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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珍宝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8 年年度报告修订说明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黑龙江珍宝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9年5月23日收到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监管一部下发的《关于对黑龙江珍宝岛药业股份有限公

司2018年年度报告的事后审核问询函》（上证公函[2019]0747号，以下简称“《问

询函》”）。《问询函》相关回复事项详见公司于2019年6月13日刊登在《上海证

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的《黑龙江珍宝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18年年度报告的

事后审核问询函的回复公告》（临2019-028）。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相应内容

根据《问询函》回复予以修订，具体情况如下： 

第二节 公司简介和主要财务指标 

九、2018年分季度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营业收入第四季度明显高于其他三个季度，原因为公司四季度发生中药

材仓储用房的销售，产生其他业务收入约 1.4 亿元。剔除此因素影响外，公司四

个季度主营业务收入分别为 6.10 亿元、6.53 亿元、7.14 亿元、6.62 亿元；医

药工业收入分别为 5.15 亿元、5.60 亿元、5.43 亿元、5.04 亿元，各季度销售

收入基本均衡。 

公司第一季度利润相对较高的原因为，年初公司进行战略布局及春节假期因

素（公司假期较长），公司减少了一季度的终端服务及市场推广活动而增加到二

季度中，从而一季度利润较高，而二季度利润相对较低。 

公司第四季度利润较前三季度下降的主要原因如下： 

a.对辽宁健瑞达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健瑞达”或“A 公司”)单项计提

了坏账准备 1,568.39 万元； 



b.计提了商誉减值损失 1,568.59万元； 

c.未决诉讼确认预计负债，计入营业外支出 2,076.40万元。 

上述事项影响净利润金额为4,666.66万元，扣除影响后四季度归属于母公司

的净利润为13,638.90万元，扣非后净利润10,450.56万元，与一季度利润相均衡。  

公司各季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均为正数，公司一季度经营现金净

流量较少的主要原因为：a.本季度支付可售仓储用房建设款 6,419万元；b.销售

回款少于其他季度，其中预收账款发货约 1,300 万元；c.支付的各项税费 16,248

万元,高于其他季度；d.以前季度开出应付票据，在一季度兑付 1,400 万元。    

第三节 公司业务概要 

一、报告期内公司所从事的主要业务、经营模式及行业情况说明 

(四)行业情况说明 

3、报告期内行业政策变化 

①2017 年正式发布执行的《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

目录（2017 版）》（以下简称“《目录》”），共 2535个，包括西药 1297 个，中成

药 1238 个（含民族药 88个），此次调整的高质量中成药获得医保青睐，但整体

来看，对中药注射剂行业造成了较大的影响。《目录》录入的 49个中药注射剂中，

有 38个品种备注限重症、限病种，也限制了医疗机构使用级别，几乎限制了所

有中药注射剂在基层医疗机构的医保支付，导致行业内主要企业业绩下滑明显。 

②2017 年正式发布《关于在公立医疗机构药品采购中推行“两票制”的实

施意见》，两票制正式实施。同年发布《关于进一步改革完善药品生产流通使用

政策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要推行药品购销“两票制”，2018年在计划全国推

开。“两票制”的推行，规范了药品购销流通秩序，进一步压缩流通环节，企业

与终端医疗机构间的环节缩短，实现企业规模的提升。同时，为加强医生患者教

育，规范临床药品的合理使用，医药企业大幅增加了服务与推广职能，造成了行

业销售费用整体上升。 

③聚焦中药材领域，2018年各级药监部门对全国饮片生产企业开展了为期

一年的严查飞检，严格执行中药饮片企业 GMP 认证、逐步统一炮制标准等监管

政策，饮片生产企业的生产成本增加、营业收入减少，生产销售规模收缩，最终

导致其对原材料的需求量下降，中药材价格整体下行。 

第四节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二、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一）主营业务分析 

2.收入和成本分析 

（1）.主营业务分行业、分产品、分地区情况 

分产品情况说明 

2018 年中药材销售营业收入比上年下降 79.71%，毛利率下降 14.25%，主

要系：2017 年止血药类市场尤其是三七市场行情较好，公司及时在高位将此

类存货出售，使得公司 2017年中药材销售收入和利润较高；2018年，中药材

价格整体大幅下行，影响了中药材销售量和销售毛利率。据中药材产业信息

门户-中药材天地网推出的，用以反映中药材主要品种整体市场价格走势的

“综合 200 价格指数”显示，2018 年中药材价格走势从 2,348.74 点下降到

2,199.6 点，降幅达到 6.35%，致使中药材各品种销售量和毛利率均不同程度

下降。同时，公司调整了中药材经营策略,品种结构和规模发生了变化，也导

致销售收入及毛利率同比下降。以上两点原因导致公司 2018 年比 2017 年中

药材销售收入及毛利率下降。 

第四节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二、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一）主营业务分析 

2.收入和成本分析 

（2）产销量情况分析表 

产销量情况说明 

舒血宁注射液、注射用骨肽、注射用血塞通（冻干）医保受限后，在中药心

脑血管用药、化药骨骼系统用药领域均出现销量下滑趋势，其中，注射用血塞通

（冻干）二级以下医疗机构降幅明显，累加降幅达 1.07个百分点、舒血宁注射

液降幅 0.6个百分点（舒血宁注射液及注射用血塞通（冻干）市场份额为市场上

所有同名产品分别在城市公立医院、县级公立医院、城市社区卫生中心、乡镇卫

生院的用量占中药心脑血管用药分别在以上医疗机构用量的比例）、注射用骨肽

累加降幅 2.32个百分点（注射用骨肽市场份额为市场上所有同名产品分别在城

市公立医院、县级公立医院、城市社区卫生中心、乡镇卫生院的用量占化药骨骼

系统用药分别在以上医疗机构用量的比例）。 



受“医保受限”行业政策的影响，公司主要产品注射用血塞通（冻干）“限

二级及以上医疗机构”，舒血宁注射液“限二级及以上医疗机构并有明确的缺血

性心脑血管疾病急性期患者”，注射用骨肽“限工伤保险”。医保受限后，医保报

销患者的可选药品受到了限制的同时，相应也缩小了公司产品的细分市场范围，

导致以上三个产品销售量分别下降。 

第四节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二、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四）行业经营性信息分析 

3.公司药（产）品生产、销售情况 

（1）.按治疗领域划分的公司主营业务基本情况 

2017年1月，国务院医改办等联合发文，要求公立医疗机构药品采购中逐步

推行两票制。2018年，在两票制下，销售渠道更加扁平化，公司优化药品购销秩

序，压缩流通环节，减少中间商，使得公司主要产品毛利率小幅提升。毛利率的

小幅提升在本期内是受政策变化的影响，并不反映市场需求的实际变化。 

第四节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二、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四）行业经营性信息分析 

3.公司药（产）品生产、销售情况 

（4）销售费用情况分析 

销售费用发生重大变化以及销售费用合理性的说明 

两票制推行前，公司不承担流通环节费用，随着两票制的推行，公司进行营

销模式转变，从产品销售、学术推广、市场准入、销售任务分配、协议签订、回

款及市场反馈信息等方面由公司自行开展，故销售费用有所增加；并且，随着心

脑血管疾病药物领域同质化竞品增多、竞争加剧等市场环境变化，公司以广告宣

传、会议等形式整体加大了市场推广力度，以促进销售终端开发、市场占有、产

品销售上量，故销售费用逐步上升。 

2018年同行业销售费用占营业收入比例 

                                      单位：万元 

同行业可比公司 销售费用 
销售费用占营业收入比例

（%） 



昆药集团 266,495.72 37.52 

华润双鹤 319,375.41 38.83 

神威药业 99,735.10 38.80 

葵花药业 144,709.50 32.36 

珍宝岛 87,662.67 31.52 

同行业可比公司平均销售费用率 35.81 

与同行业相比，公司销售费用处于合理水平。 

第四节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三、公司关于公司未来发展的讨论与分析 

（四）可能面对的风险 

应对措施：在国家推行“两票制”政策的影响下，公司主动调整了市场营销

模式，由原有“传统招商模式”向“自营模式+商务分销”转变，即公司统一管

理销售业务，各省区具体实施产品销售、学术推广、市场准入、销售任务分配、

协议签订、回款及市场反馈信息等，形成以等级医疗机构、基层医疗机构、零售

市场全终端覆盖的销售管理体系；在国家调整《医保目录》政策影响下，公司在

产品布局方面进行了调整，即由原“注射制剂为主、口服制剂为辅”的产品布局

变为“注射制剂与口服制剂双线发展”的布局，分产品、分规格、分终端进行销

售，即将公司所有产品按不同类型或同类型不同规格分别销售至等级医疗机构、

基层医疗机构及零售市场。 

第十一节 财务报告 

七、合并财务报表项目注释 

1、货币资金 

对于存量货币资金，根据公司规划及业务安排，选择合适品种进行适当金额

的现金管理。 

第十一节 财务报告 

七、合并财务报表项目注释 

4、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总表情况 

（1）分类列示 



其他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医药工业经营过程中与客户购销业务形成应收账款，由于部

分多年合作客户存在资金周转压力，同时，公司也为加速资金回笼，经双方协商

一致，同意该部分客户以票据形式结算。 

公司用于贴现或背书的银行承兑汇票公司未保留控制权，且以信用等级较高

的国有银行及股份制银行承兑汇票为主，信用风险很小。 

公司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23号-金融资产转移》相关规定进行终止确认，

即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3号-金融资产转移》第十三条 企业在判断金融资产

转移是否满足本准则规定的金融资产终止确认条件时，应当注重金融资产转移的

实质。公司对已背书但尚未到期的银行承兑票据终止确认，系将收取金融资产现

金流量的权利转移给另一方，收取该金融资产现金流量的合同权利已终止，企业

转移了金融资产所有权上几乎所有风险和报酬，未保留对该金融资产控制的，符

合终止确认的条件。 

公司制定了《应收票据管理制度》，并严格遵照执行。登记应收票据管理台

账、严格审核商业承兑汇票以及规模较小的银行出具的承兑汇票。从企业管理层

面规范并固化承兑汇票从收取、托管、转移支付至到期解付的全过程管理，优化

收票审核环节。针对小规模金融机构开具的银行承兑汇票，要求责任人出具担保

书，予以结算接收。 

第十一节 财务报告 

七、合并财务报表项目注释 

4、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应收账款 

（2）本期计提、收回或转回的坏账准备情况 

公司收回或转回坏账准备 2,092万元涉及客户 504户，均不涉及关联方款项，

转回原因均为公司正常销售业务的应收款项回收，相应转回坏账准备。 

第十一节 财务报告 

七、合并财务报表项目注释 

6、其他应收款 

其他应收款 

（10）按欠款方归集的期末余额前五名的其他应收款情况 



公司其他应收余额前五名中有四户为医药配送业务保证金，一户为公司间往

来借款。针对配送业务保证金根据公司会计政策“在没有明显证据表明发生坏账

的情况下不计提坏账准备。如存在减值迹象，根据其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低于其账

面价值的差额，计提坏账准备。”上述配送业务均正常开展无减值迹象；针对公

司间往来的健瑞达借款已按“单项金额重大并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政策全额计

提了坏账准备。 

第十一节 财务报告 

七、合并财务报表项目注释 

7、存货 

（1）存货分类 

① 公司库存商品的构成、金额： 

                                                                         单位：万元 

存货明细项目 账面余额 跌价准备 账面价值 

库存中药材 44,928.44 3,925.28 41,003.16 

库存药品  8,128.58 1,032.10 7,096.48 

其他 4,656.89 1,539.71 3,117.18 

合计 57,713.91 6,497.09 51,216.82 

②主要库存商品效期情况 

单位：万元 

明细项目 账面余额 跌价准备 账面价值 

效期 

2-3年到

期 

1-2年到

期 

1年以内

到期 

心脑血管疾病药物 3,854.54 29.60 3,824.94 2,685.58 908.22 260.74 

呼吸系统疾病药物 3,395.88 815.78 2,580.10 - 3,088.20 307.68 

抗肿瘤和免疫调节剂 557.85 186.72 371.13 - 557.76 0.09 

骨骼肌肉系统疾病用

药 
297.71 - 297.71 - 274.62 23.09 

神经系统药物 22.6 - 22.60 - 16.73 5.87 

合计 8,128.58 1,032.10 7,096.48 2,685.58 4,845.53 597.47 

③主要库存商品库龄情况 

   单位：万元 

库存商品大类 明细项目 账面余额 跌价准备 账面价值 
库龄 

1 年以内 1-2 年 2-3 年 

库存中药材 清热燥湿药 28,495.79 3,578.38 24,917.41 5,842.36 22,653.43 - 



化痰药 11,475.79 209.35 11,266.44 11,475.79 - - 

芳香化湿药 2,483.37 - 2,483.37 2,483.37 - - 

利水渗湿药 1,042.66 - 1,042.66 1,042.66 - - 

清热解毒药 455.25 - 455.25 19.79 435.46 - 

辛温解表药 357.89 - 357.89 28.02 329.87 - 

补气药 251.12 53.53 197.59 251.12 - - 

止血药 159.25 84.02 75.23 9.89 149.36 - 

清热凉血药 110.99 - 110.99 110.99 - - 

补阳药 74.02 - 74.02 74.02 - - 

补阴药 20.47 - 20.47 20.47 - - 

活血祛瘀药 1.82 - 1.82 1.82 - - 

 
润下药 0.02 - 0.02 0.02 - - 

小计 44,928.44 3,925.28 41,003.16 21,360.32 23,568.12 - 

库存药品 

心脑血管疾病药物 3,854.54 29.60 3,824.94 2,685.58 908.22 260.74 

呼吸系统疾病药物 3,395.88 815.78 2,580.10 - 3,088.20 307.68 

抗肿瘤和免疫调节剂 557.85 186.72 371.13 - 557.76 0.09 

骨骼肌肉系统疾病用药 297.71 - 297.71 - 274.62 23.09 

神经系统药物 22.60 - 22.60 - 16.73 5.87 

小计 8,128.58 1,032.10 7,096.48 2,685.58 4,845.53 597.47 

合计 53,057.02 4,957.38 48,099.64 24,045.90 28,413.65 597.47 

公司针对超效期存货，按法律法规规定进行报废处理，全额计入期间费用，

2018年度计入当期损益的超效期存货金额为503.68万元，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分类 超效期金额 

库存药品 

呼吸系统疾病药物       178.16  

消化系统疾病药物        59.86  

心脑血管疾病药物         8.55  

抗肿瘤和免疫调节剂         2.54  

全身用抗感染药物         0.13  

其他        96.60  

库存药品小计       345.85  

半成品 

妇科疾病药物半成品        57.68  

心脑血管药物半成品        39.15  

神经系统药物半成品         4.49  

骨骼肌肉系统药物半成品         0.47  

半成品小计       101.79  

库存中药材小计         0.88  

原材料、辅料及包材小计        55.16  

合计 50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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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存货 

（2）存货跌价准备 

公司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原材料、半成品、产成品减值准备计提情况

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年末余额 

账面余额 跌价准备 账面价值 
减值准备 

计提比例(%) 

原材料 30,787.61 621.61 30,166.00 2.02 

半成品 20,930.28 998.58 19,931.70 4.77 

库存商品 57,713.91 6,497.09 51,216.82 11.26 

合计 109,431.80 8,117.28 101,314.52 7.42 

公司期末对原材料、半成品、库存商品均按品种分别进行了减值测试。 

公司持有的原材料均用于生产使用，按照其生产的产成品的可变现净值情况

进行存货跌价测试。公司主要原材料生产产品经测试不存在减值迹象。 

公司2018年度原材料计提减值准备621.61万元，半成品计提减值准备998.58

万元，主要系公司少数注射剂、口服剂品种因市场环境、培育政策等原因其可变

现净值低于账面价值，相应计提了原材料、半成品的减值准备。 

公司2018年度库存商品计提减值准备6,497.09万元，其中库存中药材减值

3,925.28万元，配方颗粒减值1,523.44万元,库存药品减值1,048.37万元。 

公司存货减值品种主要是中药材，公司针对存货各品种均逐一进行了减值测

试。2018年度中药材价格整体大幅下行，公司参照多个大宗中药材交易网站的市

场售价情况、根据公司预估销售费用和相关税金，结合公司现有库存情况，充分

计提了减值准备。 

公司以年报列示可比公司存货跌价准备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账面余额 存货跌价准备 账面价值 占比 

江中药业 24,073.44 6,888.78 17,184.66 28.62% 

健民集团 17,233.67 1,157.03 16,076.64 6.71% 

珍宝岛 129,889.09 8,117.27 121,771.82 6.25% 

红日药业 66,716.78 2,814.51 63,902.27 4.22% 

昆药集团 118,081.41 684.08 117,397.33 0.58% 

以岭药业 118,096.61 529.79 117,566.82 0.45% 

 从上表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披露信息来看，我公司存货跌价准备占存货账



面余额的比例处于合理水平，跌价准备金额计提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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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在建工程 

在建工程 

（2）在建工程情况 

本期项目投入金额与相关在建工程本期增加金额存在差异原因为： 

①项目投入金额为公司本年实际支付的工程款，而在建工程本期增加额包含

已结算但尚未支付工程款的金额； 

②项目投入金额包含增值税金额，而在建工程本期增加额为不含税金额。 

③神农谷中药电商物流基地根据政府批准文件可部分对外出售，得到批准后，

公司将可售部分对应的成本由“在建工程”转入“开发成本”科目进行核算且后

期新发生的金额直接在“开发成本”科目进行归集，不通过“在建工程”核算，

而项目投入金额包括在“开发成本”科目归集的金额。 

上述项目预计完工时间、预计投产时间： 

项目名称 

预计完工时间 预计投产时间 

一期工程 二期工程 一期工程 二期工程 

综合办公楼（交易大厅） 2019 年 7 月 2019 年 9 月 

神农谷中药电商物流基地 9-1#地项目     

其中：1.已验收楼幢：1#至 7#、9#、11#至 15#、30# 2018 年 10 月  2018 年 11 月  

      2.未验收楼幢：16#至 29#、31#至 35# 2019 年 6 月  2019 年 7 月  

      3.未建楼幢：8#、10#  2020 年 6 月  2020 年 7 月 

神农谷中药电商物流基地 9-2#地项目 2019 年 6 月 2020 年 6 月 2019 年 7 月 2020 年 7 月 

神农谷中药电商物流基地 9-3#地项目 2021 年 6 月 2021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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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预收款项 

（1）预收账款项列示 



原医药市场竞争环境较好，客户为维持与公司的长期合作关系，更多的按照

公司“现款现货”的销售政策执行，因此形成预收账款较多；近年随着市场竞争

逐渐加剧及两票制的推进，公司加大主流医药商业公司合作布局，主要与四大系、

区域龙头医药商业公司合作，放宽了授信政策，销售政策主要为“赊销”方式，

因此预收账款逐渐下降。报告期内，预收账款的下降属于市场经营过程中的正常

情况，上述销售政策的变化对未来相关产品收入影响不大，市场风险可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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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其他应付款 

总表情况 

（1）分类列示 

其他说明 

其他应付款期末余额前五名明细表： 

单位：万元 

序号 单位名称 期末余额 形成时间 形成原因 是否是关联方  

1 
中国十七冶集团有限

公司 
3,703.36 2018 年 12 月 未付工程款  否  

2 
江苏华苑环境建设有

限公司 
3,084.18 2018 年 12 月 未付工程款  否  

3 
哈尔滨恒鼎装饰有限

公司 
2,977.04 

2017 年 12 月、

2018 年 12 月 
未付工程款  否  

4 
黑龙江省建工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 
2,485.92 2017年10月以后 未付工程款  否  

5 
亳州市惠特电气工程

安装有限公司 
2,394.50 2018 年 11 月 未付工程款  否  

 合计 14,645.00       

本期其他应付款大幅增加的主要原因为本期已结算但尚未支付的工程款增

加所致。主要包括：公司建设“注射用骨肽项目”增加1,035万元；建设“亳州

中药材商品交易中心项目”（含综合办公楼（交易大厅）及中药电商物流基地）

增加19,079万元。以上两项目增加的其他应付款金额合计20,114万元,占公司其

他应付款增加总额的84.30%。 

除上述内容补充更正外,报告中其他内容不变。上述补充更正不会对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造成影响,修订后的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

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http://www.sse.com.cn/


特此公告。 

 

 

 黑龙江珍宝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 6月 1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