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逾10家药企拟分拆子公司上市

涉及诊断试剂、疫苗等板块

□本报记者 傅苏颖

今年以来，丽珠集团、科伦药业、乐普医疗、长春高新等逾10家药企相继宣布拟分拆子公司上市。分拆的业务板块主要涉及诊断试剂、疫苗等生物创新药。 业内人士认为，这些业务板块投资前景光明，但仍需要关注后续的研发投入、产品迭代升级、市场占有率、人才激励机制等诸

多问题。

分拆上市

2019年12月，证监会发布《上市公司分拆所属子公司境内上市试点若干规定》。 据中国证券报记者不完全统计，在上述宣布拟分拆子公司上市的10余家药企中，多数拟分拆子公司在科创板、创业板上市，业务板块主要涉及诊断试剂、疫苗等生物创新药。

丽珠集团8月9日晚间公告，拟分拆其控股子公司丽珠试剂在A股上市。 根据公告，丽珠集团主营业务为医药产品的研发、生产及销售，涵盖制剂产品、原料药及中间体和诊断试剂及设备等，公司下属子公司丽珠试剂为公司专注于诊断试剂及设备制造的独立业务运营平台。

乐普医疗拟将其控股子公司乐普诊断分拆至科创板上市。 乐普诊断主要经营体外诊断试剂及仪器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业务。

疫苗业务成为分拆上市的热门。今年以来，长春高新、华兰生物及辽宁成大等上市公司相继发布公告，拟分拆疫苗业务独立上市。长春高新5月25日晚间公告，拟将其子公司百克生物分拆至上交所科创板上市。 本次分拆完成后，长春高新股权结构不会发生变化，且仍拥有对百克

生物的控股权。 百克生物主营业务主要为人用生物疫苗的研发、生产、销售，主要产品为水痘疫苗、人用狂犬病疫苗、鼻喷流感疫苗。

华兰生物计划分拆子公司华兰疫苗至创业板上市。公司主营业务主要涉及血液制品、疫苗制品两大板块，华兰疫苗自成立至今一直专注于疫苗的研发、生产及销售，是我国疫苗制品行业品种较多、规格较全的企业之一。 6月30日，分拆华兰疫苗上市工作有了新进展。河南证监局

网站显示，华兰疫苗正在接受华泰联合证券辅导，已在河南证监局进行辅导备案。

辽宁成大拟将其控股子公司成大生物分拆至上交所科创板上市。 成大生物科创板IPO申请已进入问询阶段。 成大生物主要从事生物制品业务，主要为人用疫苗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对于药企计划分拆子公司上市的热潮，中邮证券首席研究官、董事总经理尚振宇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首先，制度层面证监会鼓励企业分拆上市；其次，中国进入老龄化社会，潜在的医药需求巨大；此外，企业产品创新升级要融入价值链体系。

实现双赢

上述药企拟分拆的业务板块具有较高的独立性。 丽珠集团公告显示，丽珠试剂业务领域、运营模式与公司其他业务板块保持较高独立性，本次分拆不会对公司其他业务板块的持续经营运作构成实质性影响。 乐普医疗表示，乐普诊断与公司其他业务保持较高的独立性，分拆乐

普诊断上市不会对公司其他业务的持续经营构成实质性影响。 华兰生物公告称，华兰疫苗作为公司下属唯一的疫苗制品业务运营平台，其业务领域、运营模式与公司其他业务板块尤其是血液制品板块之间保持较高的独立性，本次分拆不会对公司其他业务板块的持续经营运作构

成实质性影响。

丽珠集团指出，本次分拆完成后，公司仍将控股丽珠试剂，丽珠试剂的财务状况和盈利能力仍将反映在公司的合并报表中。本次分拆上市将导致公司持有丽珠试剂的权益被摊薄，但丽珠试剂的发展机遇与创新能力将进一步提升，有助于提升公司未来的整体盈利水平。同时，本

次分拆上市有利于进一步提升丽珠试剂的品牌知名度及社会影响力，优化丽珠试剂的管理、经营体制，提升丽珠试剂的管理水平。 有利于丽珠试剂拓宽融资渠道，进一步加大研发、运营的投入，巩固丽珠试剂的市场竞争力。 丽珠试剂市场竞争力的提升，有助于深化公司在诊断试剂

产业链的战略布局，实现诊断试剂业务板块的做大做强，进一步提升公司资产质量和风险防范能力。

乐普医疗表示，本次分拆完成后，上市公司仍将控股乐普诊断，乐普诊断的整体经营情况、财务及盈利状况均将在上市公司合并报表中予以反映。 分拆上市将有利于提升乐普诊断的独立性、投融资能力以及市场竞争力，乐普诊断经营实力和盈利能力的提升，亦将正面影响乐普

医疗的整体盈利水平。

尚振宇认为，医药企业需要深度参与全球价值链竞争体系，加强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等研发投入，不断升级自身产品与服务能力，资本市场作为直接融资渠道为此提供强有力的支持。

光大证券研报显示，子公司单独上市直接对接资本市场，有助于拓宽融资渠道，管理层得到有效激励。对母公司而言，控制权不变的分拆上市不会影响合并报表投资收益和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分拆上市当年，母公司利润可能因为持股比例被稀释而下滑。 选择分拆上市，更多出

于对公司治理和长期战略层面的考虑。

前景光明

诊断试剂、疫苗等生物创新药均是目前资本市场追捧的板块，未来依然被好。国信证券高级研究员张立超认为，疫苗的公众知晓率、渗透率、接种率有望持续性提升。 加上近年来重磅疫苗新产品不断获批上市，疫苗板块将充分受益并步入景气上行区间。 预计治疗性疫苗和新型

疫苗将成为未来研发的重要方向，符合政策导向、重视研发投入、技术创新以及新产品研发能力强的疫苗企业将进入黄金发展期。 建议重点关注国际合作能力突出、具有技术优势和全球化经营实力，尤其是已经开展新冠病毒疫苗研发的企业。

光大证券认为，疫情催化行业加速升级，公共卫生体系有望迎来变革，预防环节日益得到重视；新冠病毒疫苗全球研发竞速带来国内疫苗技术平台转型升级。 重大疫情过后，伴随大众疫苗接种意识的提升，尤其相比发达国家和地区渗透率还很低的二类疫苗，有望弥合差距。 华

安证券表示，政策对创新药、器械相关企业带来政策红利。 创新药、器械将长时间获得政策鼓励而高速发展。

尚振宇认为，从投资收益角度看，这些业务板块前景光明，但需要关注后续的研发投入、产品的迭代升级、市场的占有率、财务管理成本、人才的激励机制等诸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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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定增募资逾20亿元

珍宝岛完善医药产业链布局

□本报记者 宋维东

8月11日晚， 珍宝岛公告称，

拟非公开发行股票， 募集资金总

额不超过20.81亿元， 扣除发行费

用后将用于创新药及仿制药研发

平台项目、 鸡西分公司三期工程

建设项目、中药材产地加工项目、

信息化升级建设项目及补充流动

资金。

珍宝岛表示，本次定增可进一

步推动公司创新药和仿制药的研

发，大幅提升公司研发能力，完善

中药产业链条，积极推进公司产品

条线战略布局； 不断深化中药、化

学药、生物药协同发展战略。

本次募投项目包含创新药和

仿制药两个研发平台。 对此，珍宝

岛表示，这充分考虑了研发投入、

研发难度和研发周期， 二者同步

推进有利于优势互补。 与化学创

新药相比， 仿制药的研发和生产

投入相对较少、风险相对较低、时

间相对较快； 而创新药的竞争壁

垒和市场收益远高于仿制药，有

必要积极发展创新药。

具体来看，创新药及仿制药研

发平台项目致力于研发高临床价

值、高经济价值的化药创新药及仿

制药。 珍宝岛表示，在中成药市场

发展相对放缓的背景下，加快化学

药业务的发展是公司实现可持续

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项目建设满

足公司抢占化学药市场先机的需

要。该项目涉及的品种均属于用药

人群广、用药时间周期长、市场空

间巨大的心脑血管系统、骨骼肌肉

系统、神经精神、抗肿瘤、抗感染

类、消化代谢、呼吸系统等领域。项

目可提升公司研发效率，加快仿制

药研发和创新药研发上市速度，抢

占市场先机。

鸡西分公司三期工程建设项

目拟在黑龙江省鸡西市鸡冠区工

业园区建设原料药生产车间及配

套设施， 项目达产后将形成年产

4745千克原料药的生产能力，产

品主要作为原料用于公司化学制

剂的生产。 珍宝岛表示，该项目投

产后，将保障原料药稳定供应，提

高原料药质量， 为公司化药仿制

药的研发提供有效保障。 此外，依

据新上设备能力， 迅速引进和开

发新的制剂品种， 将使公司产品

结构更趋于合理， 进一步完善公

司质量体系和生产规范化管理，

增强原料制剂一体化优势， 为未

来化药产业化建立基础。

中药材产地加工项目拟分别

在安徽省亳州市和甘肃省岷县建

设中药材产地加工车间及配套工

程。 安徽（亳州）皖药产地加工项

目和甘肃（岷县）陇药产地加工

项目将进一步规范道地药材加工

市场，从源头保障中药材质量；此

外， 通过提高中药材生产及产地

加工的规范化程度， 提高药农的

组织化程度， 全面提高中药材前

处理的集中度，提高其规模水平，

在全面提高药材生产与加工规范

化水平的同时， 不断提高药农收

入水平。

信息化升级建设项目将建

设ERP一体化管控平台、数字化

营销平台、企业大数据平台和敏

捷开发平台，进一步提升公司经

营管理水平和内外部协同效率，

加快公司新药研发速度，节约研

发资金， 进而提升公司核心竞

争力。

A06

公司新闻 Company

■

2020

年

8

月

12

日 星期三

■

责编：郭宏 美编：王建华 电话：

010-63070383

7月新能源汽车销售9.8万辆

□本报记者 崔小粟

8月11日，中国汽车工业协会

（简称“中汽协” ）发布的数据显

示，7月汽车销售211.2万辆，同比

增长16.4%。 其中， 乘用车销售

166.5万辆，同比增长8.5%；商用

车 销 售 44.7 万 辆 ， 同 比 增 长

59.4%。值得关注的是，7月新能源

汽车共销售9.8万辆， 同比增长

19.3%，同比增速由负转正。 中汽

协预测， 今年新能源汽车销量或

保持在110万辆左右。

商用车产销同比增速明显

2020年7月，汽车产销形势总

体稳定， 当月产销量环比小幅下

降，同比继续保持增长，其中商用

车同比增速依然明显。 7月，汽车

产销分别达到220.1万辆和211.2

万辆，环比分别下降5.3%和8.2%，

同比分别增长 21.9%和 16.4% 。

1-7月，汽车产销分别为1231.4万

辆和1236.5万辆， 同比分别下降

11.8%和12.7%， 降幅与1-6月相

比，分别收窄5.0个百分点和4.2个

百分点。

7月，乘用车产销分别为172.9

万辆和166.5万辆， 环比分别下降

3.9%和 5.6% ， 同比分别 增长

13.2%和8.5%。 与上月相比，多功

能乘用车（MPV）产量略增，销量

微降， 其他三大类乘用车品种产

销均呈小幅下降； 与上年同期相

比，多功能乘用车（MPV）产量略

有增长，销量小幅下降，其他乘用

车品种产销依然保持增长。 1-7

月， 乘用车产销分别为948.3万辆

和 953.3 万辆 ， 同比分别下降

17.8%和18.4%， 降幅比1-6月分

别收窄4.7个百分点和4.0个百分

点。 与上年同期相比，四大类乘用

车品种产销降幅相比1-6月继续

收窄。

7月， 商用车产销分别为47.2

万辆和44.7万辆， 环比分别下降

10.4%和16.6%， 同比分别增长

70.3%和59.4%。 在商用车主要品

种中， 与上月相比货车和客车产

销均下降；与上年同期相比，客车

产销下降较快， 货车产销保持快

速增长。 1-7月，商用车产销分别

为283.1万辆和283.2万辆，同比分

别增长16.4%和14.3%， 增速比

1-6月分别提升6.9个百分点和

5.7个百分点。 在商用车主要品种

中，与上年同期相比，客车产销均

呈下降态势， 货车产销保持较快

增长。

中汽协表示，在各项促消费政

策的带动下，7月汽车市场加快复

商复市步伐， 市场活力逐步提升，

市场销售持续改善。 在此背景下，

汽车产销延续二季度以来的回暖

势头，保持了良好的运行态势。 一

系列促进消费政策正逐步发挥作

用， 对汽车市场发展长期利好；上

半年各地实施的促进消费政策陆

续进入尾声， 为对冲疫情影响，会

陆续再出台相关政策，但直接促进

汽车消费的力度可能会减弱。

新能源车产销同比增速转正

新能源汽车产销同比增速由

负转正。 7月，新能源汽车产销分

别完成10万辆和9.8万辆， 环比分

别下降2.4%和5.5%， 同比分别增

长15.6%和19.3%。 在新能源汽车

主要品种中，与上月相比，纯电动

和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产销均呈

一定程度下降； 与上年同期相比，

纯电动汽车和插电式混合动力汽

车产销均增长，其中纯电动汽车增

速更为明显。

1-7月，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

为49.6万辆和48.6万辆，同比分别

下降31.7%和32.8%， 降幅相比

1-6月继续收窄。 在新能源汽车

主要品种中，与上年同期相比，纯

电动汽车和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

产销同比均下降， 降幅均比1-6

月收窄。

7月，中国品牌乘用车销量环

比略有下降，同比小幅增长。 共销

售58.5万辆，环比下降0.9%，同比

增长4.5%， 占乘用车销售总量的

35.1%，占有率比上月提升1.7个百

分点，结束了自3月起连续下降态

势。海外品牌方面，与上月相比，德

系和日系销量降幅略小，其他海外

品牌下降较为明显；与上年同期相

比， 法系乘用车销量降幅超过

70%，韩系微降，其他品牌呈不同

程度增长， 日系品牌增速接近

20%。 7月，中国品牌轿车、SUV和

MPV市场占有率分别为19.1%、

45%和64.9%，与上月相比市场占

有率均增长。

1-7月，中国品牌乘用车共销

售343.4万辆，同比下降25%，占乘

用车销售总量的36.0%，占有率比

上年同期下降3.2个百分点。 海外

品牌方面，与上年同期相比，日系

乘用车销量降幅略小，其他品牌均

呈两位数较快下降。 1-7月，中国

品牌轿车、SUV和MPV市场占有

率分别为18.3%、47.9%和66.7%，

呈现下降趋势。

7月国内市场5G手机出货量1391万部

机构密集调研手机产业链

□本报记者 张兴旺

8月11日， 中国信通院发布的报告

显示，7月份国内市场5G手机出货量达

1391.1万部 ， 占同期手机出货量的

62.4%。 同时， 机构密切关注手机产业

链。 三季度以来，机构调研了11家手机

产业链公司。 券商认为，目前5G新机仍

以安卓为主，下半年苹果5G新机的发布

将推动产业链新一轮创新升级。

5G手机出货占比提升

中国信通院报告显示，7月份国内手

机市场总体出货量达2230.1万部， 同比

下降34.8%；1-7月， 国内手机市场总体

出货量1.75亿部，同比下降20.4%。7月份

国内上市新机型40款，同比下降23.1%。

1-7月，上市新机型累计256款，同比下

降14.1%。

从5G手机发展情况看，7月国内市

场5G手机出货量达1391.1万部，占同期

手机出货量的62.4%； 而6月份5G手机

占同期出货量的比例为61.2%。 7月份，

上市新机型14款，占同期手机上市新机

型数量的35.0%。1-7月，国内市场5G手

机累计出货量7750.8万部、上市新机型

累计 119 款 ， 占 比 分 别 为 44.2% 和

46.5%。

从品牌构成看，7月份， 国产品牌手

机出货量达 2072.4万部 ， 同比下降

35.1%， 占同期手机出货量的92.9%；上

市新机型36款，同比下降16.3%，占同期

手机上市新机型数量的90.0%。 1-7月，

国产品牌手机出货量累计1.60亿部，同

比下降21.7%， 占同期手机出货量的

91.2%；上市新机型累计234款，同比下

降11.4%， 占同期手机上市新机型数量

的91.4%。

中泰证券指出，5G手机快速发展

将为产业链和5G新应用带来重大机

遇。 川财证券认为，5G新机仍以安卓为

主，智能手机景气仍有较大提升空间。

机构密集调研

机构密切关注手机产业链动态。

Wind数据显示，三季度以来，机构调研

了11家手机产业链公司。 其中，6家公司

获10家以上机构调研，领益智造、通富

微电获得100家以上机构调研， 传音控

股获得88家机构调研。

苹果公司是领益智造主要客户之

一。 领益智造主营业务以精密功能及结

构件为核心， 向上游材料领域和下游模

组及组装产品延伸，具体包括模切材料、

磁材、电源适配器等。 上半年，领益智造

实现营业收入119.44亿元， 同比增长

24.4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为6.31亿元，同比下降43.36%。 其中，公

司核心板块领益科技实现营业收入

78.17亿元，同比增长36.19%。

7月31日，领益智造表示，5G手机对

导磁导电、天线模组等功能要求提升，增

加产品加工的工序恰是公司的盈利机会

所在； 公司对各种材料理解能力和经验

积累比较深厚， 客户对料件提出更高要

求的趋势给公司带来机会。

国信证券指出，下半年苹果5G新机

的发布将推动产业链新一轮创新升级，

推出多款机型，提高市场份额，增强软

件和服务端的营收黏性。 展望三季度，

随着苹果5G手机新机型的发布， 过去

三年堆积的换机潮预计将迎来高峰，苹

果手机产业链公司的业绩增速有望持

续高增长。

领益智造表示，三季度、四季度订

单充足，公司会持续扩充产能。 随着公

司在行业内模组化的布局、结构件板块

的大幅增长以及领益科技对各板块更

深度的融合，预计2021年的情况会好于

2020年。

7月10日， 安洁科技在机构调研时

表示， 未来会不断加强对主要业务领域

和核心客户的渗透， 公司将不断努力在

消费电子行业做大做强。

逾10家药企拟分拆子公司上市

涉及诊断试剂、疫苗等板块

□本报记者 傅苏颖

分拆上市

2019年12月，证监会发布《上

市公司分拆所属子公司境内上市试

点若干规定》。据中国证券报记者不

完全统计， 在上述宣布拟分拆子公

司上市的10余家药企中， 多数拟分

拆子公司在科创板、创业板上市，业

务板块主要涉及诊断试剂、 疫苗等

生物创新药。

丽珠集团8月9日晚间公告， 拟分

拆其控股子公司丽珠试剂在A股上

市。根据公告，丽珠集团主营业务为医

药产品的研发、生产及销售，涵盖制剂

产品、 原料药及中间体和诊断试剂及

设备等， 公司下属子公司丽珠试剂为

公司专注于诊断试剂及设备制造的独

立业务运营平台。

乐普医疗拟将其控股子公司乐普

诊断分拆至科创板上市。 乐普诊断主

要经营体外诊断试剂及仪器的研发、

生产和销售业务。

疫苗业务成为分拆上市的热门。

今年以来，长春高新、华兰生物及辽宁

成大等上市公司相继发布公告， 拟分

拆疫苗业务独立上市。 长春高新5月

25日晚间公告， 拟将其子公司百克生

物分拆至上交所科创板上市。 本次分

拆完成后， 长春高新股权结构不会发

生变化， 且仍拥有对百克生物的控股

权。 百克生物主营业务主要为人用生

物疫苗的研发、生产、销售，主要产品

为水痘疫苗、人用狂犬病疫苗、鼻喷流

感疫苗。

华兰生物计划分拆子公司华兰

疫苗至创业板上市。 公司主营业务

主要涉及血液制品、疫苗制品两大板

块，华兰疫苗自成立至今一直专注于

疫苗的研发、生产及销售，是我国疫

苗制品行业品种较多、规格较全的企

业之一。 6月30日，分拆华兰疫苗上

市工作有了新进展。河南证监局网站

显示，华兰疫苗正在接受华泰联合证

券辅导， 已在河南证监局进行辅导

备案。

辽宁成大拟将其控股子公司成

大生物分拆至上交所科创板上市。 成

大生物科创板IPO申请已进入问询阶

段。 成大生物主要从事生物制品业

务，主要为人用疫苗的研发、生产和

销售。

对于药企计划分拆子公司上市的

热潮，中邮证券首席研究官、董事总经

理尚振宇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首

先， 制度层面证监会鼓励企业分拆上

市；其次，中国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

潜在的医药需求巨大；此外，企业产品

创新升级要融入价值链体系。

实现双赢

上述药企拟分拆的业务板块具有

较高的独立性。丽珠集团公告显示，丽

珠试剂业务领域、 运营模式与公司其

他业务板块保持较高独立性， 本次分

拆不会对公司其他业务板块的持续经

营运作构成实质性影响。 乐普医疗表

示， 乐普诊断与公司其他业务保持较

高的独立性， 分拆乐普诊断上市不会

对公司其他业务的持续经营构成实质

性影响。华兰生物公告称，华兰疫苗作

为公司下属唯一的疫苗制品业务运营

平台，其业务领域、运营模式与公司其

他业务板块尤其是血液制品板块之间

保持较高的独立性， 本次分拆不会对

公司其他业务板块的持续经营运作构

成实质性影响。

丽珠集团指出，本次分拆完成后，

公司仍将控股丽珠试剂， 丽珠试剂的

财务状况和盈利能力仍将反映在公司

的合并报表中。 本次分拆上市将导致

公司持有丽珠试剂的权益被摊薄，但

丽珠试剂的发展机遇与创新能力将进

一步提升， 有助于提升公司未来的整

体盈利水平。同时，本次分拆上市有利

于进一步提升丽珠试剂的品牌知名度

及社会影响力，优化丽珠试剂的管理、

经营体制，提升丽珠试剂的管理水平。

有利于丽珠试剂拓宽融资渠道， 进一

步加大研发、运营的投入，巩固丽珠试

剂的市场竞争力。 丽珠试剂市场竞争

力的提升， 有助于深化公司在诊断试

剂产业链的战略布局， 实现诊断试剂

业务板块的做大做强， 进一步提升公

司资产质量和风险防范能力。

乐普医疗表示， 本次分拆完成后，

上市公司仍将控股乐普诊断，乐普诊断

的整体经营情况、财务及盈利状况均将

在上市公司合并报表中予以反映。分拆

上市将有利于提升乐普诊断的独立性、

投融资能力以及市场竞争力，乐普诊断

经营实力和盈利能力的提升，亦将正面

影响乐普医疗的整体盈利水平。

尚振宇认为，医药企业需要深度参

与全球价值链竞争体系， 加强新技术、

新工艺、新材料等研发投入，不断升级

自身产品与服务能力，资本市场作为直

接融资渠道为此提供强有力的支持。

光大证券研报显示， 子公司单独

上市直接对接资本市场， 有助于拓宽

融资渠道，管理层得到有效激励。对母

公司而言， 控制权不变的分拆上市不

会影响合并报表投资收益和公允价值

变动损益。分拆上市当年，母公司利润

可能因为持股比例被稀释而下滑。 选

择分拆上市， 更多出于对公司治理和

长期战略层面的考虑。

前景光明

诊断试剂、疫苗等生物创新药均

是目前资本市场追捧的板块，未来依

然被看好。 国信证券高级研究员张立

超认为，疫苗的公众知晓率、渗透率、

接种率有望持续性提升。 加上近年来

重磅疫苗新产品不断获批上市，疫苗

板块将充分受益并步入景气上行区

间。 预计治疗性疫苗和新型疫苗将成

为未来研发的重要方向，符合政策导

向、重视研发投入、技术创新以及新

产品研发能力强的疫苗企业将进入

黄金发展期。 建议重点关注国际合作

能力突出、具有技术优势和全球化经

营实力，尤其是已经开展新冠病毒疫

苗研发的企业。

光大证券认为， 疫情催化行业

加速升级， 公共卫生体系有望迎来

变革，预防环节日益得到重视；新冠

病毒疫苗全球研发竞速带来国内

疫苗技术平台转型升级。 重大疫情

过后，伴随大众疫苗接种意识的提

升，尤其相比发达国家和地区渗透

率还很低的二类疫苗，有望弥合差

距。 华安证券表示，政策对创新药、

器械相关企业带来政策红利。 创新

药、器械将长时间获得政策鼓励而

高速发展。

尚振宇认为，从投资收益角度看，

这些业务板块前景光明， 但需要关注

后续的研发投入、产品的迭代升级、市

场的占有率、财务管理成本、人才的激

励机制等诸多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