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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623                         证券简称：吉林敖东 

债券代码：127006                          债券简称：敖东转债 
 

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编号：002 

投资者关系活动

类别 

□特定对象调研        □分析师会议 

□媒体采访            √业绩说明会 

□新闻发布会          □路演活动 

□现场参观 

□其他 （请文字说明其他活动内容） 

参与人员及方式 2021年吉林辖区上市公司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 

时间 2021年 5 月 14日（星期五）15:30-17:00 

地点 全景网“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http://ir.p5w.net） 

上市公司接待人

员姓名 

副董事长、总经理：郭淑芹 

独立董事：毕焱 

董事、副总经理：杨凯 

董事、副总经理、财务总监：张淑媛 

董事、董事会秘书：王振宇 

投资者关系活动

主要内容介绍 

1、贵公司一边融资一边拿钱投资股票，买的股票大多亏钱，这样

合理吗？广发的分红一直拿去建设厂房，却没有拿得出手的产品，一

年制药的利润少得可怜，市值就可以提现市场对你们的不认可，竟然

比持有的广发的市值还低。希望贵公司专注一点做好药，思想要进步，

年龄大了应该退休的就退休，不要祸害了股民连员工都祸害，看看你

们的员工持股，现在也是亏死了。 

独立董事毕焱：尊敬的投资者，您好！感谢您对公司发展提出的

宝贵意见，公司将深入整合优势资源、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实施“头部

品种和多品种齐头并进”、“大品种群、多品种群”的销售拉动政策，走“产

业+金融”双轮驱动快速发展的道路，实现公司高质量增长。公司将努

力做好经营工作，争取为股东创造更大的价值。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

和支持。 

2、问题一，公司每年投资十几个亿在二级市场投资。但效果不佳

（还比如存款利息），是不是把这些钱撤回来干点别的。问题二，延

吉，洮南两公司业绩下滑严重，甚至亏损，公司是否有相应对策，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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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是否会扭转下滑趋势。问题三，塔东铁矿今年能否转让出去。 

独立董事毕焱：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对投资将按照“有进有

退”的原则对公司持有的资本市场股权进行调整，主要围绕市场优质医

药行业公司进行投资，还请进一步关注各定期报告中的证券投资情况。

延吉药业、洮南药业目前在低谷也积极调整发展策略，并已取得一定

效果。塔东矿业股权问题公司已在积极安排处置工作。感谢您对公司

的关注和支持。 

3、分红预案能不能改？ 

董事、副总经理、财务总监张淑媛：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

利润分配方案已经公司 2020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在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之日起两个月内实施完毕，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相关公告，

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与支持！ 

4、请问公司如何看待 2020 年度净利润剔除广发证券的投资收

益实际为亏损，制药业主业为亏损的情况如何改善？公司股价长期低

于净资产的，在进行了少量回购之后，情况依然不能改善，请问公司

如何进一步采取措施提振股价？ 

副董事长、总经理郭淑芹：尊敬的投资者，您好！2020 年突如其

来的新冠疫情使国内医药企业在不同程度受到一定影响，如延迟开工、

局部停工停产、运输受阻、物流管制与人员交通限制等，对国内外经

济带来巨大影响。同时医药改革持续深入，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政策常

态化，支付方式改革快速推进，分级诊疗、药品招标、医保控费、两

票制、市场监管趋严等对医药行业发展影响深远。公司积极应对疫情、

政策、市场等多种因素给企业经营带来的不利影响，在做好疫情防控

的同时，全面落实各项发展战略和既定工作计划。公司将深入整合优

势资源、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实施“头部品种和多品种齐头并进”、“大

品种群、多品种群”的销售拉动政策，走“产业+金融”双轮驱动快速发

展的道路，实现公司高质量增长。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和支持。 

5、请问公司未来的发展？谢谢！ 

董事、副总经理、财务总监张淑媛：尊敬的投资者，您好！未来

公司将深入整合优势资源、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实施“头部品种和多品

种齐头并进”、“大品种群、多品种群”的销售拉动政策，走“产业+金融”

双轮驱动快速发展的道路，实现公司高质量增长。感谢您对公司的关

注和支持。 

6、公司每年盈利那么多，未分配利润 13.8 为什么不分红比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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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公司股票长期低于净资产，管理层也不考虑考虑广大投资者的利

益。 

董事、董事会秘书王振宇：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 2020 年度

利润分配方案已经 2020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在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之日起两个月内实施完毕。公司始终坚持股东利益最大化原则，公

司已连续十余年实施现金分红，自 2020 年 4 月至 2021 年 4 月使用 4

亿元的资金回购股份，同时已制定切实有效的利润分配方案，不断完

善利润分配制度，充分保护好公司及广大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与支持！ 

7、股价一直低于净资产，公司未分配利润，公积金一直居高不下，

不舍得给投资者分红，如何兑现保护投资者的承诺？如何体现公司的

价值？ 

副董事长、总经理郭淑芹：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 2020 年度

利润分配方案已经 2020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在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之日起两个月内实施完毕。公司始终坚持股东利益最大化原则，公

司已连续十余年实施现金分红，自 2020 年 4 月至 2021 年 4 月使用 4

亿元的资金回购股份，同时已制定切实有效的利润分配方案，不断完

善利润分配制度，充分保护好公司及广大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与支持！ 

8、证券周刊发文（主业低迷 热衷炒股）指出了你们管理层的问

题，也说出了广大投资者的疑虑，为什么背靠着广发强大的调研能力，

在去年大家大多都赚钱的情况下炒股竟然亏钱？今年竟然还投入 20

亿？拿股民的钱不当钱？制药产业没什么效益，每年去大量投资建设

厂房等等，是因为中饱私囊？希望管理层为广大投资者利益想想，为

员工持股想想，不要老是想着掏空公司。 

董事、董事会秘书王振宇：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对投资将

按照“有进有退”的原则对公司持有的资本市场股权进行调整，主要围

绕市场优质医药行业公司进行投资，某一时点的一时得失并不说明特

别情况，还请进一步关注结果，具体持股情况您可详阅各定期报告中

的证券投资情况。另外公司医药项目开展是为了持续发展进行的建设，

不存在您所说情形。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和支持。 

9、对贵公司 2020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强烈不满意。你们有那么

多流动资金进行投资安排，新项目完全可以不占用或少占用利润啊！

为什么利润分配率那么低？你们为什么就不能考虑一下小股东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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呢？ 

董事、副总经理、财务总监张淑媛：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

2020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经 2020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在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两个月内实施完毕。公司始终坚持股东利益最大化

原则，公司已连续十余年实施现金分红，自 2020 年 4 月至 2021 年 4

月使用 4 亿元的资金回购股份，同时已制定切实有效的利润分配方案，

不断完善利润分配制度，充分保护好公司及广大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

的利益。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与支持！ 

10、一、提请董事会重视市值管理，加大回购，提高控股股东的

持股比例，学习美的集团董事会;二、请管理层专注主业，加强研发，

不要炒股，以上海莱士为戒，三、股权投资以一级市场为主，可以继

续增持广发证券，二级市场是骗人的把戏，四、着重介绍一下塔东铁

矿的经营状况，比方说年产铁精矿多少吨，吨成本是多少元等。 

董事、董事会秘书王振宇：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自 2020

年 4 月至 2021 年 4 月期间使用 400,032,878.38 元回购社会公众股

24,220,987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0826%，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郭

淑芹女士 2020 年 6 月 4 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买入公

司股票 33 万股，都是公司加强市值管理的体现。公司将努力做好经营

工作，争取为股东创造更大的价值。公司对投资将按照“有进有退”的

原则对公司持有的资本市场股权进行调整，2020 年度公司已通过深港

通增持广发证券 H 股，具体情况您可详阅各定期报告中的证券投资情

况。塔东铁矿因前期负担较重并未盈利，对公司业绩不会产生重大影

响。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和支持。 

11、1. 公司证券金融投资有没有遵循的原则？预期的目的？如

果仅仅是炒股投机行为应该不可取。 2.公司的制药业如何改善经营质

量，既然是双轮驱动。 

董事、董事会秘书王振宇：尊敬的投资者，您好！感谢您对公司

发展提出的宝贵意见，公司目前没有出售药业的计划。未来公司将深

入整合优势资源、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实施“头部品种和多品种齐头并

进”、“大品种群、多品种群”的销售拉动政策，走“产业+金融”双轮驱动

快速发展的道路，实现公司高质量增长。公司对投资将按照“有进有退”

的原则对公司持有的资本市场股权进行调整，具体情况您可详阅各定

期报告中的证券投资情况。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和支持。 

12、尊敬的吉林敖东董事会领导：请你们重视医药主业和食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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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源开流，把销售费用减少点，加大研发力度，不要在二级市场炒股，

学习你们本此企业凯莱英，把市值做大，多回购股份，用于可转债或

注销，提高大股东持股比例。给看好吉林敖东的中小投资者信心。 

董事、副总经理、财务总监张淑媛：尊敬的投资者，您好！感谢

您对公司发展提出的宝贵意见。 

13、敖东医药主业为啥年年不挣钱？，上市公司领导如何提振主

业业绩？医药产品是否沒有竞争力？ 

副董事长、总经理郭淑芹：尊敬的投资者，您好！2020 年突如其

来的新冠疫情使国内医药企业在不同程度受到一定影响，如延迟开工、

局部停工停产、运输受阻、物流管制与人员交通限制等，对国内外经

济带来巨大影响。同时医药改革持续深入，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政策常

态化，支付方式改革快速推进，分级诊疗、药品招标、医保控费、两

票制、市场监管趋严等对医药行业发展影响深远。公司积极应对疫情、

政策、市场等多种因素给企业经营带来的不利影响，在做好疫情防控

的同时，全面落实各项发展战略和既定工作计划。在质量管理方面，

牢固树立“质量是企业的生命”观念，在质量管理方面，牢固树立“质量

是企业的生命”观念，不断提升质量管理工作。在产品研发方面，继续

加大科研投入，为公司持续发展创造有利条件；在产品销售方面，公

司将持续聚焦中药，以头部品种群带动多品种群为营销策略，继续扩

大多元销售，针对不同产品的特点开展差异化的市场策略，坚持以顾

客为中心，制定针对性的竞争策略，完善全国市场网络建设，形成需

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实现公司高质量增

长。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和支持。 

14、公司股价长期低迷公司能不能将员工持股及回购的股票注

销？ 

董事、董事会秘书王振宇：尊敬的投资者，您好！我们坚信“是金

子总会发光的”，价值会被发现的。公司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至 2023

年 12 月 8 日，公司本次回购的股份全部存放于公司股票回购专用证券

账户，该股份将用于转换公司发行的可转换为股票的公司债券。如在

股份回购完成之后三年内未能实施上述用途，或所回购的股份未全部

用于上述用途，未使用的部分将依法予以注销，公司总股本则会相应

减少。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和支持。 

15、敖东的现状…机构大幅清仓，阳光保险，汇金，证金……回

购一年花了 4 亿，买辽宁成大半年花了 6 亿，股票买的越多，亏得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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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铁矿石亏了 3 亿，股票累计亏了 8 亿，用转债的募资补充流动资

金，用流动资金炒股，不就是曲线炒股？响当当的牌子医药却是微利

或亏损，各种费用近些年不断大幅增加，医药的利润被吞噬，每股含

广发 1.2 股，分红本来至少广发分红的 1.2 倍再加上医药的利润，结

果分红比广发还少，公司管理层学历不高工资高。 

董事、副总经理、财务总监张淑媛：尊敬的投资者，您好！报告

期内，公司严格执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相关约定及承诺，未

发生损害债券投资者利益的情况。公司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制定公司董

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考核标准及薪酬政策与方案，通过审查公司薪酬

分配体系对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绩效考核机制、薪酬分配方案进行

审查,并对公司薪酬管理执行过程中产生的相关情况和问题提出建设

性意见等,切实履行了勤勉尽责义务, 确保了董事会对公司经营管理的

有效控制和监督 ,维护了全体股东及公司的整体利益。感谢您对公司

的关注和支持。 

16、公司各位领导你们好！公司在东北应该也是比较有名的优秀

老字号药企，你们对公司主业发展满意吗？对二级市场一些投资机构

纷纷减持如何看待？（如阳光保险，证金，汇金公司等）有想过如何

进一步加强敖东品牌形象宣传吗？如何规避带量采购对公司的影响？

国家提出中医药发展战略，公司对中医药发展有远景规划吗？ 

董事、副总经理杨凯：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国家提出中医药发展

战略、带量采购等政策对医药产业都对公司主业发展有很大的影响，

有机遇也有挑战。2021 年公司继续加大科研投入，充分发挥公司国家

级和省级技术中心、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的作用，与国家高校、药物研

究所、专业科研机构等多渠道、多方式加强合作，围绕公司新产品和

大品种二次开发等加快开展相关科研课题研究，在中药配方颗粒标准

研究方面，依据国家药典委员会《中药配方颗粒质量控制与标准制定

技术要求》，加大中药配方颗粒试点统一标准研究力度，同时积极推

动省级配方颗粒标准制定。通过不断引进开发新品种，丰富产品线，

确保新药研发取得突破性成果，为公司持续发展创造有利条件。感谢

您对公司的关注与支持！ 

日期 2021年 5 月 1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