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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陆创业板

华兰股份力争成为国际领先药包材提供商

10月18日， 江苏华兰药用

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简称

“华兰股份” ） 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路演

在中国证券报·中证网举行。华

兰股份董事长华国平、 华兰股

份总经理华一敏、 华兰股份副

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赵士军、

华泰证券保荐代表人米耀、邹

晓东等路演嘉宾在网上与投资

者交流， 并回答了投资者关心

的问题。

● 本报记者 王可

见习记者 倪铭

面临四大发展机遇

问：请介绍公司的基本情况。

答：华兰股份自1992年成立以来，主要

从事直接接触注射剂类药品包装材料的研

发、生产和销售，主要产品包括各类覆膜胶

塞、常规胶塞等。 由于药用胶塞通常与注射

剂直接接触， 因此选用高质量的药用胶塞

对用药者及时获得安全有效的药物支持至

关重要。 质量可靠的药用胶塞可保护药物

免受环境影响， 并有助于维持药物质量和

安全。

问：公司所处行业未来发展趋势如何？

答： 作为医药包装行业的细分子行业，

药用胶塞行业的发展与医药行业整体息息

相关。 未来主要机遇包括：一是高人口基数

和老龄化趋势为行业提供持续稳定的发展

空间；二是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推动居民

人均医疗相关费用的支出持续增加；三是国

家产业政策推动我国医疗卫生事业和药用

胶塞行业的整体发展；四是共同审评审批制

度的不断完善提升药用包装材料行业的整

体质量。药用包装材料的审核纳入药品整体

范围后，医药包装行业在产业链中的地位将

得到显著提高。未来行业的市场集中度会进

一步提高，坚持自主研发、掌握核心技术的

优质药用胶塞企业将逐步占领更多市场份

额。我国药用胶塞行业将逐渐实现进口替代

及海外出口、成为全球医药企业药用胶塞供

应基地的关键部分。

市场占有率位居行业前列

问：公司主要客户和市场占有率情况如何？

答：凭借产品质量优势、品牌知名优势、

技术研发优势、高端产品先发优势，公司的

客户已覆盖国内医药工业百强企业60%以

上，主要客户包含恒瑞医药、齐鲁制药、国药

集团、中生集团、石药集团、丽珠集团、上海

医药、广药白云山等国内知名药企，并与国

内其他众多主流医药企业进行深度合作。同

时，公司已进入如辉瑞制药、勃林格殷格翰、

韩国绿十字等部分国际知名医药企业的全

球供应体系，并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近年

来，公司不断推进“走出去” 的海外市场推

广战略，并已在意大利、埃及、沙特、卡塔尔

等国家和地区实现产品销售。

覆膜胶塞和常规胶塞是公司的主要产

品，覆膜胶塞又是核心产品。2019年，公司药

用胶塞销量为40.08亿只。 其中，覆膜胶塞销

量5.67亿只。 根据中国医药包协会说明，

2019年我国药用胶塞市场销量规模约400亿

只。 其中，覆膜胶塞国内市场销售规模约20

亿只。 因此，华兰股份药用胶塞整体市场占

有率约为10%， 覆膜胶塞市场占有率约为

28%，市场占有率位居行业前列。

问：请介绍公司的销售模式。

答：公司销售业务采用“直销为主，经销

为辅”的模式。 在国内市场，主要客户为制药

企业，公司主要采用直销模式；子公司华杨医

疗的医疗器械产品根据行业特点主要采用买

断式经销模式。 在国外市场， 为快速开拓市

场、 节省销售费用、 更好地满足当地客户需

求，公司部分销售采用买断式经销模式。

为实现对客户需求的快速响应，公司对国

内外制药企业销售业务进行区域划分，指定业

务人员与客户保持日常沟通， 获取客户需求，

落实客户订单， 了解其包装材料的使用情况，

会同公司技术研发部与客户的研发、质量管理

人员进行技术交流，从而为客户提供优质的售

前、售中和售后服务，以促进公司与客户之间

形成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

问：公司作为新材料企业在技术上有何

优势？

答：公司成立以来一直注重产品技术工

艺创新和专用工装器具的研究开发，不断加

大研发投入，依托工程技术中心平台，通过

加强研发队伍建设，持续提升产品技术优势

与研发能力。 公司长期专注于药用胶塞产品

的研发和实践， 凭借多年积累的技术经验，

自主积累并掌握了一系列优质的配方和生

产工艺技术， 形成了公司特有的核心技术，

可规模化生产质量稳定的药用胶塞产品，并

可根据客户需求和新型药品、药物特性对包

装的要求研制配方，为客户提供满足技术要

求和功能性要求的产品。

2008年，公司主要产品新型覆膜药用胶

塞产品被科学技术部、环境保护部、商务部

和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认定为“国家

重点新产品” ；2012年， 公司技术中心被认

定为“江苏省企业技术中心” ；2014年，公司

参与了国家2015年新版药典注射剂类内包

材的各种标准制定，并牵头组织《药用胶塞

GMP》协会标准起草工作；2017年，公司获

得江苏省科学技术厅、江苏省财政厅、江苏

省国家税务局和江苏省地方税务局颁发的

《高新技术企业证书》。此外，公司主要产品

覆膜胶塞获得美国FDA的DMF备案。

问：公司在产品质量上有何优势？

答：公司自成立以来始终高度重视产品

质量，坚持“华兰产品等同药品，华兰责任

安全有效” 的质量方针，目前已建立了完善

的质量管理体系，并通过ISO15378（药包材

GMP）质量体系认证。公司始终坚持以提升

产品质量为重要发展方向，基于行业发展痛

点，公司已对升级覆膜胶塞、零硅油胶塞、药

品包装密封组件等产品进行前沿布局，通过

持续的创新丰富公司的产品梯队，提高药用

胶塞的稳定性、质量，从而保障用药安全，支

持企业可持续发展。

公司将质量控制体系贯穿于新产品及

新配方研发设计、医用丁基橡胶等进口原材

料采购、产品生产及过程控制检测、仓储和

销售等各环节， 实施严格的综合质量管理，

建立了完备的质量检验程序和精密的质量

检测设备，以确保产品质量的稳定性和一致

性。凭借严格的工艺技术标准和完善的质量

控制体系，公司产品受到国内外众多医药制

药企业的认可和好评，部分产品已具备进口

替代的实力。

募投项目助力实现战略目标

问：请介绍募投项目的详细情况及其必

要性。

答： 实际募集资金扣除发行等费用后，

拟按照轻重缓急投资以下项目： 一是自动

化、智能化工厂改造项目，投资金额35432.1

万元， 募集资金拟投入金额35000万元，项

目建设期36个月；二是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投资金额6016.24万元， 募集资金拟投入金

额5000万元，项目建设期24个月；三是补充

流动资金项目，募集资金拟投入金额15000

万元。

与欧美同行业公司相比，我国药用胶塞

企业在生产、 包装等环节的装备自动化、智

能化方面普遍存在明显差距。 如在设备精

度、流程管控等方面提高自动化水平，将能

够大幅提升药用胶塞产品质量的稳定性，这

也是未来我国药用胶塞企业冲击高端产品

市场必须提高的环节。

研发中心建设有3个主要研发方向，主

要向国内外技术前沿领域、技术难度较大的

注射剂及口服制剂类弹性体密封件开发，新

型给药系统及医疗器械用弹性体密封件开

发，丁基分模边梯级利用及其它丁基橡胶制

品方向发展。 结合本项目研发中心建设规模

与内容、工程量大小、建设难易程度、建设条

件， 社会环境影响以及施工条件等具体状

况，确定建设周期为24个月。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投入有利于提升企

业核心竞争力；有利于企业可持续发展；有

利于提高企业销售效率； 有利于提升企业

产品质量检测手段、保证药品安全；符合中

国药品行业监管趋势、 有利于公司抓住市

场发展； 符合药品行业对药品包装材料持

续创新的需求， 有利于公司加快新产品的

开发速度。

截至2020年12月末，公司货币资金余额

为5846.92万元。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保

持稳定，生产规模不断扩大。 随着公司业务

的继续发展以及本次募投项目的投产，公司

的产销规模将进一步扩大， 公司的存货、应

收账款等流动资产也将相应增加；对高技术

人才的需求增加，人力成本将提高，从而给

公司的营运资金需求带来一定的压力。 因

此，为保证公司业务的正常发展，补充流动

资金具有必要性。

问：募投项目发展规划与现有业务有何

关系？

答：业务发展规划是公司以现有主营业

务为基础，结合国家产业政策、行业发展趋

势及公司的核心竞争优势制定的，经过了全

面、审慎的分析，有利于公司保持市场领先

优势、扩大业务规模、完善产业布局和提升

市场占有率。 因此，未来几年的发展规划是

现有业务的提升和完善，有助于公司实现成

为国际领先的药用包装材料供应商的战略

目标。

问：募投项目对公司持续发展有哪些影响？

答： 目前全球医药工业技术飞速发展，大

量的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新品种不断涌

现。 企业要想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需要准

确把握行业发展趋势，及时调整和布局，不断

进行工艺、技术、设备的引进和改造。募投项目

立足于高起点、高水平、高科技的设计思想，通

过引进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力求公司在新

产品研发和工艺优化方面处于国内领先地位，

以促进企业技术进步，使企业技术水平跃上一

个新的台阶， 从而增强企业的综合竞争实力，

走可持续健康发展之路。

“数”读华兰股份

●本报记者 李岚君 见习记者 乔翔

◆ 基本情况

华兰股份成立于1992年6月4日，注册资

本10100万元，法人代表为华国平。 公司注册

地址： 江阴市临港新城申港镇澄路1488号。

公司所处行业：C27医药制造业。公司主要从

事直接接触注射剂类药品包装材料的研发、

生产和销售， 主要产品包括各类覆膜胶塞、

常规胶塞等。

◆ 本次发行情况

本次发行价格为58.08元/股，发行股

票的数量为3366.6667万股， 发行后总股

本为13466.6667万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

比例为25%。 预计募集资金总额为195536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15132.81万元（不含

增值税） 后， 预计募集资金净额约为

180403.19万元。 本次网下发行申购日与

网上申购日同为2021年10月19日， 申购

简 称 为 “华 兰 股 份 ” ， 申 购 代 码 为

“301093” 。

◆ 高管、员工拟参与战略配售情况

华兰股份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

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认购

数量不超过本次发行数量的10%， 即不超过

336.6666万股，且认购金额不超过5860万元。专项

资产管理计划获配股票的限售期为自发行人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日起12个月。

◆ 财务数据

2018年-2020年， 公司资产总额分别为

56109.14万元、59750.23万元、62161.96万元；同

期资产负债率（母公司）分别为41.19%、41.72%、

39.79%； 同期营业收入分别为43356.15万元、

45974.59万元、44632.26万元，归母净利润分别为

8606.14万元、9517.40万元、8135.81万元；同期扣

非归母净利润分别为8347.61万元、9433.13万元、

7713.28万元；同期基本每股收益分别为0.852元、

0.942元、0.806元；同期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分别为 10673.52万元、8556.30万元、

13339.88万元；同期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比例分

别为4.84%、4.31%、5.30%。

◆ 主营业务构成

2018年-2020年， 公司主要产品为覆膜

胶塞和常规胶塞， 合计占主营业务收入比例超

过96%。公司其他产品主要包括少量塑料输液容

器用组合件， 以及子公司华杨医疗生产的泌尿

肛肠微创外科手术器械及其他产品。

2018年， 公司覆膜胶塞产品收入为

19853.86万元、常规胶塞产品收入为22116.49

万元、其他产品收入为710.69万元。

2019年， 公司覆膜胶塞产品收入为

23330.36万元、常规胶塞产品收入为21530.94

万元、其他产品收入为718.61万元。

2020年， 公司覆膜胶塞产品收入为

20666万元、常规胶塞产品收入为22907.73万

元、其他产品收入为791.05万元。

◆ 募集资金主要用途

项目一：自动化、智能化工厂改造项目。

本项目拟投入资金总量35432.10万元。其中，

厂房改造建筑工程投入2600万元，自动化子

系统投入33847万元， 信息化子系统投入

981.50万元，智能化子系统投入603万元。 依

托自动化、智能化工厂改造项目，华兰股份

将打造企业竞争新优势，有利于未来占领更

大市场份额，是企业健康长远发展的战略选

择，对于推动我国医药包装材料行业的转型

升级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

项目二：研发中心建设项目。本项目以公

司现有的企业研发中心为依托， 在江阴现有工

厂建立研发中心基地， 争取将本研发中心建成

药用胶塞细分领域的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 项

目总投资为6016.24万元， 公司拟通过本项目的

实施完善企业研发体系，提高公司研发能力。

项目三：补充流动资金。 公司拟使用部

分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15000万元。

◆ 专利、研发与技术人员情况

截至招股意向书签署日，公司及子公司

已取得专利权证书62项。 其中，发明专利14

项，实用新型专利43项、外观设计专利4项，

PCT专利1项。 公司专利中共有28项与设备、

模具相关， 占公司已有专利总数的45.16%。

截至2020年末， 公司有研发技术人员85人，

占总员工人数的12.69%。

多家上市公司

调整前三季度业绩预测

●本报记者 董添

多家上市公司日前调整了前三季度业绩

预测。 其中，上调业绩预测的原因主要为9月

底相关公司可以计入当期净利润的项目明

显增加。 而此前的业绩预告由于截止时间

较早，未能体现9月底的业绩。 此外，也有上

市公司受收入未达预期等因素影响， 下调了

业绩预测，出现了业绩变脸的情形。

上调预期

星华反光10月18日发布2021年前三季度

业绩预告修正公告。修正后的业绩显示，公司预

计前三季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约1.04亿元至1.08亿元， 同比增长61.74%至

67.97%。 修正前公司预计前三季度可实现归属

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7100万元至7600万

元，同比增长10.42%至18.2%。

星华反光表示，2021年9月底，公司已收讫

杭州市余杭区径山镇人民政府支付的第二批征

迁进度款，公司可以确认征迁资产的处置收益，

该收益全部为非经常性损益， 对净利润影响约

4050万元。 星华反光的主营业务为反光材料及

其制品的研发、设计、生产及销售，产品广泛应

用于职业安全防护、个人安全防护、休闲服饰等

各个领域。

大宗商品贸易商远大控股10月14日晚披

露的三季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显示， 公司修

正后预计2021年前三季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2亿元至2.2亿元， 上年同期

为亏损5224.89万元。 其中，第三季度实现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7200万元至8500

万元，同比增长54%至82%。 修正前，公司预

计2021年前三季度共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1.6亿元至1.8亿元，第三季度实现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500万元至

5000万元。

远大控股指出， 前次披露的业绩预告数据

是基于2021年9月26日公司各事业部的损益测

算结果，对公司整体业绩所进行的预估。 由于9

月最后几个交易日， 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幅度高

于预期， 导致大宗贸易事业部现货贸易利润较

预估数值大幅增加。

业绩变脸

此外，也有上市公司对业绩进行下修，出现

了业绩变脸的情形。

以固体废物处理企业超越科技为例， 公司

发布的2021年三季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显示，

修正后公司预计2021年前三季度实现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 7032.35万元至

9041.59万元，同比下降30%至10%。修正前，公

司预计2021年前三季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的

净利润9427.48万元至10586.38万元，同比增长

-6.16%至5.38%。

针对业绩预告修正的原因， 超越科技指

出，公司本年度对家电拆解生产线进行升级改

造，受生产线调试工作进程影响，拆解生产线

投入运行延期近两个月，对拆解业务收入影响

约1200万元，截至目前线体调试已完成，基本

恢复正常生产运营， 四季度产能将得到释放。

此外，前次业绩预测时拟定三季度执行的部分

危废处置业务，因客户内部审批流程进展延缓

导致实施进程受到影响，使得预计收入未能在

三季度实现， 对危废处置业务收入影响约

2600万元， 公司将加强与客户沟通以尽快推

进业务实施。 为确保业务稳定发展，公司积极

开拓市场，同时强化内部运营能力，短期相关

经营支出相对较高，随着后续业务的开展执行

及产能释放后单位成本的下降，公司盈利能力

将得到改善。

值得注意的是， 有上市公司前三季度业绩

预告相比上年同期出现大幅下滑， 亏损幅度超

过机构预期。

以中公教育为例，公司预计2021年第三季

度亏损6.03亿元至8.03亿元， 上年同期公司盈

利15.54亿元。业绩变动的主要原因是，一方面，

因多省联考提前导致高峰收费期减少， 以及教

师板块、综合板块、医疗板块招考变动和考试推

迟等因素影响，同时受行业外部、内部环境较大

变化影响， 公司业绩出现阶段性亏损； 另一方

面，公司继续优化产品、市场、研发及人员策略，

不断加强线上与线下融合（OMO）力度，强化

重点项目的布局与发力，优化成本结构，完善激

励机制，实现更有效地应对政策、竞争及疫情的

稳健高效运营模式。

信达证券在研报中直言， 中公教育第三季

度亏损幅度超过预期。 10月18日晚，中公教育

收到交易所关注函。 交易所要求公司说明2021

年三季度业绩较去年同期减少21亿元至23亿

元的具体原因及合理性。

路演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