发展。

在业内人士看来，南京医药圈地

不断的背后与“两票制”的推行有着一

定的关系。2017年1月，为进一步降低

药品虚高价格，减轻群众用药负担，国

务院医改办等8部门联合下发的一份

通知明确，综合医改试点省（区、市）和

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城市的公立医疗机

构要率先推行药品采购“两票制”，药

品从药厂卖到一级经销商开一次发

票，经销商卖到医院再开一次发票。

随着“两票制”的推行，整个药品流

通格局发生重大调整，小的经销商、二

级或二级以上代理商将被淘汰出局，行

业整合和集中度进一步提升。众多中小

药商将成为药品批发龙头企业在布局

渠道网络时争抢并购的对象。同时，药

企也正通过自建或并购的方式纷纷加

码销售终端，打造垂直产业链。

在此背景下，多家药品流通企业

加速布局。资料显示，为提高在全国分

销网络的广度和深度，2017年，上海医

药以5.76亿美元收购康德乐100%的股

权，5.79亿元收购徐州医药股份有限公

司99%股权。

海王生物相关人士曾表示，“两票

制”给大型医药商业企业带来了商机，

并购是整体医药商业企业的行业行

为，并不是单一现象，公司要想未来保

持着良好的发展势头，只有占领更多

的商业渠道才能使企业变得更强大，

更具有市场竞争力。

北京商报记者 郭秀娟 姚倩

日前，南京医药发布公告称，公司拟以7224万元收购江苏恩

华和润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恩华和润”）70%股权。上述股权

交易全部完成后，南京医药将直接持有恩华和润70%股权，恩华

和润将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近日，云南白药推出主打修复功效的“口腔修复小蓝管”新品。云南白药相关负责人表示，在新零售消费升级

的当下，专业化成为品牌发展的必经之路，消费者对牙膏产品要求越来越精准，驱动牙膏行业向细分化发展。在

业内人士看来，发展多年，此前主打止血功效的牙膏已经难以实现高速增长，推出新功效产品瞄向不同人群，可

以维持甚至增加市场份额。不过，随着消费环境的变化，原有通过电视打广告的成功模式难以复制，新品想要打

开市场，云南白药还需在经营模式上有所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