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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点评】逸舒制药收购德鑫制药，战略性进军妇科中药领域 
2015 年 11 月 17 日 

 

 赵巧敏（副首席分析师，新三板副团队长） 陈晓敏（研究助理）  

电话： 020-88836110 020-88831201  

执业编号： A1310514080001   

邮箱： zhaoqm@gzgzhs.com.cn chenxm@gzgzhs.com.cn  

投资要点 

【事件】 

广东逸舒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逸舒制药”）于 2015

年 10 月 19 日发布收购资产公告：逸舒制药及其全资控股子公司

香港逸舒现金收购广东德鑫制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鑫制

药”）。本次收购完成后，逸舒制药及其全资控股子公司香港逸舒合

计持有德鑫制药 100%的股权。 

【点评】 

逸舒制药战略性收购德鑫制药，进军妇科中药领域：逸舒制药

在现有业务稳步发展的基础上，借助现有的渠道和终端，收购德鑫

制药打造妇科专业品牌，进军妇科中药领域，为公司打造女性大健

康平台奠定坚实的基础。 

（1）现有业务稳步发展：公司现有业务以 20%-30%的增速稳

步增长：2015 半年报显示，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4288.33 万元，同

比增长 14.11%；根据公司下半年订单及配套设施生产能力情况，

我们预计公司下半年业绩将继续保持 20%-30%的速度稳步增长。 

（2）收购德鑫制药，打造妇科专业品牌，进军女性大健康领

域：公司原先业务主打骨健康，为寻求发展突破口，逸舒制药瞄准

女性大健康领域，战略性收购德鑫制药。德鑫制药的妇炎康片在妇

科炎症用药类别有广泛稳定的客户基础和较强的品牌影响力，在

城市零售终端市场（来源于米内网 22 个城市，4500 多家药店的数

据），德鑫制药妇炎康片在妇炎康全剂型销售占比份额高达 3 成，

在整一个妇科炎症用药子类别中也有 2%的市场占有率。 

（3）女性大健康意识苏醒，市场规模大：我国妇科炎症用药

市场规模在 2010 年超过 100 亿元，年复合增长率约为 12%。随着

女性对自身健康关注的提高，女性在健康方面的支付将会进一步

增加，预计 2016 年妇科炎症用药的市场需求将超过 200 亿元。 

（4）有利政策：国家对妇儿用药有政策上的支持，实施直接

挂网采购政策，为妇儿用药打开绿色通道。 

【风险提示】 

政策风险，技术风险，市场风险。 

上 

 

 

相关报告： 

1. 《[GE 缺席第 74 届 CMEF] 

“互联网+医疗器械”已来，IVD

有望成为第一缕朝阳（上）》

（上）20151017 

2.《二代基因测序技术助力个

体化医疗》（上）20150803 

3.《二代基因测序技术助力个

体化医疗》（下）20150804 

4.《[乳腺癌事件，警钟长鸣]二

代测序为“夜空中最亮的星”护

航》 

5.《益善生物(430620.OC)：厚

积薄发，扬帆肿瘤基因检测》

20150811 

6.《【中报点评：IVD 系列】吉

玛基因、致善生物、新健康成，

谁与争锋？》20150820 

7.《达瑞生物(832705.OC):达安

基因二代测序项目的战略合作

者》20150925 

 

广证恒生 

做中国新三板研究极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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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主营业务 20%-30%稳步增长 

逸舒制药成立于 2000 年 10 月，公司主要从事化学药制剂、化学原料药和中成药的研发、

生产和销售，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和广东省民营科技企业。 

2015 上半年公司业绩增长较快，我们预计下半年将继续稳步增长：（1）2015 半年报显

示，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4288.33 万元，同比增长 14.11%；规模净利润 1341.21 万元，同比

增长 85.79%；毛利率 53.37%，同比增长约 6 个百分点。（2）根据公司下半年订单及配套设

施生产能力情况，我们预计公司下半年业绩将继续保持高速增长。 

图表 1 公司近三年财务数据 

时间 2015-06-30 2014-12-31 2013-12-31 

营业收入（万元） 4288.33 8073.57 6,797.68  

同比（%） 14.11 18.77  

利润总额（万元）  1599.05 3631.28 1,500.31  

同比（%） 88.69 142.03  

归母净利润（万元） 1341.22 3279.58 1,268.05  

同比（%） 85.79 158.63  

扣非归母净利润（万元） 1052.93 1597.58 1,240.50  

同比（%） 58.08 28.79  

销售毛利率(%) 53.37  49.68  49.18  

资产负债率(%) 24.43  44.35  38.83  

数据来源：Wind, 广证恒生 

2 收购德鑫制药，战略性进军女性大健康领域 

在夯实现有传统业务的基础上，公司收购德鑫制药，借助现有的渠道和终端在以连锁药

店为主的零售药店终端、以及微商渠道开拓市场，正式进军“女性大健康”领域，打造公司

除骨健康外的又一核心主线。 

2.1 妇科炎症市场规模大，预计 2016 年超 200 亿元 

 妇科用药的市场细分领域主要有妇科炎症、人工流产、性病、不育不孕、月经不调、妇科

整形、妇科肿瘤等七类。其中妇科炎症最为常见。妇科炎症市场规模巨大，妇科炎症用药在

整个妇科药销售中比例较高。在城市零售终端，妇科炎症销售额在妇科用药销售中占比近三

年均在 60%左右。在城市医院终端，妇科炎症类销售额在妇科用药中占比近三年均在 36%以

上。而在县级医院终端方面，比城市医院终端占有更大的份额，妇科炎症类药物销售额在 2013

年超过 20 亿元，占比妇科药销售额的 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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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  妇科炎症类药物市场规模 

时间 城市零售终端销售额 

（万元） 

城市医院终端销售额 

（万元） 

县级医院终端销售额 

（万元） 

 妇科炎

症类 
妇科药 

占比

（%） 

妇科炎

症类 
妇科药 

占比

（%） 

妇科炎

症类 
妇科药 

占比

（%） 

2012 21260 35708 59.54% 51686 141620 36.50% 176258 381850 46.16% 

2013 20254 33558 60.36% 57037 151907 37.55% 206283 438002 47.10% 

2014 20892 34813 58.58% 64100 173925 36.85%    

数据来源：米内网, 广证恒生 

2.2 挂网采购政策为妇科用药打开律绿色通道 

国务院于 2 月《关于完善公立医院药品集中采购工作的指导意见》(7 号文)。为妇儿用药

打开绿色通道。 

具体细节：直接挂网采购为妇儿用药打开绿色通道，对妇儿专科非专利药品，实施实行

集中挂网采购，且委托行业协会、学术团体遴选和公布了妇儿专科非专利药品直接挂网采购

示范目录，要求各省可参照遴选原则和示范药品，合理确定本地区药品的范围和具体剂型、

规格，直接挂网采购。目前各地方正积极筹备，如辽宁，湖北已经公告了部分妇儿科示范目

录，而广东省与上海市正要求企业申报过程中，预计各省公布目录大战将启动。 

2.3 收购德鑫制药，战略转型为妇科中药企业 

2.3.1 德鑫制药是一家妇科中成药的领航者 

  广东德鑫制药有限公司（简称德鑫制药）是一家专注于现代中药尤其是现代妇科中药的

研究、开发、生产和销售的企业。与广州中医药大学，国家中药现代化工程技术中心等成立

了“妇科中成药研发联合实验室”，并建立起长期战略合作关系，立志成为妇科中成药的领航

者。 

  德鑫制药在妇科炎症市场占有较高的市场份额，2014 年德鑫制药生产的妇炎康片销量超

过 10 亿粒，合计超过 1300 万盒，市场规模巨大。妇血安片为独家妇科中药，国家三类新药，

市场潜力巨大。金芍胶囊是德鑫制药与广州中医药大学联合研发的妇科中药新药，是妇科中

药领域的重磅品种。德鑫制药 2014 年营业收入 5298 万元，逸舒制药 2014 年营业收入 8073.57

万元。逸舒制药收购德鑫制药后，预计 2016 年德鑫制药在整个逸舒制药合并营业收入贡献值

超过 6000 万元。预计 2016 年逸舒制药营业收入和利润相比 2015 年，同比增长超过 50%。 

2.3.2 德鑫制药妇炎康片市场份额较高，品牌影响力较大 

 德鑫制药妇炎康片近三年销售额在抽样终端均超过 400 万元，在妇炎康全剂型销售占比

超过 30%。在整个妇科炎症药品销售额中占比在 2%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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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3  德鑫制药妇炎康片在城市零售终端市场份额 1.2%-1.3% 

时间 

德鑫制

药妇炎

康片销

售（万

元 

妇炎康全

剂型销售

（万元） 

占比

（%） 

子类别销

售（万

元） 

占比

（%） 

妇科药销

售（万

元） 

占比（%） 

2012 434 1363 31.84% 21260 2.04% 35708 1.22% 

2013 456 1413 32.27% 20254 2.25% 33558 1.36% 

2014 403 1317 30.60% 20892 1.93% 34813 1.16% 

数据来源：米内网, 广证恒生 

 

图表 4 德鑫制药妇炎康片销售量稳步增长 

 

资料来源：WIND、广证恒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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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三板团队介绍： 
在新三板进入历史机遇期之际，广证恒生在业内率先成立了由首席研究官领衔的新三板

研究团队。新三板团队依托长期以来对资本市场和上市公司的丰富研究经验，结合新三板的

特点构建了业内领先的新三板研究体系。团队已推出了周报、月报、专题以及行业公司的研

究产品线，体系完善、成果丰硕。 

广证恒生新三板团队致力于成为新三板研究极客，为新三板参与者提供前瞻、务实、有

效的研究支持和闭环式全方位金融服务。 

 

团队成员： 

袁季（广证恒生总经理兼首席研究官，新三板研究团队长）：从事策略研究逾十年，在

趋势判断、资产配置和组合构建方面具有丰富经验，研究突出有效性、前瞻性和及时性，曾

获“世界金融实验室年度大奖——最具声望的 100 位证券分析师”称号、中国证券业协会课

题研究奖项一等奖和广州市金融业重要研究成果奖，携研究团队获得 2013 年中国证券报“金

牛分析师”六项大奖。 

赵巧敏（新三板研究副团队长，高端装备行业负责人）：英国南安普顿大学国际金融市

场硕士，7 年证券从业经验，具有跨行业及海外研究复合背景，曾获 08 及 09 年证券业协会

课题二等奖。 

肖超（新三板教育行业研究负责人，高级分析师）：荷兰代尔夫特理工大学硕士，5 年证

券研究经验，2013 年获中国证券报“金牛分析师”第一名，对行业及公司研究有独到心得与

积累。 

陈晓敏（新三板医药生物研究员）：西北大学硕士，理工科和经管类复合专业背景，在

SCI、EI 期刊发表多篇论文。3 年知名管理咨询公司医药行业研究经验，参与某原料药龙头企

业“十三五”战略规划项目。 

温朝会（新三板 TMT 研究员）：南京大学硕士，理工科和经管类复合专业背景，七年运

营商工作经验，四年市场分析经验，擅长通信、互联网、信息化等相关方面研究。 

黄莞（新三板研究员）：英国杜伦大学金融硕士，负责微信公众号“新三板研究极客”

政策、市场等领域研究，擅长数据挖掘和案例分析。 

林全（新三板环保行业研究员）：重庆大学硕士，机械工程与工商管理复合专业背景，

积累了华为供应链管理与航天企业精益生产和流程管理项目经验，对产业发展与企业运营有

独到心得。 

联系我们： 

邮箱：huangguan@gzgzhs.com.cn 

电话：020-88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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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证恒生：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珠江西路 5 号广州国际金融中心 63 楼 

电话：020-88836132，020-88836133 

邮编：510623 

 

股票评级标准： 

强烈推荐：6 个月内相对强于市场表现 15%以上； 

谨慎推荐：6 个月内相对强于市场表现 5%—15%； 

中性：6 个月内相对市场表现在-5%—5%之间波动； 

回避：6 个月内相对弱于市场表现 5%以上。 

 

分析师承诺： 

本报告作者具有中国证券业协会授予的证券投资咨询执业资格，以勤勉的职业态度，

独立、客观地出具本报告。本报告清晰、准确地反映了作者的研究观点。在作者所知情的

范围内，公司与所评价或推荐的证券不存在利害关系。 

 

重要声明及风险提示： 
我公司具备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资格。本报告仅供广州广证恒生证券研究所有限公司的

客户使用。 

本报告中的信息均来源于已公开的资料，我公司对这些信息的准确性及完整性不作任

何保证，不保证该信息未经任何更新，也不保证我公司做出的任何建议不会发生任何变更。

在任何情况下，报告中的信息或所表达的意见并不构成所述证券买卖的出价或询价。在任

何情况下，我公司不就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对任何投资做出任何形式的担保。我公司已根

据法律法规要求与控股股东（广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各部门及分支机构之间建立合理必

要的信息隔离墙制度，有效隔离内幕信息和敏感信息。在此前提下，投资者阅读本报告时，

我公司及其关联机构可能已经持有报告中提到的公司所发行的证券或期权并进行证券或期

权交易，或者可能正在为这些公司提供或者争取提供投资银行、财务顾问或者金融产品等

相关服务。法律法规政策许可的情况下，我公司的员工可能担任本报告所提到的公司的董

事。我公司的关联机构或个人可能在本报告公开前已经通过其他渠道独立使用或了解其中

的信息。本报告版权归广州广证恒生证券研究所有限公司所有。未获得广州广证恒生证券

研究所有限公司事先书面授权，任何人不得对本报告进行任何形式的发布、复制。如引用、

刊发，需注明出处为“广州广证恒生证券研究所有限公司”，且不得对本报告进行有悖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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