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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过去的2022年，是以岭药业高质量发展

的一年。从业绩来看，截至 2022年三季报，以

岭 药 业 归 母 净 利 润 三 年 复 合 增 长 率 达 到

34.99%。股价表现上，2020年同期至今，以岭

药业股价三年复合增长率约为35%，呈现出股

价与业绩同频共振的良好表现。

稳步上升的业绩和二级市场表现，是以

岭药业在产品和研发端取得诸多成果，连花

清瘟所属的抗感冒类药物，成为公司业绩持

续增长的保障，不断推陈出新的创新药和创

新产品，保障以岭药业基本盘持续向好发

展。在业绩提升的同时，以岭药业还积极履

行社会责任，在疫情中体现了中药企业的担

当与奉献。

创新赋能企业高质量发展

以岭药业的主营业务是专利创新中药的

研发、生产和销售。在开展创新中药研发的同

时，公司积极布局化生药和健康产业，构建了

专利中药、化生药、健康产业协同发展、相互促

进的医药健康产业格局。

产品方面，以岭药业围绕心脑血管病、糖

尿病、呼吸、肿瘤、神经、泌尿等六大类发病率

高、市场用药量大的疾病，开发系列拥有自主

知识产权的专利中药。目前，以岭药业拥有专

利新药13个，其中8个列入国家医保目录，5个

列入国家基本药物目录，为公司业绩增长提供

了重要驱动力。

公司业绩方面，以岭药业2022年三季报显

示，公司前三季度归母净利润为 14.1亿元，相

比去年同期增长 15.58%，三年复合增长率

34.99%；扣非归母净利润为 14.2亿元，相比去

年同期增长20.6%，三年复合增长率37.92%。

纵观以岭药业2022年市场表现，无论是其

主力品种心脑血管和连花清瘟产品，还是二线

品种，年销售均呈现较好的增长态势。从中长

期来看，公司一直把创新作为企业发展的源动

力，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完善研发体系，提升研

发产出率，不断完善产品阵列以支撑企业高质

量发展。

目前，以岭药业凝聚了一支以归国专家、

外籍专家及博士为骨干的研发队伍，被列入河

北省首批“巨人计划”团队，建立了复方中药、

组分中药、单体中药的高水平研发平台，形成

了中药创新药、化学一类新药、国际制剂的研

发格局，并先后承担和完成了国家973、863，国
家“十一五”支撑、国家重大新药创制、国家重

点研发计划等国家级重大项目 30余项，截至

2022年 6月份，以岭药业累计取得专利 800余

项，六次荣获国家科技大奖。

据药智数据、国家药监局数据显示，2020
年和2021年两年我国共有15个中药新药获批

上市，以岭药业独占3个，是同期获批数量较多

的企业。

据 choice数据显示，2022年前三季度以岭

药业研发费用为 5.52 亿元，同比增长 2.6%。

2018年至2022年前三季度，以岭药业研发费用

均持续上升，复合增长率达32.33%。

根据以岭药业公开信息显示，公司适用于

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芪黄明目胶囊进入申报

阶段；治疗类风湿关节炎的络痹通片、适用于

慢性胆囊炎的柴黄利胆胶囊和治疗过敏性鼻

炎的玉屏通窍片进入 III期临床阶段；用于治疗

儿童感冒的小儿连花清感颗粒已完成 II期临

床出组，预备进入 III期临床阶段。

以岭药业还致力于已上市产品的二次开

发，丰富产品的适应症范围，如养正消积胶囊

正在申请新增适应症，多项药品的新增适应症

处在循证或临床阶段，研发管线在有条不紊的

推动中。

除了加大科研投入，跨越式发展中药创新

药，以岭药业还积极推进化生药创新品种研

发。近期以岭药业发布公告，于2023年1月10
日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受理

通知书》，创新药“BIO-008”药物临床试验申请

获得受理，该药拟定适应症为晚期实体瘤。以

岭药业表示，该产品体内外活性和安全性良

好，具有较高的临床开发价值。

中医药价值提速企业品牌影响

作为中医药领域知名企业，以岭药业被公

众熟知的是其连花清瘟产品，作为治疗新型冠

状病毒感染的代表性中成药，连花清瘟多次在

国内外病毒类呼吸道公共卫生事件中发挥重

要作用，更成为国家诊疗方案、各省治疗方案

推荐次数较多的中成药。

中医药是我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防治的

一大优势，在湖北疫情时发挥了全链条、全过

程、全周期的积极作用。连花清瘟作为中医

药治疗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筛选出的中成药，

被列入湖北、北京、上海等 20余个省卫健委、

中医药管理局诊疗方案推荐用药。身为中药

感冒药的代表性药物，连花清瘟治感冒、抗流

感、防治新冠，也已成为我国家庭药箱中的常

备药品。

广州医科大学呼吸疾病国家重点实验室

在国际药理学界主流期刊《药理学研究》发表

的《连花清瘟对新冠病毒具有抗病毒、抗炎作

用》研究证实，连花清瘟通过抑制病毒复制、抑

制宿主细胞炎症因子表达，从而发挥抗新冠病

毒活性的作用。研究还发现，无论是对Alpha、
Beta，还是Delta等变异株，连花清瘟都显示了

稳定的体外抗病毒作用。

连花清瘟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抑制和

缓解作用，也获得了海外的一致首肯。据悉，

连花清瘟已在俄罗斯、加拿大、巴西、印度尼西

亚、科威特、柬埔寨等近30个国家获批上市，并

进入了多国的抗疫药品白名单和轻症患者居

家治疗方案，为全球疫情防控发挥了重要作

用。

近日，在第五届社会责任大会暨“2022奥

纳奖颁奖典礼”上，以岭药业获评奥纳奖-2022
年度最具影响力品牌。第十一届金融界领航

中国“金智奖”年度盛典上，以岭药业荣获2022
年度杰出品牌奖。对于以岭药业的获奖原因，

无不提及连花清瘟的抗疫表现。以连花清瘟

为代表的中医药价值，已逐渐被全社会所认知

接受，并不断推动了以岭药业的品牌影响力提

升。

自连花清瘟上市以来，已通过多项高质量

临床实验研究证明了其在甲流、禽流感、乙流、

新冠肺炎等疾病中的突出作用。华鑫证券在

其研报中分析认为，连花清瘟身负多次抗疫经

历，经受了多次疫情考验，并成功走出国门，为

多个国家抗疫作出巨大贡献。2021年连花清

瘟产品国内公立医院销售位列榜首；2022年上

半年，连花清瘟产品零售终端销售额位列首

位，连花清瘟有望持续助力抗疫，品牌推广度

高，已悄无声息抢占感冒类药品市场，作为流

感家储常备药，有望带来持续增量。

深化社会责任让“连花”朵朵开

疫情发生三年以来，连花清瘟从未停止与

疫情抗争的步伐：针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开展

系列基础及临床试验，火神山、雷神山医院广

泛应用，列入国家诊疗方案，海内外捐赠……

每一步都彰显着这朵“连花”的抗疫精神，诠释

着中医智慧，展示了企业情怀。

每到疫情形势严峻时刻，以岭药业都会迅

速响应号召，多措并举支援各地抗疫工作。

2020年初，以岭药业克服春节期间人手不足、

交通不畅等困难，率先通过中国红十字会向疫

区捐赠 1000万元连花清瘟，并将其中价值 500
万元的连花清瘟连夜送达武汉。以岭药业也

成为全国较早向中国红十字会捐赠药品的企

业之一。

哪里有疫情，哪里就有以岭捐赠抗疫物资

的身影。2021年初，以岭药业又向中国红十字

基金会捐赠5000万元共同发起设立“连花呼吸

健康公益行”项目，向受疫情影响较严重地区

发放包括连花清瘟胶囊、连花清咳片以及连花

清瘟爆珠、连花清瘟爆珠口罩、健康包等在内

的连花呼吸健康系列产品，支持各地开展疫情

防控工作。

2022年2月份，中国香港等地疫情反弹，连

花清瘟市场需求激增，为支持中国香港的疫情

防控，由工业和信息化部牵头，以岭药业紧急

调配产能，昼夜生产价值2000余万元连花清瘟

胶囊系列抗疫物资支援中国香港。

连花清瘟在呼吸系统领域做出的积极作

用，使以岭药业的科研团队打开了新思路，基

于研制连花清瘟的理论指导思想，研发团队集

合传统经典名方及临床实践，研制出呼吸系统

领域又一拳头产品——连花清咳片，该创新中

药于2020年5月份获批上市。

基于连花清瘟的组方，结合当下新形势，

以岭药业陆续研制出连花清咽抑菌喷剂、连花

口罩爆珠、连花清肤卫生湿巾、连花免洗抑菌

洗手液和连花防护口罩等系列呼吸健康产品，

组成连花呼吸健康包，一经上市便广受欢迎。

连花清咳片、连花呼吸健康包和连花清瘟组成

连花呼吸健康系列产品，为多地疫情防控发挥

全方位立体防护作用。

以岭药业作为中医药国际化的代表企业，

一直秉承“人道、博爱、奉献”的理念，积极为海

外疫情防控贡献自己的力量，尤其是疫情发生

以来，公司在做好自身疫情防控的同时，也一

直积极参与国外疫情援助，一次次向抗疫一线

捐赠药品，一次次为社会各地贡献力量。

2020年以来，以岭药业分别向泰国、柬埔

寨、伊拉克、意大利、尼泊尔、厄瓜多尔、巴西、

上合组织等国家和国际组织捐赠价值 2000余

万元连花清瘟防疫物资支持当地疫情防控，生

动展现了中国企业的时代担当，用实际行动去

践行更多的社会需要。 （裴桂荣）

（CIS）

创新赋能 以岭药业净利润三年复合增长率达34.99%

本报记者 曹卫新

进入2023年，越博动力新老实控
人之间的“对决”仍在上演。

1月17日，越博动力披露的股东大
会决议公告显示，公司新实控人贺靖
旗下公司润钿科技及原实控人李占江
分别通过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的方式
对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的
议案进行了投票表决，二者表决结果
截然相反。最终，上市公司以李占江、
协恒投资分别持有的公司全部股份对
应的表决权由润钿科技行使为由，采
纳了润钿科技的表决结果。

“上市公司的这种表述是不合法
的。我们已通过邮件向润钿科技送达
了解除表决权委托协议通知，表决权
委托已撤销。对于董事会、股东大会
的决议，我们已经向上市公司提起诉
讼，南京市建邺区人民法院已经立案
受理。”1月17日，李占江夫人李莹在接
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如今，这场控制权争夺似乎陷入
了“拉锯战”。

表决权归属成争议焦点

提及李占江和贺靖、上市公司之
间的“恩怨”，需要追溯到一个多月前。

2022年11月30日，越博动力发布
公告称，李占江及南京越博进驰股权
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
简称“越博进驰”）、协恒投资与润钿科
技签订了《合作协议》及《表决权委托
协议》，李占江拟将其持有的公司
25.36%股份、协恒投资拟将其持有的
公司4.06%股份的表决权不可撤销地
委托给润钿科技行使。表决权委托完
成 后 ，润 钿 科 技 将 持 有 公 司 合 计
29.42%的表决权，成为公司控股股东，
贺靖将成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易主”消息公布一周后，上市公
司紧接着发布了两则消息：一是罢免
李占江的董事及董事长职务，并选举
贺靖为公司总经理；二是控诉李占江
夫妇带领50多名社会人员大闹董事
会，致部分员工受伤。

大权旁落的李占江很快选择了反

击，公开控诉：“冲击董事会一事纯属
捏造。《表决权委托协议》和《合作协
议》是在贺靖等二十余人对我本人长
达30多个小时的围攻、胁迫、恐吓、不
让休息的情形下被迫签署的，并非我
本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协议内容全部
是对我义务的约定以及权利的剥夺。
我已向润钿科技发函撤销该表决权委
托协议及合作协议。”

1月17日，李莹向记者展示了向润
钿科技送达解除表决权委托协议通知
的邮件截图。截图显示，2022年12月
18日，李占江向《合作协议》预留的润
钿科技邮箱发送了两封解除协议的通
知，邮件发送状态显示“投递成功”。

“董事会现场我们向对方递交了纸
质版的解除通知，贺靖拒收。另外，我们
还将纸质协议以快递形式寄给对方，也
多次被贺靖拒收，均有快递投送记录和
录音作为凭证。”采访中，李莹告诉记者。

对于这则解除表决权委托的通
知，润钿科技一直坚称未收到《解除协
议通知》的书面文件，并认为前述《表
决权委托协议》和《合作协议》已生效

且具有有效性。
1月16日，润钿科技以股东身份出

席了公司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并对相关议案进行了投票表决。
当日，李占江及协恒投资也履行了表
决权，通过网络投票方式对本次股东
大会审议的议案进行了投票表决。

谈及双方争议的焦点——表决权
委托解除事项，上海明伦律师事务所
王智斌律师告诉记者，“委托方可以要
求解除表决权委托。”

控制权争夺“暗流涌动”

公开信息显示，目前李占江一方
在董事会没有席位，无法参与公司的
实际运营，上市公司董事长及总经理
职务由贺靖担任并掌控着上市公司的
日常运营。从股东大会决议公告来
看，上市公司最终选择采纳了润钿科
技的表决结果。

浙江大学国际联合商学院数字经
济与金融创新研究中心联席主任、研究
员盘和林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很显

然，上市公司目前站在新实控人一方，
是认为新实控人有能力、有资金。”

如今，作为公司创始人的李占江经
历了从大权独揽到大权旁落的跌宕起
伏。然而，李占江被董事会踢出局后，
并非对公司决策事项完全没有发言权。

1月16日，公司2023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关于向控股股东借款暨
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拟向控股股东润
钿科技及湖北润钿控股股东借款不超
过1.5亿元（含1.5亿元）。表决结果显示，
该议案被高票否决。其中，同意票58.41
万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5.0041％；反对票1108.8万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4.9959％。

因该议案涉及关联交易，控股股东
需回避表决。依据公司披露的股东参
会信息以及持股信息推算，投出反对
票的正是李占江控股的越博进驰。

李占江系越博进驰大股东，持股
67.73%。越博进驰现持有越博动力
1108.8万股股份，占其总股本的7.85%。
而该部分股权的表决权并没有被委托给润
钿科技，仍属于越博进驰。

越博动力新老实控人“对决”继续上演
控制权之争陷入“拉锯战” 本报记者 李昱丞

见习记者 张军兵 解世豪

1月17日，深交所向易事特发出关
注函，要求其就 1月 11日晚间披露的
股权转让事宜做出解释。

易事特 1月 11日披露的交易方案
显示，广物集团接手广东恒锐股权投
资合伙企业（以下简称“广东恒锐”）持
有的易事特 17.94%股份，同时易事特
当前第一股东东方集团放弃其表决
权。这意味着广物集团或将成为易事
特新晋控股股东。

根据关注函，深交所已就股份转让
交易过程及原因、广东恒锐2020年时受
让易事特股份后短期内又对外转让的
原因、东方集团放弃表决权的合理性以
及上述行为合法性等发出问询。

广东恒锐持股收益约6亿元

根据交易方案，广物集团将出资
25.05亿元，受让广东恒锐持有的易事
特约 4.18亿股股票，交易完成后将持
有易事特 17.94%股权。同时，东方集
团签署《表决权放弃协议》，承诺生效
之日起至本次交易完成之日起五年内
不可撤销地放弃持有易事特股份（约
7.39 亿 股 ，占 上 市 公 司 总 股 本 的
31.77%）的表决权。交易完成后，广物
集团将成为公司控股股东。

深交所要求易事特补充说明上述
股份转让交易的磋商过程，广东恒锐
在 2020年 7月份受让公司股份后短期
内转让公司股份的原因，拟转让所持
公司全部股份是否违反《上市公司收
购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以及其前期
所作各项承诺，广物集团谋求公司控
制权的原因及背景。并要求律师及财
务顾问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2020年7月份，东方集团、何思模与
广东恒锐达成一致，协议转让其持有的
易事特18%的股份，且东方集团不可撤
销地放弃交易完成后持有的剩余全部上
市公司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37.88%）的表决权。截至目前，广东恒锐
对易事特的股份持有期也才不到三年。

2020年 7月份广东恒锐受让易事
特18%的股份，受让价格为4.43元/股，
全部以现金方式支付共计 18.5亿元的

股份转让价款。易事特 1月 11日披露
的交易方案显示，广东恒锐拟转让其
持有的易事特17.94%的无限售流通股
股份，转让价格为 6元/股，股份转让总
价款为25.05亿元。

广东圣马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田
勇向《证券日报》记者表示，“此次交易
总价相比于 2020年时多了约 6亿元，
应该归入广东恒锐的投资收益。而这
种收益一定程度上得益于近两年市场
对新能源概念的炒作，所以更值得中
小投资者关注。”

东方集团放弃表决权引质疑

同时，东方集团再次放弃表决权
的操作也引来了市场质疑。

“此次深交所关注的事项，实际上
也涉及同股同权问题，即每一股份上
设定的权限是一样的。”田勇表示。

根据关注函，深交所要求易事特
解释东方集团拟通过放弃表决权，而
非向广物集团转让所持公司股份的方
式实施本次控制权变更的原因及合理
性，放弃表决权安排及放弃期限等是
否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
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东方集团与
广物集团间是否存在支付对价、后续
股权转让或其他潜在利益安排及计
划；双方本次交易安排是否存在规避
要约收购的情形。

同时，深交所问询东方集团及其
一致行动人未放弃所持股份全部表决
权的原因，所持易事特股份后续是否
存在减持、转让等处置安排，是否符合
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次交易完成
后公司的股权结构、股东大会表决权
和近年实际表决情况、董事会提名权
和有关约定、公司日常决策机制，以及
有关放弃表决权协议的变更、撤销或
者违约风险等，说明认定广物集团成
为公司控股股东的依据是否充分，控
制权是否具备长期稳定性。

田勇表示，“一般来说，股东可以
授权他人代为行使股东权利，而放弃
表决权安排并不符合《公司法》《上市
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影响
了公司经营管理决策，会导致市场可
能存在对东方集团与广物集团间存有
其他利益安排的担忧。”

易事特重组方案被深交所关注
要求说明交易原因及合理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