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代码：002118

证券简称：紫鑫药业

公告编号：2020-068

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2020年
半年报问询函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深交所印发的
《关于对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半年报的问询函》（中小板半年报问
询函【2020】第 7 号）要求公司就以下问题做出书面说明，董事会对相关事项进
行了审慎核查，现将有关问题答复如下：
一、半年报显示，2020 年上半年你公司营业收入为 1.18 亿元，同比下降
77.1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14 亿元，同比下降 469.23%，经营
性现金流量净额为 4,794.64 万元，同比上升 108.42%。你公司称因受疫情影响
公司复工复产延迟，导致上半年主营业务收入和利润同比双降，人参深加工产
品提取物出口港澳业务受到宏观经济及政策形势影响基本停滞，预计 2020 年前
三季度净利润为-32,000 万元至-29,000 万元。
（一）请结合你公司 2020 年上半年业务开展情况详细说明本报告期净利润
大幅下降的原因及经营性现金流大幅上升的原因和合理性。
回复：
公司上半年及去年同期经营情况如下表：
单位：元
品种

2019 年 1-6 月份

2020 年 1-6 月份

变动金额

变动比例

中成药

240,943,758.62

111,685,648.89

-129,258,109.73

-53.65%

人参系列产品

270,448,996.23

724,033.74

-269,724,962.49

-99.73%

其他

2,159,883.14

5,114,538.93

2,954,655.79

136.80%

合计

513,552,637.99

117,524,221.56

-396,028,416.43

-77.12%
单位：元

项目
税金及附加

2019 年 1-6 月份
10,403,935.20

2020 年 1-6 月份
2,323,547.97

变动金额
-8,080,387.23

变动比例
-77.67%

销售费用

57,685,123.14

11,911,685.03

-45,773,438.11

-79.35%

管理费用

86,477,769.49

24,304,894.71

-62,172,874.78

-71.89%

研发费用

30,396,826.04

2,476,914.30

-27,919,911.74

-91.85%

财务费用

143,603,193.72

117,889,608.97

-25,713,584.75

-17.91%

净利润

57,882,786.34

-90,422,982.86

-148,305,769.20

-256.22%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57,914,165.44 -213,836,936.04

-271,751,101.48

-469.23%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经营板块未发生变化。
1、净利润大幅下降的原因为销售收入大幅下降所致：
2020 年上半年，受突发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全国各地实施严格的疫情防控
措施，企业复工时间延迟，原材料采购、产品生产、产品销售受阻；公司生产的
中成药产品以治疗风湿免疫类、耳鼻喉类、泌尿系统、心脑血管、肝胆类和消化
系统类疾病为主，因疫情期间医疗重点都在防疫、抗疫，主要的销售终端如医院、
药店等终端以疫情相关药品为主，导致其他药品的终端需求有所下降，对公司主
营中成药产品销售产生较大影响；同时医药行业医疗体制改革政策并未改变，药
品研发、医保支付、招投标、带量采购、新版基药目录等相关政策的影响下竞争
加剧，行业平均利润率有所下降，国家有关部门对药品零售价格的控制和调整等
政策使得医药行业面临巨大的冲击，导致公司中成药产品销售同比上年同期下降
53.65%。
公司人参板块方面，近年来随着公司人参产品不断研发、人参深加工产品生
产技术逐渐提高、人参深加工产品销售方面通过努力在队伍组建、渠道铺设、产
品招商、区域拓展和品牌建设等一系列重要工作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和进
展，同时公司对植物提取物、人参提取物、人参皂苷单体分离方法的研究、产品
的开发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公司逐步在人参相关产品销售调整业务结构，改变了
原来以销售白参、红参、生晒参等人参粗加工产品为主的策略转变为以销售附加
值较高，生产工艺、生产流程、生产技术较复杂的人参茎叶提取物、人参提取物、
模压红参、林下金参产品等深加工产品为主，2020 年上半年，人参深加工产品
销售终端如专柜、药典等，因突发疫情基本停滞，需重新夯实搭建，同时人参深
加工产品提取物出口港澳业务受到宏观经济及香港政策局势影响基本停滞，总体
对公司人参板块业务带来极大影响，导致公司人参版块产品销售同比上年同期下
降 99.73%。
2、经营性现金流大幅上升的原因为未进行林下参战略储备所致

报告期内公司通过《人参普查数据》结合人参产业办部门的实际勘察遴选，
现有符合公司对林下参总体要求的林下参资源较少，同时考虑公司 2020 年度运
营资金紧张，公司报告期内并未大量采购的林下参，因此经营性现金流大幅上升。
项目

2019 年 1-6 月份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2020 年 1-6 月份

变动金额

变动比例

308,226,029.41

236,505,078.96

-71,720,950.45 -23.27%

3,063,315.03

14,770.74

-3,048,544.29 -99.52%

92,207,843.20

35,452,842.20

-56,755,001.00 -61.55%

现金流入小计

403,497,187.64

271,972,691.90

-131,524,495.74 -32.60%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620,453,985.14

163,295,712.96

-457,158,272.18 -73.68%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63,152,990.65

22,438,432.98

-40,714,557.67 -64.47%

支付的各项税费

46,939,087.17

1,921,112.08

-45,017,975.09 -95.91%

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242,404,258.24

36,371,035.96

-206,033,222.28 -85.00%

现金流出小计

972,950,321.20

224,026,293.98

-748,924,027.22 -76.97%

-569,453,133.56

47,946,397.92

617,399,531.48 108.42%

收到的税费返还
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二）请说明第三季度仍亏损的原因、你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是否存在重大
不确定性以及拟采取的改善经营业绩的具体措施。
回复：
1、第三季度仍亏损的原因
2020 年上半年因突发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暂时导致公司经营业绩大幅下降，
致使经营性资金紧张，同时出现了银行贷款逾期情况。第三季度公司药品板块虽
恢复生产经营，但业绩有所放缓，人参板块销售终端因上半年疫情期间停滞，需
重新夯实搭建，同时人参深加工产品提取物出口港澳业务受到宏观经济及政策形
势影响基本停滞，总体对公司人参板块业务带来极大影响。另外，公司柳河医药
产业园等项目陆续达到使用状态，相关折旧费用增加。虽公司计划 2020 年下半
年进行大规模人参库存等相关产品销售，同时出售处置部分亏损子公司，但相关
事项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因素，公司董事会基于审慎原则，预计公司 2020 年前三
季度业绩亏损。
2、拟采取的改善经营业绩的具体措施
（1）生产经营方面：

目前为公司贡献主营业务经营业绩的主要为中成药产业、人参产业，均属于
国家政策支持产业，公司计划进一步加大经营力度，在不影响生产销售和正常运
营的前提下，进一步进行经营管理“开源节流”。重新核定员工数量及人员薪酬；
将在采购、生产、销售等环节开展系统梳理，逐个项目核定成本绩效，降低成本，
提高销售价格，加大利润空间，增加销售渠道，在传统基础上增加线上销售，加
大销售规模化，同时公司积极清理应收账款进行资金回笼，争取利润最大化。通
过立体化销售举措，以生产经营为主体，以开源节流为手段，以扩大销售规模为
策略，确保增加盈利空间。
（2）重大举措方面
公司控股股东康平公司在完成引进国有背景的战略投资者暨公司引进参股
国有背景的战略投资者后，公司有计划后续生产经营将主要围绕在吉林省通化市
及柳河县地区开展，公司拟定处置包括但不限于通化市及柳河县地区以外的部分
亏损子公司（此项已经开始陆续实施，亏损子公司吉林紫鑫敦化医药药材有限公
司已经完成出售），从而达到公司实现“减负瘦身”的效果。
公司 2009 年进入人参产业，正值中国人参产业因国外贸易打击而导致的产
能过剩时期， 为了吉林省人参产业的健康发展，我公司对当时人参产能过剩部
分进行了战略性储备（参考 棉粮油），至今公司仍独立承担过剩人参产能储备
的责任，为稳定人参市场起到了显著作用， 有效的保证了中国人参的市场价格
和市场周期的稳定，并有效的防范了参农盲目种植带来的 社会风险、市场风险，
促使吉林省人参产业的发展，同时为维护社会、经济等多方面稳定做 出贡献，
公司在吉林省振兴人参产业发展过程中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虽然做
出 了突出巨大的贡献，但公司在承担人参产业发展重要角色的同时，出现了经
营性资金流羸弱情况。根据公司董事会通过深度研究制定的《人参产业发展战略
规划》（2018-2022），公司有计划在保证公司人参精深加工产品原材料需求的
同时进行大规模人参库存销售，从而达到调整公司整体资产及负债情况，同时减
少因人参库存带来的负面影响及舆论压力，以保证公司持续经营能力。
二、2020 年 6 月 10 日，你公司披露债务逾期公告，称存在 11.55 亿元债务
逾期。
（一）请你公司补充披露截至本问询函回复日债务逾期进展，是否存在新增

逾期或者违约的情况，是否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并说明债务逾期事项对你
公司生产经营的影响。
回复：
公司截至本回复日债务逾期情况如下：
单位：元
借款单位
吉林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延边分行
吉林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延边分行
吉林和龙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吉林柳河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国通信托有限责任
公司
合计

期末余额

借款利率

逾期时间

逾期利率

86,000,000.00

6.53% 2020 年 05 月 20 日

9.79%

110,000,000.00

4.35% 2020 年 04 月 22 日

6.53%

45,000,000.00

9.00% 2020 年 03 月 10 日

13.50%

27,000,000.00

8.70% 2020 年 03 月 13 日

13.05%

87,200,000.00

9.50% 2020 年 03 月 05 日

14.25%

355,200,000.00

--

--

--

公司于 2020 年 6 月 10 日在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上
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公开披露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部分债务逾期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49），
公司因资金状况紧张出现部分债务逾期合计 115,520 万元。
公司于 2020 年 7 月 1 日在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上海
证券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公开披露了《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0-054），
同意公司向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瑞祥支行申请办理 80,000 万元贷款，用
于借新还旧，贷款期限一年。
截止本回复日，上述银行逾期情况已经进行信息披露，公司不存在新增逾期
或者违约的情况，公司部分银行逾期情况尚未解除。
对公司的影响：
（1）因债务逾期，公司可能会面临需支付相关违约金、滞纳金和罚息等情
况，进而导致公司财务费用增加。债务逾期事项会导致公司融资能力下降，加剧
公司的资金紧张状况，对部分业务造成一定的影响。公司可能存在因债务逾期面
临诉讼仲裁、银行账户被冻结、资产被查封等风险，可能对日常生产经营造成一
定的影响。

（2）目前公司正在积极与相关债权人协商和解方案，争取尽快与债权人就
债务解决方案达成一致意见，包括但不限于展期、部分偿还等方式；同时通过加
快回收应收账款、处置资产等方式全力筹措偿债资金。
（3）公司将持续关注该事项的进展，按照法律法规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请你公司自查是否存在其他应披露未披露的事项，包括但不限于资金
占用、违规担保、重大诉讼仲裁、账户冻结、股份冻结、关联交易等，如存在，
请补充披露。
回复：
公司于 2020 年 9 月 24 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开披露了《关于公司及
子公司部分银行账户被冻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67）具体内容如下：
1、本次被冻结银行账户基本情况
单位：元
序号

公司名称

开户银行

账号

账户性质

冻结日期

实际冻结金额

220************99999

一般户

2020.7.16

728,920.76

220************39455

一般户

2020.1.21

547.40

040************22041

一般户

2020.9.22

869,721.82

922************77781

一般户

2020.7.24

39,909.96

08************390

基本户

2020.6.23

2,418,246.70

08************20289

一般户

2020.7.16

85,642.31

08************20508

一般户

2020.1.21

4.18

080************9910

一般户

2020.9.12

24.45

中国建设银行股
吉林紫鑫药业股
1

份有限公司柳河
份有限公司
支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
吉林紫鑫药业股

2

份有限公司柳河
份有限公司
支行

3

吉林紫鑫药业股

吉林银行通化柳

份有限公司

河支行
中国邮政储蓄银

吉林紫鑫药业股
4

行股份有限公司
份有限公司
柳河县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
吉林紫鑫药业股

5

份有限公司柳河
份有限公司
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
吉林紫鑫药业股

6

份有限公司柳河
份有限公司
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
吉林紫鑫药业股

7

份有限公司柳河
份有限公司
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
吉林紫鑫药业股

8

份有限公司柳河
份有限公司
支行

9

10

11

吉林紫鑫药业股

中国银行股份有

份有限公司

限公司柳河支行

吉林紫鑫般若药

吉林银行长春瑞

业有限公司

祥支行

吉林紫鑫般若药

中国建设银行磐

业有限公司

石支行

163************345

一般户

2020.9.2

23,210.96

01************3322

一般户

2020.4.24

5,105.75

220************6666

一般户

2020.1.10

192,616.98

338************862

基本户

2020.3.25

8,080.26

06************1261

基本户

2019.12.25

539,642.00

080************39241

一般户

2019.12.25

337,115.00

15************98

一般户

2019.12.25

1,013.51

4200************2378

基本户

2020.9.21

656.29

中国银行北京经
北京中科紫鑫科
12

济技术开发区支
技有限责任公司
行

13

吉林紫鑫初元药

吉林银行延边分

业有限公司

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

吉林紫鑫初元药
14

份有限公司延吉
业有限公司
开发区支行

15

16

吉林紫鑫初元药

中国银行延吉星

业有限公司

华支行

吉林紫鑫桂鹤医

工商银行长春西

药有限公司

安桥外支行
合计

5,250,458.33

2、本次账户被冻结原因
（1）公司因与山西广生胶囊有限公司合同纠纷，由柳河人民法院（2020）
吉 0524 执 446 号查封公司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柳河支行、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柳河支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柳河县支行 3 个账户，
实际冻结金额 768,830.72 元。
（2）公司因与北京盈科瑞创新药物研究有限公司合同纠纷，由北京市第一
中级人民法院（2020）京 01 执保 237 号查封公司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柳
河支行 1 个账户，实际冻结金额 2,418,246.7 元。目前对方已撤诉，北京人民法
院正在走解封账户程序。
（3）公司因与集安市吉聚参业有限公司合同纠纷，由吉林省通化市中级人
民法院（2020）吉 05 执保 22 号查封公司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柳河支行 1 个账
户，实际冻结金额 23,210.96 元。
（4）紫鑫药业 2020 年 9 月 20 日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柳河支行被冻
结金额 24.45 元。公司尚未收到涉及上述银行账户被冻结的相关法律文书，公司
正在对上述银行账户被冻结事项进行核查，暂不能确认账户被冻结的具体原因，
公司将密切关注该事项的进展情况，并根据后续进展情况及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
(5)子公司桂鹤药业因与辽宁远孚物流有限公司合同纠纷，由沈阳市沈北新
区人民法院（2020）辽 0113 民初 6876 号 6877 号查封公司吉林银行柳河支行 1
个账户、子公司桂鹤药业工商银行长春西安桥外支行 1 个账户,实际冻结金额
870,378.11 元。
（6）子公司吉林紫鑫般若药业有限公司因与中远海运租赁有限公司合同纠
纷，由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2020）沪 0109 民初 1471 号查封公司中国工商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柳河支行 1 个账户；吉林紫鑫般若药业有限公司中国建设银行磐
石支行 1 个账户，实际冻结金额 278,259.29 元，目前已和解，按还款计划还款。
（7）子公司般若药业因与磐石市恒通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合同纠纷，由
磐石市人民法院（2020）吉 0284 执 202 号查封紫鑫药业工商银行柳河支行、建
行柳河支行 2 个账户、般若药业吉林银行长春瑞祥支行 1 个账户，实际冻结金额
5,657.33 元。
（8）子公司吉林紫鑫初元药业有限公司因与集安添园参业有限公司合同纠
纷，由吉林省延吉市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9）吉 2401 执保 958 号查封吉林
紫鑫初元药业有限公司吉林银行延边分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延吉开发
区支行、中国银行延吉星华支行 3 个账户，实际冻结金额 877,770.51 元。
（9）子公司北北京中科紫鑫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因劳动纠纷，查封中国银行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银行账户，实际冻结金额 8,080.26 元。
3、账户冻结对公司的影响
截至本回复日，公司累计被冻结的资金余额 525.05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
（2019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总资产的 0.05%，占公司最近一期（2019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 0.12%；占公司最近一期（2019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总资产的 0.05%；上述被冻结的资金占公司 2020 年上半年（未
经审计）货币资金余额 1,391.34 万元的 37.74%；占公司 2019 年度（经审计）
货币资金余额 1,803.50 元的 29.11%。公司共 30 个银行账户，上述冻结公司银
行账户共 9 个，占公司银行账户总数 30%，公司及子公司合计银行账户 135 个，
以上冻结公司及子公司银行账户合计 16 个，冻结银行账户占公司及子公司银行
账户总数 11.85%；上述被冻结银行账户的资金余额较小，且非主要经营账户，

因此上述银行账户冻结事项不属于《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3.3.1 规
定的其他风险警示事项。
截至本回复日，公司 2019 年经审计净资产约为 44.44 亿元，2020 年上半年
未经审计净资产约为 42.29 亿元，经公司自查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
项，包括但不限于资金占用、违规担保、重大诉讼仲裁、账户冻结、股份冻结、
关联交易等。
（三）请你公司结合债务逾期等事项及目前生产经营具体情况，说明你公司
是否存在本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 年 11 月修订）》第 13.3.1 条、第 13.3.2
条规定的情形。请律师发表专业意见。
回复：
公司不存在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 年 11 月修订）》第 13.3.1 条、
第 13.3.2 条规定的情形。
律师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不存在《股票上市规则（2018 年 11 月修订）》第 13.3.1
条、第 13.3.2 条规定的情形。
北京市京都（大连）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吉林紫鑫药业
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半年报的问询函>之专项核查意见书》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
露媒体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三、半年报显示，你公司 2020 年 6 月 30 日存货账面价值为 67.73 亿元，
存货跌价准备为 0 元，其中消耗性生物资产 50.17 亿元，占存货的 74.07%。存
货账面价值占你公司总资产的 63.55%，占归母净资产的 160.16%。请结合半年
度业绩亏损、业务开展情况、存货价值等详细说明本期不计提存货减值的原因
及合理性，并结合存货占净资产的比重说明你公司是否存在大额存货减值风险
和净资产为负的风险。
回复：
2020 年上半年，受突发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全国各地实施严格的疫情防控
措施，企业复工时间延迟，原材料采购、产品生产、产品销售受阻；公司生产的
中成药产品以治疗风湿免疫类、耳鼻喉类、泌尿系统、心脑血管、肝胆类和消化
系统类疾病为主，因疫情期间医疗重点都在防疫、抗疫，主要的销售终端如医院、

药店等终端以疫情相关药品为主，导致其他药品的终端需求有所下降，对公司主
营中成药产品销售产生较大影响；同时医药行业医疗体制改革政策并未改变，药
品研发、医保支付、招投标、带量采购、新版基药目录等相关政策的影响下竞争
加剧，行业平均利润率有所下降，国家有关部门对药品零售价格的控制和调整等
政策使得医药行业面临巨大的冲击，导致公司中成药产品销售同比上年同期下降
53.65%。
公司人参板块方面，近年来随着公司人参产品不断研发、人参深加工产品生
产技术逐渐提高、人参深加工产品销售方面通过努力在队伍组建、渠道铺设、产
品招商、区域拓展和品牌建设等一系列重要工作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和进
展，同时公司对植物提取物、人参提取物、人参皂苷单体分离方法的研究、产品
的开发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公司逐步在人参相关产品销售调整业务结构，改变了
原来以销售白参、红参、生晒参等人参粗加工产品为主的策略转变为以销售附加
值较高，生产工艺、生产流程、生产技术较复杂的人参茎叶提取物、人参提取物、
模压红参、林下金参产品等深加工产品为主，2020 年上半年，人参深加工产品
销售终端如专柜、药典等，因突发疫情基本停滞，需重新夯实搭建，同时人参深
加工产品提取物出口港澳业务受到宏观经济及香港政策局势影响基本停滞，总体
对公司人参板块业务带来极大影响，导致公司人参版块产品销售同比上年同期下
降 99.73%。
公司存货情况如下表：
单位：元
项目
自制半成品

2019 年 1-6 月份

2020 年 1-6 月份

变动金额

变动比例

38,544,781.47

52,813,798.87

14,269,017.40

37.02%

525,589,542.45

533,117,020.56

7,527,478.11

1.43%

4,399,509,324.43

5,017,122,859.53

617,613,535.10

14.04%

30,307,619.00

28,184,835.22

-2,122,783.78

-7.00%

1,095,065,351.98

1,119,789,479.82

24,724,127.84

2.26%

包装物

19,635,996.28

16,297,276.37

-3,338,719.91

-17.00%

委托加工物资

14,586,245.69

5,756,202.18

-8,830,043.51

-60.54%

6,123,238,861.30

6,773,081,472.55

649,842,611.25

10.61%

原材料
消耗性生物资产
在产品
库存商品

合计

公司库存主要为人参库存，公司人参库存与同行业库存在存货特点上存在较

大差异，公司人参库存主要为 5 年及 5 年以上园参干品库存及地方性稀缺资源林
下参库存。
存货中消耗性生物资产如下表：
单位：元
项 目

2019 年 1-6 月份

2020 年 1-6 月份

变动金额

变动比例

一、种植业
人参种苗
林下参
其他作物
合 计

14,667,465.55

11,840,425.97

-2,827,039.58

-19.27%

4,384,640,557.38

5,005,081,132.06

620,440,574.68

14.15%

201,301.50

201,301.50

0.00

0.00%

4,399,509,324.43

5,017,122,859.53

617,613,535.10

14.04%

公司人参库存主要为 5 年及 5 年以上园参干品库存及地方性稀缺资源林下参
库存，其中公司林下参参龄平均为 10-15 年。根据 2015 年 11 月实施的《野山参
鉴定及分等质量 GB/T 18765-2015》国家标准，播种后，自然生长于深山密林 15
年以上的人参可称之为野山参。
不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的原因和合理性：
公司的存货的主要分为中药材及人参类存货。根据公司上年度销售中成药产
品以及人参产品的成本、销售费用、相关税费以及在生产过程中发生的其他费用，
估算出假设将当前存货进行出售的情况下发生的成本、销售费用、相关税费以及
在生产过程中发生的其他费用后，用测算出来的对应存货的价格区间的中间价
格，减去出假设将当前存货进行出售的情况下的成本、销售费用、相关税费以及
在生产过程中发生的其他费用后，得出可变现净值，以此可变现净值与当前存货
的账面价值比较，确认是否存在减值迹象，如果存货可变现净值低于存货账面成
本，则对其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公司在 2018 年度对公司全部人参库存进行了第三方评估，本报告期公司相
关部门根据公司产成品存货及可售半成品存货的历史销售价格结合可查询公开
市场价值的存货价格，经查询，目前 5 年以下食品级平地种植人参价格在 340-400
元/kg，5 年及 5 年以上药用级园参干品价格在 800-1200 元/KG，公司人参干品
为 5 年及 5 年以上园参。同时综合公司在周边市场调研的结果，对相关存货市场
价格进行测算，得出对应存货的价格区间。在取得对应存货的价格区间后，公司
根据存货类型，选取对应存货的中间价格作为其销售价格。

对于人参干品，公司考虑到过去三年深加工产品销售价格以及附加值情况，
同时综合以前年度对公司全部人参库存进行了第三方评估结果显示增值，以及本
报告期对人参市场价格的多次询价显示人参价格陆续上涨，同时公司最近几年人
参干品销售价格明显高于市场价格。经过测算，公司过去三年的存货不存在可变
现净值低于存货账面成本情况，未出现重大的毁损情况，因此，存货不存在减值
情况，故未计提存货跌价准备；不存在大额存货减值风险和净资产为负的风险。
四、2020 年 8 月 28 日，你公司披露《关于出售子公司股权的公告》，将全
资子公司吉林紫鑫敦化医药药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紫鑫敦化”）100%股权
以 100 万元的价格出售给吉林省恒德投资信息咨询有限公司。截至公告日，紫
鑫敦化占用上市公司资金 7,083.77 万元，受让方承诺在收购结束后 24 个月内，
偿还紫鑫敦化占用上市公司的资金。请你公司补充说明紫鑫敦化主要业务、出
售原因、资金占用形成原因、偿还时间是否合理、是否有利于保护上市公司利
益。
回复：
吉林紫鑫敦化医药药材有限公司基本信息为：
1.名称：吉林紫鑫敦化医药药材有限公司
2.注册地址：吉林省敦化市下石工业园区 0001001
3.法定代表人：张亮
4.注册资本：100 万人民币
5.成立日期：2001 年 08 月 06 日
6.主营业务：中成药 中药材 中药饮片 化学药制剂 抗生素
妆品

医疗器械

化

保健食品（包含功能性保健食品和营养素补充剂）保健品 食品 土特产 人

参食品 农副食品的批发、零售

消毒用品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紫鑫敦化医药材公司主要承担公司药品销售业务，近年来主要负责药品 OTC
产品销售业务，公司本次出售紫鑫敦化医药材公司，公司药品销售团队及业务不
发生变化，公司药品销售业务目前暂时由全资子公司吉林紫鑫桂鹤医药有限公司
具体承接，同时拟定筹划在柳河县地区设立医药公司全权负责公司药品销售业
务。

公司本次出售紫鑫敦化医药材公司有原因如下：公司控股股东康平公司在完
成引进国有背景的战略投资者暨公司引进参股国有背景的战略投资者后，公司有
计划后续生产经营将主要围绕在吉林省通化市及柳河县地区开展，公司拟定处置
包括但不限于通化市及柳河县地区以外的部分亏损子公司，紫鑫敦化医药材
2019 年经审计净利润为-1,876.67 万元、2020 年上半年未经审计净利润为
-1,797.23 万元呈现连续亏损状态，本次出售紫鑫敦化医药材，可以达到公司实
现“减负瘦身”的效果。同时公司为了柳河县经济发展正在拟定筹划在柳河县地
区设立医药公司全权负责公司药品销售业务。
紫鑫敦化医药材在转让之前为合并报表内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在药品销售
业务给与紫鑫敦化医药材利润极低，其经营性资金均向公司借款，占用的公司资
金 7,083.77 万元为紫鑫敦化医药材 2012 年起至 2020 年经营性借款。综合考虑
紫鑫敦化医药材转让后其将继续经营，同时继续保持与公司的业务合作，及新进
股东的偿还能力和承诺，公司董事会经与交易对方谨慎磋商，确定在收购结束后
24 个月内偿还占用公司资金。2020 年 9 月完成股权转让之后，截止本回复日，
紫鑫敦化医药材已向公司偿还借款合计 1,017.40 万元，欠款余额为 6,066.37
万元。
公司此次出售紫鑫敦化医药材是为处置出售通化市及柳河县地区以外的亏
损子公司动作之一，本次交易实施初步改善了公司因亏损子公司给公司经营和财
务带来的负面状况，增强公司持续经营和健康发展的能力，本次股权转让不存在
损害公司和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长远利益。
特此公告。

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9 月 26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