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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批红花注射液已召回公司

振东制药：多原因致热原不合格 并购安特为丰富产品线
第一批药品已召回
本报记者 李未来 长治报道

红花注射液中的热原是怎样产生的，振东制药依然没有定论。

中秋过后， 山西省长治

“红花注射液是我们去年新做

市平顺县绵延的山峦上植被

的药， 其实说明书上已经注明了可

目前，食药监总局要求所有医

在食药监总局发布通告前后，振东
制药多次对该批次产品进行检验。

热原量达 1μg/kg 就可引起人体不
良反应，主要为发热，热原的存在

题，具体原因并不明晰。
“不合格的检验结果是山东省

渐稀， 这里位于太行山脉南
段，曾经的太行抗日根据地，

能发生的不良反应，包括寒战、发热

疗机构立即停止使用该批号产品，

“
发生这个事情以后， 我们自己

对供静脉注射用的中药注射剂临

食品药品检验研究院出的，山西省

等。”振东制药证券代表在接受记者
采访时表示， 现在这些患者用了抗
过敏的药以后已经痊愈了， 没有什

并责令山西振东安特生物制药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振东安特”）立
即召回上述批号产品。

进行了检验， 并委托第三方检验，都
没有出现热原不符合规定的情况，现
在已把留样和已召回的药品送交给

床使用危险性很大，随注射剂注入
人体后，产生的反应有发冷、发热、
战栗、恶心呕吐、体温上升等，严重

食品药品检验所的检验结果还没
有出，如果检验合格，也可能是因
为地域差异。 但不管怎样，这一批

如今已成为天然中药材的重
要产地。 山西振东制药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振东制
药”，300158.SZ）在这里开发
种植了 50 万亩中药材项目，
约占平顺县域面积的四分之

事实上，早在 8 月底，国家药

山西省食品药品检验所，结果还没有

的甚至危及人的生命。

次的药品是不能再销售了，” 振东

记者查询红花注射液说明书
了解到，该药品主要用于治疗闭塞

品不良反应监测中心便已监测发
现红花注射液在山东、新疆等地引

出来，”振东制药证券代表表示。
红花注射液中的热原是怎样

振东制药证券代表告诉记者，有
很多原因都会导致热原的产生，比如

制药证券代表表示。
解放军 263 医院急诊科主任单

性脑血管疾病、冠心病、脉管炎。 其

发了不良反应。

产生的，振东制药依然没有定论。

原材料不合格、 生产流程不规范等

志刚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中药

一。为此，振东制药成立了多
家公司从事中药材种植和加
工业务。 振东制药证券代表

不良反应的其中一项为全身性损
害，包括过敏样反应、过敏性休克、
寒战、发热、面色苍白等。

在第一时间对该批次药品进行了
召回，第一批召回的产品在 9 月 23

据了解，热原是能引起恒温动
物体温异常升高的致热物质。 中药
注射液中“热原”主要是细菌性热

等。热原不合格并不代表这个产品本
身有问题，运输过程中也可能导致热
原产生，有时候药品出厂时是没有问

注射液在临床应用很广泛，很少出
现过敏等不良反应，热原检验不合
格可能与中药材提纯有较大关系，

在接受《中国经营报》记者采
访时表示， 公司的初衷是希
望从源头上控制产品质量，

根据此前不久山东省食品药品
检验研究院检验，批号为 20170404

日食药监总局发布通告之前已经
到位，目前正在陆续收回。 据了解，

原，如某些细菌的代谢产物、细菌
尸体及内毒素，中药注射剂中含有

题的，但如果在运输过程中出现温差
较大等情况， 也可能导致热原有问

如果杂质较多，就容易产生热原。

制定中药材标准体系。
然而，因旗下红花注射
液热原检验不合格，振东制
药的原材料管理、生产流程
安全性等受到质疑。
近日， 红花注射液在多
地引发不良反应，并因热原检
验不合格被国家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总局（以下简称
“
食药
监总局”）责令召回。振东制药
方面表示，该批次药品正陆续
召回中，公司自检以及第三方
检验结果均没有问题，具体要
等山西省食品药品检验所的
检验结果。
记者了解到，在 50 万亩
种植项目中，振东制药自营的
只有几千亩，其他为指导农户

么太大的问题。

的红花注射液热原不符合规定。

据上述证券代表称，振东制药

净利润 10%来自政府补助
“
种植基地项目就是为了树立一个标杆，便于我们申请课题项目，以及从政府那里得到补贴，”张建新表示。
记者通过采访多名中医药专

据上述证券代表称，公司种植

道地药材总部便位于平顺县山

记者，公司一共分为三块业务：种植

“种植基地项目就是为了树立

家了解到，中药注射剂的原料是各
种草药，来源复杂，原材料加工贮
藏、药品生产、运输等过程中都容
易产生热原。

开发中药材正是为了从源头上保
证原材料的质量。 做到一定规模以
后，公司希望通过带动当地农民种
植来增加他们的收入，以达到扶贫

南底村。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振
东制药主要采取两种方式进行开

一个标杆，便于我们申请课题项目，
以及从政府那里得到补贴，”张建新

发：一是租用农民土地种植，相当于
自营基地；一是指导当地农民自己

基地、仓储和销售，其中种植基地是
亏损的，因为管理成本太高。“
据了解，在采集药材的农忙时
期，种植基地要雇用人工，另外，采

的效果。

种植，再从其手中收购。 当地村民

集、运输、晾晒、加工等都需要付出

示，报告期内振东制药共获得政府补

东制药建立了约 80 万亩中药材种
植项目，并成立了山西振东道地药

在长治市平顺县的沟壑和山
岚中， 振东制药共开发了约 50 万

告诉记者，种植以及采集中药材带
来的收入确实让他们有所获益。

成本，与直接从农户手中收购相比，
并不划算。

助约 1721 万元，约占净利润的 10%，
同比增长 143.8%，包括农委、工信部

材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道地
药材”）、山西振东道地连翘开发有

亩中药材种植项目，有党参、连翘、
黄芪、黄芩、柴胡、地黄、山桃仁、酸

然而， 在 50 万亩种植项目中，
道地药材的自营基地只有几千亩，

然而，即便如此，振东药业依然
在长治各县维持了一定数量的种植

以及振东制药分公司所在地政府的
财政补助，其中仅工信部给予的
“因

限公司（以下简称“道地连翘”）等

枣仁、远志、知母、山楂、山茱萸等
多种药材。

并且这部分仍处于亏损状态。

基地。 张建新表示，这主要是为了
争取政府补贴以及课题项目。

的补助”一项便达到 1134.79 万元。

而据了解， 在原材料方面，振

多家公司进行管理。

道地药材副总经理张建新告诉

表示。
据振东制药 2017 年半年报显

从事国家鼓励和扶持特定行业、产业

并购丰富产品线
一直以来，红花注射液的销售收入占振东制药净利润均小于 0.01%。 事实上，振东安特对振东制药的业绩贡献也并不突出。

自主种植，而自营种植基地为
其带来较多政府补助。

振东制药在平顺县开发了 50 万亩中药材种植项目，但自营基地只有几千亩。 图为振东制药位
于平顺县山南底村的连翘种植基地。
本报记者李未来／摄影

对于红花注射液的召回， 振东
制药认为影响并不大。

特的 5.86%。
一直以来，红花注射液的销售收

新厂。 截至 2017 年上半年，振东制
药已对振东安特投入 2.32 亿元。 记

药”）全部股权，增加了一批治疗心
脑血管的西药品种；2016 年， 振东

9 月 26 日， 振东制药发布澄
清 公 告 称 ，2016 年 红 花 注 射 液 销

入占振东制药净利润均小于 0.01%。
事实上，振东安特对振东制药的

者梳理发现，自收购至今，振东安特
累计为振东制药贡献净利润约 1.1

制药以 26.5 亿元的价格收购康远
制药 100%股权，新增了非处方药产

售收入为 820.44 万元， 占振东安
特销售收入的 2.66%，占振东制药

业绩贡献也并不突出。 2017 年上半
年， 振东安特实现营业收入 1.24 亿

亿元，其中扣非后净利润仅约 5900
万元。

品系列。
“泰盛制药文号比较多，大概有

销售收入的 0.25%。 红花注射液净
利润 38.20 万元， 占振东安特净利

元， 占振东制药总营收的比例为
7.68%；实现净利润 134.06 万元，占振

振东制药证券代表称， 当初收
购振东安特主要是看中脑震宁这款

400 多个，品种也比较好。 康远制药
主要是 OTC 的产品， 我们之前只

润的 1.41%。 2017 年上半年红花注
射液销售收入为 1221.41 万元，占

东制药总净利润的比例仅为 0.83%。
资料显示，2011 年 7 月， 振东

药品，其治疗脑震荡的功效比较好。
事实上，为了丰富产品线，振东

有处方药， 在广告宣传方面不太便
利， 而康远制药的产品是可以做广

振东安特销售收入的 9.97%， 占振
东制药销售收入的 0.76%。 红花注

制药以 1.12 亿元收购了安特制药
100%股权。 2014 年 8 月，振动制药

制药进行了一系列收购。 早在 2007
年， 振东制药收购了山西大同泰盛

告宣传的。 收购以后， 我们就可以
‘两条腿’走路，”振东制药证券代表

射液净利润 15.77 万元， 占振东安

计划投资 8000 万元建设安特制药

制药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泰盛制

告诉记者。

应收账款居高不下

应收账款超过营业收入

德展健康剥离销售网络为避风险

即对其发布了问询函。

以内，有坏账计提。公司和海南康宁

颇为亮眼。德展健康是 2016 年借壳
天山纺织上市的企业， 主营产品为

自上市以来， 德展健康的业绩

杜业松此前接受本报记者采访
时表示，基于上市公司对赌协议、两

是长期伙伴， 合作一直很顺畅，况
且， 海南康宁的应收账款占比也在

本报实习记者 阎俏如

减持计划公告， 随后受到深交所

直居高不下， 且其对第一大客户

心脑血管药物与抗肿瘤药物等。 公
司主打产品阿乐（阿托伐他汀钙片）

票制等政策变动的压力， 公司意识
到扩大销售是唯一的途径， 其中对

不断下降。
对于销售模式的合理性， 在回

记者 李未来 北京报道

关注。 9 月 27 日， 德展健康发布

海南康宁药业有限公司 （以下简

在国内调 / 降血脂药物领域市场占

的补充公告， 坦承由于该部分股
份未到解禁期， 减持计划存在不
确定性。 而在此前的 9 月 13 日，
由于新疆梧桐树未及时披露股权
质押的相关情况而收到深交所监
管函。
自上市以来， 德展健康业绩
保持稳定上升， 但其应收账款一

称“海南康宁”）的应收账款占比
和销售收入比例处于较高水平。
德展健康董事、 董事会秘书
杜业松接受《中国经营报》记者采
访表示， 海南康宁是公司一直以
来的合作伙伴， 目前的销售模式
是为避免商业贿赂而制定的，且
公司的回款一直正常。

有率排名前三。 公司 2016 年报显
示，其营业收入、净利润双双实现同
比增长， 增幅均达 20%以上。 2017
年上半年， 公司营业收入 7.95 亿
元， 净利润 4.27 亿元， 增幅仍在
20%以上。
而在亮眼的业绩下， 公司应收
账款居高不下却屡遭诟病。 2016

海南康宁在内的经销商加大铺货导
致了应收账款的增加。
至 2017 年上半年， 德展健康应
收账款升至 9.44 亿元，甚至超过营业
收 入 1.49 亿 元 ， 占 营 业 收 入 比
118.74%。 其中，对海南康宁的应收账
款比例虽有所下降，但仍达 58.88％。
对于 2017 年上半年应收账款
高于营业收入， 杜业松称， 因为

复深交所问询函的公告中， 德展健
康以上市公司昆明龙津药业作为类
比，称其同样采取
“精细化的区域招
商代理 + 专业化学术推广”的销售
模式，并取得优异成果。但据龙津药
业 2017 年半年报， 其应收账款为
1559 万元，仅占营业收入 1.33 亿元
的 11.75%。
另外， 二者应收账款的计提标

年， 德展健康期末应收帐款余额
7.64 亿 元 ， 占 当 年 营 业 收 入 的
52.95%。 其中，对海南康宁就有 6.47
亿元， 占应收账款总额的 84.68%。
高比例的应收账款也引起了深交所
的关注，2016 年报公布后， 深交所

2017 年上半年公司销售进展较快，
产生了高额营业收入， 但应收账款
的账期是跨越营业收入账期的，所
以出现这种情况。同时，公司的销售
回款一直都很正常， 没有出现过欠
款难收的情况。 而且账期都在一年

准也有差别， 其中德展健康 1 年以
内（含 1 年）账龄的应收账款计提比
例为 1%， 而龙津药业对应比例为
5%。 半年报显示，德展健康 9.54 亿
元的应收账款账龄几乎全部为 1 年
以内（含 1 年）。

第三大股东的一系列动作搅
乱了德展大健康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德展健康”，000813.
SZ）的一池秋水。
9 月 22 日， 德展健康发布第
三大股东新疆梧桐树股权投资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新疆梧桐树”）

第三大股东频繁减持
9 月 13 日， 德展健康披露了
其股东新疆梧桐树收到深交所监
管函的公告。 监管函显示，根据德
展健康 9 月 12 日披露的《关于股
东质押部分股权的公告》， 截至
2017 年 5 月 22 日，新疆梧桐树持

沉寂一周后， 德展健康在 9
月 22 日发布的一纸股东减持计
划公告又把新疆梧桐树推向前
台。 公告称，新疆梧桐树计划在自
公告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的六
个月内以集中竞价方式和大宗交

告不如早公告，其是以限售日来
计算的，但深交所认为股份还在
限售期，不到最后一天不管什么
情况都是限售，应该到解禁日了
再公告。 ”
同日晚间， 德展健康发布相

有德展健康股份已累计质押
120348150 股，占德展健康总股本
的 5.3691%。 在此前，新疆梧桐树
并未及时将股权质押情况告知德
展健康。
对此，杜业松回复记者称，新
疆梧桐树并非上市公司， 不会时
刻关注证监会有关规定， 可能是

易方式减持德展健康不超过 3%
的股份。
随之而来的便是深交所的关
注。 9 月 25 日，针对该减持计划，
深交所对新疆梧桐树发出关注函
指出， 根据德展健康相关报告和
公告， 新疆梧桐树在德展健康重
组过程中出具过股份限售承诺和

关补充公告，称根据深交所要求，
经过新疆梧桐树自查， 减持股份
执行时间为 2017 年 10 月 20 日至
2018 年 4 月 20 日，不存在违反相
关意向、承诺的情形，且没有违反
相应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但
由于解禁时间未到， 本次减持计
划存在减持方式、时间、数量、价

据德展健康 2017 半年报和相
关公告，2016 年公司对第一大客户
海南康宁的销售额达 10.74 亿元，
占总销售额的 74.44%。 但在 2017
年半年报中， 德展健康并未披露前
五大客户的销售情况。
据了解，自 2013 年 11 月，德展
健康子公司嘉林药业逐步将其销售

中国商业贿赂案的警示。 2014 年 9
月，长沙市中院经审理查明，葛兰素史
克中国为扩大药品销量、 谋取不正当
利益，采取贿赂销售模式，以多种形式
向全国多地医疗机构从事医务工作的
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数额巨大。葛兰
素史克中国被判罚金 30 亿元。
“我们担心营销网络会出问题，

杜业松表示，两票制对公司销售有所
影响，但并不大。在其看来，在公众预
期中，两票制会带来很大冲击，但从
各省实际推行情况来看， 其进度不
一。 完全推广两票制的省份并不多，
因此对公司经营影响不大。
另外， 据了解，2014 年港股上
市公司山东绿叶制药曾计划收购嘉

对政策了解不足、 信息披露意识
缺乏导致的疏忽。“上市公司只是
被动的信息披露义务人， 我们要

业绩补偿承诺， 持有的该部分股
份在公告时尚处于限售状态 （预
计限售期满日 10 月 11 日），减持

格的不确定性， 也存在是否按期
实施完成的不确定性。
另外， 记者查询国家企业信

接到正式通知才能对外公告。 他
们没告诉我们， 我们也不敢随便
说。 ”杜业松称，“这不是什么严重
的问题。 ”
而记者发现， 在德展健康 8
月 19 日披露的半年报中，新疆梧
桐树所持该部分股份就已经显示
为
“质押”状态。

计划的实施尚存在不确定性。
9 月 27 日 ， 杜 业 松 回 复 本
报记者称，新疆梧桐树在这件事
上的确考虑不周全。 由于减持计
划需要提前十五个交易日公告，
其原本计算，从发布公告到解禁
日刚好是十五日， 到期即可生
效。“新疆梧桐树可能觉得晚公

息公示系统发现， 新疆梧桐树的
地址和名称已经在 9 月 13 日双
双变更， 其地址由新疆乌鲁木齐
市变更为西藏拉萨市， 名称变更
为西藏锦桐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而在德展健康 9 月 13 日之后的
公告中使用的名称仍为新疆梧桐
树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模式由自营推广为主改为以经销商
推广销售模式为主， 并选择海南康
宁作为重点合作经销商， 原从嘉林
药业离职的销售推广人员大部分被
海南康宁接收。 另外，自 2015 年开
始， 海南康宁逐步将直调方式改为

影响我们的药厂，就把销售网络剥离
让别人负责。 他们负责的同时就要承
担相应的责任，如果药品销售环节出
了问题， 追溯到经销商就是终点，不
会影响药品品牌，也不会影响公司名
声。 实践证明我们这种措施是有效

林药业 100%股权，但同时提出先决
收购条件——
—德展健康终止与海南
康宁的经销协议。 由于公司未能达
到该条件，收购计划夭折。
杜业松对此表示，和外界一样，
绿叶制药当时不了解公司的经营模

非直调方式， 即采购的药品要先运
输至海南康宁仓库， 再转运销售给
各二级经销商。
对于为何将销售网络剥离，杜业
松表示， 这缘于 2014 年葛兰素史克

的，第一销售稳定且不断增长，第二
品牌价值在不断提升。 ”杜业松称。
但在国家推进
“
两票制”、提倡减
少销售环节的背景下，德展健康这种
背道而行的销售模式是否受到影响？

式，认为与海南康宁合作存在风险，
因此合作终止了。“这只是很小的一
个原因， 并购这种事情要考虑的因
素很多， 他们是综合考虑后决定终
止合作的。 ”杜业松称。

剥离销售网络为避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