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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信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的回复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

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贵州信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9 年 1 月

31 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下发的 《关于对贵州信

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中小板关注函【2019】第 114 号）

（以下简称“关注函”），要求公司就相关事项做出书面说明并进行披

露。公司董事会高度重视，立即组织相关人员对关注函涉及事项进行

核查，现将有关问题的回复公告如下： 

1、你公司因收购中肽生化 100%股权确认了商誉 17.09 亿元。

根据《盈利预测实现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中肽生化 2015 年-2017

年期间实现利润数共计 33,206.87 万元，较承诺净利润 3 年合计数

32,649.27 万元的完成率为 101.71%。请你公司结合中肽生化近年来

的市场环境、经营情况、主要产品、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等，说明你公

司以前年度未对其计提商誉减值，而在 2018 年集中计提大额商誉减

值的原因和合理性，并请结合会计准则核实以前年度是否存在商誉减

值计提不充分的情况，是否存在业绩承诺精准达标并对各期财务报表



进行不当盈余管理的情形，是否可能导致会计差错调整。请年审会计

师核查并发表专项意见。 

回复： 

一、中肽生化近年来的经营情况、主要产品、市场环境及以前年

度商誉减值情况 

信邦制药全资子公司中肽生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肽生化”）

2015 年至 2017 年分别实现营业收入 20,933.22 万元、26,526.22 万

元、30,552.54万元，扣非后净利润分别为 8,253.06 万元、12,417.41

万元、12,536.40 万元，2015 年至 2017 年总体经营情况良好且符合

管理层预期。 

中肽生化 2016 年营业收入增长率为 27%、净利润增长率为 50%，

2017 年营业收入增长率为 15%、净利润与 2016 年相比基本持平。中

肽生化 2017 年营业收入及净利润增长率放缓的主要原因为：中肽生

化主要产品诊断试剂 2015 年至 2017 年收入占比分别为 59%、52%、

35%，其客户主要集中在美国，2016年以来美国市场同类型的供货企

业增加，中肽生化的市场份额受到一定影响，中肽生化 2015年至 2017

年诊断试剂产品收入增长率分别为 15%、12%、-22%，迫于市场压力，

中肽生化对诊断试剂产品的销售价格进行了下调，2017 年诊断试剂

产品单价较 2016年下降了 10%，由于上述因素导致 2017 年诊断试剂

销售收入下降。 

由于美国市场的竞争加剧，为了应对诊断试剂产品在美国市场所

受到的影响，中肽生化 2017 年开始布局，致力于新市场的开拓，针



对中国、欧盟、亚非等国际市场做了大量的市场开发工作，中标入围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吸毒检测试剂供应商目录；自 2017 年起，中

肽生化开始参加国际性展会如德国 Medica、迪拜 MedLab，宣传品牌

形象，菲律宾，巴西等均有客户启动注册；为树立 CE（制造商产品

进入欧洲市场的安全认证）区域品牌知名度，和欧洲知名团队合作，

开启欧洲市场营销活动，从定性产品到定量产品，实验室到医院渠道

的挖掘和拓展。2018 年在展会的基础上，中肽生化更积极拜访客户，

深入了解市场及渠道，在巴西，印尼，泰国，马来西亚等国家都启动

了注册。国际市场开拓在填补美国市场份额的减少之外，对中肽生化

诊断试剂产品的全球市场推广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同时，中肽生化根据自身在多肽领域的优势，计划加大对多肽商

业化项目的开发，与众多客户进行了意向性谈判。 

公司认为，2017 年度虽已出现业绩未完全符合预测，但是总体

偏离范围不大，公司管理层讨论了上述改善措施及经营计划，认为举

措妥当，业绩恢复增长可期，在此基础上，公司对中肽生化的未来预

期收益情况进行了测算，测算结果表明不存在商誉减值。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在对中肽生化 2017 年度报

表审计时，对于营业收入及营业利润增幅放缓的情况与公司进行了沟

通，公司将所采取的应对措施告知会计师，并提供了未来收益测算结

果，会计师认为公司 2017年度未计提商誉减值是合理的。 

二、2018 年计提商誉减值的原因 

2018年底至 2019年初，结合中肽生化 2018年四季度经营情况，



公司对中美贸易摩擦的影响以及经营环境的变化进行了充分分析，判

断中美贸易摩擦将长期持续影响中肽生化的未来经营，存在较明显的

商誉减值迹象；同时，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在 2018

年 12 月对中肽生化进行了预审，根据预审情况，会计师认为中肽生

化营业收入下滑较大，商誉减值迹象明显，提请公司高度关注并合理

判断商誉减值。公司 2018年计提商誉减值的具体原因如下： 

（一）中美贸易摩擦的影响 

中肽生化作为多肽产品全球主要供应商，竞争优势较强，中肽生

化的主要客户集中在美国（近 70%），2018 年受中美贸易摩擦影响，

造成客户对未来不确定性（高关税）的担忧，很多原本客户意向由中

肽承接的订单，暂停或改由美国本土的供应商承接，造成了中肽生化

市场份额的下降。 

（二）国际宏观环境的影响 

中肽生化持续拓展了很多新的客户，但受全球宏观经济下滑及客

户自身经营原因的影响，2018 年几个主要商业化项目客户的采购量

没有达到原有的预期，导致中肽生化产品销售收入下降。 

（三）市场竞争进一步加剧的影响 

中肽生化诊断试剂产品主要为毒品检测类产品，由于美国市场同

类型供应商的竞争激烈，而新开发的中国及国际市场的销售暂时没有

达成预期效果，新产品开发延期上市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中肽生化

2018 年诊断试剂产品单价再次下调 8.5%，销售量下降 12%，导致销

售收入下降 20%。 



基于国际大环境及市场的严峻形势，公司在 2018 年进行商誉减

值测试时充分考虑了以上因素对未来市场份额、营业收入、利润、收

入增长率等关键测试指标的影响，并聘请了北京中天华资产评估有限

责任公司对与中肽生化相关的商誉减值进行了初步测试，经初步测算，

计提商誉减值准备 14.76亿元至 15.90 亿元，具体商誉减值准备金额

待评估机构出具正式报告并提请董事会审议通过后确定，公司也将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经核实，公司在 2018 年计提大额商誉减值是

合理的，不存在以前年度商誉减值计提不充分的情况。 

三、业绩承诺实现情况 

公司于 2015 年通过发行股份收购中肽生化，并于 2016年 1 月开

始将其纳入合并范围。根据《贵州信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

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修订稿）》，中

肽生化业绩承诺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5 年度 2016 年度 2017 年度 
利润补偿期间三

年累计预测净利

润 
预测及承诺利

润数（扣非后） 
8,182.29 10,642.32 13,824.66 32,649.27 

 

 

 

 



中肽生化经审计确认的业绩承诺实现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5 年度 2016 年度 2017 年度 
利润补偿期间三

年累计净利润 

净利润数 

（扣非后） 
8,253.06 12,417.41 12,536.40 33,206.87 

经核实，中肽生化在业绩承诺期间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及公司

制订的会计政策进行核算，不存在对各期财务报表进行不当盈余管理

的情形，不存在导致会计差错调整的情形。 

 

2、请说明你公司在三季度报告中对 2018 年度全年业绩进行预

告时，是否充分考虑了中肽生化经营业绩及商誉减值情形的影响；如

是，请说明你公司前后两次商誉减值准备的判断存在差异的具体原因

及合理性；如否，请说明原因及合理性。 

回复： 

公司在三季度报告中对 2018 年度全年业绩进行预告时已经考虑

了中肽生化经营业绩及商誉减值情形的影响。2018 年初公司对中肽

生化进行减值测试时，根据当时的情况对中肽生化的未来预期收益情

况进行了预测，预计 2018年中肽生化可实现净利润 13,307.66万元。

中肽生化 2018 年 1至 9 月实现未经审计净利润 7,832.85 万元，全年

预算完成率为 58.86%。当时中肽生化面临的主要不利因素为中美贸

易摩擦及美国市场竞争加剧的影响，公司在出具三季报报告时判断中

美贸易摩擦对市场份额只是暂时性的影响，中肽生化与原有客户仍然



保持着良好联系，鉴于中肽生化在全球多肽产品及服务领域的领先竞

争优势，公司认为该影响在四季度以及以后年度会逐渐减弱；同时，

考虑到中肽生化近年来四季度净利润占全年净利润比例均为 30%-40%，

预计中肽生化全年能够实现预期经营目标，与中肽生化相关的商誉不

存在减值。 

四季度随着中美贸易摩擦的不断升级，中美政府均采取了实质性

的贸易制裁措施，中肽生化四季度经营业绩仍持续下滑，公司意识到

中美贸易摩擦对中肽生化市场份额将带来持续性的影响，商誉减值迹

象明显，公司出具三季度报告时对于业绩下滑及整体商誉减值的风险

估计不足。为此，公司聘请了北京中天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对与

中肽生化相关的商誉减值进行了初步测试，经初步测算，需计提商誉

减值准备 14.76亿元至 15.90 亿元，具体商誉减值准备金额待评估机

构出具正式报告并提请董事会审议通过后确定，公司也将及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 

 

3、请说明你公司知悉上述事项的具体时点，以及业绩预告修正

的及时性。 

回复： 

公司年度报告审计机构---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于 2018年 12 月对中肽生化进行预审，公司同时聘请北京中天华资产

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在预审基础上，对与中肽生化相关的商誉减值进行

初步测试，评估机构于 2019 年 1 月对商誉减值进行了初步测试，鉴



于商誉减值测试需要在中肽生化 2018 年全年业绩实现情况的基础上

合理预测， 2019年 1 月才能初步判断商誉减值对公司业绩的具体影

响金额，公司在得到初步测试结果后及时修正了业绩预告。 

 

4、请结合你公司货币资金账面余额、有息负债账面余额、经营

现金流量等财务指标，以及独立董事殷哲对回购方案的反对意见，说

明本次回购股份对公司日常经营、盈利能力、偿债能力、未来发展等

情况的影响，是否有利于保护上市公司利益。 

回复： 

公司本次回购的股份数量不低于 83,361,430 股（含）,占公司总

股本的 5.00%，且不超过 166,722,860股（含），占公司总股本的 10.00%，

若按照回购价格上限 5.97元/股、回购股份数量上限 166,722,860 股

进行测算，回购资金金额上限为 995,335,474.20 元，资金来源为公

司自有资金。本次回购不会对公司的日常经营、盈利能力、偿债能力

及未来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具体分析如下： 

（1）对公司日常经营的影响 

截至2018年9月30日，公司流动资产为6,740,344,201.17元（其

中货币资金余额为1,486,261,138.77元），总资产为

12,410,083,299.39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

6,532,100,245.47元。若按照回购价格上限5.97元/股、回购股份数

量上限166,722,860股进行测算，回购资金金额上限为

995,335,474.20元，本次回购资金总额的上限995,335,474.20元占公



司总资产、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流动资产的比重分别为

8.02%、15.24%、14.77%，占比较低。此外，本次回购将在公司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择机实施，且具体回购价

格和回购数量由董事会根据本回购方案设定的条件自行安排，具有较

大的自主可控空间，在公司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不利变化的情况下，

公司仍保持较高的资金余额，公司有足够能力支付回购价款，不会对

公司正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2）对公司盈利能力的影响 

公司已成为业务覆盖医疗服务、医药流通和医药工业的全产业链

医药医疗公司，2015年、2016年、2017年实现营业收入分别为

4,179,756,099.15元、5,157,031,775.28元、6,002,471,030.96元，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为174,379,440.52元、

246,012,798.35元、319,383,501.24元。2018年，受“两票制”实施

及医院控费、中美贸易摩擦和市场竞争加剧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公司

流通板块业务销售收入增速未达预期、中肽生化出现商誉减值迹象，

预计公司2018年出现较大幅度亏损，但对公司主营业务经营的基本面

并未构成重大影响。 

公司在医疗服务领域，公司下属肿瘤医院、白云医院、乌当医院、

安顺医院、仁怀新朝阳医院等医疗机构，其中肿瘤医院是贵州省唯一

的三甲肿瘤专科医院，白云医院是有较高知名度三级综合医院，在贵

州省内已形成了一定品牌效应。公司下属医院拥有床位数近6000张，

医疗机构具有各自的特色学科、专家团队及职能分工，已建立起具有



明显竞争优势的优质医院网络。具备肿瘤专业药物临床试验机构资格。

拥有“互联网+医疗”平台，已形成集医生、药师、患者、数据、服

务为一体的云端医疗联合体。 

在医药流通领域，公司积累了丰富的渠道资源并建立起覆盖省内

多家知名医院和医药流通公司的医药流通销售网络，配送网络不断扩

大和延伸，代理种类和品种不断增加，从而实现规模和盈利增长。以

公司拥有的医院为终端依托，以较强的营销能力为实力，商业公司具

有很强的议价能力。拥有具备连锁资质的零售药房，已经初步形成了

覆盖公司既有医院和主要合作医院的医药零售网络。 

在医药工业业务，公司拥有17个国家基药目录品种，其中包括公

司的主打品种：益心舒胶囊、脉血康胶囊、维血宁颗粒、银杏叶片、

六味安消胶囊、贞芪扶正胶囊。拥有24个国家医保目录品种，其中关

节克痹丸为独家品种。中肽生化虽然受中美贸易摩擦和市场竞争加剧

的影响，业绩未达到预期，但其在多肽领域拥有较强的研发实力，拥

有与国际知名制药企业长期合作建立起的客户黏性等独特优势。 

综上所述，本次回购是公司管理层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以

及对公司价值的认可而做出的决策。在公司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不利

变化的情况下，本次回购不会对公司的盈利能力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3）对公司偿债能力的影响 

截至2018年9月30日，公司有息负债账面余额4,075,870,576.54

元，资产负债率（母公司）为30.64%。假设本次回购使用资金总额为

995,335,474.20亿元，且资金来源均来自于公司自有资金，回购后公



司的资产负债率为34.94%，略有上升，但仍在公司可控的偿债能力范

围内。2015年、2016年、2017年和2018年1-9月，公司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217,402,165.77元、-198,585,062.17元、

201,742,949.00元和-388,536,237.63元，2018年1-9月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额为负的主要原因是支付医院配送保证金以及“两票制”

之后预付药品款增加，公司将加强对应收账款催收力度，提高回款率

以降低公司的流动性风险、进一步提升偿债能力。在公司经营环境未

发生重大不利变化的情况下，本次回购不会对公司的偿债能力产生重

大不利影响。 

（4）对公司未来发展的影响 

本次回购股份拟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者股权激励，有利于进一步

建立、健全公司长效激励机制，充分调动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核心骨

干及优秀员工的积极性，有效地将股东利益、公司利益和员工个人利

益紧密结合在一起，共同促进公司的长远发展。 

独立董事殷哲对回购方案提出反对意见，是认为应该将资金用于

公司的正常经营活动。经过上述分析，本次回购方案不会对公司日常

经营、盈利能力、偿债能力产生重大不利影响，同时，本次回购股份

拟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者股权激励，有利于促进公司的长远发展，有

利于保护上市公司利益。 

 

5、你公司认为需要说明的其他事项。 

无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

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

媒体刊登的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贵州信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九年二月十六日 

 


	1、你公司因收购中肽生化100%股权确认了商誉17.09亿元。根据《盈利预测实现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中肽生化2015年-2017年期间实现利润数共计33,206.87万元，较承诺净利润3年合计数32,649.27万元的完成率为101.71%。请你公司结合中肽生化近年来的市场环境、经营情况、主要产品、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等，说明你公司以前年度未对其计提商誉减值，而在2018年集中计提大额商誉减值的原因和合理性，并请结合会计准则核实以前年度是否存在商誉减值计提不充分的情况，是否存在业绩承诺精准达标并对各...
	回复：
	一、中肽生化近年来的经营情况、主要产品、市场环境及以前年度商誉减值情况
	信邦制药全资子公司中肽生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肽生化”）2015年至2017年分别实现营业收入20,933.22万元、26,526.22万元、30,552.54万元，扣非后净利润分别为8,253.06万元、12,417.41万元、12,536.40万元，2015年至2017年总体经营情况良好且符合管理层预期。
	中肽生化2016年营业收入增长率为27%、净利润增长率为50%，2017年营业收入增长率为15%、净利润与2016年相比基本持平。中肽生化2017年营业收入及净利润增长率放缓的主要原因为：中肽生化主要产品诊断试剂2015年至2017年收入占比分别为59%、52%、35%，其客户主要集中在美国，2016年以来美国市场同类型的供货企业增加，中肽生化的市场份额受到一定影响，中肽生化2015年至2017年诊断试剂产品收入增长率分别为15%、12%、-22%，迫于市场压力，中肽生化对诊断试剂产品的销售价格进...
	由于美国市场的竞争加剧，为了应对诊断试剂产品在美国市场所受到的影响，中肽生化2017年开始布局，致力于新市场的开拓，针对中国、欧盟、亚非等国际市场做了大量的市场开发工作，中标入围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吸毒检测试剂供应商目录；自2017年起，中肽生化开始参加国际性展会如德国Medica、迪拜MedLab，宣传品牌形象，菲律宾，巴西等均有客户启动注册；为树立CE（制造商产品进入欧洲市场的安全认证）区域品牌知名度，和欧洲知名团队合作，开启欧洲市场营销活动，从定性产品到定量产品，实验室到医院渠道的挖掘和拓展...
	同时，中肽生化根据自身在多肽领域的优势，计划加大对多肽商业化项目的开发，与众多客户进行了意向性谈判。
	公司认为，2017年度虽已出现业绩未完全符合预测，但是总体偏离范围不大，公司管理层讨论了上述改善措施及经营计划，认为举措妥当，业绩恢复增长可期，在此基础上，公司对中肽生化的未来预期收益情况进行了测算，测算结果表明不存在商誉减值。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在对中肽生化2017年度报表审计时，对于营业收入及营业利润增幅放缓的情况与公司进行了沟通，公司将所采取的应对措施告知会计师，并提供了未来收益测算结果，会计师认为公司2017年度未计提商誉减值是合理的。
	二、2018年计提商誉减值的原因
	2018年底至2019年初，结合中肽生化2018年四季度经营情况，公司对中美贸易摩擦的影响以及经营环境的变化进行了充分分析，判断中美贸易摩擦将长期持续影响中肽生化的未来经营，存在较明显的商誉减值迹象；同时，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在2018年12月对中肽生化进行了预审，根据预审情况，会计师认为中肽生化营业收入下滑较大，商誉减值迹象明显，提请公司高度关注并合理判断商誉减值。公司2018年计提商誉减值的具体原因如下：
	（一）中美贸易摩擦的影响
	中肽生化作为多肽产品全球主要供应商，竞争优势较强，中肽生化的主要客户集中在美国（近70%），2018年受中美贸易摩擦影响，造成客户对未来不确定性（高关税）的担忧，很多原本客户意向由中肽承接的订单，暂停或改由美国本土的供应商承接，造成了中肽生化市场份额的下降。
	（二）国际宏观环境的影响
	中肽生化持续拓展了很多新的客户，但受全球宏观经济下滑及客户自身经营原因的影响，2018年几个主要商业化项目客户的采购量没有达到原有的预期，导致中肽生化产品销售收入下降。
	（三）市场竞争进一步加剧的影响
	中肽生化诊断试剂产品主要为毒品检测类产品，由于美国市场同类型供应商的竞争激烈，而新开发的中国及国际市场的销售暂时没有达成预期效果，新产品开发延期上市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中肽生化2018年诊断试剂产品单价再次下调8.5%，销售量下降12%，导致销售收入下降20%。
	2、请说明你公司在三季度报告中对2018年度全年业绩进行预告时，是否充分考虑了中肽生化经营业绩及商誉减值情形的影响；如是，请说明你公司前后两次商誉减值准备的判断存在差异的具体原因及合理性；如否，请说明原因及合理性。
	回复：
	公司在三季度报告中对2018年度全年业绩进行预告时已经考虑了中肽生化经营业绩及商誉减值情形的影响。2018年初公司对中肽生化进行减值测试时，根据当时的情况对中肽生化的未来预期收益情况进行了预测，预计2018年中肽生化可实现净利润13,307.66万元。中肽生化2018年1至9月实现未经审计净利润7,832.85万元，全年预算完成率为58.86%。当时中肽生化面临的主要不利因素为中美贸易摩擦及美国市场竞争加剧的影响，公司在出具三季报报告时判断中美贸易摩擦对市场份额只是暂时性的影响，中肽生化与原有客户...
	四季度随着中美贸易摩擦的不断升级，中美政府均采取了实质性的贸易制裁措施，中肽生化四季度经营业绩仍持续下滑，公司意识到中美贸易摩擦对中肽生化市场份额将带来持续性的影响，商誉减值迹象明显，公司出具三季度报告时对于业绩下滑及整体商誉减值的风险估计不足。为此，公司聘请了北京中天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对与中肽生化相关的商誉减值进行了初步测试，经初步测算，需计提商誉减值准备14.76亿元至15.90亿元，具体商誉减值准备金额待评估机构出具正式报告并提请董事会审议通过后确定，公司也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3、请说明你公司知悉上述事项的具体时点，以及业绩预告修正的及时性。
	回复：
	公司年度报告审计机构---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2018年12月对中肽生化进行预审，公司同时聘请北京中天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在预审基础上，对与中肽生化相关的商誉减值进行初步测试，评估机构于2019年1月对商誉减值进行了初步测试，鉴于商誉减值测试需要在中肽生化2018年全年业绩实现情况的基础上合理预测， 2019年1月才能初步判断商誉减值对公司业绩的具体影响金额，公司在得到初步测试结果后及时修正了业绩预告。
	4、请结合你公司货币资金账面余额、有息负债账面余额、经营现金流量等财务指标，以及独立董事殷哲对回购方案的反对意见，说明本次回购股份对公司日常经营、盈利能力、偿债能力、未来发展等情况的影响，是否有利于保护上市公司利益。
	回复：
	公司本次回购的股份数量不低于83,361,430股（含）,占公司总股本的5.00%，且不超过166,722,860股（含），占公司总股本的10.00%，若按照回购价格上限5.97元/股、回购股份数量上限166,722,860股进行测算，回购资金金额上限为995,335,474.20元，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本次回购不会对公司的日常经营、盈利能力、偿债能力及未来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具体分析如下：
	5、你公司认为需要说明的其他事项。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