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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珠医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修订说明的公告 

 

 

 

 

中珠医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下简称“中珠医疗”或“公司”） 已于 2019

年 4 月 30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了《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2019 年 5月 10 日，公司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监管一部发来的《关

于对中珠医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的事后审核问询函》（上证公

函[2019]0622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公司 2018 年年

度报告进行了审阅，要求公司及相关方对问询函所涉事项进行补充披露。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已对《问询函》所提出的问题逐项落实进行了书面回

复，现公司根据回复内容及其他相关补充情况对《中珠医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年度报告》（以下简称“《年报》”）作如下补充与修订： 

一、对《年报》“第四节 经营讨论与分析/二、报告期内主要经营去情况/

（四）行业经营性分析/医药制造行业经营性信息分析/ 2.公司药（产）品研发

情况/ (2).研发投入情况/同行业比较情况”中金额修订如下（修订部分数字加

粗表示）： 

修订前：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同行业可比公司 研发投入金额 
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比

例（%） 

研发投入占净资产比例

（%） 

哈药股份 19,815.91 1.65 2.81 

国药股份 4,056.20 0.11 0.50 

上海医药 83,606.26 0.64 2.46 

复星医药 152,929.17 8.30 6.04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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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仁堂 21,896.64 1.64 2.60 

同行业平均研发投入金额 56,460.84 

公司报告期内研发投入金额 58,549.80 

公司报告期内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

比例（%） 

1.39 

公司报告期内研发投入占净资产比

例（%） 

2.53 

注：（1）同行业可比公司 2018 年年报正在陆续披露中，以上同行业公司数据来源于同行业

公司 2017 年年报。（2）同行业平均金额为五家同行业公司的算术平均数。 

修订后：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同行业可比公司 研发投入金额 
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比

例（%） 

研发投入占净资产比例

（%） 

哈药股份 19,815.91 1.65 2.81 

国药股份 4,056.20 0.11 0.50 

上海医药 83,606.26 0.64 2.46 

复星医药 152,929.17 8.30 6.04 

同仁堂 21,896.64 1.64 2.60 

同行业平均研发投入金额 56,460.84 

公司报告期内研发投入金额 4532.84 

公司报告期内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

比例（%） 

7.9 

公司报告期内研发投入占净资产比

例（%） 

1.12 

注：（1）同行业可比公司 2018 年年报正在陆续披露中，以上同行业公司数据来源于同行业

公司 2017 年年报。（2）同行业平均金额为五家同行业公司的算术平均数。 

二、对《年报》“第四节 经营讨论与分析/二、报告期内主要经营去情况/

（四）行业经营性分析/医药制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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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行业比较情况”中金额修订如下（修订部分

数字加粗表示）： 

修订前：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同行业可比公司 销售费用 销售费用占营业收入比例（%） 

哈药股份 76,102.24 6.33 

国药股份 69,401.12 1.91 

上海医药 71,126.18 5.66 

复星医药 579,053.56 31.24 

同仁堂  265,925.81 19.88 



同行业平均销售费用 198,096.50 

公司报告期内销售费用总额 505,682.10 

公司报告期内销售费用占营业收入比例（%） 11.97 

修订后：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同行业可比公司 销售费用 销售费用占营业收入比例（%） 

哈药股份 76,102.24 6.33 

国药股份 69,401.12 1.91 

上海医药 71,126.18 5.66 

复星医药 579,053.56 31.24 

同仁堂  265,925.81 19.88 

同行业平均销售费用 198,096.50 

公司报告期内销售费用总额 895.88 

公司报告期内销售费用占营业收入比例（%） 1.56 

三、对《年报》“第五节 重要事项/十七、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的工作情况/(四) 

环境信息情况” 中补充披露以下内容： 

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 号——年度报告

的内容与格式》第四十四条规定，经核查，公司及子公司不属于环境保护部门

公布的重点排污单位。公司及子公司在日常生产经营中认真执行《中华人民共

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

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法》等环保方面的法律法规，

报告期内未出现因违法违规而受到处罚的情况。 

四、对《年报》“第五节 重要事项/三、报告期内资金被占用情况及清欠进

展情况” 中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期末余额修订如

下（修订部分数字加粗表示）： 

修订前：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

余额 
报告期内发生的

期间占用、期末

归还的总金额 

报告期内已清欠情况 

期初金额 
报告期内 

发生额 
期末余额 

预计

偿还

方式 

清偿

时间 

报告期内

清欠总额 

清

欠

方

式 

清欠金额 

清欠

时间

（月

份） 

102,102.80 8,331.35 93,771.45 还 款

和 抵

债 

预计

2019

年底 

0 17,281.87 现

金

偿

17,281.87 1-4

月份 



还 

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资金的决

策程序 

详见上年度年报和问询回复函公告 

报告期内新增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的原因 拟收购新依科股权定金 5000 万 

导致新增资金占用的责任人 许德来 

报告期末尚未完成清欠工作的原因 新增拟收购股权定金，由于未完成交易，已于 2019 年初退还。

原由于股权转让形成的资金欠款，由于中珠集团债务危机，资

金困难，不能按时偿还资金 

已采取的清欠措施 无现金偿还情况下，计划以资产抵偿债务 

预计完成清欠的时间 2019 年 6 月 30 日前 

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清

欠情况的其他说明 

 

修订后：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

的余额 

报告期内发生的

期间占用、期末

归还的总金额 

报告期内已清欠情况 

期初金额 
报告期内 

发生额 
期末余额 

预

计

偿

还

方

式 

清偿

时间 

报告期内

清欠总额 

清

欠

方

式 

清欠金额 

清欠

时间

（月

份） 

102,102.80 -3,331.35 98,771.45 还 款

和 抵

债 

预计

2019

年底 

0 17,281.87 现

金

偿

还 

17,281.87 1-4

月份 

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资金的

决策程序 

详见上年度年报和问询回复函公告 

报告期内新增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的原因 拟收购新依科股权定金 5000 万，子公司向控股股东关联方开

具商业承兑汇票 5000 万。 

导致新增资金占用的责任人 许德来 

报告期末尚未完成清欠工作的原因 新增拟收购股权定金，由于未完成交易，已于 2019 年初退还。

原由于股权转让形成的资金欠款，由于中珠集团债务危机，资

金困难，不能按时偿还资金 

已采取的清欠措施 无现金偿还情况下，计划以资产抵偿债务 

预计完成清欠的时间 2019 年 6 月 30 日前 

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

清欠情况的其他说明 

 

五、对《年报》“第六节 普通股股份变动及股东情况/三、股东和实际控制

人情况/ (一) 股东总数” 中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



(户) 修订如下（修订部分数字加粗表示）： 

修订前：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44,292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

数(户) 
45,137 

修订后：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44,292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

数(户) 
51,879 

以上内容的修订不涉及公司 2018 年主要财务数据，不会对公司 2018 年度

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造成影响。除上述补充内容外，其他内容未发生变化，修

订后的《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修订版）》全文及摘要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www.sse.com.cn）。 

特此公告 

 

 

 

中珠医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六月二十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