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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金石亚洲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半年报问询函》的回复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公司管理部： 

我公司于 2020 年 9 月 24 日收到贵所提出的《关于对四川金石亚洲医药股份

有限公司的半年报问询函》（创业板半年报问询函〔2020〕第 68号），现对问

询函回复如下： 

问题一：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3.37 亿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19.65%；实现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以下简称“净利润”）378.97 万元，较上年同期

下降 92.58%。 

请公司结合主要业务涉及主要产品报告期内销量、实现收入、毛利率，补

充说明报告期内净利润较上年同期下降的原因与合理性。 

答复： 

公司营业收入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医药制造收入下滑；公司净利润下降的主要

原因是收入下降的同时、期间费用基本未变，致使当期净利润出现下降。 

2020 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 3.37 亿元，其中医药制造收入占总收入的

70.59%。报告期医药制造实现收入 2.38 亿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28.12%，是公司

营业收入下降的主要原因。 

医药制造收入较上年同期降幅较大的主要原因是受新冠疫情的影响。公司医

药制造的主要产品为“快克”牌复方氨酚烷胺胶囊（以下简称“快克感冒药”）、

“小快克”牌小儿氨酚黄那敏颗粒（以下简称“小快克感冒药”），这两种药品

分别为成人、儿童使用的非处方感冒用药。受新冠疫情的影响，民众普遍佩戴口

罩后，对感冒药的需求大幅下降。此外，快克感冒药、小快克感冒药具有缓解发

热的功效，疫情严重期间，一些省份的药店根据疫情防控要求下架或管控了具备

清热功效的药品，其中就包括快克感冒药、小快克感冒药，这一因素也影响到公

司药品的销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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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销量下降对收入产生的影响之外，成本上升致使毛利率有所下降也对当

期业绩产生了负面影响。从 2018 年起，快克感冒药、小快克感冒药的部分重要

原材料采购价格呈现出上升趋势。虽然公司采取了多种方式降低采购成本，但原

料药价格上升的趋势尚未缓解。另外，为应对销量下降对经营的影响，公司相应

地调减了产量，由于折旧、人工等固定支出并未减少，致使单位生产成本上升，

直接影响到了毛利率。 

综上所述，受新冠疫情的影响，营业收入中占比较高的医药制造产品（主要

是快克感冒药、小快克感冒药）的销量大幅减少，致使收入下降；同时，由于固

定成本支出未变，致使单位成本上升、毛利率下降。上述原因是收入和净利润下

降的主要原因。 

问题二： 

公司在建工程浙江亚峰制药生产基地期末余额 1,622.64 万元。该在建工程

预算数 2.50 亿元，截至报告期末工程累计投入占预算比例 6.50%、工程进度 5%。 

请公司补充说明该在建工程开始建设时间、建设进度安排、建成后产能、

主要产品，并补充说明自开始建设至今进度较慢的原因、未计提减值准备的合

理性，是否存在其他应披露未披露事项。 

答复： 

为了实现公司在原料药、医药类新产品和新项目方面的发展规划，公司全资

子公司-亚峰药厂，经多方考察并最终确定在金华市的金华健康医药园筹建新厂

区，并于 2016 年 10 月与金华市政府达成项目入园协议。亚峰药厂于 2016 年 12

月以招拍挂方式取得园区内三类工业用地 120.4 亩（80,299 平方米），于 2017

年 3 月底正式取得该土地，支付土地相关款项 2,024 万元。 

取得土地后，公司对新厂区的建设进行了规划设计，新厂区计划主要用于医

药制剂及部分原料药的生产，项目总投资约 24,970 万元，总建设面积约 76,300

平方米。2018 年开始，医药行业发生了巨大变化，“带量采购”、医保目录调

整等新政策陆续出台。为更好地应对行业发展，公司及时调整了新厂区的建设规

划，调整后新厂区将以生产特色原料药为主，建设成为公司原料药制剂一体化战

略的重要生产基地。由于建设规划的调整，亚峰药厂需要对新厂区重新设计、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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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报建改规等。为保证施工进度，公司将未涉及到设计调整的研发楼、办公楼、

倒班宿舍、围墙等非生产性用房陆续开工建设。但受新冠疫情的影响，2020 年

上半年施工处于停滞状态，直至 2020 年 6 月份才陆续恢复建设。 

目前，调整后的总方案基本确定，新项目的可研及环评、安评、能评等工作

在陆续调整中。非生产性用房建设计划于 2020 年 11 月左右封顶，生产车间预计

2020 年年底开工、2021 年 6 月左右封顶。 

该项工程进度较缓的原因是为应对行业变化而发生的规划调整，同时也受疫

情影响，而非属于项目停建、缓建等情况。目前工程的建设进度如期进行中，因

此公司未对此计提在建工程减值准备。 

问题三： 

报告期内，公司在开展益今生胶囊临床Ⅱa 期研究。 

请公司补充说明截至目前益今生胶囊研发进展、累计投入、主要用途，是

否存在研发进展未达预期或停滞情形，是否已履行相应信息披露义务。 

答复： 

益今生胶囊是用于延长肿瘤患者的生存期、改善生活质量的“中药一类”药

品。益今生胶囊的临床Ⅱa 期研究于 2019 年 5 月启动，召开了方案讨论会，进

行了Ⅱa 期临床试验方案设计、组长单位和参加单位的遴选，完成了组长单位的

伦理上会工作。受新冠疫情的影响，2020 年初研究工作暂停，2020 年 6 月份起

逐步恢复。目前的主要研究内容是各参加单位陆续完成伦理会的上会工作、试验

用样品编盲工作等。益今生胶囊的临床Ⅱa 期研究主要是探索益今生胶囊用于肺

癌术后辅助化疗后疲劳（气虚症）的有效性。 

益今生胶囊在研发过程中一度遇到了难以攻克的技术难题，后经调整研发方

向才得以解决，直至 2019 年 4 月份才取得较大进展，但对研发进度造成了较大

的影响。上市公司 2017 年并购海南亚洲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来，对益今生胶囊

临床研究的投入较小，尚未形成阶段性成果，公司对益今生胶囊临床研究的相关

信息已经履行了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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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四： 

公司存货期末余额 1.77 亿元，较期初增加 0.29 亿元。 

请公司补充说明存货构成、金额、占比，是否计提减值准备及原因，存货

变化是否与产品销售收入变动幅度相匹配。 

答复： 

期初、期末的存货构成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期末 期初 期末较期初的 

金额变动 账面价值 占比 账面价值 占比 

原材料 86,100,202.29 48.64% 72,004,381.64 48.73% 14,095,820.65 

在产品 21,829,761.93 12.33% 22,667,462.24 15.34% -837,700.31 

库存商品 65,266,450.77 36.87% 48,951,986.24 33.13% 16,314,464.53 

包装物 3,812,731.97 2.15% 4,143,805.47 2.80% -331,073.50 

合计 177,009,146.96 100.00% 147,767,635.59 100.00% 29,241,511.37 

由上表可以看出： 

1、与期初相比，期末存货构成的变化幅度较小； 

2、存货增加的主要原因是原材料、库存商品的金额变化较大，较期初分别

增加了 1,410 万元、1,631 万元； 

3、原材料、库存商品增加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医药制造收入因新冠疫情出现

了预期之外的下降，致使一季度已生产库存商品未能出库而有所增加；而按年初

已签订合同采购进来的原材料因生产调减未耗用而较期初有所增加。 

综上可以看出，存货的变化与医药制造收入下滑有着直接联系。在出现疫情

后，公司根据销售情况调整了材料采购和生产安排，采取多种措施减少因新冠疫

情造成的损失。 

问题五： 

公司期末应付账款余额 5,633.17 万元，为应付经营性采购款和工程设备款；

应付未付费用余额 3,914.32 万元。 

请公司补充说明应付经营性采购款和工程设备款具体用途、未支付原因，

并列明应付未付费用构成、占比及发生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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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复： 

（1）应付经营性采购款属于经营活动类应付账款，核算与主营业务相关的

应付款项，主要为材料采购款等。应付经营性采购款的历年余额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18 年 

6 月 30 日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 

6 月 30 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 

6 月 30 日 

应付经营性采购款 4,091.41 4,806.59 3,815.05 4,478.55 4,212.91 

由上表可见，公司历年的应付经营性采购款的规模大致相当，除 2020 年上

半年外，历年的应付经营性采购款与当期收入也基本配比，且账龄大部分为一年

以内，属于经营中发生的正常应付款项。 

（2）工程设备款属于投资活动类应付账款，核算与设备采购相关的应付款

项，包括购买设备的设备款、安装款、维修款等。报告期末的工程设备款，主要

是医药制造生产车间 GMP 改造而发生的设备尾款。随着设备调试进度、质保期

到期，公司陆续将设备款支付给供应商。工程设备款的历年余额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18 年 

6 月 30 日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 

6 月 30 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 

6 月 30 日 

应付工程设备款 1,920.59 1,549.49 1,307.68 1,154.62 1,154.62 

（3）报告期末，应付未付费用的余额为 3,914.32 万元，全部为医药产品销

售时计提的销售费用。由于公司销售部门无法及时汇总与销售相关的费用合同、

发票等资料给财务部门登记账簿，公司根据权责发生制将与收入相对应的销售费

用暂估入账，从而形成其他应付款项目下的应付未付费用。 

问题六： 

报告期末，公司长期股权投资余额 8392.24 万元，系投资杭州领业医药科技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领业”）发生。公司与股东高雅萍共同增资杭州领业。

9 月 22 日，高雅萍拟受让股东谢世煌、陈绍江、智若愚合计 5%股份。股份转

让完成后，高雅萍将成为公司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 18.25%。 

（1）请公司结合货币资金余额、日常经营需求，补充说明增资杭州领业资

金来源及资金支付安排，并说明杭州领业 2020 年上半年及 2019 年经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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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财务数据，主要股东名称、持股比例、与公司及 5%以上股东、董监高是否

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2）根据高雅萍披露的权益变动报告书，其在未来 12 个月内拟继续增持

公司股份。请公司补充说明公司控制权归属、是否存在控制权变更或筹划控制

权变更事项，是否存在其他应披露未披露信息，如发生控制权变更，是否存在

实际控制人违反前期作出承诺情形、拟解决措施。 

（3）公司拟出资 9,300 万元购买江西聚仁堂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聚仁

堂”）。请公司补充说明购买聚仁堂股份原因与合理性、未设置业绩承诺是否有

利于保障上市公司利益，聚仁堂现股东是否与公司 5%以上股东、董监高存在关

联关系或其他资金往来。 

答复： 

1、对杭州领业的答复 

杭州领业经营所需的资金主要两个来源：一是其经营业务产生的收入；二是

股东增资。目前杭州领业主要资金支付主要用于成本支出和研发投入，支付类别

中，大部分是人工费用和试剂材料。 

由于研发成果尚未形成盈利能力，杭州领业在 2019 年度、2020 年上半年均

为亏损状态，其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0 年上半年 2019 年度 

营业收入（元） 1,236,748.57 13,136,955.91 

净利润（元） -7,216,927.69 -10,091,038.2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9,578,065.78 -7,999,444.33 

项目 2020 年 6 月 30 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 

总资产（元） 131,638,057.66 146,027,237.60 

净资产（元） 127,145,727.38 135,142,920.51 

杭州领业的股东构成如下： 

股东 出资额(万元) 占比 

杭州火龙果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450.4622  43.4248% 

四川金石亚洲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300.3877  28.9575% 

高雅萍 266.1425  25.6563% 

杭州市高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10.3333  0.9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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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梅山保税港区雅瑞悦世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0.0129  0.9653% 

合计 1037.3386  100.0000% 

公司 5%以上股东、董监高与杭州领业的关联关系如下： 

董监高名称 在杭州领业的任职 关联关系 

魏宝康 董事长 金石亚药之董事、总经理 

林强 董事 金石亚药之董事、董秘、副总经理 

蔡泓薇 董事 金石亚药子公司-海南亚药之董事、副总经理 

章中华 监事 
 

盛小明 董事 与盛晓霞为兄妹、杭州火龙果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之股东 

盛晓霞 董事 、总经理 杭州火龙果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之股东 

盛晓红 产品副总经理 与盛晓霞为姐妹、杭州火龙果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之股东 

Sun Yang 质量副总经理 
 

Ge Chenghao 常务副总经理 
 

纪宏杰 财务总监 金石亚药之财务总监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 5%以上股东、董监高人员没有在杭州领业存在往来款

余额。 

2、对高雅萍持股情况的答复 

（1）2020 年 9 月 22 日，公司披露《关于持股 5%以上的股东签署<股份转

让协议书>暨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和股东高雅萍女士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

书》，在本次权益变动后高雅萍女士持有公司股份数占公司总股本的 18.25%，

成为公司第一大股东。公司原第一大股东蒯一希先生及配偶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数

占公司总股本的 21.18%，仍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2）截至目前，经与蒯一希先生沟通确认蒯一希先生目前不存在主动谋求

实际控制权变更事项，公司不存在控制权变更或筹划控制权变更的事项，亦不存

在其他应披露未披露信息。 

（3）公司将密切关注相关股东持股变动情况，积极沟通各相关方，督促相

关各方在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前提下增持和减持公司股份。公司亦将严格按照

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蒯一希先生依然保持公司实际控制权。首先，从公司经营决策及管理层控制

方面来看，蒯一希先生实际控制的公司股权对公司股东大会决议结果具有重大影

响；公司总经理魏宝康先生、副总经理林强先生、财务总监纪宏杰先生均系蒯一

希先生推荐提名。蒯一希先生对公司经营决策及经营管理层的提名及聘任具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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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影响。其次，从董事会控制方面来看，公司第三届董事会成员包括董事长蒯一

希先生、副董事长楼金先生、董事魏宝康先生、郑志勇先生、林强先生、杨柳女

士、缪永生先生、马文杰先生、汪立荔女士共计 9 人，其中缪永生先生、马文杰

先生、汪立荔女士为独立董事。公司创始股东任董事共二名，分别为董事长蒯一

希先生、董事兼董秘、副总经理林强先生；亚洲制药原部分股东根据《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协议》有权提名不超过两名第三届董事候选人，本届副董事长楼金先生

和董事郑志勇先生即为亚洲制药原股东推荐，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向股东大会提

名；现任董事总经理魏宝康先生、董事杨柳女士及三名独立董事均为蒯一希先生

推荐，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向股东大会提名。蒯一希先生对公司董事会具有控制

权。 

3、对并购聚仁堂情况的答复 

（1）公司本次收购聚仁堂的目的是公司丰富医药大健康领域的产品线，提

高公司在医药大健康领域的竞争力和盈利能力。在收购完成后公司将会对聚仁堂

进行整合，利用公司的现有的资源和品牌优势，同时充分发掘聚仁堂所拥有的药

品生产线的潜能，为公司的产品线的丰富和业绩的提升提供帮助。 

（2）本次收购是以现金方式收购聚仁堂药业 100%的股权，收购后聚仁堂药

业原股东不再持有聚仁堂药业的股份,亦不再参与聚仁堂药业的经营管理。因此，

原聚仁堂股东及管理层不存在作出业绩承诺的条件。 

（3）公司将在收购前将对标的公司进行全面的尽职调查，充分把握标的公

司的优势和风险。如能成功实现收购，公司将对其进行有机整合，帮助其实现快

速、持续和健康的发展，让其成为公司未来发展的一大助力。 

（4）聚仁堂现股东和公司、5%以上股东、董监高并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

资金往来。 

四川金石亚洲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9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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