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603963         证券简称：大理药业        公告编号：2018-032 

大理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8 年半年度报告修订说明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大理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8 年 8 月 22 日收到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监管一部下发的《关于对大理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半

年度报告的事后审核问询函》（上证公函【2018】2408号，以下简称“《问询函》”）。

《问询函》相关回复事项详见公司于 2018年 9月 5日刊登于《上海证券报》、《中

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的《大理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8年半年度报告事后审核问询函的回复公告》

（2018-031）。公司《2018年半年度报告》相应内容根据《问询函》回复予以修

订，具体情况如下： 

第四节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一、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2017 年下半年起，各省陆续出台重点监控药品相关文件，抗生素、注射液

尤其是中药注射液、辅助性药品等成为重点监控的对象，控制其使用比例和金额，

以降低药占比和医保支付的压力。 

根据各省公布的重点药品监控目录，2017 年以前公司主要产品仅有参麦注

射液进入了云南省注射用辅助治疗药品目录，2017 年以后公司产品进入各省

（市、区）辅助用药/重点监控药品目录的情况如下： 

时间 省份 涉及公司品种 具体要求 

2017 年 7 月 安徽 

参麦注射液

（50ml 及

100ml） 

通知印发后一个月内对重点监控药品开展第三方处方点

评，各级公立医疗卫生机构将重点监控药品预警管理及

处方点评情况纳入对临床科室及医师的绩效考核，并与

专项绩效奖励挂钩 

2017 年 11 月 新疆 醒脑静注射液 
严格控制重点监控品种、辅助用药、中药注射液品种进

入医疗机构药品目录，医疗机构要定期组织相关专业技



 

 

术人员开展处方点评，对处方中用药的合理性进行点评，

并将点评结果作为医师定期考核、临床科室和医务人员

绩效考核依据，重点监控药品目录中在列药品应全部纳

入处方点评范畴，文件中未说明存在执行的缓冲期 

2018 年 3 月 河南 
参麦注射液、

醒脑静注射液 

公告了下属 18 个省辖市、21 个省直医院和 9 个省直管县

的重点监控辅助用药名单，其中 16 个省辖市名单涉及参

麦注射液、5 个省辖市名单涉及醒脑静注射液，公告中未

提及具体要求 

公司相关产品在这些地区的销售直接受到影响。除此以外，广东省、江西省、

辽宁省、浙江省、上海市、北京市等地虽未下发统一的重点监控药品目录，但也

要求下辖医院建立重点药品监控制度，具体情况如下： 

时间 省份 主要要求 

2017 年 6 月 江西 

在 2017 年 7 月 1 日前，全省各级卫生计生委以及各二级及以上医院建立

重点药品监控制度，将价格高、用量大，尤其是非治疗辅助性、营养性等

药品纳入重点药品监控目录，并切实做好分析预警、品种监控和干预处理

等各项工作 

2017 年 6 月 辽宁 

全省二级以上医疗机构自 2017 年 7 月 1 日起，根据本单位每月药品采购

情况，将采购总金额前 10 位的药品作为本机构重点监控药品目录，对每

种药品处方金额前 10 位医师进行公示，并建立重点监控药品专项处方点

评制度，重点点评该药品临床使用的合理性、安全性、有效性和经济性 

2017 年 8 月 浙江 

各市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和省级医院要建立适合本地区、本单位的重点监控

药品管理目录，主要将辅助性、营养性、临床易滥用的价格高、用量大的

药品纳入重点监控药品目录，并于 2017 年 9 月 30 日前备案，各级各类医

疗机构要建立重点监控药品处方点评制度，对重点监控药品的采购、使用

等情况实施动态监测、超常预警和公示公告，并定期对临床科室和医师应

用重点监控药品及不合理用药的情况进行通报 

2017 年 11 月 上海 

建立本单位重点监控药品目录，包括：抗菌药物、中药注射剂、抗肿瘤药

物、辅助性药品、营养性药品以及其他价格高、用量大的药品等。重点监

控药品必须严格按照药品说明书使用，原则上不得随意扩大规定的适应

症、疗程、剂量。各医疗机构要根据重点监控药品临床各科室使用情况，

合理确定药品使用范围，科学设置预警标准，文件中未说明存在执行的缓

冲期 

2017 年 11 月 北京 

各医疗机构应制定本机构重点监控药品管理制度、目录与工作流程，组织

开展本单位重点监控药品管理专项工作，对重点监控药品临床应用情况进

行监测，定期分析、评估、上报监测数据并公示相关信息，提出干预和改

进措施，对医务人员进行重点监控药品管理相关法规、规章制度培训；到

2017 年底，以行政区为单位，公立医院药占比(不含中药饮片)力争降到 30%

左右，且药品总费用增幅应明显低于同期门急诊量和出院患者的增幅 

2017 年 12 月 广东 

各医疗机构要综合分析既往诊治的疾病构成，参考临床路径，结合本机构

药品采购金额、使用量进行综合评估，编制本机构重点药品监控目录。并

对重点药品的采购、使用等情况实施监测预警、干预处理及公示公告等工

作。重点关注能量及营养成分补充药物、免疫增强剂、脑循环与促智药、

活血化瘀类药物、中药注射剂、抗肿瘤辅助药等，文件中未说明存在执行



 

 

的缓冲期 

2018 年 4 月 四川 

各级卫生计生行政部门负责本辖区重点药品监控工作的实施，明确辖区内

重点监控药品目录，建立本区域的重点监控药品管理制度，督促辖区内医

疗机构落实处方点评，促进合理用药，各级各类医疗机构要制定本机构重

点药品监控具体工作方案，促进临床合理用药，控制医疗费用不合理增长，

文件中未说明存在执行的缓冲期 

2018 年 5 月 河北 

《河北省卫生计生委河北省中医药管理局关于落实重点监控药品管理工

作的通知》，建立省、市级卫生计生、中医药管理部门及医疗机构三级监

管体系。二级以上医院要分别于每年 5 月、11 月底前，将本单位定期调整

后的重点监控药品目录报同级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备案。 

2018 年 7 月 甘肃 
《甘肃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印发 2018 年第二季度中药饮片重点监

管品种名单的通知》 

 

由于销售费用和管理费用大幅增长，影响了公司净利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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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实施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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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就相关的区域渠道开拓、市场和

学术推广等工作向广服务商支付服务费，销售费用由代理商转移至公司自身，导

致支出大幅增加。报告期内，公司在销售渠道开拓、学术推广等销售费用方面支

出 12,963.09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687.35%。 

在公司产品有公立医院渠道销售的 29个省市中，仅有 5个省市在 2017年上

半年全面推行“两票制”，16个省市在 2017 年下半年全面推行“两票制”，其他

省市在 2018年内全面推行“两票制”。 

“两票制”在公司有公立医院销售的 29 个省市的推行进度情况如下： 

全面执行时间 涉及省份 

2017 年上半年 安徽省、陕西、重庆、四川、青海等 5 省 

2017 年下半年 
吉林、天津、辽宁、黑龙江、山西、湖南、西藏、山东、江西、浙江、内蒙古、

上海、湖北、河北、广西、海南等 16 省 

2018 年及以后 贵州、河南、江苏、广东、北京、云南、甘肃、新疆等 8 省 

 



 

 

公司生产模式为“以销定产”，由于 2017 年四季度起，“两票制”、用药限制

政策和医保控费措施等改革调整政策执行力度加大，公司销售计划未能如期实

现，形成较大库存压力，报告期内，为了及时消化库存，公司减少了生产计划，

各生产车间生产计划任务不饱和，产生 889.12 万元的减产停工损失，较上年同

期增长 797.92%。 

公司各生产线停工情况如下： 

生产线 对应产品 停工情况 

1 号提取车间 黄芪注射液精制液 2017 年以来未安排生产 

2 号提取车间 

参麦注射液流浸

膏、醒脑静注射液

精馏液、亮菌甲素

注射液聚合物 

1 月开展醒脑静注射液自动化改造项目调试、验证等工作,

未安排生产，2 月因春节放假、完成水系统清洗、验证、设

备检修、培训等工作未安排生产。从 3 月起，按照以销定

产原则，根据销售需求和库存情况安排生产，3-6 月停工合

计 33 天 

制剂一线 
参麦注射液（50ml、

100ml） 

1 月配合完成醒脑静注射液自动化改造项目调试、验证等工

作未安排生产，2 月因春节放假、完成水系统清洗、验证、

设备检修、培训等工作未安排生产。3 月、4 月份消耗 2017

年存货，从 5 月起，按照以销定产原则，根据销售需求和

库存情况安排生产，3-6 月停工合计 51 天 

制剂二线 

醒脑静注射液

（2ml、5ml、10ml）；

亮菌甲素注射液

（2ml、10ml） 

1 月配合开展醒脑静注射液自动化改造项目调试、验证等工

作未安排生产，2 月因春节放假、完成水系统清洗、验证、

设备检修、培训等工作未安排生产。从 2018 年 3 月起，按

照以销定产原则，根据销售需求和库存情况安排生产，3-6

月停工合计 14 天 

制剂三线 

黄芪注射液

（10ml）、胞二磷胆

碱注射液（2ml） 

原为黄芪注射液生产线， 2017 年完成胞二磷胆碱注射液恢

复生产工作后（2017 年年报披露），也用于胞二磷胆碱注射

液生产。5 月安排进行胞二磷胆碱注射液生产，其余时段无

生产安排，3-6 月停工合计 77 天 

制剂四线 参麦注射液（10ml） 

1 月因配合完成醒脑静注射液自动化改造项目调试、验证等

工作未安排生产，2 月因春节放假、完成水系统清洗、验证、

设备检修、培训等工作未安排生产。从 3 月起，按照以销

定产原则，根据销售需求和库存情况安排生产，3-6 月停工

合计 58 天 

上表中列出的停工时间均包含生产过程中正常所需要的清场、设备维保及更

换规格件、验证（如培养基模拟灌装等）、洁净度检测等辅助生产的时间。因此

实际停工时间小于上述所列。 

随着医药监管新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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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公司



 

 

按规定销毁了到效期产品存货 329.42 万元，导致存货净损失较上年同期增长 

6057.38%。 

销量大幅下滑、销售费用和管理费用大幅增长共同导致报告期净利润较上年

同期大幅下降。 

二、其他披露事项 

   （二）可能面对的风险 

2、经营管理风险 

（1）经营业绩继续下滑的风险 

公司主导产品为醒脑静注射液和参麦注射液，2017 年 9 月各地开始实施的

新版《医保目录》中，两个中药注射剂产品在医保支付范围内均限制在二级及其

以上医疗机构采购使用，并且在医保支付范围的适应症上，醒脑静注射液限定在

有中风昏迷、脑外伤昏迷或酒精中毒昏迷抢救的患者使用，参麦注射液限定在有

急救抢救临床证据或肿瘤放化疗证据的患者使用；此外，受用药限制政策和医保

控费措施的影响，公司主导产品 2018 年上半年销量及业绩明显下滑。如果相关

政策进一步趋严，则公司主营业务的持续盈利能力将进一步被削弱，存在经营业

绩进一步下滑的风险。 

（3）停工损失风险 

公司 2018 年上半年因生产线自动化改造、验证以及春节放假、水系统清洗

等工作，部分时间未安排生产，同时因销售需求受到政策影响的原因，以销定产

的原则生产安排，导致产能利用不饱和，已根据各生产线的生产状况计提了停工

损失。未来停工损失包含 1号提取车间和制剂三线的折旧费用、维护保养费用以

及因减产待岗人员的工资、社保等费用，预计下半年停工损失约为 100-200万元。 

（4）部分募投项目无法实施的风险 

原制剂车间 2010 版 GMP 技术改造项目、中药天然药提取车间建设项目存在

无法实施的风险。中药天然药提取车间建设项目、原制剂车间 2010 版 GMP 技术

改造项目：中药天然药提取车间建设项目系天然冰片精制、红参及麦冬提取项目；

原制剂车间 2010版 GMP技术改造项目系 100ml 参麦注射液制剂车间改造。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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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公司

产品的销售带来了较大压力，在新的政策环境下，当前公司的产能足以满足现有

的市场需求。公司谨慎考虑暂缓推进以上项目的实施，待相关政策环境、市场环



 

 

境明朗的情况下，再作相应决策。 

 

其他说明：除上述内容补充更正外，报告中其他内容不变。上述补充更正不

会对公司 2018年半年度报告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造成影响。修订后的公司 2018

年半年度报告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特此公告。 

 

大理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 9月 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