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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

结束野蛮生长 民营医院并购潮将至

马应龙“红霉素软膏”抽检不合格

北京商报讯（记者 郭秀娟 姚倩）
近日，亚宝药业发布业绩预告称，经财

务部门初步测算，公司预计2019年净

利为500万-2500万元，较上年同期下

滑90.86%-98.17%；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与

上年同期（法定披露数据）相比，将减

少 2.58亿 -2.78亿 元 ， 同 比 减 少

100.61%-108.42%。北京商报记者梳

理发现，这是亚宝药业近五年业绩下

滑幅度最高的一次。

亚宝药业在公告中表示，业绩大幅

预减主要是公司对前期收购上海清松

制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清松制药”）

商誉减值约2.5亿-2.8亿元所致。此次计

提商誉减值准备相应影响公司2019年

合并报表净利约2.5亿-2.8亿元。

资料显示，亚宝药业成立于1978

年，2002年在上海证券交易所A股上

市。公司主要生产中药、西药、原料药等

六大类产品，主导产品包括治疗小儿消

化不良药“丁桂儿脐贴”等。清松制药以

生物医药产业为主要方向，在药物制

剂、药物原料、药物中间体、化学工艺合

同研究服务及定制合成领域有所布局。

2016年，为提升公司盈利能力，弥补公

司在原料药合成工艺方面的短板，亚宝

药业宣布收购清松制药75%股权。

根据亚宝药业的说法，在国家医保

局2018年12月“4+7”城市药品集中带

量采购招标中，恩替卡韦制剂中标价下

降约90%，在2019年9月新一轮带量采

购中，恩替卡韦制剂中标价格在原有基

础上再次下降约70%。随着制剂中标价

格的下降逐步传导到恩替卡韦原料药

及中间体市场，相关产品市场价格出现

大幅下降，导致清松制药恩替卡韦原料

药及相关中间体销售收入下滑，影响了

公司业绩。受上述因素影响，清松制药

2019年营收和净利分别下滑43.37%、

84.92%（未经审计）。北京商报记者梳理

发现，此次业绩下滑幅度是亚宝药业近

五年来最高的一次。财报数据显示，

2014-2018年，亚宝药业的净利增长幅

度分别为43.93%、30.55%、-89.86%、

788.94%以及36.53%。

2018年11月，上海阳光采购平台发

布《4+7城市药品集中采购文件》，试点

地区范围为北京、天津、上海、重庆、沈

阳、大连、厦门、广州、深圳、成都、西安

11个城市。其中，计划采购品种对应的

中标者将获得该品种去年所有公立医

院60%-70%的采购量，未中标者将与

其余所有竞争对手共同争夺剩余的

30%-40%市场份额。数据显示，此次药

品最高降幅达96.14%，降幅达80%以上

的品种有4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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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松制药拥有恩替卡韦

原料药，但公司并没有恩替卡韦的制剂

产品中标，因此清松制药需要向其他拥

有恩替卡韦制剂产品的公司销售原料

药。在恩替卡韦制剂价格大幅下降的情

况下，清松制药的原料药价格随之下

降，进一步影响了公司业绩。

一位不愿具名的业内人士认为，

带量采购已是大势所趋，清松制药这

类没有议价能力的原料药企业不降价

就是等死，降价还能试一试能否通过

以价换量获得收益。未来，亚宝药业的

业绩还将进一步承压，要么通过出售

清松制药缓解压力，要么通过降价以

量进行博弈。

在此次拟计提商誉减值准备的提

示性公告中，亚宝药业方面也表示，公

司暂未考虑清松制药未来开发其他新

业务可能带来的增量收入与利润的情

况，因此对清松制药未来经营情况进行

分析预测后，判断公司因收购清松制药

75%股权而形成的商誉存在减值风险。

针对公司如何缓解业绩压力等问题，北

京商报记者致电亚宝药业董秘办，截至

发稿未收到任何回复。

北京商报2020.1.21

利好政策推动

北京美中宜和医疗集团（以下简称“美

中宜和”）首席执行官胡澜表示，近年来，政

府部门多次出台鼓励社会办医相关政策，

尤其是2019年6月国家卫健委等十部委发

布《关于促进社会办医持续健康规范发展

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给民营医疗机

构带来巨大的发展空间。

“可以看到，与过去从宏观层面指导相

比，2019年十部委出台的《意见》内容更加

具体、细化，这对民营医疗机构发展有着重

要意义。国务院牵头与国内非公医疗机构

举办多场面对面沟通会，在切实了解民营

医疗机构发展中遇到的问题后，出台了相

关政策。例如，医保接入一直是民营医疗机

构发展面临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此次《意

见》中对民营医院医保内容作出具体规

划。”胡澜告诉北京商报记者。

资料显示，《意见》中明确提出，要优化

医保定点前置条件，缩短申请等待时间。社

会办医机构正式运营3个月后即可提出定

点申请，定点评估完成时限不得超过3个月

等。此外，《意见》在扩大用地供给等方面加

大对社会办医支持力度。

在胡澜看来，《意见》的出台对民营医

院发展有巨大的鼓舞作用，但在执行方面

还存在一些困难。例如，在扩大用地供给方

面，《意见》中提到，经过协商和办理相关手

续后，闲置商业、办公、工业等用房可以用

于建设医疗机构。但这与过去只有商业用

地可以建设民营医疗机构的政策有所冲

突，在实施过程中会遇到究竟遵循哪一种

政策的问题。“我们希望各地方能够根据现

实情况发布细则，加速《意见》落地。”

近年来，国家不断出台政策鼓励社会

办医。2015年6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

于促进社会办医加快发展的若干政策措

施》提到，进一步放宽准入、拓宽投融资渠

道、促进资源流动和共享、优化发展环境。

医疗战略咨询公司LatitudeHealth创始

人赵衡认为，国家鼓励支持社会办医有利

于促进分级诊疗，可以对公立医院进行有

效的资源补充。

资本择机退出

得益于利好政策支持，近年来众多资

本进入医疗服务领域。公开数据显示，截至

2018年底，社会办医疗机构数量达到45.9

万个，占比46%；社会办医院数量达到2.1

万个，占比63.5%。

不过，近两年开始有资本陆续退出医

疗服务领域。2014年，人福医药宣布公司

未来3-5年将布局约20家医院。而2018年

以来，人福医药先后出售其所持有的相关

医院股权，并宣布逐步退出医疗服务细分

领域。此外，资料显示，2018年以来，包括

华润三九、益佰制药、景峰医药等在内的众

多企业开始剥离医院业务。

北京五洲妇儿医院总经理黄金雄在接

受北京商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医疗行业有

门槛高、投入大、回报周期长以及管理难度

大等特点，一些资本进来发展一两年后会

发现与自身性质不匹配，在没有达到预期

效果的情况下，部分资本选择退出。

中国非公立医疗机构协会常务副会长

兼秘书长郝德明曾表示，社会办医还处在

发展当中，部分社会资本不了解医疗服务

的特殊性，有部分人把医疗服务当做生意

来做，甚至想通过投资医疗来赚快钱，导致

效果并不理想。

“医疗机构的发展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需要在设备更换、人才培养、医院运营管理

等方面进行长期投入。医生技术、服务质量

以及收费标准是民营医疗机构实现可持续

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这几个要素的组

合也决定着民营医疗机构难以快速实现高

额利润。一些资本进入后退出，在一定程度

上意味着资本开始回归理性，这有利于民

营医疗机构健康有序发展。”黄金雄说。

同样，在胡澜看来，过去，不管是否有对

民营医疗机构的运营经验，很多资本都会想

要进入医疗服务领域掘金。但从2019年来看，

这种现象已经很少出现，大家意识到医疗领

域并非暴利行业，也不是纯商业利益为导

向的行业。有了对医疗领域清晰的认识，新

入者数量有所减少，一些资本也开始退出。

行业整合提速

在新入玩家减少、原有玩家择机退出

的背景下，民营医疗服务领域将进入整合

期。2019年1月，胡澜在接受北京商报记者

采访时表示，从医院建设没有病人到慢慢

发展起来再到最后建立起品牌是一个较为

漫长的过程，而这个过程一般要经过十年

的发展。经过长时间发展后，在管理能力和

品牌塑造上都有了一定经验积累的成熟医

疗集团开始进入快速发展阶段，会考虑通

过并购整合的方式来发展。

如今，再次谈到行业整合这个话题时，

胡澜表示，从最近一两年看，明显有更多资

源开始向头部企业集中，连锁化、集团化经

营将成为民营医疗机构未来发展趋势。“民

营医疗行业将会出现一波整合，而这个时

间比我过去说的五年还要短。”胡澜说。

据胡澜介绍，美中宜和已经进入整合

阶段。“每个行业在做整合的时候都会存在

一定的难度，这就需要提前做准备。早在两

三年前，美中宜和便从信息化平台建设、管

理体系的标准化建设以及人才队伍建设等

方面为整合做准备。其中，在信息化平台建

设方面，美中宜和搭建了私有云架构的信

息化平台；在管理体系方面，美中宜和制定

了包括质量控制管理体系在内的多种标准

化管理体系。”

在整合发展中，人才依然是民营医疗

机构不得不考虑的一个问题。在黄金雄看

来，医护人才是社会办医的关键，医生个人

品牌是医疗机构发展的主要驱动力，但目

前大多数优质医护人员依然集中在公立医

院，如何吸引、培养优质人才是未来民营医

疗机构主要竞争点。

“一个优质的医生不仅要储备基础医

学知识，还需要经验医学的积累，这是一个

相当漫长的过程。例如，一个副主任医师级

别的医生大约需要15-20年的时间进行经

验积累。此外，医疗人才不可复制，在鼓励

社会办医的当下，民营医疗机构的人才短

缺越发明显，在医生多点执业等政策下，民

营医疗机构不仅要留住优质人才，还要培

育人才，打造核心竞争点。”黄金雄说。

北京商报记者 郭秀娟 姚倩
图片来源：企业官网截图

北京商报讯（记者 郭秀娟 姚倩）日
前，北京市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的《2019

年下半年北京市药品质量安全公告》显

示，经北京市药品检验所检验，马应龙药

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马应

龙”）生产的“红霉素软膏”（批号190126）

在“含量测定”项上不合格。

事实上，这并非马应龙旗下产品首

次被查出不合格。

资料显示，2017年5月，原国家食品

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发布的《总局关于11

批次药品不合格的通告（2017年第74

号）》显示，经大连市药品检验所检验，马

应龙生产的“地奥司明片”（批号150609）

在“含量测定”项上不合格，检品来源为

华东医药湖州有限公司。

资料显示，马应龙实施由药品制造

商向肛肠健康方案提供商的战略转型，

由医药工业逐步向医药流通、医院诊疗

和大健康领域拓展。其中，医药工业以药

品制造为主，聚焦肛肠及下消化道领域，

产品范围涵盖膏、栓等。

医药流通主要通过旗下子公司武

汉马应龙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等

开展。大健康业务范围涵盖功能性化妆

品、功能性护理品、功能性食品、中药饮

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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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称，强

生视力健商贸（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强生”）报告，由于涉及产品包装上可能

存在光度标识错误的问题，生产商John-

son&JohnsonVisionCareInc.对软性

角膜接触镜1DAYACUVUETruEye

BrandContactLenses withHYDRA-

CLEAR1（narafilconA）（注册证号：国

械注进20173225076）主动召回。召回级

别为三级。

根据公告，强生此次召回产品“软性角

膜接触镜1DAYACUVUETruEyeBrand

ContactLenseswithHYDRACLEAR1

（narafilconA）”适用于矫正有晶体和无

晶体的无疾病眼的屈光不正（近视和远

视），1.00D以下散光患者配戴不影响视敏

度。召回原因为“极为有限数量的软性角

膜接触镜（恒润氧）产品包装上可能存在

光度标识错误”。

截至目前，全球没有收到任何相关严

重不良事件报告。此次召回涉及地区和国

家为日本、韩国，中国市场未进口相关产

品，不受本次召回影响。

孙飘扬卸任董事长 恒瑞医药换帅

北京商报讯（记者 郭秀娟 姚倩）近
日，恒瑞医药发布《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

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称，孙飘扬在公司

担任董事及战略委员会主任委员，不再担

任董事长职务。

在恒瑞医药方面看来，公司的经营

不是靠个人，而是靠现有的成熟团队。董

事长的姿态未来会吸引更多优秀的人加

入恒瑞，使公司更加年轻化、专业化、国

际化。

据悉，新一届董事会换届后，孙飘扬

不再担任董事长一职，但仍为公司董事，

并担任董事会战略委员会主任委员，仍然

是恒瑞医药的实际控制人。从经营上来

讲，孙飘扬是战略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将

参与公司战略和发展的制定。

资料显示，恒瑞医药是一家从事医药

创新、药品研发、生产及推广的医药健康

企业，是国内知名的抗肿瘤药、手术用药

和造影剂的供应商。

景峰医药2019年预亏超8亿元

北京商报讯（记者 郭秀娟 姚倩）日
前，景峰医药披露2019年业绩预告修正

公告称，公司预计亏损6.5亿-8.5亿元，业

绩修正的原因包括商誉计提资产减值准

备、主要产品销售在去年四季度未达预

期等。

景峰医药在公告中表示，2019年，在

药品招投标降价、国家重点监控合理用药

药品目录出台、“4+7”药品带量采购扩容、

地方GPO模式推广、新版国家医保药品目

录的调整、地方辅助用药目录公布、地方医

保增补目录的三年过渡期（原则上按各省

增补数量的40%、40%、20%调整）等多个

医药政策的影响下，医药行业经受了多重

压力，公司的生产经营也受到重大影响。

其中，公司主要品种参芎葡萄糖注射

液未能进入2019年8月新版国家医保目

录，并受其他相关政策的影响，2019年四

季度销售收入相比2018年同期销售收入

下降超过90%。另外公司主要品种榄香烯

乳状注射液在2019年新版国家医保目录

支付范围内限定在“限癌性胸腹水的胸腔

内或腹腔内注射治疗”，缩窄了产品在临

床中的使用范围，并受其他相关政策的影

响，2019年四季度销售收入相比2018年

同期销售收入下降超过60%。

从过去蜂拥到如今择机退出，资

本对社会办医的态度正在发生改变。

近年来，包括人福医药、华润三九、益

佰制药、景峰医药等企业开始剥离医

院业务。业内人士认为，医疗服务投

资时间长， 难以在短期内获得收益，

在意识到这个问题后，资本开始回归

理性选择退出。连锁化、集团化经营

是社会办医未来发展趋势，民营医疗

行业将会出现一波整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