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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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半年度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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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半年度报告的事后审核问询函（上证公函【2018】2408 号）已收悉，根据

大理药业提供的相关资料，我们实施审阅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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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促销费及推广费大幅增加。

2018 年一季报显示销售费用约 6284 万元，占公司营业收入的 57.09%，较上年同期增长

795.11%。半年报显示销售费用发生额近 1.38 亿元，占公司营业收入的 67.82%，较去年

同期增长 431.02%。其中促销费及推广费近 1.3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687.36%。公司称

由于销售模式的转变，销售费用在原代理制模式下由代理商承担转变为由公司承担，导致

销售费用同比大幅增长。公司曾披露 2017 年因营销模式发生变化，公司区域渠道开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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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公司补充披露：（1)公司 2018 年是否继续与推广服务商合作，

其合作的具体情况，包括推广服务商数量、前五名及交易金额、是否关联方、签订协议的

主要内容、涉及费用的会计处理情况；（2)分类列示报告期内重要促销活动情况及费用金

额，并说明 2018 年上半年销售费用大幅增加的合理性。请会计师和保荐机构发表意见。 

公司回复： 

一、 公司 2018 年是否继续与推广服务商合作，其合作的具体情况，包括推广服务

商数量、前五名及交易金额、是否关联方、签订协议的主要内容、涉及费用的会计处理情

况； 

公司在开展销售活动时，将部分工作委托给第三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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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与第三方签订相关协议，约定其相关服务内



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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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与第三方合作时，对单次服务明确服务内容并签订协议，对合作内容及合作方式、

甲乙双方的权利及义务、合作期限及区域、推广目标及验收、款项支付方式、违约责任等

相关条款进行了约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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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品牌宣传、产品资讯、市场调查、学术介绍等相关劳务服务，包括根据合作期限内公司的

品牌宣传目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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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驱动规

划等方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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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负责实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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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负责对相关人员进行培训；负责公司相关材料的整

理，包括相关会议交流材料的整理。 

2018 年上半年，公司推广服务商共 348 家，其中公司促销及推广费前五名情况如下： 

序号 单位 
是否关联

方 
金额（万元） 

1 万载县祥辉信息咨询服务部 否 309.94  

2 上海灿标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否 281.85 

3 蒙阴傲齐企业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否 265.30  

4 宁波亿程市场营销策划有限公司 否 216.70  

5 宜春市越荣科技管理有限公司 否 203.20  

合计  1,276.99 

公司的促销费及推广费根据权责发生制的原则，于发生时根据相关协议及具体服务内

容等计提销售费用，后期根据公司相关制度进行支付，相关会计处理符合会计准则规定。 

二、 分类列示报告期内重要促销活动情况及费用金额，并说明 2018 年上半年销售

费用大幅增加的合理性。 

公司 2018 年半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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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87.87 42.33 

咨询费 5,537.44 42.72 

宣传费 1,937.78 14.95 

合计 12,963.09 100.00 

公司产品的销售活动主要包括：1、学术推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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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收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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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宣传，主要包括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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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与第三方合作时，对单次服务明确服务内



容并签订协议，单个协议金额均不超过 50 万元，不存在大规模的促销活动。 

公司 2018 年上半年销售费用大幅增加主要系“两票制”实施后销售费用由代理商转

移至公司自身所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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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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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在上述省份的收入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省份 

两票制收入 非两票制收入 

2018 年上

半年 

2017 年下

半年 

2017 上半

年 

2018 年上

半年 

2017 年下

半年 

2017 上半

年 

2017 年上半年

全面推行“两票

制”的 5 个省市 

2,746.62 3,214.70 1,668.73 510.89 416.86 1,289.36 

2017 年下半年

全面推行“两票

制”的 16 个省

份 

12,320.79 6,646.18 624.22 694.53 1,282.22 6,355.35 

2018 年以后全

面推行“两票

制”省份 

2,753.67 834.09 152.48 1,220.61 1,815.19 2,819.04 

注：“两票制”指药品从出厂到进入终端医院，只能开具 2 次增值税发票，即药品生



产企业将药品销售给配送商开具一次增值税发票，配送商将药品销售给医院再开具一次增

值税发票，药品生产企业设立的仅销售本公司药品的经销企业和进口药品国内总代理通常

可视同生产企业。“非两票制”指药品从出厂到进入终端医院，从出厂到终端医院开具超

过 2 次增值税发票，即产品通过一级或多级代理商渠道，销售给配送商，配送商负责将产

品销售至终端医院。已执行省份同时存在“两票制”及“非两票制”收入原因系部分民营

医院、部队医院及偏远地区不受“两票制”政策约束导致。 

公司在上述省份的促销费及推广费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省份 
销售费用 

2018 年上半年 2017 年下半年 2017 上半年 

2017 年上半年全面推行

“两票制”的 5 个省市 
1,838.01 1,953.73 1,108.37 

2017 年下半年全面推行

“两票制”的 16 个省份 
9,731.36 4,701.41 432.67 

2018年以后全面推行“两

票制”省份 
1,393.71 556.53 100.75 

公司两票制收入规模随着“两票制”在各个地区的全面推行而逐渐提高，由于两票制

地区公司产品的销售单价相比非两票制地区较高，因此在公司销量出现较大幅度下滑时，

公司营业收入下滑较小。“两票制”的实施导致公司收入/费用结构发生较大变化的主要因

素，公司毛利率逐渐上升，同时，公司销售费用及销售费用率逐渐增长，相关科目的具体

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 年上半年 2017 年下半年 2017 年上半年 

主营业务收入 20,297.66 14,263.92 13,008.95 

主营业务成本 3,854.92 3,438.98 5,336.24 

毛利 16,442.74 10,824.94 7,672.71 

毛利率 81.01% 75.89% 58.98% 

销售费用 13,767.29 8,124.99 2,592.63 

销售费用率 67.82% 56.96% 19.93% 

扣除销售费用模拟毛利率 40.97% 43.98% 48.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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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上表所示，公司毛利率和销售费用率随着“两票制”的实施大幅增加，模拟毛利率

变动幅度不大，主要系“两票制”实施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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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计师意见： 

经审阅，公司 2018 年上半年销售费用大幅上升主要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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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销售费用的确认符合会

计准则相关规定，销售费用大幅增加存在合理性。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二○一八年九月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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