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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_main] 行业点评报告模板 
新总裁新战略，                       

业绩略超预期 

 昆药集团（600422） 

推荐  维持 
核心观点：   

1．前三季度净利润增速略超预期 

2015 年前三季度公司实现营收 33.25 亿元（+8.91%），实现归属于母公司

净利润 3.11 亿（+58.76%），归属于母公司扣非后净利润 2.81 亿（+71.9%），

收入和净利润持续改善。受益于主要原材料三七价格持续走低和组织架构调

整，公司整体毛利率继续增加至 37.47%（提升 5.68 个百分点）。公司处于营销

变革的阶段，对内调整销售架构，完善激励机制激发员工动力，对外调整营销

模式，细化招商策略取代省级代理，对收入及净利润的增长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2015年 Q3公司收入 11.36亿元（+13.14%），归母净利润 0.90 亿（+68.86%），

归母扣非净利润 0.80 亿（+77.78%），收入和利润增速持续提升。 

2．新总裁上任突出新战略定位，转型中孵育口

服药大品种，以产品集群方式推动品种多渠道发

展 

（一）三七总皂苷类持续高增长，其中注射剂型受益于

中恒渠道变动，血软胶囊成增长新亮点 

血塞通冻干粉针受益于中恒人事变动带来的渠道增长。今年三七总皂苷中

药注射剂受招标降价和医保控费影响，行业整体略下滑，但昆药和珍宝岛因中

恒渠道转换而因此受益。中恒集团的血栓通一度为销售额最高的三七总皂苷类

品种，但今年受控制人变动等影响，前三季度销量同比下滑 51%。 

血塞通软胶囊销售额同比高速增长，是公司未来重点孵育的口服药大品

种。该产品用于预防脑卒中，生物利用度好、含量高，在口服剂型中性价比高。

心脑血管用药在我国都被纳入处方药管理，但该品种从适应症和人群来看非常

适合 OTC 推广方式，有望借助互联网子公司构建构建医生社群和患者社群，

更好拓宽渠道应用。血软胶囊此前受制于成本较高而滞后推广，但近年随着三

七价格的显著下降而获得更多关注。血软胶囊目前在全国只进入了 15 个省医

保，未来增长空间大。 

（二）昆中药持续增长 

昆中药预计前三季度增速逾 20%，高增长得益于营销和品牌改革及成梯

队的产品贡献。昆中药有共 14 个独家品种，其中 3 个过 5000 万的主打品种，

分别为舒肝颗粒（销售额过亿）、板蓝清热颗粒（5000 万左右）和清肺化痰丸

（5000 万左右）；7 个销售额在 2000-5000 万之间的二线品种。公司由过去只

注重 OTC 过渡到加强医院产品线；品牌力借助于昆中药获得明显提升；公司

加强昆中药管理，队伍有所扩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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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ble_marketdata]  
市场数据 时间 2015.10.30 

A 股收盘价(元) 33.67 

A 股一年内最高价(元) 51.50 

A 股一年内最低价(元) 23.59 

上证指数 3382.56 

市净率 3.93 

总股本（亿股） 3.94 

实际流通 A 股（亿股） 3.40 

流通 A 股市值（亿元）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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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总裁上任突出公司新战略定位，定增过会稳固大股东股权

结构 

戴晓畅于 9 月 11 日起受聘为公司新任总裁，原总裁袁总另有任用。戴总有生物和化学的

专业背景，也有中药现代化的经验，于 2005 年加入公司，任贝克诺顿总经理，将贝克诺顿营

销范围扩充国内和东南亚市场。戴总的上任是公司国际化战略的集中体现，夯实公司的新战略

定位“聚焦心脑血管、专注慢病领域内的国际化药品提供商”。公司在国际化方向有两个主要

平台，其中贝克诺顿定位为公司化药和生物药国际化的平台，青蒿素类产品依托非洲和东南亚

等渠道发力国际植物药市场。公司将以植物药为核心，以仿制药再创新和生物药国际化为发展

方向，在心血管、糖尿病、肿瘤等治疗领域提供国际化的产品和服务。 

公司定增近期获通过，大股东华方医药持股比例由 18.9%升至 30.1%，大股东的掌控力

有效提升。华立集团自 2002 年掌管昆药以来，开展持续将公司做好的体制，保证股权结构稳

定，内部激励机制完善，对公司的稳定健康发展有长远意义。 

 

（四）屠呦呦获诺贝尔医学奖，我国青蒿素类产品在国际抗疟市场

有望逐步发力 

我国药学家屠呦呦获今年诺贝尔医学和生理学奖，是对我国新药研发和国力的认可，有

望推动青蒿素类产品的国际化。华立集团提早布局青蒿素产业链，推动产业整合发展。自 2000

年起，华立便陆续入主重庆武陵山制药厂、湖南吉首制药厂、北京科泰、昆明制药等企业。2004

年 WHO 正式把青蒿素列为一线指导用药，华立集团的青蒿素类抗疟药也进入 WHO 目录，但

由于没有通过 PQ 认证，导致制剂始终更无法进入国际大宗采购。2006 年，华立集团已整合

成功从种植到国际营销的全球最完整的产业链。2010 年，华立青蒿素类抗疟药已在非洲 40 余

国注册、销售，在 10 多个国家建立销售机构，并在坦桑尼亚设立制药工厂。 

2014 年华立集团出资 12.5 亿增资昆药集团，其中 2.5 亿收购华方科泰。华方科泰控制着

湘西华方制药、重庆华方武陵山制药、浙江华立南湖制药等公司，主要从事青蒿素类抗疟药品

的研发、提取、生产和销售，目前青蒿草的种植面积达 10 万亩，青蒿素和蒿甲醚的产能均超

100 吨，是全球最大的抗疟药原料药生产基地和种植青蒿素原料的最大组织者和管理者。昆药

集团由此解决与同一大股东华方医药旗下资产同业竞争的问题，有望集中精力聚焦国际市场。

目前昆药集团的独家品种蒿甲醚注射液，以及华方科泰的双氢青蒿素哌喹片这两个产品正在申

请 WHO 的 PQ 认证，有望在明年通过。拿到 PQ 认证后，我国企业生产的制剂产品有望进入

国际大宗采购。昆药也有望借助华方科泰在非洲和东南亚有优质的销售渠道，扩充在国际市

场的产品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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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涉足新领域，外延并购预期强 

今年年初，公司计划出资 6.87 亿元用于开展投资并购项目，目前额度尚余，因此公司有

很强的外延并购预期。 

今年公司投资创业型小公司 Rani，涉及新型大分子给药制剂糖针胶囊，形成糖尿病用药

协同圈。该项目是美国偏早期的类型，涉及新型大分子给药技术，其能将原来需皮下或静脉

注射的药物转变为口服给药，药物可在肠壁肌肉注射给药，有方便、安全、副作用低的特点。

该产品目前成功率 95%，成功率达 99%后便可申报 FDA，5-7 年获批上市。其主要原理是在一

个肠溶性胶囊中设计一个针头和两个气室，针头包裹药品并由可消化的麦芽糖制成，两个气室

分别含氢氧化钠和柠檬酸，胶囊到肠道后随 pH 升高逐步被溶解，酸碱反应导致内部微型气球

结构膨胀，将麦芽糖针推至肠壁，实现肌肉注射给药的效果。 

昆药将成为糖针胶囊在中国的唯一推广方。新型大分子给药系统的布局，与公司目前布

局的糖尿病领域有明显协同效用（胰岛素等大分子用药），与长效 GLP-1 等在研药物形成产品

集成。 

Rani 公司是公司在美国投资新领域的第一个项目，公司未来将围绕新的剂型、治疗领域、

医疗技术等，持续关注投资并购机会，打造更高的壁垒。 

 

（六）成立昆药集团医院，借互联网医疗打造病管理闭环 

今年 9 月，公司设立昆药集团医院，打造“云联网+大健康”的线下平台。昆药集团医院

是由昆药职工医院改造而来，投资 500 万，用于云平台以及公司一定范围的临床研究平台。 

今年 8 月公司在北京投 1000 万设立昆药互联网子公司，专注于互联网慢病领域的医生导

流和患者社群，目前主要开展医生社群和患者社群，更针对于未来公司的销售和产品定位。 

医生社群：定位于做医生端的学术推广或用药指导等，相当于营销手段的互联网化。 

患者社群：针对口服类药物的患者社群用药指导和患者社群培育。 

昆药不仅是医药工业企业，也是医药销售企业，有着众多代理商和营销网络，对医生患者

社群的连接比纯互联网公司有优势。公司目前仍在探索如何将网络社群转化为收入，未来将

会有更多动作。 

 

3、业绩预测 

业绩预测：预计 2015-2017 年净利润分别为，4.5 亿、5.7 亿和 7.1 亿，对应 PE26、20 和

16 倍。转型收购、销售改革和股权激励是推动公司发展的三驾马车，三七价格持续走低有望

保证公司高利润。我们长期看好公司的管理能力和发展潜力，给予“推荐”评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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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级标准 

银河证券行业评级体系：推荐、谨慎推荐、中性、回避 

推荐：是指未来 6－12 个月，行业指数（或分析师团队所覆盖公司组成的行业指数）超越

交易所指数（或市场中主要的指数）平均回报 20%及以上。该评级由分析师给出。 

谨慎推荐：行业指数（或分析师团队所覆盖公司组成的行业指数）超越交易所指数（或市

场中主要的指数）平均回报。该评级由分析师给出。 

中性：行业指数（或分析师团队所覆盖公司组成的行业指数）与交易所指数（或市场中主

要的指数）平均回报相当。该评级由分析师给出。 

回避：行业指数（或分析师团队所覆盖公司组成的行业指数）低于交易所指数（或市场中

主要的指数）平均回报 10%及以上。该评级由分析师给出。 

银河证券公司评级体系：推荐、谨慎推荐、中性、回避 

推荐：是指未来 6－12 个月，公司股价超越分析师（或分析师团队）所覆盖股票平均回报

20%及以上。该评级由分析师给出。 

谨慎推荐：是指未来 6－12 个月，公司股价超越分析师（或分析师团队）所覆盖股票平均

回报 10%－20%。该评级由分析师给出。 

中性：是指未来 6－12 个月，公司股价与分析师（或分析师团队）所覆盖股票平均回报相

当。该评级由分析师给出。 

回避：是指未来 6－12 个月，公司股价低于分析师（或分析师团队）所覆盖股票平均回报

10%及以上。该评级由分析师给出。 

李平祝，行业证券分析师。本人具有中国证券业协会授予的证券投资咨询执业资格并注

册为证券分析师，本人承诺，以勤勉的职业态度，独立、客观地出具本报告。本报告清晰准确

地反映本人的研究观点。本人不曾因，不因，也将不会因本报告中的具体推荐意见或观点而直

接或间接受到任何形式的补偿。本人承诺不利用自己的身份、地位和执业过程中所掌握的信息

为自己或他人谋取私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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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格）向其机构或个人客户（以下简称客户）提供，无意针对或打算违反任何地区、国家、城市或其它法律管辖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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