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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108        证券简称：吉药控股        公告编号：2020-009 

 

吉药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问询函回复的公告 

创业板公司管理部： 

根据贵部下发的关于对吉药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药控股”

或“公司”）的问询函（创业板问询函【2020】第 11 号）所述内容，公司相关

人员严格按照贵部问询函中所提出的问题，进行了认真、详细的分析与核查，现

就问询函中所提及的具体问题答复如下： 

问题 1.截至 2019 年三季度末，公司形成商誉 8.54 亿元。根据《业绩预告》，

公司拟计提商誉减值 5.5 亿元。请说明前述商誉形成过程、以前期间未计提减

值准备的原因，并结合标的公司业绩和盈利前景说明计提大额减值的原因。 

回复： 

（1）商誉形成过程、以前期间未计提减值准备的原因 

非同一控制人企业合并 账面价值 并购完成日期 

吉林金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简称“金宝药业”）   286,061,692.34  2014 年 8月 

长春普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简称”长春普华”） 334,532,298.59  2018 年 12月 

浙江亚利大胶丸有限公司（简称“浙江亚利大”） 210,274,448.19 2018 年 7月 

辽宁美罗医药供应有限公司（简称”辽宁美罗”） 21,793,009.49  2018 年 6月 

远大康华（北京）医药有限公司（简称“远大康华”）   1,393,308.18 2018 年 5月 

合计 854,054,756.79  

子公司金宝药业是公司 2014 年新增并购的，历年来公司已聘请会计师事务

所及资产评估机构对其商誉进行减值测试，未发生减值迹象。 

子公司长春普华、浙江亚利大、辽宁美罗、远大康华是公司 2018 年新增并

购的，公司 2019年已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及资产评估机构对其 2018年度商誉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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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值测试，未发生减值迹象。 

 

（2）结合标的公司业绩和盈利前景说明计提大额减值的原因 

①公司 2014 年针对子公司金宝药业确认的商誉是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形

成的。2019 年子公司金宝药业受国家医疗体制改革政策变化、主要品种结构调

整、销售渠道转型、锅炉煤改气等诸多因素影响，致使其产销量出现大幅下滑，

在固化成本不变的情况下造成综合毛利率为负、业绩严重亏损的局面。2014 年

企业合并时评估的资产组主要为金宝药业一车间、二车间及提取车间（主要生产

胶囊剂、片剂、浓缩丸品种）等长期资产，主要品种止痛化癥等胶囊剂、片剂、

浓缩丸品种未来盈利前景不乐观。经初步与资产评估师沟通，评估商誉所在资产

组的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低于该资产组的账面价值，在此基础上，我们根据谨慎性

原则，预计计提商誉减值准备 286,061,692.34元。 

②公司 2018 年针对子公司浙江亚利大确认的商誉是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形成的。2019 年子公司浙江亚利大新厂区全自动化生产线是 2018 年 10 月份才

投入使用，但由于其前期投入资金较大，造成其自身生产经营所需流动资金出现

严重紧张。而公司由于 2018年完成新增并购项目使用资金较大，2019年受银行

抽贷、断贷等事项影响，未能对浙江亚利大生产经营所需流动资金给予及时补充，

致使浙江亚利大销售市场全年存在断货情况发生，很多销售订单无法按时生产或

无法接单，导致 2019 年度无法完成业绩承诺，未来盈利前景不乐观。经初步与

资产评估师沟通，评估商誉所在资产组的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低于该资产组的账面

价值，在此基础上，我们根据谨慎性原则，预计计提商誉减值准备

210,274,448.19元。 

③公司 2018 年针对子公司长春普华确认的商誉是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形

成的。2019 年子公司长春普华因受国家医疗体制改革政策的变化对其品种结构

有一定的影响。从整体销售情况分析来看，长春普华销售收入 2019年度较 2018

年度增长 0.18%、增加额为 32.52万元，增速缓慢。从具体销售品种情况分析来

看，全国独家品种复方熊胆滴眼液销售收入 2019年度较 2018年度增长 2.27%，

增加额为 145.17 万元；中药品种丹皮酚软膏销售收入 2019 年度较 2018 年度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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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 12.99%，增加额为 409.14 万元；化药品种骨肽注射液销售收入 2019 年度较

2018年度下降 18.49%，减少额为 491.32万元。可见，上述三个主要品种对子公

司长春普华 2019年度整体销售收入有一定的影响，但影响程度不大。 

2019 年 7 月 1 日，国家卫健委发布《关于印发第一批国家重点监控合理用

药药品目录（化药及生物制品）的通知》将 20 种药品列入国家重点监控目录清

单，子公司长春普华的化药品种骨肽注射液也在重点监控目录下。 

根据 2019年 8月 22日国家医保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印发《国家基

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的通知，“新版国家医保药品目录”

自 2020 年 1 月 1 日开始实施，子公司长春普华的化药药品种骨肽注射液将被移

出“新版国家医保药品目录”，未来盈利前景不乐观。经初步与资产评估师沟通，

这将对评估商誉所在资产组的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产生一定的影响，在整体商誉减

值准备 334,532,298.59 元的基础上，我们根据谨慎性原则，按照对未来现金流

量现值影响 15%的比例，预计计提商誉减值准备 50,179,844.79元。 

综上所述，本年预计计提商誉减值准备 5.5亿元。 

问题 2.根据《业绩预告》，公司拟计提坏账准备 2.8 亿元。请结合 2019 年

以来公司所属行业政策及客户信用等方面发生的重大变化，说明坏账准备计提

的合规性。 

回复： 

根据国家财政部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规定，其他境内上市企业自 2019年 1月

1日起开始实施。按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规定，应收款项坏账准备的计提方法由“已

发生损失法”改为“预期损失法”，这无疑是新金融工具准则带给公司所属行业

涉及会计政策的重大变化。 

公司 2010年作为精细化工行业上市的创业板上市公司，2014年并购金宝药

业后主业以医药制造业为主，坏账准备的计提方法一直采用“账龄分析法”即“已

发生损失法”。从概念上说，按照传统的“已发生损失法”，只有当应收款项已

经“变坏（有客观证据表明其发生减值）”时才需要计提坏账准备；新金融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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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则的“预期损失法”下，即使应收款项还没有变坏，也要估计其未来变坏的概

率并相应计提坏账准备。坏账准备的增加幅度因公司而异，不仅取决于公司如何

实施预期损失法，也取决于应收款项自身的质量，实际上还取决于公司先前估计

已发生损失时的稳健或谨慎程度，因此公司要结合客户信用、实际执行等情况以 

外还要关注前瞻性信息而进行相应调整，在更大程度上反映公司的经济现实。 

综上所述，公司决定对应收款项的账龄组合在新金融工具准则下的预期损失

模型将继续使用，账龄组合由原来的六段账龄组合（一年以内、一至二年、二至

三年、三至四年、四至五年、五年以上）拟调整为四段账龄组合（一年以内、一

至二年、二至三年、三年以上），但其含义和各账龄段的比例不同了。预期损失

率（由 6%、8%、12%、20%、50%、100%拟调整为 10%、30%、50%、100%）按年度

或者季度根据历史损失情况调整每期的损失率，并定期复核和调整会计估计。本

年预计计提坏账准备 2.8亿元。 

问题 3.根据《业绩预告》，公司预计存货损失 2.83 亿元。请公司补充说明

新《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前，公司对多年储备原材料判断其药用

价值、使用价值下降的依据以及以前期间计提存货跌价准备是否充分。 

回复： 

①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前，公司对多年储备原材料判断其

药用价值、使用价值下降的依据是《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2010 年修订）

中关于《物料贮存过程中复验标准规程》、《不合格物料管理标准规程》的管理

工作标准执行，依据该规范的目的是建立原辅料、包装材料、中药饮片和中药材

贮存期（有效期）及复验的管理工作标准及建立不合格物料管理的工作标准，保

证不合格物料不得进入下一道工序。 

根据《物料贮存过程中复验标准规程》中第 4 条“ 物料复验期的规定”，

不生产品种和不常年生产品种所用的库存中药材，为了缓解检验资源紧张和对照

品的消耗，暂不进行复验，待生产前先进行外观性状检测，合格后进行全检。复

验不合格的物料，严禁发放使用，必须立即挂上不合格状态标记并及时销毁；根

据第 5条“物料贮存期的规定”，物料贮存期从质量保证部检验合格放行之日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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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有“有效期”的物料，贮存期不得超过其有效期；无有效期的物料，执行以

下规定：第 5.1条原辅料、内包装材料打开过包装的贮存期为一年半，未打开过

包装的贮存期为三年。第 5.2条中药材中药材贮存期规定为三年。第 5.3条中药

饮片中药饮片的贮存期规定为二年。第 5.4条外包材贮存期规定为三年，长期不

使用的外包材要避光保存，合格判定以无明显色差为标准。第 5.5条半成品半成

品膏粉贮存期规定为一年。第 5.6条冷库内稠膏冷库内稠膏贮存期规定为 6个月。 

根据《不合格物料管理标准规程》中第 3条“不合格物料的处理办法”，按

规定要求，超过有效期和贮存期的物料应进行销毁。 

②2019年 8 月 26日，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药品管理法》修订案，此修订案自 2019年 12月 1日开始实施。根据新药品管

理法相应条款的规定，要对原材料的性状和含量进行检测，对于继续使用将无法

保证成品有效含量和安全的原材料进行处理。同时根据《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

（2010年修订）、2015版药典标准、非标检验标准和原料使用可追溯的要求，

子公司金宝药业在总经理办公会的决策下，结合未来产品的市场需要、品种战略

规划，同时为保证未来生产经营安全运行，在 2019年 8 月 27日开始临时停产期

间时对原材料进行了全面复检，并邀请了中药材专业老师进行现场分析勘验。对

存货进行了重点监测，监测源于在国检标准之外的“非标检验”，具体在以下几

方面进行了全面核查自检： 

（1）在产产品一年以上从未使用的原料药材。 

（2）多年不生产产品的药材。 

（3）对有效期内所有经提取出的部分半成品药粉浸膏进行复检。 

（4）对临近有效期的原料进行复检。 

（5）对已经完成前处理的饮片原料进行检验。 

（6）对已经贵细原料及其他毛料投料和净料投料比进行清查盘点清查。 

（7）对部分合格范围内，但已经贴近边缘检验结果的原料，按照内控标准

进行了存货跌价准备。 

经自检自查，我们根据国家标准和内控标准对原料进行药用价值进行检测，

根据国家非标检验结果，我们进行了有效的分类，对以下几类产品按照《不合格

物料管理标准规程》办法进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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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麝香接骨胶囊、胃康灵胶囊、大败毒胶囊、脑络通胶囊、心可宁胶囊、

更年安胶囊、风痛宁片、抗骨增生片、甘露消渴胶囊、风湿安泰片、前列回春片、

糖尿乐片等属用原料、半成品、内外包材（含小盒、大箱、辅料包装物等），并

且上述品种已经达到 3年以上未生产，产品原料无法退还和出售，原料不能再继

续使用。根据非标监测及内控检验标准，对原料不符合内控标准，全部原料列为

报废原料，对不合格的原料已经检验完成和性状不合格、外观变质的进行了规范

销毁处理，并履行了内部监管流程，对已经判断不合格和其他不合格的进行了暂

封存，待药监监督核查、财务审计盘点确认，核查属实后进行规范处理。 

（2）由于 2019年止痛化症胶囊品种在河南、江苏、广东等省份丢标、多省

市中标价过低，订单巨减，市场产品滞销，未来将大幅度减产，对其相应的原材

料进行了计提跌价准备处理。 

因此，公司根据上述复检初步结果及河北安国永信公司定期发布的《中药材

信息》报公开的市场价格等数据信息，公司对库存原材料中由于多年储备、市场

生产药品结构调整等原因，针对药用价值、使用价值下降的原材料进行处置。本

年预计存货损失 2.83亿元。 

问题 4.根据《业绩预告》，公司拟计提在建工程减值准备 1.5 亿元。请公

司补充说明新建的瑞斯贝妥（地拉韦啶）药品生产基地项目实际进展，是否已

按要求作风险提示，外部研发结果不确定的判断依据，是否存在应披露未披露

事项。 

回复： 

公司 2016年 9月 12日发布《关于控股子公司金宝药业拟筹建瑞斯贝妥（地

拉韦啶）药品生产基地的提示性公告》，截至 2018年年末瑞斯贝妥（地拉韦啶）

生产线基地项目已累计实际投入 2.24亿元（其中：利息资本化为 2,133万元)，

该项目预算总金额为 2.6亿元，工程进度为 86.07%，该项目 2019年至今没有继

续增加再投入。 

根据梅河口市的环保要求，地拉韦啶药品生产基地项目建设的原料药生产车

间受环保要求影响，存在未来不能在梅河口市正常生产的情况。金宝药业原料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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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未来将调整由长春普华生产，已建设的原料药生产车间和原辅料仓库将改变

使用用途，没有达到预期使用目的。 

根据公司内部研发部门阶段性分析报告分析，按照现有的法规要求，甲磺酸

地拉韦啶及分散片属于化学药品注册分类 3类。该类药品审评要求：仿制药与原

研药品的质量和疗效一致。按照国家对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相关要求，

未来需要进行以下工作： 

1、参比制剂的确定： 

甲磺酸地拉韦啶分散片的参比制剂应选择原研药品，且药品规格与原研药品

的规格一致。药品生产企业需要按照《化学仿制药参比制剂遴选与确定程序》的

相关要求，通过参比制剂遴选申请平台向国家药监局药品审评中心（以下简称药

审中心）提出申请。只有审核通过，原研的甲磺酸地拉韦啶分散片（200mg/片）

方可成为法定参比制剂。 

2、一致性研究： 

药品生产企业是一致性评价工作的主体，按照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

技术指导原则开展药学研究、体外评价、体内生物等效性试验（BE）相关研究，

确保仿制药品质量和疗效与参比制剂一致。 

3、原料药与制剂关联审评 

甲磺酸地拉韦啶原料药需要注册申请人-长春普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在药审

中心登记平台上先进行登记，当药品制剂注册申请人-吉林金宝药业股份有限公

司完成 BE提交注册申请时，方能与原料药的进行关联审评。 

药品制剂获得批准时，药审中心会在登记平台上标明其关联的原料药通过了

技术审评。 

4、临床优势 

新《药品管理法》中明确指出：国家支持以临床价值为导向的药品的研制。

药品审评中心会非常注重申报品种的临床优势。国际市场主流抗艾滋病药物和国

内现有主要抗反转录病毒药物中没有查找到甲磺酸地拉韦啶，目前甲磺酸地拉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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啶分散片可能并非治疗艾滋病的主流药物。 

因此，公司 2016年开始建设瑞斯贝妥（地拉韦啶）药品生产基地项目，由

于该项目一直委托外部研发机构进行研发，仍处于研究开发阶段。截至 2019年

底，公司并没有取得外部研发机构出具的阶段性进展实质分析报告，故没有在报

告期内对该项目实际进展按要求作风险提示，不存在应披露未披露事项。但根据

公司内部研发部门 2020年 1月出具的该项目阶段性分析报告，经公司管理层讨

论，该项目研发结果存在不确定性。根据谨慎性原则，决定对该项目开发支出

6,758万元全部进行费用化，同时公司已委托资产评估机构对该在建工程项目进

行了初步价值评估，本年预计计提在建工程减值准备 1.5亿元。 

问题 5.请公司结合前期对我部定期报告问询函的回复，补充说明是否存在

信息披露不真实、不准确、不及时情形。 

 

回复： 

结合公司对贵部前期定期报告问询函的回复内容，经公司管理层认真讨论及

分析，不存在信息披露不真实、不准确、不及时的情形。 

 

 

 

 

 

吉药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 1 月 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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