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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日乳业巨头
做错了什么

华东医药（000963.SZ）上一次出
圈，还是“少女针”产品获批上市，这
一次其又带来了“减肥针”。

7月13日晚间，华东医药披露，旗
下子公司申报的利拉鲁肽注射液的
上市许可申请获药监局受理。该药物
是在糖尿病适应症获批之后，再次开
发用于肥胖或超重适应症。

若用于肥胖或超重适应症的上
市申请获批，华东医药将成为国内首
家利拉鲁肽生物类似药拥有两个适
应症的药企。

红星资本局注意到，利拉鲁肽原研
药物在国内上市之后，引来了包括通化
东宝（600867.SH）、东阳光药（01558.
HK）等药企的布局。而销售数据显示，
仅2021年，利拉鲁肽原研药物在中国
市场销售额约为人民币14.49亿元。

用于肥胖或超重适应症
首个国产利拉鲁肽或将上市

7月13日晚间，华东医药公告称，
全资子公司杭州中美华东制药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中美华东”）收到国
家药监局签发的《受理通知书》，由中

美华东申报的利拉鲁肽注射液用于
肥胖或超重适应症的上市许可申请
获得受理。

除中美华东以外，目前国内还有
3家企业正在进行利拉鲁肽注射液肥
胖或超重适应症的临床试验，但尚无
厂家提交该适应症的上市申请。

公开资料显示，利拉鲁肽为人
胰高血糖素样肽-1（GLP-1）受体
激动剂，临床主要用于改善成年人
2型糖尿病（T2DM）的血糖控制。其
原研企业为丹麦诺和诺德公司，最
早 在 2009 年 获 欧 洲 药 品 管 理 局
（EMA）批准糖尿病适应症；2010年
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批
准，商品名为Victoza；2011年获得中
国国家药监局批准，商品名为诺和
力。诺和力自2017年开始，就已进
入国家医保目录。

直到2014年，原研利拉鲁肽注射
液的肥胖或超重适应症才获得FDA
批准，2015年获得EMA批准，商品名
为Saxenda，但截至目前该适应症尚
未在国内获批。

华东医药指出，公司的利拉鲁肽

注射液为诺和力的生物类似药，生
产工艺与原研厂家不同。其糖尿病适
应症目前已完成药品注册核查，有望
于2022年底前获批上市。

这就意味着，若用于肥胖或超重
适应症的上市申请获批，华东医药将
成为国内首家利拉鲁肽生物类似药
拥有两个适应症的药企。

新药技术是买来的
原研药去年在国内卖了14亿

备受关注的利拉鲁肽注射液其
实并非是华东医药的自研产品，而是
买来的。

2017年8月，中美华东以8000万
元受让杭州九源基因工程有限公司
拥有的利拉鲁肽新药技术。根据《新
药技术转让合同》，中美华东成功受
让利拉鲁肽新药技术并上市后的前6
年里，每年需按其相关产品销售净额
的3%提取并支付给杭州九源基因工
程有限公司技术使用费。

利拉鲁肽新药尚未上市销售，截
至2021年12月31日，中美华东已累计
支付新药技术转让款合计7200万元，

加上研发投入的2.87亿元，在利拉鲁
肽上花费已超3.5亿元。

红星资本局注意到，目前国内只
有原研厂家的利拉鲁肽上市，但其良
好的销售业绩也引来了不少国内厂
家布局。根据诺和诺德公司2021年年
报，该原研药在2021年的全球销售额
约为人民币141.25亿元，其中中国市
场销售额约为人民币14.49亿元。除
了中美华东外，国内还有通化东宝
（600867.SH）、东 阳 光 药（01558.
HK）、万邦医药、正大天晴、双鹭药业
（002038.SZ）等多家布局。

早在2021年9月，中国医学论坛
报曾发文指出，一项单中心4期安慰
剂对照试验显示，在心血管疾病风险
高的超重和肥胖成年人中，每天注射
一次利拉鲁肽，同时合理膳食，加强
锻炼可减少其内脏脂肪。

而含有较多内脏脂肪的人比含
有较多皮下脂肪的人更易患糖尿病
和心脏病。虽然对照试验表明利拉鲁
肽有助于减肥，但是在当时并不知道
它如何影响不同类型的脂肪。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邓凌瑶

近日，新老首富之间发生
了一次“对决”，“股神”巴菲特
看多传统能源，持续增持西方
石油；而马斯克则称新能源才
是未来，并喊出了“锂电池就是
新石油”的口号。

昨天，A股的新能源还是
很给马斯克面子的，电力设备
板块也如预期一样创出新高，
博弈的逻辑之前也说过了——
博弈中下游的利润回升。唯一
受伤的可能就只有锂矿股了。

前天锂矿再一次拍卖，拍
卖价出现首次回调，即便昨天
早上天齐锂业中报超预期，还
是无法阻挡锂矿板块下跌的趋
势。但力的作用是相互的，拍卖
价回落对锂矿板块是利空，对
动力电池板块而言则是利好，
毕竟天下苦高价锂久矣。

储能也有利好，央视新闻
采访常州某储能公司，该公
司表示上半年生产量比去年
同期增长了5倍，订单增长了
8倍。与此同时，受到俄乌冲
突的影响，欧洲对光伏产品
的需求爆表，最近有愈演愈
烈的趋势。这些都在刺激储
能不断走高。

昨天跌得比较多的是金融
板块，特别是银行股。电力股也
出现明显回调，主要是受福建
海上风电竞争配置中标价的传
闻影响。

对于这个消息，有媒体记
者以投资人身份联系了华能国
际投资者关系部门，相关人士
称，知道这个消息，正在核实。
也就是说，这个传闻暂时没法
获得确认，只能等后续的公告。

这个传闻，带来了市场对
于火电转绿电赚大钱逻辑的质
疑。从走势结构上来说，电力板

块目前并没有出现见顶的迹
象，更多的是看作正常的回调。

综合盘面，达哥觉得要点
主要有以下几个：

首先，行情分化。创业板指
数一度涨了3%，上证指数是绿
的，上证50一度跳水跌了1%；
而上证指数和创业板指数的差
距，全天几乎都没有什么变化。
在达哥的印象中，这么极端的
行情还是很少见的。北上资金
也是分化的，沪股通在卖，深股
通在买。

其次，新能源“绑架”市场。
从板块上来说，就是电力设备或
者说是新能源在带着大家走。而
且似乎只有新能源走好了，其他
的成长板块才能跟着喝汤；如果
新能源跌了，其他板块可能就会
全部熄火。像极了曾经白酒引领
的大消费抱团，一旦出现中期高
点，调整的时间很长。

对于电力设备的观点，达
哥之前已经说过，这个方向上，
要用主动止盈的思路对待，可
以用均线作为参考。当然，如果
觉得收益达到了预期，选择主
动离场也没什么问题。

再次，做多资金很活跃，
这从市场成交金额放大能看
出来。这两天，很多中小盘题
材股并不在乎大盘的走势，
而是在走自己的节奏了，说
明 市 场 资 金 没 有 太 大 的 担
忧，这是一种好的现象。如果
是 做 中 小 盘 题 材 股 的 投 资
者，专注个股即可。

最后，上证指数再度收出
十字星，快要变盘了。但对于方
向，我不太确定，保持现有仓位
即可，如果能往下踩一下3200
点，倒是可以尝试加一点仓位。

（张道达）

利拉鲁肽注射液上市申请获受理

从“少女针”到“减肥针”
华东医药再押注颜值经济

根据国家
有关部门的最
新规定，本手
记不涉及任何
操作建议，入
市风险自担。

大盘双十字星
变盘时间临近

20082008 年 开年 开
始始 ，，资金链断资金链断
裂裂、、创始人失去创始人失去
控制权控制权、、几经易几经易
主主、、经常处于亏经常处于亏
损状态……损状态……

红星资本局注意到，近段时间，新华联（000620.SZ）拍卖所持湖南太子奶
集团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下称“太子奶”）40%的股权却无人出价，最终流拍。

太子奶成立于1996年，其乳酸菌发酵饮料市场份额曾常年保持在70%以
上，一度超过娃哈哈的AD钙奶。

但之后几经易主，债台高筑，且近两年都处于亏损状态，市场上也难以再见
“日出白瓶”。此外，根据湖南公众资产评估有限公司2022年4月12日出具的资

产评估报告，截至2021年底，太子奶集团的员工仅剩88人，7月13日，太子
奶内部人员也向红星资本局确认确有其事。

“这个品牌真的太可惜了。”中国食品产业分析师朱丹蓬
向红星资本局叹息。朱丹蓬认为，从太子奶这个案例中，

乳企应该有所借鉴：首先不要去贸然地跨界；其次，
整个创新升级、产品迭代要跟得上市场、消费

的节奏，企业才能更长远地生存下去。

40%股权降价拍卖
仍遭遇流拍

7月9日，阿里资产平台信息显示，
新华联所持太子奶40％股权拍卖已流
拍，拍卖过程中没人出价，起拍价为
8756.755万元。

而三元股份7月1日公告，北京市第
三中级人民法院（简称“北京市三中
院”）将对新华联控股有限公司（简称

“新华联”）持有的太子奶集团40%股权
进行公开拍卖，起拍价为8756.755万元。

三元股份持有太子奶集团60%股
份，有优先购买权。在法院征询过程中，
三元股份表示，“经综合考虑，公司拟放
弃优先购买权且不参与本次拍卖”。

资产评估报告显示，在评估基准日
2021年12月31日，通过资产基础法评
估，太子奶集团申报评估的资产总额为
23250.84万元，评估值为32194.3万元，
增值率为38.47%；申报评估的净资产账
面 值 为 22330.67 万 元 ，评 估 值 为
31274.13万元，增值率为40.05%。新华联
持有的太子奶集团40%股权价值为该公
司净资产价值的40%，即12509.65万元。

这意味着，起拍价8756.755万元已是
对太子奶集团该部分股权的降价拍卖。

豪夺央视标王
市场份额多年达70%

作为曾经的国产发酵乳“老大”，太子
奶在发展历程中拥有过一段高光时刻。

1997年，太子奶创始人李途纯用
8888万元豪夺央视“广告标王”。“饭前饭
后太子奶，天天补充乳酸菌。”凭借这句
广告语，湖南乳企太子奶火遍大江南北。

据中国青年报2010年5月报道，一
位知情人士称，当时太子奶的资产总额
还没有竞标价格高，李途纯到央视竞标
都是借钱去的。

广告投放后，太子奶订单大增。区
域品牌也打开了全国的局面。2001年到
2007年，太子奶的销售额从5000万元跃
升到了30亿元。

公开资料显示，2005年太子奶获中
国十大影响力品牌，被中国食品科学技
术学会评定为中国发酵奶行业产量、销
量、市场占有率第一，其发酵乳产品连
续多年保持70%以上的市场份额。超过
娃哈哈等企业同类产品。

据中国青年报报道，太子奶最高峰
期，人数多达8000人。李途纯更是放言，

“要进入世界500强”“做千年企业”。当
时与李途纯共事的人评论他敢于决断、
擅长交际。

据三元股份财报，太子奶自2012
年经常处于亏损状态。2012年-2021
年太子奶只有2015年、2019年净利润
为正，其他年份均为亏损。

未来能否重整旗鼓？
据太子奶一销售人员介绍，目前

太子奶全国的生产任务全在湖北当阳
的非自建工厂。这也导致了太子奶的
营业成本高居不下。

据三元股份财报，2020年太子奶
主营业务营业收入为2428.67万元，成
本却高达3153.60万元。2021年太子奶
主营业务营业收入为1666.74万元，成
本则与其相近，为1626.68万元。

该销售人员称明年太子奶将会重
启自建工厂。这可能会降低成本，让利
润数据更好看，但太子奶的产品老化
又是阻碍其营收增长的一大问题。

此前，太子奶曾尝试推出植物魔力

等系列新品，销售人员还告诉红星资本
局，现在太子奶还有咖啡等品类。但目
前在太子奶官方线上店中，只能找到其
销售二十余年的太子奶经典产品。

而就连太子奶经典产品，也面临
着巨大挑战。其不仅要面对伊利、蒙牛
等入局乳酸菌的巨头竞争，还面临着
整个品类式微的现状。

朱丹蓬认为，太子奶属于常温乳
酸菌饮品，这一品类整体已经“日落
西山”。如果产品没有差异化，渠道没
有利润和服务，新生代消费者不熟知
其品牌，企业没有资金和资源来支持
营销，太子奶的没落不可避免。从太
子奶这个案例中，乳企应该有所借
鉴：首先不要去贸然地跨界；其次，整
个创新升级、产品迭代要跟得上市
场、消费的节奏，企业才能更长远地
生存下去。

太子奶股权降价拍卖无人出价
几经易主，近两年处于亏损状态

7 月 14 日，刚刚登陆港交
所 的 锂 业 巨 头 天 齐 锂 业
（002466.SZ/09696.HK）发布公
告，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六
个月，归属于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区间预计为人民币 96 亿元
至人民币 116 亿元，同比增长
约11089.14%至13420.21%。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净 利 润 区 间 预 计 为 人 民 币
84.6 亿元至人民币 103.8 亿万
元，同比增长约 43625.90%至
53549.51%。

天齐锂业净利润暴涨，主
要是受益于全球新能源汽车景
气度提升，锂离子电池厂商加
速产能扩张，下游正极材料订
单回暖等多个积极因素的影
响，本报告期公司主要锂产品
的销量和销售均价较上年同期
均明显增长。

不仅是天齐锂业，目前锂
矿公司上半年业绩普遍预喜，
主要是因为锂电池行业上游材
料产品价格持续上涨。

天齐锂业执行董事兼行政
总裁夏浚诚则在港交所现场表
示，对于锂价方面，其需要看科

学的供需关系。当前，锂矿的供
应小于需求。因此，只要供需关
系存在落差，天齐锂业对锂价
都非常有信心。

就在 7 月 13 日，锂价风向
标澳锂矿商Pilbara（皮尔巴拉）
举行了第七次锂精矿拍卖，成
交价 6188 美元/吨，较 6 月 23
日成交价跌2.55%，是其拍卖史
上首次下跌。按照 90 美元/吨
的运费测算，折合电池级碳酸
锂成本约44万元/吨。

2021 年 7 月至今年 6 月，
Pilbara 进行了六次锂精矿拍
卖，成交价分别为每吨1250美
元、2240美元、2350美元、5650
美元、5955美元、6350美元。

业内指出，Pilbara 拍卖此
前的持续高价逐步推高了锂
精矿长协价格，同时也是之后
矿厂与下游进行新一轮锂精
矿长协价格签订时候的底气
所在。此次拍卖价出现首次回
调，或意味着未来的锂精矿长
协价格持续高涨的趋势将得
到部分遏制。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吴丹若

？？

成都商报-红星新
闻记者 俞瑶 张露曦

辉煌
19971997 年年 ，，

李 途 纯 曾 以李 途 纯 曾 以
88888888万元价格万元价格
拿下了央视食拿下了央视食
品饮料类的年品饮料类的年
度标王度标王

20052005 年年 ，，
太子奶曾打败太子奶曾打败
娃哈哈娃哈哈，，拿下拿下
过过7070%%的发酵的发酵
型乳酸菌市场型乳酸菌市场

20012001 年 到年 到
20072007 年年 ，，太 子太 子
奶的销售额从奶的销售额从
50005000万元飙升万元飙升
至至3030亿元亿元

落寞

复盘太子奶为何从龙头走到股权拍卖的境地复盘太子奶为何从龙头走到股权拍卖的境地，，专专
家也不免叹息家也不免叹息，，并指出并指出，，创新升级创新升级、、产品迭代要跟得上产品迭代要跟得上
市场市场、、消费的节奏消费的节奏，，企业才能更长远地生存下去企业才能更长远地生存下去。。

2007年，太子奶拿到英联、摩根、
高盛旗下私人股权基金注入的7300万
美元，并签署对赌协议。李途纯曾放
言，“太子奶要在一年内超光明，三年
超伊利、蒙牛”。

随后，金融危机爆发，太子奶遭遇
花旗银行逼债、银行紧缩信贷，资金链
开始断裂，李途纯在对赌中失去太子
奶的控制权。

2008年1月前后，多地发生冰雪灾
害天气，太子奶失去了春节旺季，接踵
而至的三鹿奶粉事件，对当年奶制品
行业产生了巨大冲击，太子奶自然也
受到波及。2008年太子奶产量骤降，销
售额也降至12.3亿元。

为缓解资金需求，太子奶以高息
向经销商、员工集资，甚至不惜借高利
贷，截至2009年12月，数额已达1.3亿
余元，大部分未予兑付。

2009年，株洲当地政府设立高科
奶业公司，托管太子奶。

2010年，因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太
子奶集团被法院裁定重整。

2011年11月，三元股份、新华联及
其子公司润坤科技与太子奶重整管理
人签订重整协议，合计出资7.15亿元
获得太子奶株洲三公司100%股权及
其名下全部资产。其中，向太子奶集团
提供3.75亿元偿债资金，三元股份、新
华联持股比例分别为60%、40%。

激进对赌，创始人失去控制权1

毛利率低、拳头产品面临挑战

天齐锂业上半年
净利润增长超110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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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 亚 迪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002594.SZ）今 年 上 半 年 的
净 利 润 有 望 超 越 去 年 全 年
水平。

7 月 14 日，比亚迪发布业
绩预告，预计2022年半年度归
母净利 28 亿-36 亿元，同比增
长138.59%-206.76%。

2021 年，比亚迪增收不增
利，全年实现营收 2161.42 亿
元 ，同 比 增 38.02% ；净 利 润
30.45 亿 元 ，同 比 下 降 了
28.08%。

这意味着，比亚迪今年上
半年的净利润水平有望超越其
去年全年的净利润水平。

比亚迪方面表示，2022 年
上半年度，集团新能源汽车销
量增长势头强劲，屡创历史新
高，市场占有率遥遥领先，同比
实现迅猛增长，推动盈利大幅
改善，并一定程度上对冲了上

游原材料价格带来的盈利压
力。手机部件及组装业务方面，
消费电子行业需求疲弱，本集
团得益于成本控制能力提升及
产品结构调整，盈利能力有所
恢复。

销量快报显示，比亚迪今
年 1-6 月累计销量达到 64.14
万辆，超越了2021年全年的销
量，同比增长了 314.9%。依靠
这一亮眼销量表现，比亚迪也
超越了特斯拉的 56.4 万辆销
量，成为了上半年全球新能源
车销冠。

值得注意的是，比亚迪上
半年每个单月的同比增幅都超
过了 100%，6 月销量达到 13.4
万辆，这也是其连续第四个月
获得10万辆销量。

7 月 14 日收盘，比亚迪涨
4.23%，报323元/股。

据澎湃新闻

新能源车销售强劲！
比亚迪上半年预盈最多36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