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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新医疗健康公司晖致（Viatris）正式成立  致力于满足全球不断变化的医疗需求 
 

晖致由迈蓝和辉瑞普强合并而成，专注于药物可及性和改善患者健康 
 
匹兹堡，[2020 年 11 月 16 日] — 随着迈蓝（Mylan N.V.）和辉瑞旗下业务部门 辉瑞

普强（Pfizer Upjohn）的成功合并，晖致公司（Viatris Inc.，纳斯达克股票代码：

VTRS）于今日正式成立。由这两家优势互补的公司合并成的晖致具备科学、生产和分销专

业知识，以及成熟的注册、医疗和全球商业能力，为超过 165 个国家和地区的患者提供

优质药物。 
 
体验互动多渠道新闻稿:https://www.multivu.com/players/English/8797951-viatris/ 
 
晖致（Viatris）是一家全新的全球医疗健康公司，其使命是帮助世界各地的人们在生命

的每个阶段生活得更加健康，并通过三大途径践行使命：为世界各地患者提供值得信赖的

优质药物；促进可持续性的运营及创新解决方案，改善患者健康；利用多方面的专业能力

将人们与产品和服务相连接。 
 
晖致执行主席 Robert J. Coury 表示：“今天，我们庆祝晖致的成立。这是我们十多年

来富有战略性、深思熟虑工作的结晶，我们志在建立一家具有广度和深度的全球公司，让

世界各地的患者和医疗健康系统能够更高效地获得优质药物。对于晖致未来所面临的机遇

以及公司预期为患者、员工、客户和股东在内的所有利益相关者创造的价值，我非常有信

心。” 
 
晖致承诺从新公司运营的第一个完整季度开始，股东将享有自由现金流至少 25％的股息

（按照 GAAP 经营现金流减去资本支出），并预计此后增加股息。此外新公司还将逐渐将

杠杆率达到目标杠杆率（2.5 倍），并致力于保持“投资级”评级。 
 
晖致在全球拥有约 45,000 名员工，总部位于美国，并在美国匹兹堡、中国上海和印度海

德拉巴设有全球中心。晖致的全球产品组合包括超过 1,400 种已获批的化合物和生物制



 

品，覆盖广泛治疗领域（涉及非传染性疾病和传染性疾病），包括全球公认的标志性品

牌、仿制药、复杂仿制药、品牌药物以及日益丰富的生物类似药和各种非处方药。 
 
晖致首席执行官高天磊（Michael Goettler）表示：“我们凭借经验丰富的多元化管理团

队、雄厚的财务实力以及令人赞叹的全球基础设施，开启我们的征程。我们正在共同打造

以绩效为导向、高度敬业和包容的文化，同时使员工齐心协力实践 晖致的使命——帮助

世界各地的人们在生命的每个阶段生活得更加健康。我们的全球基础设施和业务覆盖范围

志在让世界各地的人们更容易获得优质药物。通过我们的 Global Healthcare 

Gateway™，合作伙伴能够立即与全球市场、客户和患者相连接，从而使晖致真正成为 

Partner of Choice™。我们将携手打造，确保晖致具有高效的组织和资源配置，为患者、

股东、客户和其他利益相关者提供可持续发展的价值。” 
 
晖致提供值得信赖的优质药物，这些药物可治疗世界卫生组织（WHO）列出的“全球十大

主要致死疾病”中的九种。晖致是用于治疗艾滋病毒感染/艾滋病及其它传染性疾病的抗

逆转录病毒药物的领先供应商。全球在接受抗艾滋病毒治疗的 2300 多万人中，约 40%使

用的是我们的产品，其中包括全球约 60%的艾滋病毒阳性儿童。晖致总裁 Rajiv Malik 

表示：“我们在提升医疗健康服务的可及性和解决未被满足的医疗需求方面具有独特的优

势，这源于我们一流的科学、注册、生产和供应链能力，以及我们在各个市场和渠道上的

广阔的商业覆盖。我们运营的核心是矢志不移地秉持‘高质量地完成我们所做的每一件

事’，这是我们前身公司的标志性特征。我们坚信，我们在各地的综合商业能力和多元化

产品组合将使我们能够更好地服务于更多客户和患者。我们期望利用这些增强的优势来建

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这对于提升药物可及性和改善患者健康而言至关重要，并有可能为

全球各地的患者、家庭和社区带来持久且积极的影响。” 
 
晖致首席财务官 Sanjeev Narula 表示：“通过稳健的财务政策，我们期望提升新企业的

优势、能力和灵活性，并抓住新的机遇帮助人们延长寿命、改善健康。我们期待在明年二

月底或三月初的投资者日上阐述晖致如何实现其既定承诺，以及我们将通过怎样的路线图

来最大程度创造价值，实现强劲自由现金流。” 
 
晖致正在着手实施一项重要的全球重组计划，以实现 10 亿美元的协同效应，并确保新公

司拥有高效的组织和资源配置，为患者、股东、客户和其他利益相关者提供可持续发展的

价值。公司目前正在定义该计划的具体参数，包括人才配置和其他方案。随着计划的最终

确定，该计划的更多细节有望在今年年底之前披露。通过合理化全球生产和供应网络，提

高公司的职能效率和商业能力，实现优化公司的成本结构。 
 
迈蓝和普强于 2019 年 7 月 29 日宣布合并，并于 2020 年 10 月 30 日获得最终监管

批准。晖致于 2020 年 11 月 17 日（交易完结后的第一个完整交易日）开始在纳斯达克 

(Nasdaq) 进行正常交易，股票代码为 VTRS。 



 

 
关于晖致（Viatris） 
晖致公司（Viatris Inc.，纳斯达克股票代码：VTRS）是一家全新的医疗健康公司，致力

于帮助世界各地的人们在生命的每个阶段生活得更加健康。通过我们独一无二的 Global 

Healthcare Gateway™，我们致力于提高药物可及性、促进可持续的运营、开发创新的解

决方案，并利用多方面的专业能力将更广泛的人群与更丰富的产品和服务相连接。晖致

（Viatris）于 2020 年 11 月由迈蓝和辉瑞普强合并而成，综合了两家公司的科学、生

产和分销专业能力，并具备成熟的注册、医学和商业能力，为全球超过 165 个国家和地

区的患者提供优质药物。晖致的产品涉及 1,400 种化合物和生物制品，覆盖广泛治疗领

域，涉及非传染性疾病和传染性疾病，包括全球标志性品牌、复杂仿制药、品牌药物、生

物类似药和非处方药。晖致在全球范围内拥有约 45,000 名员工，总部位于美国，并在美

国匹兹堡、中国上海和印度海德拉巴设有全球中心。 
 
前瞻性声明 

本新闻稿包含构成“前瞻性声明”的陈述，包括：Viatris™ 的成立；交易【依据该交

易，Mylan N.V.（简称“Mylan”）与 Pfizer Inc（简称“辉瑞”）Upjohn 业务部（简

称“Upjohn 业务部”）在反向莫里斯信托 (Reverse Morris Trust) 交易中合并（简称

“合并”），并且 Upjohn Inc.（简称“Upjohn”）在合并完成时立即成为合并后的 

Upjohn 业务和 Mylan 业务的母公司并更名为“Viatris Inc.” （简称

“Viatris”）】；从 Viatris 运营的第一个完整季度开始，预期股息等于自由现金流

（按照 GAAP 经营现金流减去资本支出）的 25%，并预计此后增加股息；公司致力于逐渐

将杠杆率达到目标杠杆率（2.5 倍），并致力于保持“投资级”评级；Viatris 正着手实

施一项重要的全球重组计划，以实现 10 亿美元的协同效应，并确保新公司拥有最佳的结

构和高效的资源配置，为患者、股东、客户和其他利益相关者提供可持续发展的价值；公

司目前正在定义该计划的具体参数，包括人才行动和其他重构活动；该计划的更多详情预

计将在计划定稿后于今年年底前公布；该扩展计划的主要活动预计将使公司的全球制造和

供应网络变得合理化，并优化公司的职能和商业能力，从而降低公司的经营成本；其他关

于下列事项的陈述：合并的好处和协同效应；Viatris 及其产品的未来机遇；未来的运

营、财务或经营业绩、资本分配、股息政策、债务率、预期的业务水平、 未来收益、计

划的活动、预期增长、市场机会、战略、竞争以及其他对未来期间的期望和目标。该等声

明根据 1995 年《美国私人证券诉讼改革法案》安全港条款作出。由于前瞻性声明涉及内

在的风险和不确定性，未来的实际结果可能与该等前瞻性声明中明示或暗示的结果有重大

差异。可能导致或促成此类差异的因素包括但不限于：公共卫生事件暴发、疫情和大流行

的潜在影响（包括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带来的持续挑战和不确定性）；Mylan 和 

Upjohn 业务的整合更加困难、耗时或超出预期成本；Viatris 可能根本无法达到或者可

能在预期时限内无法达到合并后的预期效益、协同效应和运营效率，或者可能无法成功整

合 Mylan 和 Upjohn 业务；医疗和药品监管机构的行动和决策；美国和外国医疗与制药

法律法规的变化； 任何对 Viatris 的新产品上市造成阻碍的监管、法律或其他障碍；临



 

床试验的成功与否以及 Viatris 或其合作伙伴在新产品机会的执行和在产品开发、制造

和商业化方面的能力；任何正在进行的法律诉讼的范围、时间点和结果，以及任何此类诉

讼对 Viatris 财务状况、经营业绩和/或现金流的影响；任何严重的数据安全或数据隐私

漏洞，或我们的 IT 系统中断；与国际运营相关的风险，包括我们在中国的运营；保护和

维护知识产权的能力；第三方关系的变化；Viatris 的或其合作伙伴的客户和供应商关系

以及客户采购模式的任何变化所造成的影响；竞争的影响；Viatris 或其合作伙伴的经济

和财务状况变化；不受管理层控制的不确定性和事项；根据《美国公认会计原则》（简称

“美国 GAAP”）、相关标准或调整依据来编制财务报表时和提供财务指标估算时所使用

的估算和判断所涉及的固有不确定性； 以及《表格 S-4》【由 Upjohn 于 2019 年 10 

月 25 日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提交并由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于 2020 年 

2 月 13 日宣布生效】含有的《注册声明》（及其修订版）（其中包括股东委托书/招股

说明书）、 《表格 10》【由 Upjohn 于 2020 年 6 月 12 日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提交并由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于 2020 年 6 月 30 日宣布生效】含有的

《注册人声明》（其中包括信息声明）以及《表格 8-K》含有的最终信息声明（2020 年 

8 月 6 日）（作为附件 99.1 随附于 Upjohn 在 2020 年 8 月 6 日提交的最新报告

《表格 8-K》）中所述的其他风险。Viatris 定期在其网站 investor.viatris.com 上发

布可能对投资者很重要的信息，并将该网站作为以广泛、非排他性的方式向公众披露重要

信息的一种方式，用于 SEC 的《公平披露条例》(Reg FD) 之目的。除非法律有要求，否

则 Viatris 无义务在本新闻稿发布日期后修订或变更这些声明。 

 

非 GAAP 财务指标 

本报告包含对与美国 GAAP 下的报告内容不同的若干财务信息的介绍和讨论。该等非 

GAAP 财务指标，包括但不限于杠杆率目标和自由现金流，旨在补充投资者及其他读者对 

Viatris 的财务业绩的了解和评估。Viatris 不提供针对美国 GAAP 报告的财务指标的前

瞻性信息或前瞻性非 GAAP 财务指标与最直接可比的美国 GAAP 指标的量化对账，因为其

无法不作不合理努力而合理确切地预测若干重大项目的最终结果。该等项目包括但不限

于，与收购相关的开支，包括整合、重组开支、资产减值、诉讼和解以及其它或有费用

（包括或有对价变化及若干其他收益或亏损）。该等项目具有不确定性，取决于多种因

素，并可能对相关期间内的美国 GAAP 报告业绩产生实质性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