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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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与单位名称及

人员姓名 

通过全景网 “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网络远程参与公司 2020

年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广大投资者 

时间 2021 年 3 月 19 日 15:00-17:00 

地点 全景网（http://ir.p5w.net） 

上市公司接待人

员姓名 

公司董事长潘卫东先生、总经理韩峰先生、董事会秘书兼财务

总监杜英女士、独立董事徐一民先生、保荐代表人张翊维先生。 

投资者关系活动

主要内容介绍 

公司 2021 年 3 月 19 日 15:00-17:00 在全景网举办 2020 年

度业绩说明会，本次年度业绩说明会采用网络远程的方式举

行，业绩说明会问答内容如下： 

问题 1：为什么新诺威董事会成员没人持新诺威的股票？

为什么募集资金来理财而不是投资？ 

答：您好，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公司董监高虽未直接持

有公司股票，但部分董监高通过控股股东持股平台间接持有公

司股票。公司在确保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和公司正常经营的

情况下，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投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

的保本型理财产品，不会影响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需

要。通过进行适度的现金管理，有助于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率、

增加资金收益。谢谢！ 

问题 2：你好！请问，公司对此次出售全资子公司是否影

http://ir.p5w.net/


响 2021年业绩。对调整后的产业结构，能保持利润 30%至 50%

增速吗？ 

答：您好，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此次出售子公司系为进

一步整合及优化现有资源配置，盘活资产、回笼资金，聚焦公

司核心业务；本次转让子公司股权预计将形成一定的投资收

益，对公司 2021 年业绩产生正面影响，具体业绩情况请以公

司定期报告为准，谢谢！ 

问题 3：公司股价目前低位，贵公司是否有回购股份的计

划？ 

答：您好，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公司目前暂无回购计划，

谢谢！ 

问题 4： （1）2020 年咖啡因的生产与销售量都有下降，

主要是什么原因？是因为市场需求基本稳定，未来几年需求也

基本稳定？公司在这方面是否有成长性？（2）募集资金投入

项目的进展过于缓慢，是否可以理解目前市场需求订单增长缓

慢？（3）公司在提高市场竞争力及业绩持续增长方面有哪些

举措？ 

答：您好，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生产量与销售量的变化

属于正常波动，公司产品结构有所优化。公司持续看好咖啡因

类产品的未来发展。公司目前市场订单保持了合理的增长，募

投项目也在有序投入，2020 年泰州工厂“保健食品和特医食

品生产项目”中的保健食品综合制剂大楼一期工程建成投产。

公司将秉承着“健康承诺 善行天下”的企业发展理念，通过

持续的产品创新，为顾客提供优质的功能食品。为应对未来的

行业变局，迎接大健康产业的增量红利，公司将用多品种、多

品牌、多渠道为消费者做好服务，以挖掘更广阔的市场。谢谢！ 

问题 5：贵司年报中提到——在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方

面，“葆棠华特殊医学用途碳水化合物组件配方食品”接受了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的现场核查，“泰诺全特殊医学用途全

营养配方食品”取得了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受理，另有四个

在研的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进入研发后期。 

请问：“葆棠华”和“泰诺全”2021 年能否实现产品上市？



预计是在第几季度可上市？另外四个在研品种预计上市的时

间规划是怎样的？ 

答: 您好，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公司特医食品将根据研

发进展及注册证书的取得时间安排产品上市，谢谢！ 

问题 6：贵司年报提到——B 族维生素是“小专业 加一

盒”理念下的又一个战略增量大品类。公司预计 B 族维生素

的市场空间和销售预期是怎样的，和 VC 相比大概的量级是怎

样的？ 

答：您好，感谢对公司的关注。根据公司整体“小专业 加

一盒”的营销理念，通过分析市场占有情况，公司将 B 族维

生素定位为继 VC 之后的又一大增量品类。 

VC 经过了十五的销售累积有了今天的销售业绩，B 族维

生素会继承 VC 的先进经验和总结，快速实现市场占有，未来

非常有希望同 VC 一同成为公司的明星产品。谢谢！ 

问题 7：贵司年报中提到——咖啡因类产品开发高端医药

级市场，目前已经开拓了哪些医药级市场客户，以及有哪些意

向医药级客户？以及此部分的增量是怎样的一个比例？ 

答：您好，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公司现有客户及意向客

户涉及商业秘密，此部分增量对公司经营暂不构成重大影响，

希望您能理解，谢谢！ 

问题 8：贵司年报中提到，2021 年渠道升级，计划选取 

8-10 个重点省份，细化市场布局。请问：具体是哪 8-10 个省

份？选取的理由是什么？。 

答：您好，公司计划选取山东、安徽、广东、陕西、江苏、

贵州、重庆、吉林 8 个省份，主要是根据各区域的客户覆盖情

况、客户成熟度及市场潜力等方面进行选取确定，并制定可行

的行动计划。谢谢！ 

问题 9：2020 年贵司新增了 8 个保健食品证书，请问 2021

年这些产品都会上市销售吗？具体的销售模式是否和传统

VC 销售模式样还是会有所不同？ 

答：您好，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公司 2020 年新取得的

保健食品批准证书或备案凭证，已有部分产品上市销售，如果



维康®B 族维生素含片(成人)、果维康®B 族维生素含片(成

人)(麦香味)、果维康®维生素 C 咀嚼片(甜橙味)等，剩余产品

将根据市场需求陆续上市。上市的新产品销售模式会利用两种

方式：一是基于传统 VC 的销售模式，利用现有的成功经验和

现有网络队伍，进行销售复制 。二是探索新的销售模式，探

索新渠道、新零售等方式，大胆探索新产品的销售运营模式。

谢谢！ 

问题 10：请问，能否详细披露一下特医食品的研发、生

产、销售战略计划，比如，公司对特医食品行业的看法及做法，

具体新品批量上市的计划，医院渠道的开拓计划等等。 

答：您好，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

简称特医食品（FSMP），是专门为满足进食受限，消化吸收障

碍，代谢紊乱或特定疾病状态人群对营养素或者膳食的特殊需

要配制而成的配方食品。 

（1）行业情况 

特医食品在国外已经发展了五十多年，但在国内由于一直

作为药品进行注册管理，直至 2016 年开始回归食品的属性进

行注册管理，目前这个品类发展还刚刚起步。特医食品注册属

性的回归，对市场发展产生了极大的支持作用。 

中国特医行业的发展，人们对食品需求从吃饱到吃得营养

健康观念的转变，使这个行业也迎来巨大的发展机遇。特殊医

学用途配方食品注册管理办法的启动，将推动企业根据中国人

的口味和营养膳食特点进行符合中国特色的配方开发，这为企

业发展也提供了最大的机遇。 

特医食品作为《""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中重要的一

部分，有着巨大的发展潜力，是未来行业发展蓝海板块。公司

研发中心陆续研发新特医食品，来不断满足市场需求。 

（2）研发计划 

基于病人营养支持与 FSMP 创制关键技术进行三个方向

的研究；产品剂型涉及水剂、乳剂、粉剂，后续研发将重点进

行特定全营养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的研究开发。 

非全营养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围绕围术期患者特点开



发术前准备和术后恢复类的组件产品，如碳水化合物组件、电

解质配方、流食配方、特殊物质（谷氨酰胺）产品）； 

全营养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按照不同能量密度、不同

蛋白来源与组合、加不加膳食纤维及可溶与非可溶比例、加不

加中链脂肪酸、加不加益生菌等产品配方特点开发系列产品）； 

特定全营养配方食品（特定疾病的营养需求产品，如肿瘤、

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抗感染的重症病人产品）。 

（3）销售计划 

公司非常重视特医食品板块。针对特医食品的特殊性和专

业性，我们与国内权威的委员会进行对接，如中国医师协会临

床营养专业委员会、中华医学会肠内肠外营养专业委员会、中

国抗癌协会肿瘤营养专业委员会，对我们特医食品的临床专业

指导，提高专业化和精准患者教育；从医院开始入手，我们整

合市场优秀团队资源，与全国各省三级医院初步建立联系，为

产品上市做好准备。 

特医食品未来的批件取得、市场需求、市场拓展及竞争情

况等具有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谢谢！ 

问题 11：董秘好，公司业绩还算可以，公司保健品产品

销售情况可好吗，股价从 30 多块一路跌到 16 块多差点腰斩，

问董秘目前股价还会再下跌吗？谢谢！ 

答：您好，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公司保健食品的销售情

况您可查阅公司《2020 年年度报告》，股价走势受多种因素影

响，公司将努力做好生产经营，提升业绩回报投资者，谢谢！ 

问题 12：请问，去年汇兑损失？采取什么措施减少汇兑

损失？特医食品为何进展（审核）缓慢，审核严格吗？进入门

槛很高吗？ 

答：您好，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2020 年全年汇兑损失

约人民币 1，966 万，公司始终积极关注汇率变化情况，尽量

减少汇兑损失；特医食品目前审核为正常状态，特医食品领域

进入门槛相对较高，谢谢！ 

问题 13：（1）主要关心 2020 年度出口业务汇兑损失采取

了什么措施减少损失？（2）另外，特医食品进度太过缓慢，



是因为审核严格吗？进入门槛很高吗？（3）产品原料价格波

动对公司成本影响几何？ 

答：您好，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公司将密切关注汇率变

动对自身外汇风险的影响，同时加强以美元等外币结算的应收

账款管理，公司特医食品目前审核为正常状态。谢谢！ 

问题 14：董事长您好，河北华荣制药有限公司、石药集

团维生药业（石家庄）有限公司主要生产维生素原料药、食品

添加剂，从减少关联交易及做大做强新诺威食品保健品业务角

度出发，请问公司有无计划与石药集团协商将相关公司股权或

资产注入新诺威的计划？ 

答：您好，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目前尚未获悉控股股东

有上述计划，谢谢！ 

问题 15：潘董事长，你好。请问贵公司董事总经理韩峰

先生，薪资与董事王辉的薪资相差一半。作为贵公司董事总经

理的韩峰先生，他管着人财物发展的这个大方向。薪资的如此

差异，请问作何解释？ 

答：您好，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董事王辉主管公司保健

食品类产品的销售工作，作为销售部门领导，薪资较高具有合

理性。谢谢！ 

问题 16：一季度即将结束，公司主要产品生产所在地石

家庄经历疫情重创，对公司影响如何？主要产品原料采购是否

收到涨价影响？如果影响是否可以向下游转移？年度生产份

额（需审批）与上年相比是否增长？ 

答：您好，感谢您对公司对关注，年初石家庄地区的局部

疫情对公司无实质性影响，各项生产经营活动均正常开展。原

材料价格波动对行业产业链都有影响，公司高度重视企业生产

成本控制工作，通过加强采购管理、技改项目、成本优化、产

品价格管理机制等措施应对原材料价格波动。公司咖啡因生产

需用计划与上年持平，谢谢！ 

问题 17：董秘您好，请问下特食产品年内能上市么 

答：您好，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公司特医食品将根据研

发进展及注册证书的取得时间安排产品上市，谢谢！ 



问题 18：请问董事长，公司上市募投项目进度如何？能

否按募投计划完成特医食品研发并按计划投产销售？公司上

市时向投资者表述的良好发展前景什么时候能向投资者兑

现？按照目前公司的经营效率和表现投资者完全看不到希望。 

答：您好，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公司募投项目正在有序

进行中，2020 年泰州工厂“保健食品和特医食品生产项目”

中的保健食品综合制剂大楼一期工程建成投产。谢谢！ 

问题 19：今年 1 月份石家庄的疫情，对公司一季度的业

绩有何影响？谢谢！ 

答：您好，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年初的石家庄疫情对公

司无实质性影响，公司生产经营活动正常进行。一季度业绩请

关注公司定期报告。谢谢！ 

问题 20：请问公司的主营类产品有没有往美容医疗方面

的作用进行拓展考虑，其互动平台上公布的两个有特医食品的

功能和作用 

答：您好，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咖啡因可以在化妆品中

添加使用，但非咖啡因主要使用用途，谢谢！ 

问题 21：上市以来一直未有机构投资者关注，请问下管

理层对于这方面以后有改进措施么 

答：您好，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公司会加强与各类投资

者的沟通交流，并持续做好生产经营管理工作，提升核心竞争

力，为股东争取更好的回报。谢谢！ 

问题 22：公司对未来三年净利润再增长一倍有信心，此

外作为集团公司石药集团还会把其它相关非医药类盈利资产

注入新诺威股份？ 

答：您好，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公司业绩情况请以公司

披露的公告为准，未获悉控股股东有相关计划，谢谢！ 

问题 23：看到公司 2020 年每个季度的财务利润和 2019

年对比变化较大，剔除疫情因素，是否存在合理的财务利润调

节手段？ 

答：您好，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公司不存在任何形式的

调节利润情况，财务数据真实、准确，谢谢！ 



问题 24：根据前面回答，葆棠华”和“泰诺全”2021 年

能否实现产品上市还需要打一个问号。请问对注册证书的取得

公司有一个预期的时间吗？2021年末？2022年中？2023年甚

至更远？有一个大概的判断区间吗，比如理想状态下，正常情

况下？市场对特医食品的上市关注度非常高，谢谢！ 

答：您好，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特医食品的审批流程较

长，公司正在积极推动相关工作，谢谢！ 

问题 25：公司有没有信心未来三年净利润翻一倍？ 

答：您好，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公司业绩情况请以公司

披露为准，谢谢！ 

问题 26：咖啡因类产品全球市场份额多少，此外公司是

否拓展咖啡因类产品在医疗美容方面的应用？ 

答：您好，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咖啡因可以在化妆品中

添加使用，但非咖啡因主要使用用途，谢谢！ 

问题 27：贵公司上市两年以来，一直未受机构投资者关

注，到目前为止没有券商研究机构研报覆盖，股东里面除了吉

林那个私募以外，也无机构投资者进入，管理层在这方面会在

今年做出什么样的努力改变目前这种备受市场冷遇的情况？ 

答：您好，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公司会加强与各类投资者

的沟通交流，并持续做好生产经营管理工作，提升核心竞争力，

为股东争取更好的回报。谢谢！ 

问题 28：公司产品各渠道销售的一个占比是怎样的？比

如药店渠道占比？线上渠道占比？另外，全国覆盖的药店渠道

数量大概是多少？线上渠道主要是哪些平台？ 

答：您好，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相关数据可查阅公司招

股说明书及定期报告，公司加速电商等新零售模式布局，维生

素类保健食品线上目前可通过京东、淘宝店铺购买，谢谢！" 

问题 29：贵司的特医食品目前在研发哪些产品，研发进

度如何，何时面向市场？ 

答：您好，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前述问题已对特医食品

做了详细介绍，您可查阅同类问题，谢谢！ 

问题 30：公司财务负债率比 2019 年进一步降低，这是否



说明公司在经营方面比较保守？后市是否有适当的进行负债

扩张经营？ 

答：您好，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公司目前各项财务指标

保持了良好的状态，谢谢！ 

问题 31：目前公司市场上国内和国外最大的竞争对手分

别是谁？ 

答：您好，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公司咖啡因类产品同行

业公司主要有新华制药、吉林舒兰。保健食品类产品同行业公

司主要由汤臣倍健、养生堂等。谢谢！ 

问题 32：理想状态下，特医食品葆棠华”和“泰诺全”

的产品大概上市时间可以给一个预期吗？2021 年中？年末？

2022 年？2023 年？谢谢！ 

答：您好，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特医食品的审批流程较

长，公司正在积极推动相关工作，谢谢！ 

问题 33：你是券商的保荐人，你觉得公司在运营诚信方

面反馈还行吗？ 

答：您好！感谢您的提问，公司运营管理规范，具有良好

商业信誉和品牌形象。谢谢！ 

问题 34：公司在知识产权专利技术方面是否有一定的数

量和优势。 

答：您好，感谢对公司的关注。公司在知识产权专利技术

方面较同行业有一定的数量和技术优势。 

问题 35：今年的业绩会怎么样 

答：您好，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公司生产经营活动正常

进行，业绩请关注公司定期报告。谢谢！ 

附件清单（如有） 无 

日期 2021 年 3 月 19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