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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 

 

关于对大理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 

的事后审核问询函的回复 

 

上海证券交易所： 

贵所发来的关于对大理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市公司”、“公司”或“大理

药业”）2018 年年度报告的事后审核问询函（上证公函【2019】0664 号）已收悉，经本所

与大理药业共同实施核查程序，对贵所的审查意见中涉及会计师的部分回复如下： 

【问询函】 

问题 2.销售费用大幅增长。公司上市以来销售费用大幅增加。2017 年公司销售费用

1.07 亿，同比增长 3.58 倍，占当期营业收入近 39%；2018 年公司销售费用 2.7 亿，同比

增加 1.52 倍，占当期营业收入近 67%，高于同行业平均水平。其中，报告期内，公司促

销、推广费 2.55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188.35%。公司解释销售费用大幅增长是由于“两

票制”全面推行，销售费用由原代理商承担，转移至公司自身，公司在开展销售活动时，

再将部分工作委托给第三方，并与第三方签订相关协议，约定其相关服务内容，由其协助

公司进行会议和宣传活动的组织、部分市场信息的收集及分析等，在服务完成后，由其提

供服务相关的业务资料进行结算，公司以对公汇款形式支付相关费用。请公司补充披露：

（1）公司报告期内促销及推广费的具体内容、金额，具体科目确认的依据，以及公司报

告期内开展的主要会议、宣传活动情况，包括但不限于场次、参加人数、费用等；（2）结

合公司与第三方推广服务商签订的协议条款、第三方服务代理商提供的各项服务内容，具

体说明各项服务内容涉及的销售费用确认的依据及条件；（3）报告期内销售费用支付的前

五名对象及交易金额、是否涉及关联方、服务的主要内容、签订协议的主要内容、涉及费

用的会计处理情况；（4）分析说明在主要产品销售大幅下滑情况下，公司销售费用大幅上

涨是否合理，并结合同行业同类型产品的可比公司情况，说明公司销售费用率明显高于行

业平均水平的原因和合理性；（5）说明公司相关营销活动及费用支出的申请、审批流程及

负责人，形成的相关单证，以及公司是否有相关措施确保销售费用真实性、合规性；（6）

请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公司回复： 



一、 公司报告期内促销及推广费的具体内容、金额，具体科目确认的依据，以及

公司报告期内开展的主要会议、宣传活动情况，包括但不限于场次、参加人数、费用等； 

公司 2018年促销费及推广费的具体构成如下： 

项目 金额（万元） 占比 

推广会议费 12,618.50 49.40% 

咨询费 11,584.95 45.36% 

宣传费 1,306.20 5.11% 

其他 32.52 0.13% 

合计 25,542.17 100.00% 

推广会议费、咨询费、宣传费的区别是：1、推广会议费指学术及市场推广，主要系

通过培训会议，向医生提供疾病医学信息、产品使用方法等；2、咨询费指信息收集及市

场调研，主要包括对政策法规、产品销售情况、客户满意度、不良反应信息等内容的收集；

3、宣传费指品牌宣传，主要包括向销售客户说明公司产品的优势和对应用途，提升客户

对品牌的认知及市场投放广告提升公司及品牌认知。三种费用按照提供服务的成果、推广

人群、提供发票的服务类型分别计入对应费用科目。 

公司与第三方合作，对单次服务签订协议，根据协议的约定及提供服务实际完成的时

间，依据每次提供的服务内容以及第三方提供的结算资料确认具体销售费用，各项费用入

账凭证依据详见“问题 2.二”之回复。 

报告期公司开展 1800 余场产品及学术推广及宣传会议。主要内容包括公司产品相关

的临床疗效专题研讨、宣传产品学术知识、产品及临床使用介绍、介绍产品安全性及治疗

效果、企业形象等，参加人次 86,000 余人次，发生费用合计 13,000 万余元。 

公司五次大型推广宣传活动（按单次发生额）情况如下： 

序

号 
会议主题 

会议地

点 
人数 

参会人

员 

费用（万

元） 

确认内

容 

1 
推广醒脑静注射液临床应用的效

果及安全性 
青海 80人 销售客户 29.80 宣传费 

2 
推广醒脑静注射液的临床疗效和

药理作用 
浙江 152 人 医院医师 21.50 

推广会

议费 

3 
引导医生、患者合理用药，理性

对待疾病，了解醒脑静注射液 
贵州 118 人 

医院医生

以及患者 
20.00 

推广会

议费 

4 
普及醒脑静注射液知识，提升品

牌意识 
陕西 106 人 

医生、专

家、学者 
12.50 

推广会

议费 

5 
普及醒脑静注射液知识，提升品

牌意识 
陕西 103 人 销售客户 12.00 宣传费 

 



二、 结合公司与第三方推广服务商签订的协议条款、第三方服务代理商提供的各

项服务内容，具体说明各项服务内容涉及的销售费用确认的依据及条件； 

（1）推广会议费：公司与第三方签订的产品推广服务协议，主要内容涉及：推广服

务商按照双方约定的期限及区域提供专业性的学术介绍、临床疗效等相关服务（主要为医

疗机构），包括根据合作期限内公司的品牌推广目标，制定推广思路及工作计划，提出包

括但不限于市场拓展策略、品牌推广规划等方面，并负责实施；在合同约定范围内对相关

人员进行培训；负责推广活动材料的整理，包括会议交流材料的整理；公司应于推广服务

商提交服务成果验收合格并收到发票后七个工作日内付清服务费。就已完成的推广活动，

服务代理商需提交以下资料：签订的服务协议及推广活动总结，包括但不限于会议通知、

会议计划、会议内容、签到表、会议总结等，同时公司完成费用申请及相关审批手续后，

依此入账凭证及服务发生的时间在恰当的会计期间确认为“推广会议费”。 

（2）咨询费：公司与第三方签订的咨询服务协议或调研服务协议，主要内容涉及：

推广服务商按照双方约定的期限及区域提供专业性的调研咨询服务，通过各种专业化的服

务，进行具体深入的市场咨询、调研，包括根据合作期限内公司的市场调研、咨询，制定

相关思路及工作计划，提出包括但不限于市场调研、咨询等方面，并负责实施；负责公司

市场策略研究工作，在分析目标客户的基础上，作出适合于品牌的行之有效的市场策略和

具体实施计划；走访和调研，在合同约定的范围内对公司品牌进行调研走访；形成市场调

查服务报告或销售市场预测咨询报告；公司应于推广服务商提交服务成果验收合格并收到

发票后七个工作日内付清服务费。就已完成的咨询、调研服务活动，服务代理商需提交以

下资料：签订的咨询协议或调研服务协议、产品咨询报告或市场调研报告等，同时公司完

成费用申请及相关审批手续后，依此入账凭证及服务发生的时间在恰当的会计期间确认为

“咨询费”。 

（3）宣传费：公司与第三方签订的品牌宣传服务协议，主要内容涉及：推广服务商

按照双方约定的期限及区域提供品牌、产品使用等相关服务（主要为销售客户），负责公

司市场策略宣传研究工作，在合同约定范围内对公司品牌进行市场宣传服务；负责宣传资

料的整理，包括宣传报告的出具；公司应于推广服务商提交服务成果验收合格并收到发票

后七个工作日内付清服务费。就已完成的宣传服务活动，服务代理商需提交以下资料：签

订的服务协议及宣传活动总结，包括但不限于会议通知、会议计划、会议内容、签到表、

会议总结等，同时公司完成费用申请及相关审批手续后，依此入账凭证及服务发生的时间

在恰当的会计期间确认为“宣传费”。 

三、 报告期内销售费用支付的前五名对象及交易金额、是否涉及关联方、服务的

主要内容、签订协议的主要内容、涉及费用的会计处理情况； 

报告期公司推广服务商共 592家，其中促销及推广费前五名情况如下： 



序号 单位 
是否关

联方 
服务内容 金额（万元） 

1 上海灿标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否 
主要提供咨询及推

广服务 
406.10 

2 江西一心医药有限公司 否 
主要提供咨询及推

广服务 
392.78 

3 贵州美林康咨询有限公司 否 
主要提供咨询及推

广服务 
350.20 

4 
西安丰泽广告文化传播有限公

司 
否 

主要提供咨询、推

广及宣传服务 
345.83 

5 
乌鲁木齐诚圣荣信医药咨询有

限公司 
否 主要提供咨询服务 335.79 

合计 - - 1,830.70 

（1）上海灿标医疗科技有限公司主要针对胞二磷胆碱注射液对医生进行产品及学术

推广，同时为公司的销售活动提供市场咨询及调研服务。就产品及学术推广服务而言，上

海灿标医疗科技有限公司主要通过专题研讨学术会的形式，推广胞二磷胆碱注射液的临床

使用等学术知识；就咨询服务而言，上海灿标医疗科技有限公司主要以咨询调研的方式，

为公司提供胞二磷胆碱注射液市场调研报告等。 

（2）江西一心医药有限公司主要针对醒脑静注射液及少量参麦注射液对医生进行产

品及学术推广，同时为公司的销售活动提供市场咨询及调研服务。就产品及学术推广服务

而言，江西一心医药有限公司主要通过会议的形式，推广醒脑静注射液的运用等学术知识；

就咨询服务而言，江西一心医药有限公司主要以咨询调研的方式，为公司提供醒脑静注射

液使用调研报告等。 

（3）贵州美林康咨询有限公司主要针对醒脑静注射液及少量参麦注射液对医生进行

产品及学术推广，同时为公司的销售活动提供市场咨询及调研服务。就产品及学术推广服

务而言，贵州美林康咨询有限公司主要通过会议的形式，推广醒脑静注射液的运用等学术

知识；就咨询服务而言，贵州美林康咨询有限公司主要以咨询调研的方式，为公司提供醒

脑静注射液使用调研报告等。 

（4）西安丰泽广告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主要针对醒脑静注射液及少量参麦注射液对医

生进行产品及学术推广，为公司的销售活动提供市场咨询及调研服务，为公司醒脑静注射

液品牌对销售客户进行宣传服务。就产品及学术推广服务而言，西安丰泽广告文化传播有

限公司主要通过会议的形式，推广醒脑静注射液的运用等学术知识；就咨询服务而言，西

安丰泽广告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主要以咨询调研的方式，为公司提供醒脑静注射液的使用情

况及市场容量等调研报告等。就品牌宣传服务而言，西安丰泽广告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主要

以会议的形式，宣传公司企业形象、产品简介、使用注意事项及使用建议等。 



（5）乌鲁木齐诚圣荣信医药咨询有限公司主要针对醒脑静注射液及参麦注射液提供

市场咨询及调研服务。就咨询服务而言，乌鲁木齐诚圣荣信医药咨询有限公司主要以咨询

调研的方式，为公司提供醒脑静注射液及参麦注射液产品的使用情况、销售情况及治疗作

用等调研报告等。 

推广服务完成后，公司根据该次服务的推广协议、推广活动总结资料、费用申请、公

司呈批单等凭证，审核服务商相关工商及税务信息后，以此作为入账依据；咨询服务完成

后，公司根据该次服务的咨询协议、调查报告、费用申请、公司呈批单等凭证，审核服务

商相关工商及税务信息后，以此作为入账依据；品牌宣传服务完成后，公司根据该次服务

的品牌宣传服务协议、宣传活动总结资料、费用申请、公司呈批单等凭证，审核服务商相

关工商及税务信息后，以此作为入账依据，及时计提具体销售费用，后期根据公司相关制

度进行逐步支付，会计处理符合会计准则规定。 

四、 分析说明在主要产品销售大幅下滑情况下，公司销售费用大幅上涨是否合理，

并结合同行业同类型产品的可比公司情况，说明公司销售费用率明显高于行业平均水平的

原因和合理性； 

由于各省市“两票制”政策推行的时间先后不一，2017 年公司产品销售区域陆续推

行“两票制”，2018 年全面推行“两票制”， “两票制”全面实施后销售费用由代理商转

移至公司自身。同时受到医药监管新政、医药流通体制改革和医保用药控费等政策影响，

产品销量下滑明显，公司为能保住现有市场份额，进一步加大了市场推广费用投入，

故公司 2018 年销售费用大幅上涨。 

“两票制”实施之前，公司销售模式采用区域代理制，即公司通过各区域代理商将产

品分销到各家终端医院，公司负责生产和区域代理商管理，获取生产和销售环节利益，代

理商负责区域渠道开拓、市场和学术推广工作，获取区域销售环节利益，配送商负责将药

品配送至终端医院，获取固定比例（行业惯例一般为药品终端价格的 8%-15%）的配送收

益。“两票制”实施以后，公司继续负责生产、区域管理等方面的职能，但产品不经由代

理商流通，而是由公司直接销售给配送商，并由配送商直接销售至医院，公司相关产品的

销售单价提高至原代理商向配送商销售的价格，即同等销量下，公司销售收入提升；区域

渠道开拓、市场和学术推广等工作由推广服务商承担，公司就相关的区域渠道开拓、市场

和学术推广等工作向其支付服务费，公司销售费用支出大幅增加。同时受到医保控费、辅

助用药限制等政策因素影响，公司必须加大市场营销力度，积极开发非医保市场及私立医

院等增量市场的开拓，因此 2017、2018 年度公司销售费用呈现逐年增加的趋势。 

按照主营产品的可比性选取了以下同行业可比公司：龙津药业 2018 年度营业收入为

3.36亿元，其中中药冻干粉针剂销售占比为 100%；神威药业 2018年度营业收入为 25.70

亿元，其中注射液产品销售占比为 52.31%；上海凯宝 2018年度营业收入 15.01 亿元，其



中针剂销售占比 94.22%；中恒集团 2018年营业收入 32.99亿元，其中中药注射液销售占

比 90.96%；珍宝岛 2018年营业收入 27.81亿元，其中中药制剂销售占比 59.12%。报告期

内，公司同行业可比公司销售费用情况如下： 

同行业可比公司 销售费用（万元） 销售费用占营业收入比例（%） 

龙津药业 24,260.77 72.21 

神威药业 99,735.10 38.80 

上海凯宝 77,351.29 51.54 

中恒集团 211,904.00 64.24 

珍宝岛 87,662.67 31.52 

同行业报告期内销售费用占营业收入比例（%） 51.66 

公司报告期内销售费用总额（万元） 27,091.00 

公司报告期内销售费用占营业收入比例（%） 67.48 

注：同行业数据来源于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同行业平均数据系为 5 家公司的算

术平均数。 

受到公司主要产品治疗领域、性质、性状、销售渠道、市场知名度及认可度不一

致的影响，以及各公司宣传及推广力度不一致，导致各公司销售费用占营业收入比例

存在差异，但医药行业销售费用率整体处于较高水平。公司受市场认可程度及医药监

管新政、医药流通体制改革和医保用药控费等政策的影响，产品销量下滑明显，公司

为能保住现有市场份额，进一步加大了市场推广费用投入，因此销售费用占营业收入

比例高于同行业平均水平，并处于可比公司靠前位置。 

五、 说明公司相关营销活动及费用支出的申请、审批流程及负责人，形成的相关

单证，以及公司是否有相关措施确保销售费用真实性、合规性； 

公司在年初制定年度市场推广计划，对全年市场推广做年度安排后，由销售中心根据

区域和产品的特点制定营销策略，实施产品招商及学术推广工作，并与第三方推广服务商

合作，通过学术推广或学术研讨会、市场调研及产品咨询活动等，传递产品最新信息，收

集客户及药品不良反应等信息，从而提高产品的知名度和医生认可度，更好的为产品最新

的临床应用研究提供保障。 

费用达到结算条件时，服务商将相关结算资料提交至公司销售中心，由该中心经办人

员提出费用支付申请，经由部门负责人、销售总监、财务部负责人及财务总监审批后方可

按公司制度进行支付，同时公司形成一套完整的费用支付资料，包括：合同审批表、费用

申请、与第三方公司签订的服务协议、成果报告（包括会议记录、会议图片、调研报告等

成果资料）、付款申请单、服务发票及汇款凭证等。在与第三方公司签订服务协议前，由

销售中心审核服务商资质；在实际支付费用时要求服务商提供相关完税证明等，以监督和

保证公司发生的推广或咨询费用真实、合规。 



会计师意见： 

我们在 2018 年财务报表审计过程中，关注销售费用的发生及完整性，设计并执行包

括但不限于以下审计程序：（1）了解医疗政策变动情况，分析是否与公司经营情况相符；

（2）对销售费用实施分析程序，对销售费用率做多期对比，对月波动合理性进行分析；

并选取了同行业上市公司数据，进行可比分析；（3）我们获取公司销售费用支出预算、合

同台账、原始凭证等资料，进行抽凭检查，检查用款申请是否进行相关审批，合理评估该

部分费用处理是否在合理范围内，费用报销是否符合规定、原始单据是否齐全，是否经过

恰当审批；（4）对销售费用进行截止测试，检查是否存在重大跨期情况。 

我们认为，公司 2018 年度销售费用大幅增长主要系“两票制”实施后公司销售环节

发生了一定变化，销售费用由代理商转移至公司自身所致，销售费用大幅增加符合行业及

公司实际情况，也与我们执行相关审计程序后了解的情况一致。同时公司的销售费用发生

和完整性认定具有适当证据，列报恰当，内部控制得到有效执行，据实反映公司实际情况，

未发现主要支付对象为关联方的情况，公司销售费用的确认符合会计准则相关规定。 

问题 3.分季度财务数据变动较大。年报显示，公司 2018年各季度营业收入差异较小，

但分季度净利润、扣非后净利润、经营活动现金流差异较大。其中，第二季度净利润为-778

万元，扣非后净利润为-949 万元，其余各季度净利润、扣非后净利润均为正；第四季度

扣非后净利润为 67 万元，远低于第一、第四季度。同时，四个季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差异较大。请补充披露：（1）结合公司主要产品销售情况、业务特点、经营模式、

费用计提情况等，以及同行业可比公司情况，分析各季度净利润、扣非后净利润、经营活

动产生的现金流量等财务数据变动较大的原因；（2）净利润与经营活动现金流出现背离的

原因；（3）请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公司回复： 

一、 结合公司主要产品销售情况、业务特点、经营模式、费用计提情况等，以及

同行业可比公司情况，分析各季度净利润、扣非后净利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等财

务数据变动较大的原因； 

报告期内，公司各季度收入、成本及费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11,008.49 9,290.07 10,395.77 9,453.98 

营业成本 2,480.55 1,374.37 2,225.32 1,862.92 

毛利率 77.47% 85.21% 78.59% 80.29% 

销售费用 6,284.26 7,483.04 7,108.78 6,214.93 



项 目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销售费用率 57.09% 80.55% 68.38% 65.74% 

扣除销售费用模拟毛利率 0.47 0.24 0.32 0.42 

管理费用 1,117.58 1,089.31        617.86   605.15  

管理费用率 10.15% 11.73% 5.94% 6.40% 

净利润 866.82 -778.24 452.04 529.42 

非经常性损益 231.32 171.11 384.19 51.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635.50 -949.35 67.85 478.21 

注：扣除销售费用模拟毛利率=（主营业务收入-主营业务成本-销售费用）/（主营业务收入-

销售费用） 

公司各季度主要产品销售情况： 

单位：万 ml 

品种及类别 2018 年一季度 2018 年二季度 2018 年三季度 
2018 年四季

度 

醒脑静注射液 2,896.48 951.59 1,801.59 1,890.91 

参麦注射液 8,572.50 6,206.58 7,826.31 7,164.53 

依据公司经营模式及产品特点，销售没有明显的季节性波动。第一季度销量较好，在

计提停工损失的影响下仍能保持较好的业绩；第二季度销量受到河北、四川等省市发布与

公司产品有关的辅助用药/重点监控药品相关政策及医保控费的影响，销量明显下滑，为

此公司加大推广宣传力度，销售费用增长较快，同时公司在本季度还计提了停工损失，双

重因素导致公司净利润下降至-778.24 万元；第三季度在公司积极销售的带动下市场有所

回暖，公司销量回升带来了扭亏为盈；第四季度公司销量趋于平稳，净利润增加至 529.42

万元。 

报告期内，公司各季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各项目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

的现金 
10,527.37 10,278.97  11,491.25  12,703.19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

的现金 
892.43 288.98  70.77  159.63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1,419.80 10,567.95  11,562.02  12,862.82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

的现金 
1,496.62 970.55  590.70  1,319.82 



项 目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

付的现金 
709.92 833.02  743.21  805.53 

支付的各项税费 1,954.91 1,774.71  1,603.27  2,102.50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

的现金 
5,111.92 5,557.18  5,074.98  7,952.20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9,273.37 9,135.46  8,012.16  12,180.0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2,146.43 1,432.49  3,549.86  682.77 

公司各季度的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均为正数，在各季度中的差异主要是：第

一季度收到政府补助拨款；第三季度公司销售回款增加，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涨

幅较大；第四季度大幅减少系公司年末支付的市场推广费用增加所致。 

同行业可比公司各季度的净利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

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同行业可比

公司 指标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龙津药业 

净利润 724.22 368.04 360.13 -65.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446.26 -387.64 -235.81 472.21 

上海凯宝 

净利润 9,958.08 8,355.61 5,531.45 -1,163.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9,772.52 7,949.27 4,744.65 1,418.92 

中恒集团 

净利润 11,761.99 21,939.12 14,064.54 13,569.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10,908.73 15,009.05 13,822.07 11,641.82 

珍宝岛 

净利润 15,712.32 9,104.53 12,454.56 8,972.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11,980.11 5,305.36 12,266.58 7,548.84 

续表 

同行业可比

公司 指标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龙津药业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34.33 -710.03 442.15 2,303.43 

上海凯宝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520.66 9,300.86 7,256.30 8,158.32 

中恒集团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7,108.64 20,355.41 28,611.53 19,264.40 

珍宝岛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48.13 7,277.65 20,187.06 8,827.47 



如上表所示，各公司均依据实际生产经营情况对报表作出列示，同行业可比公司分季

度的指标无明显规律可循，因此公司分季度财务数据与其不具有明显可比性。 

二、 净利润与经营活动现金流出现背离的原因； 

公司一季度盈利且经营活动现金流为正数，两个指标无背离情况；二季度净利润亏损、

经营活动现金流为正数，主要原因系受当期销量下滑、计提停工损失及存货销毁的影响，

净利润出现亏损，但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同时受到销量及货款实际到账时间的影响，且计提

停工损失及存货销毁不影响经营活动现金流，因此当期两个指标出现背离；三季度盈利且

经营活动现金流为正数，且当期货款回款情况良好，收到的现金有所增加，经营活动现金

流净流入增加；四季度盈利且经营活动现金流为正数，但当期销售费用支付金额增加，因

此当期现金流出增加，经营活动现金流净流入减少。 

会计师意见： 

我们认为，公司 2018 年报披露的各季度净利润、扣非后净利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出现波动合理，分季度的净利润与经营活动现金流虽出现背离，但符合公司的实际

经营情况。公司上述与财务报表相关的回复说明与我们在执行公司 2018 年财务报表审计

过程中了解的信息一致。 

问题 4.存货及存货销毁。报告期内，因公司销售计划未能如期实现公司按规定销毁

了到效期产品存货 330.53 万元。同时，公司报告期末存货账面余额近 6963 万元，其中

包括原材料近 5084 万元、在产品 603 万元、库存商品 806 万元等，仅库存商品计提存货

跌价准备 201 万元。公司于 2017 年也按规定销毁了到效期产品存货 329.42 万元。请公

司补充披露：（1）公司报告期内销毁的到效期产品存货涉及的具体产品及销毁原因；（2）

存货中原材料、在产品、库存商品的明细项目及金额；（3）2017 年公司报告期末库存商

品账面余额为 2703 万元，仅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84.3 万元。结合公司报告期内销毁存货的

情况，说明公司是 2017 年存货跌价准备是否计提充分、合理；（4）结合公司存货构成及

其保质期，说明公司未来是否可能继续存在存货销毁的情况及其对公司的影响；（5）结合

用药限制等政策措施以及公司的产销情况，说明公司存货跌价准备是否计提充分；（6）请

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公司回复： 

一、 公司报告期内销毁的到效期产品存货涉及的具体产品及销毁原因； 

公司 2018年销毁的到效期产品存货 329.42万元涉及的具体产品为醒脑静注射液。

销毁原因：公司受到医药监管新政、医药流通体制改革和医保用药控费等政策影响，



根据 2017 版医保目录，公司主要产品醒脑静注射液限二级及以上医疗机构采购使用，

并且在医保支付范围的适用症上限定在有中风昏迷、脑外伤昏迷或酒精中毒昏迷抢救

的患者使用，随着相关政策的执行，对公司产品的销售带来了较大的压力，公司销售

计划未能如期实现，公司销毁到效期产品。 

二、 存货中原材料、在产品、库存商品的明细项目及金额； 

公司期末原材料、在产品、库存商品主要构成表： 

项目 产品名称 金额（万元） 占各项目比例 

原材料 

红参 4,320.27          84.97% 

人工麝香 565.27          11.12%  

其他产品 199.05           3.91% 

小计 5,084.59 100.00% 

在产品 

参麦注射液 147.62 24.47% 

醒脑静注射液 452.98 75.08% 

其他产品 2.74 0.45% 

小计 603.34 100.00% 

库存商品 

参麦注射液 348.78 43.25% 

醒脑静注射液 235.97 29.26% 

亮菌甲素注射液 159.07 19.72% 

胞二磷胆碱注射液 62.67 7.77% 

小计 806.49 100.00% 

三、 2017 年公司报告期末库存商品账面余额为 2703 万元，仅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84.3 万元。结合公司报告期内销毁存货的情况，说明公司 2017 年存货跌价准备是否计提

充分、合理； 

公司 2017年存货减值准备计提情况如下所示： 

单位：万元 

项目 存货原值 

存货减值准备 

年初余额 本年计提 
本年转回

或转销 
年末余额 

在产品 926.96 46.41 4.44 0.00 50.85 

库存商品 2,703.73 5.39 84.30 5.39 84.30 

合计 3,630.69 51.80 88.74 5.39 135.15 



2017 年，公司存货不存在已过有效期报损的存货，年末公司分析存货库龄，结合产

品有效期及公司销售计划，共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135.15 万元，2017 年存货跌价准备已计

提充分、合理。2018 年公司实际未能如期完成销售计划，库存产品到效期已成事实，故

根据 2018年实际情况，公司销毁存货 329.42 万元。 

四、 结合公司存货构成及其保质期，说明公司未来是否可能继续存在存货销毁的

情况及其对公司的影响； 

截止 2018年 12月 31日，公司存货库龄如下所示： 

单位：万元 

项目 产品名称 保质期 金额 其中：一年内到期 两年内到期 

计提

减值

金额 

原 材

料 

红参 无明确规定 4,320.27 
  

 

人工麝香 2年 565.27 565.27 
 

 

库 存

商品 

参麦注射液 2年 348.78 0.01 348.77 0.01 

醒脑静注射液 2年 235.97 64.13 171.84 64.13 

亮菌甲素注射液 2年 159.07 159.07 
 
137.81 

胞二磷胆碱注射液 2年 62.67 13.06 49.61  

公司原材料主要系红参，红参没有规定有效期。根据 GMP 要求，没有规定有效期的物

料应确定贮存期。应根据稳定性试验结果确定原辅料的贮存期。公司原料红参贮存已满两

年，根据公司的稳定性试验结果及日常监控的数据显示，红参仍为有效原材料，不存在到

效期减值迹象。人工麝香虽库龄为一年内到期，但期后该部分原料已消耗完毕，不存在减

值迹象。 

受到 2017、2018 年连续两年销售下滑的影响，公司在 2018年下半年已及时调整产品

生产计划及销售，合理安排生产。在期末认真分析存货库龄，结合产品有效期及公司销售

计划，公司未来可能继续存在存货销毁的情况，但公司已充分考虑该情况，并已计提减值

准备 201.95 万元，未来对公司影响较小。 

五、 结合用药限制等政策措施以及公司的产销情况，说明公司存货跌价准备是否

计提充分； 

2018 年 8 月 3 日，国务院公布了《关于改革完善医疗卫生行业综合监管制度的指导

意见》，提出要建立综合监管制度，健全多元化综合监管体系；严控辅助用药，推行临床

应用评价标准；破除以药养医，控制医疗费用不合理增长。2018 年 12 月 12 日，国家卫

健委发布《关于做好辅助用药临床应用管理有关工作的通知》，强调将制订和公布全国版



辅助用药目录，明确医疗机构辅助用药范围，对辅助用药管理目录中的全部药品进行重点

监控。辅助用药更是监控的重点，若公司产品列入辅助用药管理目录，产品销售将带来进

一步的挑战。 

2018 年 9 月 19 日，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的意见》，提出了以

省为单位明确公立医疗机构基本药物使用比例，不断提高医疗机构基本药物使用量。10

月 25 日，国家卫健委发布《关于印发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18 年版）的通知》，公司主

要产品参麦注射液已被列入基本药物目录中，带来了新的竞争优势。 

公司主要产品产销情况： 

单位：万 ml 

项目 

2018 年

12月 31

日库存量 

2018 年度 2019 年一季度 

产量 销量 产销率 产量 销量 产销率 

醒脑静注射液 618.11 5,597.25 7,540.57 134.72% 2,794.38 2,034.91 72.82% 

参麦注射液 3,911.18 23,539.81 29,769.92 126.47% 5,998.42 5,901.60 98.39% 

报告期公司已及时调整生产，减少生产任务，积极消化公司库存，库存量较期初大幅

减少，对临效期产品已计提减值准备 201.95 万元，公司存货跌价准备计提充分。 

会计师意见： 

我们在 2018 年年度财务报表审计过程中，重点关注存货减值情况，设计并执行以下

审计程序：（1）了解和测试公司存货跌价准备相关内部控制的设计和运行有效性；（2）

对年末存货实施监盘，检查存货的数量、状况及产品有效期等；（3）获取公司存货的年末

库龄清单，结合产品的有效期及生产销售计划，对库龄较长的存货进行分析性复核，分析

存货跌价准备是否合理；（4）获取公司存货跌价准备计算表，执行存货减值测试，检查是

否按相关会计政策执行，检查以前年度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本期的变化情况等，分析存货

跌价准备计提是否充分。 

我们认为，公司报告期内销毁到效期产品符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司的存货跌价准备是

在结合存货可变现净值、存货库龄及保质期等因素综合分析后进行估计计提的，我们没有

发现公司 2017年、2018年对应报表时点的存货减值计提依据错误。公司存货跌价准备计

提充分、合理，我们也对期后存货销毁情况进行关注，未来公司仍可能继续存在存货到效

期销毁的情况，公司已考虑该因素的影响并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问题 5.营业成本。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成本 7943 万元，同比下降 9.48%。化学药品营

业成本 186 万元，同比增加 77%，其中制造费用 122 万元，较去年增加 105%；中药营业

成本 7756 万元，同比下降 10%，其中直接材料 5038 万元，同比下降 22%，直接人工费用



614 万，同比增加 13.6%，制造费用 2103 万元，同比增加 31%。请公司补充披露：（1）化

学药品、中药对应的具体主要产品的成本构成及其变动情况；（2）结合具体主要产品的生

产量及其变动情况，说明公司是否存在生产量变动与各项营业成本构成变动不匹配的情况

及其原因；（3）请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公司回复： 

一、 化学药品、中药对应的具体主要产品的成本构成及其变动情况； 

公司主要产品的成本构成及变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成本构成项目 2018 年度 占比（%） 2017 年度 占比（%） 

化学药品（胞二

磷胆碱注射液） 

直接材料 19.35 0.24 
  

直接人工 32.28 0.41 
  

制造费用 105.93 1.33 
  

小计 157.56 1.98 
  

化学药品（亮菌

甲素注射液） 

直接材料 5.70 0.07 23.13 0.26 

直接人工 6.34 0.08 22.14 0.25 

制造费用 16.83 0.21 59.82 0.69 

小计 28.87 0.36 105.09 1.20 

中药（醒脑静注

射液） 

直接材料 3,120.04 39.28 3,826.71 43.61 

直接人工 211.63 2.66 168.87 1.92 

制造费用 720.59 9.08 471.80 5.38 

小计 4,052.26 51.02 4,467.38 50.91 

中药（参麦注射

液） 

直接材料 1,918.16 24.15 2,678.70 30.53 

直接人工 402.95 5.07 368.49 4.20 

制造费用 1,383.37 17.42 1,117.51 12.73 

小计 3,704.48 46.64 4,164.70 47.46 

公司主要产品单耗比情况： 

项目 成本构成项目 
2018 年度 

单位成本(元/ml) 

2017 年度 

单位成本(元/ml) 

中药（醒脑静注

射液） 

销量(万 ml) 7,540.57 9,606.02 

直接材料 0.41 0.40 

直接人工 0.03 0.02 



项目 成本构成项目 
2018 年度 

单位成本(元/ml) 

2017 年度 

单位成本(元/ml) 

制造费用 0.10 0.05 

小计 0.54 0.47 

中药（参麦注射

液） 

销量(万/ml) 29,769.92 42,261.02 

直接材料 0.06 0.06 

直接人工 0.01 0.01 

制造费用 0.05 0.03 

小计 0.12 0.10 

公司报告期主要产品为醒脑静注射液和参麦注射液，两种产品的成本较上期减少，主

要系产品销量下滑所致。主要产品单位成本中的直接人工及制造费用小幅增加系报告期公

司生产任务减少，产量下滑远超过减产停工损失的影响，从而引起固定单位成本增加。 

二、 结合具体主要产品的生产量及其变动情况，说明公司是否存在生产量变动与

各项营业成本构成变动不匹配的情况及其原因； 

公司主要产品产量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 ml 

产量 2018 年 2017 年 变动比例 

醒脑静注射液 5,597.25 10,582.16 -47.11% 

参麦注射液 23,539.81 52,603.80 -55.25% 

公司报告期产量较上期大幅下滑，主要产品直接材料单位营业成本无较大波动；直接

人工及制造费用单位成本存在小幅上涨的原因系公司已根据本期实际生产情况计提停工

损失，但生产不饱和导致直接人工及制造费用单位成本有所增加，同时受到公司期初库存

在本期实现销售的影响，直接人工及制造费用成本增加的影响略微滞后，因此公司各项营

业成本构成变动符合公司实际情况。 

会计师意见： 

我们在 2018 年年度财务报表审计过程中，设计并执行以下审计程序：（1）了解和测

试公司生产与仓储相关内部控制的设计和运行有效性；（2）合理评估公司成本分配方法，

并检查供应链系统与财务数据对接，抽取各月生产部门的工时统计表、领料单等相关资料；

（3）获取原材料采购合同、入库单及采购发票进行检查，并对主要原料采购情况进行函

证；（4）对公司生产单位成本变动情况进行分析，并抽取部分批次产品的成本计算单进行

追踪检查；（5）对单位成本结转是否正确进行测试。 



我们认为，公司报告期产量较上期大幅下滑，主要产品直接材料单位营业成本无较大

波动，但直接人工及制造费用单位成本存在小幅上涨的原因系计提停工损失后生产仍不饱

和导致直接人工及制造费用单位成本有所增加；同时受到公司期初库存在本期实现销售的

影响，直接人工及制造费用成本增加的影响略显滞后，因此我们认为公司营业成本构成及

其变动符合公司实际情况。 

问题 6.其他应付款大幅增长。年报披露，公司报告期内其他应付款近 1 亿元，增加

近 76%。2017年其他应付款 5707 万元，增加 117%，连续两年均大幅增长。公司均解释为

支付的渠道开拓、学术推广等费用增加所致。其中，报告期内应付市场推广费及促销费

6077 万元，应付保证金 3811 万元，分别较去年增加近 120%和 41%。请公司补充披露：（1）

销售费用的确认原则及时点，按季度列示应付促销费的归属期间及对应金额，是否已确认

销售费用，相关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会计准则规定；（2）应付促销费前五名支付对象及金额、

发生时间（分季度）、发生原因、是否为关联方、预计支付时间（按季度），主要入账凭证；

（3）应付保证金前五名涉及对象及金额、发生时间、发生原因、是否为关联方；（4）公

司主要产品销量大幅下降的情况下，应付促销费大幅增加的具体原因；（5）请会计师核查

并发表意见。 

公司回复： 

一、 销售费用的确认原则及时点，按季度列示应付促销费的归属期间及对应金额，

是否已确认销售费用，相关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会计准则规定； 

公司根据销售中心签订及完成的服务协议，按月或按季度进行统计，对当月或当季度

已签订并已提供的服务协议进行统计，同时结合当月实际已支付的服务费用，对全月或全

季度已发生的销售费用进行确认。根据该原则 2018 年公司已确认销售费用—促销及市场

推广服务费用 25,542.17万元，当期已支付 19,464.20 万元，当期未支付 6,077.97 万元，

相关会计处理符合会计准则规定。 

销售费用发生额按季度列示如下表： 

项目 金额（万元） 占比 

第一季度 6,049.64 23.68% 

第二季度 6,913.45 27.07% 

第三季度 6,731.66 26.36% 

第四季度 5,847.42 22.89% 

合计 25,542.17 100.00% 

 



二、 应付促销费前五名支付对象及金额、发生时间（分季度）、发生原因、是否

为关联方、预计支付时间（按季度），主要入账凭证； 

单位：万元 

序

号 
供应商 金额 

发生时

间 
性质 

是否系

关联方 

预计支

付时间 

期后支

付情况 
主要入账凭证 

1 
安阳洛博医药

科技有限公司 
179.50 

2018 年

3、4 季度 
推广费 否 

2019年 2

季度 

支付完

毕 

推广协议、推广

会议结算资料 

2 

开化县雷斯医

药技术服务有

限公司 

177.76 
2018 年

度 
推广费 否 

2019 年

1、2 季度 

支付完

毕 

推广协议、推广

会议结算资料 

3 
江西一心医药

有限公司 
153.28 

2018 年

2、3、4

季度 

推广及

咨询费 
否 

2019 年

1、3 季度 

部分支

付 

咨询协议、咨询

报告，推广协

议、推广会议结

算资料 

4 

开化县盈凯信

息技术有限公

司 

115.10 
2018 年

3、4 季度 

推广及

宣传费 
否 

2019年 1

季度 

支付完

毕 

推广协议、推广

会议结算资料，

宣传协议、宣传

会议结算资料 

5 
上海怡培医药

科技服务中心 
96.90 

2018年 4

季度 
推广费 否 

2019年 1

季度 

支付完

毕 

推广协议、推广

会议结算资料 

合  计 722.54 - - - - - - 

注：江西一心医药有限公司期末余额为向公司提供咨询服务及推广服务尚未支付完毕

的款项；安阳洛博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开化县雷斯医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上海怡培医药

科技服务中心期末余额为向公司提供推广服务尚未支付完毕的款项；开化县盈凯信息技术

有限公司期末余额为向公司提供推广服务及宣传服务尚未支付完毕的款项。 

三、 应付保证金前五名涉及对象及金额、发生时间、发生原因、是否为关联方； 

单位：万元 

序号 供应商 金额 发生时间 发生原因 
是否系关

联方 

1 浙江康福医药有限公司 797.13 2年以内 资信保证 否 

2 浙江长典医药有限公司 550.00 2年以内 资信保证 否 

3 江西一心医药有限公司 189.91 1年以内 资信保证 否 

4 合肥凯正医药有限公司 150.00 3年以内 资信保证 否 

5 西安市长安区医药公司 117.74 3年以内 资信保证 否 

合  计 1,804.78 - - - 

四、 公司主要产品销量大幅下降的情况下，应付促销费大幅增加的具体原因； 

应付促销费大幅增加的原因：1)2018年度销售费用增加，详见“问题 2、四”之回复；



2）公司按照相关制度对促销及市场推广费用进行结算及支付，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

尚余 6,077.97 万元未支付，期后已陆续安排支付。公司不存在超过信用期未进行支付或

故意拖延支付的情况。 

会计师意见： 

针对上述往来款项，我们执行的主要程序包括：（1）复核公司往来款项账龄、性质划

分的合理性；（2）检查款项期后支付情况；（3）查询全国企业信息公示系统信息，复核公

司之间的关联关系。 

我们认为，公司的销售费用在发生及达到结算条件时已正确、完整进行会计确认与计

量，入账凭证完整，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我们没有发现主要支付对象为关联方的

情况；期末应付促销费大幅增长系结算与实际支付存在时间差，符合公司实际情况。 



 

本专项说明仅作为大理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回复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大理药业股份

有限公司 2018年年度报告的事后审核问询函》（上证公函【2019】0664号）之用，除将本

专项说明作为大理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提交的书面说明的必备文件，随其他说明材料一起上

报外，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二○一九年五月二十七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