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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嘉应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对公司的问询函的回复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广东嘉应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于 2018 年 2 月 2 日
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出具的《关于对广东嘉应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的问
询函》（中小板问询函【2018】第 138 号）。问询内容如下：
“2017 年 10 月 27 日，你公司披露《2017 年三季度报告》，预计 2017 年度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以下简称“净利润”）为盈利 3,400 至 3,800 万元，同比下降
31.12%至 38.37%；2018 年 1 月 31 日，你公司披露《2017 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
将净利润修正为亏损 5,900 万元至 6,900 万元，主要原因是拟对收购金沙药业时产生的
商誉计提减值准备，金额约为 9,000 万元至 10,000 万元。
我部对此表示关注，请你公司就以下事项进行自查并做出说明：
1、金沙药业近两年的具体经营情况。
2、本次拟计提商誉减值准备的主要原因、决策过程、会计处理依据及合理合规性，
以及 2016 年度未计提商誉减值准备的原因及合理合规性。请年审会计师对公司 2016 年
度和 2017 年度商誉减值相关会计处理的合规性发表专业意见。
3、你公司在三季度报告中对 2017 年度全年业绩进行预告时，是否充分考虑了商誉
减值准备的影响；如否，请说明原因及其合理性。
4、你公司认为需要说明的其他情况。”
公司董事会对问询函所关注的事项进行了认真的核查和落实，并按照要求逐一作出
说明回复。现将回复的内容说明如下：
一、金沙药业近两年的具体经营情况。
【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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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沙药业是一家以中成药研发、生产、销售为主的制药企业，目前拥有药品批准文
号的产品包括接骨七厘片、接骨七厘胶囊、调经活血片、双氯芬酸钾、佐米曲普坦、连
知解毒胶囊、二甲双胍格列本脲片（I）等十几个产品，其中，接骨七厘片、接骨七厘
胶囊、调经活血片，均为全国独家生产。金沙药业主要的产品销售地区包括华东、华中、
华南、西南、华北、东北、西北等七个大区，在主要省区设立了 25 个办事处，尤其在
浙江、上海等华东区域拥有较为完善的销售渠道和终端网络资源。
近两年来，随着医药行业不断深化改革和推进结构调整，各项监管政策和措施纷纷
出台。伴随发改委多次降价、省级集中招标、反商业贿赂、“医药分家”、“两票制”等
政策的实施，医药市场进入了重构期。医药企业在研发、生产到销售各产业链环节都面
临越来越高的合规要求。龙头企业凭借其在研发、品牌及市场渠道等方面的优势抢先发
展，使得金沙药业面临的市场竞争进一步加剧，产品销售的难度加大，业绩增速逐步放
缓。2016 年金沙药业实现营业收入 30,792 万元，同比下降 2%；实现净利润 6,183 万元，
同比下降 16.12%。 2017 年实现营业收入 30,963 万元（未经审计），同比增长 0.88%；
实现净利润 3,718 万元（未经审计），同比下降 39.86%。
2016-2017 年金沙药业营业收入略有增长，而净利润下滑，尤其是 2017 年出现大幅
度下降，原因主要如下：
1、销售价格下降和生产成本的增加直接导致了产品的利润率降低。
随着全国各地以省为单位的“招标降价，二次议价、价格联动”等医药政策的实施，
金沙药业产品的销售单价严重下降，2017 年重庆，湖南，江西，青海，宁夏，山西，江
苏，广东等区域单价下降尤为明显。而近两年中药材尤其是野生中药材等原材料价格持
续攀高，人力、物力、资源等成本不断上扬，金沙药业成本压力逐年加大。
2、市场环境和行业政策变化，导致销售费用大幅增加，净利润下降。
因招投标政策和行业政策的变化，造成主推产品在一些原有主要市场，如浙江宁波
市场，福建市场等失去中标机会，金沙药业被迫改变营销策略，走第三终端进行销售，
尽量弥补失去的市场份额。加上两票制在全国的执行，金沙药业直接往来的商业客户增
多，需要大量的销售人员对渠道进行管理，使得差旅费用大幅增加；因 2012 版基药目
录实施后，各地招标执行新的目录，在骨伤科用药品种中，新增加 7 个品种，计 11 个
剂型，19 个规格，金沙药业的市场同类竞争品增多。同时地方支持政策减小，接骨七厘
片在基药市场的销量无法取得持续增长。金沙药业将接骨七厘胶囊系列作为新的重点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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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在全国进行深度推广，通过在基层医疗机构等终端市场增加宣传促销费用，抢占目标
市场。
为了应对市场的变化，2017 年金沙药业重新规划销售网络，调整其在全国的市场布
局。为此金沙药业增加大量的技术开发咨询费及调研分析投入，与专业咨询机构合作，
针对 8 个重点产品在全国 25 个省市的医疗机构（包括新开发的 1500 余家医院）进行了
全面的市场调研，为下一步市场投入，产品投入，人员布局，营销方案制定等提供了科
学依据。2017 年金沙药业用于参加行业会展，市场扩展、巩固品牌影响力，以及品牌公
关等方面的宣传推广费用增加。加上新政策新变化，以及新市场开发大量增加销售人员，
导致员工培训支出增加。同时为推广新品种以及新市场开拓，销售人员的房租、差旅费
用有所增加。导致 2017 年金沙药业销售费用合计为 19,640 万元（未经审计），同比增长
了 26.29%。
二、本次拟计提商誉减值准备的主要原因、决策过程、会计处理依据及合理合规性，
以及 2016 年度未计提商誉减值准备的原因及合理合规性。请年审会计师对公司 2016 年
度和 2017 年度商誉减值相关会计处理的合规性发表专业意见。
【答复】：
因为市场环境和行业政策变化，金沙药业 2016 年度净利润同比下降 16.12%，公司
董事会在与金沙药业高管，就当时的市场前景及金沙药业的发展规划进行充分沟通后，
认为金沙药业净利润下滑是暂时性的，后期通过调整市场布局和销售模式可以使业绩回
升。同时公司董事会也向专业中介机构——国众联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及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进行咨询。根据前者于 2017 年 3 月 16 日出具的评
估报告——国众联评报字（2017）第 2-0242 号《广东嘉应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商誉减值
测试涉及的湖南金沙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资产组可回收价值资产评估报告》，及后者出具
的《关于广东嘉应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商誉减值测试情况专项审核报告信会师报字[2017]
第 ZI10328 号》，显示 2016 年度报表日关于金沙药业的商誉未发生减值，因此公司 2016
年度未计提相关减值准备。
2017 年因产品销售价格下降、生产成本上扬，销售费用大幅增长，金沙药业净利润
首次出现大幅下降，幅度接近 40%。针对上述情况，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8 号-资产
减值》关于商誉减值处理的相关要求，公司董事会在与金沙药业高管及评估公司、年审
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充分沟通后，对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金沙药业财务报表等相关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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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未经审计）进行测算。测算结果显示，在评估基准日 2017 年 12 月 31 日与形成商
誉对应的金沙药业资产组组合公允价值（可回收金额）65,800 万元，小于金沙药业 2017
年 12 月 31 日账面各项可辨认净资产的公允价值 39,524 万元（未经审计）（即依 2013
年 10 月 31 日经评估后的可辨认净资产的公允价值在存续期间连续计算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的公允价值）及商誉 36,092 万元之和 75,616 万元，商誉已出现减值迹象。基于谨
慎性原则，董事会根据评估测算结果及金沙药业的实际经营情况，综合考虑各种影响因
素，认为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依据充分，拟对收购金沙药业标的资产 64.466%股东权益产
生的商誉计提减值准备，金额约为 9,000 万元-10,000 万元，并于 2018 年 1 月 30 日发布
了 2017 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意见：本所认为：1、嘉应制药 2016 年度商誉
减值相关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2、嘉应制药 2017 年度商誉减值
相关会计处理初步判断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18 年 2 月 9 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关
于对广东嘉应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的问询函>的回复》(信会师函字[2018]第 ZI016 号)。
三、你公司在三季度报告中对 2017 年度全年业绩进行预告时，是否充分考虑了商
誉减值准备的影响；如否，请说明原因及其合理性。
【答复】：
公司在三季度报告中对 2017 年度全年业绩进行预告时，业绩预计数未包含商誉减
值准备的影响。原因主要是当时距离 2017 年度报表日时间较长，金沙药业的资产、利
润数据尚不能确定。第四季度又是金沙药业的销售旺季，经过前期调整市场布局和增加
市场投入，第四季度业绩有希望大幅提升，但是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董事会如果根据
金沙药业预估的财务数据测算商誉减值准备的金额，可能会与报表日实际减值数据差距
过大。出于谨慎考虑，为避免不确定性的业绩信息误导投资者，引起公司股价异常波动，
公司董事会认为年度业绩预告应该暂不考虑商誉减值准备的影响，待金沙药业 2017 年
度报表数据确定后再由专业机构进行商誉减值测试，并根据需要及时修正公司年度业绩
预告。
四、你公司认为需要说明的其他情况。
【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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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沙药业 2016-2017 年主要财务数据如下（2017 年数据未经审计）：
项

2016 年 末

2017 年 末

变动金额

资产

400,045,204.43

390,050,497.08

-9,994,707.35

-2.50%

负债

64,713,175.63

27,538,085.56

-37,175,090.07

-57.45%

所有者权益

335,332,028.80

362,512,411.52

27,180,382.72

8.11%

项

目

目

2016 年

2017 年

变动金额

变动比例

变动比例

营业收入

306,914,603.25

309,626,935.40

2,712,332.15

0.88%

销售费用

155,508,311.43

196,398,172.15

40,889,860.72

26.29%

管理费用

28,795,101.93

24,169,438.66

-4,625,663.27

-16.06%

净利润

61,827,611.15

37,180,382.72

-24,647,228.43

-39.86%

特此公告。

广东嘉应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 年 2 月 9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