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特一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会后事项的承诺函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特一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特一药业”、“发行人”、“公司”）非

公开发行股票（以下简称“本次非公开发行”）申请已于 2020 年 11 月 9 日经贵会

发行审核委员会（以下简称“发审会”）审核通过，于 2020 年 11 月 12 日向贵会

报送了封卷稿文件，完成了封卷；于 2020 年 12 月领取了贵会出具的《关于核准

特一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3238 号）。 

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21 日披露了《2020 年年度报告》，显示公司 2020 年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4,381.65 万元，同比下降 74.48%；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 3,415.24 万元，同比下降 78.24%。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加强对通过发审会的拟发行证券的公司会后事项监管

的通知》（证监发行字[2002]15 号）、《股票发行审核标准备忘录第 5 号—关于

已通过发审会拟发行证券的公司会后事项监管及封卷工作的操作规程》和《关于

再融资公司会后事项相关要求的通知》等文件的有关规定，现将公司业绩变动事

项说明如下： 

一、业绩情况说明 

根据公司披露的《2020 年年度报告》，公司 2020 年业绩情况如下： 

项目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同比增减 

营业收入（万元） 63,269.52 92,112.23 -31.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4,381.65 17,171.04 -74.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万元） 
3,415.24 15,694.17 -78.2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2 0.85 -74.12% 

（一）公司 2020 年业绩变动的情况和主要原因 

1、自 2020 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国家及各地政府相继出台关于延迟

复工、限制物流、人流等疫情防控措施，公司 OTC 产品的销售活动开展受到极

大的限制；受新冠疫情影响，各地监管部门纷纷限制和禁止感冒止咳类、发热类



用药在医院外销售，在以上因素的综合影响下，公司主要产品止咳感冒类药物的

需求减弱，营业收入显著下降，特别是 OTC 产品的营业收入降幅很大,导致本报

告期公司营业收入与上年同期相比下降 31.31%。在固定成本支出相对刚性的情

况下，生产规模效益降低，导致公司净利润降幅较大。 

2、在疫情的影响下，全资子公司海南海力制药有限公司包含商誉的资产组

未来可回收金额出现减值迹象，经测算公司对其商誉计提减值准备 2,242.42 万

元。 

在以上因素的综合影响下，2020 年度公司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下降

74.48%。 

（二）业绩变化情况在发审会前是否可以合理预计以及充分提示风险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于 2020 年 11 月 9 日通过了发行审核委员会的审核。发

审会前，公司及保荐机构已在《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审委会议准备工作告

知函的回复(修订稿)》对公司 2020 年 1-6 月的业绩下滑情况做了分析： 

“公司最近一期的经营业绩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 年 1-6 月 2019 年 1-6 月 同比增长 

营业收入 30,010.02 47,801.88 -37.22% 

营业成本 14,984.35 19,591.01 -23.51% 

营业毛利 15,025.67 28,210.87 -46.74% 

营业利润 3,836.98 11,046.98 -65.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739.02 9,131.30 -7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926.59 8,687.01 -77.82% 

自 2020 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国家及各地政府相继出台关于延迟复

工、限制物流、人流等疫情防控措施，公司 OTC 产品的销售活动开展受到极大

的限制；受新冠疫情影响，今年上半年大部分个体诊所暂时歇业，部分地区在今

年 2 月份相继实行暂停销售感冒药、止咳药、退烧药政策，零售药店开始实行购

买发热、咳嗽等药品的人员信息登记措施，公司产品终端零售受到极大的限制。

在以上因素的综合影响下，公司产品需求减弱，营业收入显著下降，特别是 OTC

产品的营业收入降幅很大；在固定成本支出呈相对刚性的情况下，生产规模效益

降低，公司净利润降幅较大。” 



同时，考虑到商誉减值因素对公司业绩的影响，在《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

和《发行保荐书》等文件中，对可能导致公司业绩大幅波动的因素作出了以下充

分提示： 

“（八）商誉减值风险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公司历史上对海力制药和新宁制药的全

资收购均系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由于被收购的标的公司增值较大，故交易

完成后公司合并资产负债表中形成了较大数额的商誉。截至 2019 年末，公司对

与商誉相关的资产组进行了减值测试，经测试，前述商誉无需计提减值准备。截

至 2019 年末，公司商誉的账面价值为 58,787.63 万元，占公司当期总资产的比例

为 26.05%，若未来因行业政策变化、市场竞争力下降或者其他因素导致与商誉

相关的资产组盈利能力下降，将可能产生较大的商誉减值，从而对公司经营业绩

产生不利影响。” 

（三）业绩变动是否将对公司当年及以后年度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2020 年，公司净利润下降的主要原因为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和市场环

境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导致营业收入降幅很大和商誉发生减值。公司已经采取相

应对策，具体如下： 

1、持续加大品牌建设。公司以 品牌为核心进行的广告宣传已长达十多

年，今后，公司将持续加大 品牌建设和维护，并通过电视媒体、网络、报刊、

微信公众平台等媒介进行广告投放和宣传，提升 品牌的知名度，打造成为具

有较强竞争力的知名品牌。 

2、进一步扩大营销市场和加强现有营销渠道的精细化管理，提高产品的市

场覆盖率。公司在坚持与现有经销商紧密合作、互利共赢的基础上，加强对空白

终端市场的开发力度，包括基层诊疗市场的开发等。同时，加强对经销商的市场

管理，促进对经销商现有市场的深度开发和精细化管理。公司优化空白市场增量

与经销商提升现有市场存量形成错位发展，以提高产品市场占有率。未来，公司

将由经销商模式逐步转向直销模式，提高药店等终端的收益及积极性，从而进一

步扩大公司的销售规模。 

3、加大内部产品的潜力挖掘，形成产品梯队，促内生式增长。公司在加大



止咳宝片销售推广的基础上，将加大对铝碳酸镁咀嚼片、皮肤病血毒丸等市场容

量大的产品市场推广力度，努力培养为具有市场竞争力的产品，增强企业抗风险

能力。 

4、开展仿制药一致性评价工作的同时，加大研发和创新力度。一方面，积

极推进一致性评价工作，其中头孢氨苄胶囊、蒙脱石散、头孢拉定胶囊已通过一

致性评价，其他项目正在按计划推进中；另一方面，加大对中成药研究及二次开

发，以及在缓、控释制剂方面的研究开发，专注研究开发方面的技术差异化路线，

研究有竞争力的产品。 

5、持续加强内部管理。持续完善公司治理建设，健全企业内部控制，提高

公司经营管理水平和风险防范能力。持续加强药品生产质量、安全生产管理，严

格按照 GMP 的规范执行，在采购、验收、储存、领用、生产、检验、发运等流

程中，严格执行各流程质量控制体系，保证产品质量与疗效。 

综上，随着公司上述对策的实施及新冠疫情逐渐得到控制，新冠疫情对公司

日常经营的影响将逐渐消除。公司 2020 年的业绩变动情况预计不会对公司未来

的持续经营能力构成重大不利影响。 

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21 日披露了《2021 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2021 年第

一季度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166.95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81.78%，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3,088.52 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 73.60%。同时，预计 2021 年 1-6 月，将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6,847.55 万元~8,490.96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150.00%~210.00%。 

（四）经营业绩变动情况对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影响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95,306.25 万元，募集资金

在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拟全部用于现代中药产品线扩建及技术升级改造项目、

现代中药饮片建设项目、研发中心及总部运营中心建设项目和补充流动资金项

目，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总投资 拟投入募集资金 

1 现代中药产品线扩建及技术升级改造项目 50,865.00 45,574.00 

2 现代中药饮片建设项目 22,957.25 22,957.25 

3 研发中心及总部运营中心建设项目 19,892.00 18,775.00 



4 补充流动资金 8,000.00 8,000.00 

合  计 101,714.25 95,306.25 

随着国内新冠肺炎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公司的各项经营活动已恢复正常，疫

情的不利影响正逐步得到缓解。虽然新冠肺炎疫情对公司 2020 年的业绩产生一

定影响，但公司的研发、销售、采购、生产等经营模式未发生重大变化，公司的

持续经营能力未受到重大不利影响。 

公司此次募投项目，主要用于“现代中药产品线扩建及技术升级改造项

目”、“现代中药饮片建设项目”、“研发中心及总部运营中心建设项目”和补

充流动资金项目。其中：“现代中药产品线扩建及技术升级改造项目”最终产品

主要包括蒲地蓝消炎片、西青果颗粒、枫蓼肠胃康片、皮肤病血毒丸等，募投项

目的实施有利于公司顺应市场需求，积极推动公司产品品类、产品结构的优化升

级，夯实主营业务，提升公司盈利能力；“现代中药饮片建设项目”可丰富公司

自身产品线，进一步完善“中药饮片生产—中成药制造—医药流通”的“医药大

健康产业链”的产业链布局；“研发中心及总部运营中心建设项目”将推动公司

创新药物的研发与生产、中药经典名方及现有品种的二次开发与生产、仿制药的

一致性评价等业务，同时稳步推进集团化运营战略，提升品牌综合影响力；上述

建设项目均为国家产业政策鼓励建设类项目。 

2020 年，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中医药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国家卫生健

康委员会发布的各版本《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恢

复期中医康复指导建议（试行）》等均鼓励使用中西医结合的综合诊疗方案，与

此同时，终端消费者对中医药产品及文化的认识和接受程度也有所提高。 

公司本次各募投项目的建设期 2 年，预计项目建设完成并投入运营时疫情能

够得到有效控制，在国家产业政策的大力支持、终端消费者对中医药产品的接受

度提升的背景下，中医药产业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疫情带来的阶段性影响对募

投项目整个运营周期而言不构成重大不利影响。 

综上，新冠肺炎疫情对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未造成重大不利影响，公司本次

募投项目实施的必要性、可行性、经营前景等未因新冠疫情发生重大变化，本次

募投项目的实施未受到重大不利影响。 

二、发行人 2020 年业绩变动对本次非公开主要发行条件的影响 



序号 不得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情形 特一药业实际情况 

1 
发行申请文件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本次非公开发行申请文件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 
上市公司的权益被控股股东或实际控

制人严重损害且尚未消除 

特一药业不存在权益被控股股东或实

际控制人严重损害且尚未消除的情况 

3 
上市公司及其附属公司违规对外提供

担保且尚未解除 

特一药业及其附属公司不存在违规对

外提供担保且尚未解除的情况 

4 

现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最近 36 个月

内受到过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或者

最近 12 个月内受到过证券交易所公开

谴责 

特一药业不存在现任董事、高级管理人

员最近 36 个月内受到过中国证监会的

行政处罚，或者最近 12 个月内受到过

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的情况 

5 

上市公司或其现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因涉嫌犯罪正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

涉嫌违法违规正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

查 

特一药业或其现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正被司法机关立案

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正被中国证监会

立案调查的情况 

6 

最近一年及一期财务报表被注册会计

师出具保留意见、否定意见或无法表示

意见的审计报告。保留意见、否定意见

或无法表示意见所涉及事项的重大影

响已经消除或者本次发行涉及重大重

组的除外 

特一药业 2020 年度财务报表经注册会

计师审计，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

计报告 

7 
严重损害投资者合法权益和社会公共

利益的其他情形 

特一药业不存在严重损害投资者合法

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其他情形 

综上，公司 2020 年业绩变动情况不会影响发行人的持续经营，也未对本次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不会对本次非公开发行产生实质性障碍，

不会导致公司不符合非公开发行条件。 

三、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会后重大事项的相关承诺 

截至本承诺函签署日，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仍符合《公司法》、《证券法》、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法律

法规规定的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条件，特一药业自 2020年 11 月 9日通过

发审会审核之日至本承诺函签署日期间，是否发生重大事项的相关事宜承诺如

下： 

1、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对发行人 2020 年度财务报表进行

了审计，并出具了大信审字[2021]第 5-10012 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2、会后事项期间，没有影响公司发行新股的情形出现。 

3、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损害投资者合法权益和社会公

共利益的重大违法行为。 



4、根据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21 日披露的《2020 年年度报告》，公司 2020

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4,381.65 万元，同比下降 74.48%；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 3,415.24 万元，同比下降 78.24%。

主要原因系：（1）自 2020 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国家及各地政府相继出

台关于延迟复工、限制物流、人流等疫情防控措施，公司 OTC 产品的销售活动

开展受到极大的限制；受新冠疫情影响，各地监管部门纷纷限制和禁止感冒止咳

类、发热类用药在医院外销售，在以上因素的综合影响下，公司主要产品止咳感

冒类药物的需求减弱，营业收入显著下降，特别是 OTC 产品的营业收入降幅很

大,导致本报告期公司营业收入与上年同期相比下降 31.31%。在固定成本支出相

对刚性的情况下，生产规模效益降低，导致公司净利润降幅较大。（2）在疫情

的影响下，全资子公司海南海力制药有限公司包含商誉的资产组未来可回收金额

出现减值迹象，经测算公司对其商誉计提减值准备 2,242.42 万元。 

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21 日披露了《2021 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2021 年第

一季度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166.95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81.78%，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3,088.52 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 73.60%。同时，预计 2021 年 1-6 月，将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6,847.55 万元~8,490.96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150.00%~210.00%。 

2020 年业绩下滑不会导致公司不符合非公开发行条件。上述事项不会对本

次非公开发行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5、公司没有发生重大资产置换、股权、债务重组等公司架构变化的情形。 

6、公司的主营业务没有发生变更。 

7、2021 年 4 月 27 日，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许为高先生离世，许为高先生

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18,63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9.15%。许为高先生的继承人

亦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本次股权继承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权发生

实质变化。许为高先生于 2020 年 4 月卸任公司董事职务，卸任董事后未再担任

公司任何职务，许为高先生的离世对公司的生产经营不会产生重大影响。除上述

情形外，公司的管理层及核心技术人员稳定，没有出现对公司的经营管理有重大

影响的人员变化。 

8、公司没有发生未履行法定程序的关联交易，且没有发生未在申请文件中



披露的重大关联交易。 

9、经办公司业务的主承销商及其保荐代表人、会计师事务所及其签字注册

会计师、发行人律师事务所及其签字律师在会后事项期间未受到有关部门的处

罚，且未发生更换。 

10、公司未就本次非公开发行编制盈利预测。 

11、公司及其董事长、总经理、主要股东没有发生重大的诉讼、仲裁和股权

纠纷，也不存在影响公司发行新股的潜在纠纷。 

12、公司未发生大股东占用公司资金和侵害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13、公司未发生影响公司持续发展的法律、政策、市场等方面的重大变化。 

14、公司的业务、资产、人员、机构、财务的独立性没有发生变化。 

15、公司主要财产、股权没有出现限制性障碍。 

16、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披露要求的事项。 

17、公司不存在其他影响发行上市和投资者判断的重大事项。 

综上所述，自公司于 2020 年 11 月 9 日通过发审会审核之日至本承诺函签署

日，公司不存在可能影响本次非公开发行或对投资者做出投资决策有重大影响的

尚未披露的事项，符合《公司法》和《证券法》及有关法规规定的各项发行条件，

没有发生《关于加强对通过发审会的拟发行证券的公司会后事项监管的通知》（证

监发行字[2002]15 号）所述重大事项及其他影响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和投

资者判断的重大事项，且符合《股票发行审核标准备忘录第 5 号（新修订）——

关于已通过发审会拟发行证券的公司会后事项监管及封卷工作的操作规程》的规

定。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特一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会后事

项的承诺函》的签章页） 

 

 

 

法定代表人：                                  

许丹青 

 

特一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5 月 1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