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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药·健康

首现扣非净利负增长
迪安诊断遭遇“七年之痒”

B11

遭违法广告拖累
同仁堂对经销商监管遇考

本报记者 张玉 曹学平 上海报道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50 亿元，同比增

迪安诊断共耗资超过 30 亿元并购

年，由于新建实验室陆续投入运营，

上市 7 年来一直保持高速发展
的迪安诊断技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长 33.05%；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
利润为 2.20 亿元，同比下降 10.46%。
值得注意的是，这是迪安诊断上市以

了 18 家公司。 然而，外延式扩张的
高速发展也带来了负债飙升、 商誉
减值等并发
“
后遗症”。 此外，竞争对

尚处于建设投入期； 总部的基地大
楼启用，年折旧等使用成本增长；同
时为满足业务增长、 拓展版图等需

本报记者 阎俏如 曹学平 北京报道

来首次出现扣非净利负增长。

手的不断扩张也给迪安诊断内生式

求， 公司银行贷款及公司债的融资

电视药品广告被戴上“紧箍”后，网络平台成了违法药品
广告新的滋生土壤。

正面临自己的首度业绩停滞期。
据公司日前发布的年度报告，

事实上， 迪安诊断近年来业绩
的高速增长离不开其大规模的并购

增长设置了不小的挑战。
对于公司业绩及企业发展相关

方式新增 7777 万元的财务费用；计
提商誉减值 3777 万元，综上因素，公

在近期今日头条广告“二跳”事件中，北京同仁堂股份有
“同仁堂”）被牵涉其中。 据央视
限公司（600085.SH，以下简称

2017 年迪安诊断实现营业收入 50.04
亿元，同比增长 30.86%；归属于上市

举措。

问题， 迪安诊断相关负责人在接受

司 2017 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利润

财经《经济半小时》节目内容，违法广告发布者在今日头条首

的实现受到一定影响。

页发布符合规定的同仁堂产品广告，消费者点击广告后跳转
到的页面开始播放违法、违规广告内容，并引导消费者添加

（300244.SZ，以下简称“迪安诊断”）

从 2013 年至 2017 年的 5 年间，

《中国经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2017

外延式扩张遇坎儿

假冒同仁堂商标的微信号销售产品。
同仁堂客服对此回应， 今日头条上的广告是个人行为，

据相关媒体统计，从 2013 年至 2017 年的 5 年间，迪安诊断共耗资超过 30 亿元并购了 18 家公司。

跟同仁堂没有任何关系， 同仁堂从未在其上发布任何广告。
同仁堂品牌也是违法广告的受害者。
不过，《中国经营报》记者发现，这些广告发布者是如何

成立于 2001 年的迪安诊断是

2016 年同比增长了 42.03%； 管理费

一家以提供诊断服务外包为核心业
务的第三方独立医学诊断服务机

用为 6.39 亿元，同比增长 41.49%；财
务 费 用 为 1.12 亿 元 ， 同 比 增 长

构，业务涵盖医学诊断服务、诊断产
品和服务营销、 司法鉴定、 健检事

229.85%。对于上述费用的变动情况，
公司方面表示， 主要系公司业务版

业、冷链物流、诊断技术研发生产、
CRO、生物样本库等领域。

图扩张、 总部基地大楼启动等所带
来各项费用的增加。

上市以来， 迪安诊断业绩一直
保持 30%以上的高速增长。 数据显

此外，2017 年，公司经营活动产
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大幅下滑

根据《经济半小时》报道，今日头条上的违法广告发布
者，先在首页投放一则符合规定的广告，但用户点击广告后，

示，2011 年～2016 年，公司营业收入
分别为：4.82 亿元、7.06 亿元、10.15

70.88%。公司方面对此解释称主要系
产品销售业务规模增加， 导致应收

会跳转到其他页面，该页面或引导用户添加销售微信，或播
放违法广告内容。

亿元、13.35 亿元、18.58 亿元 、38.24
亿元， 与上年相比分别增长了
40.55% 、46.42% 、43.75% 、31.48% 、

账款及存货余额增加所致。 截至
2017 年末， 迪安诊断资 产 总 计 为
73.9 亿元， 负债总计 44.43 亿元，资

其中一则“同仁堂牌葛根山药胶囊”广告宣称糖尿病能
够被轻松化解，并且广告中利用所谓专家讲解和治愈者的身
份证照片作为宣传。
《广告法》第十四条明文规定，药品、医疗器械广告不得
含有不科学的表示功效的断言或者保证；不得说明治愈率或
者有效率；不得利用医药科研单位、学术机构、医疗机构或者
专家、医生、患者的名义和形象做证明的内容。

拿到同仁堂相关产品经销权仍是待解之谜。 同仁堂方面对此
也未向本报记者做出回应。

同仁堂遭殃
在这场风波中，同仁堂站在了受害者的位置。

39.18%、105.7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产负债率为 60.12%，较 2016 年度末

东的净利润分别为：4220.83 万元、
6018.77 万元、8609.33 万元、1.25 亿

的 55.47%增长了 4.65%。
另据迪安诊断日前发布的

云南昊邦迪安医学检验所建设项目 2017 年亏损 118.95 万元。

元、1.75 亿元、2.63 亿元， 与上年相
比 分 别 增 长 了 30.23% 、42.6% 、

2017 年计提资产减值准 备 公 告 显
示，公司对 2017 年度末存在可能发

43.04%、44.71%、40.30%、50.33%。
记者注意到， 迪安诊断业绩高
增长背后是近年来不断加快并购步
伐。 据相关媒体统计，从 2013 年至
2017 年的 5 年间， 迪安诊断共耗资
超过 30 亿元并购了 18 家公司。2017

生减值迹象的资产进行全面清查和
资产减值测试后，计提 2017 年度各
项 资 产 减 值 准 备 共 计 4932.94 万
元， 其中， 计提商誉减值准备为
3776.80 万元。
“随着公司不断发展壮大，对资

自身经营活动现金流量水平， 以及
非公开发行完成（需证监会核准）有
效降低财务杠杆等举措， 将进一步

由于研发周期长、成本高，大部分企
业都选择收购模式，“但前提是要有
资本”。

解决相关问题。 公司将有效平衡速
度与耐力的关系， 夯实业务的同时
完善内部管理， 为未来的发展打下
坚实的基础。 ”迪安诊断方面在回应
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那么， 迪安诊断不断并购所需
要的大量资金从何而来？
记者注意到，2017 年 10 月，迪
安诊断发布 2017 年非公开发行股
票预案(修订稿)，拟募集资金总额不

年报告期内， 公司新设 27 家子公
司， 注销 1 家公司，3 家公司涉股权
交易，2 家公司涉股权转让。
不过， 快速扩张也导致公司相
关费用在不断增加。 数据显示，2017

金的要求也越来越高，目前，公司对
于负债和现金流进行了重点关注，
现处于可控状态。 未来随着新设网
点逐步盈利、 创新模式带来更高的
业绩回报、 加大特检领域布局增厚

在第三方医药服务平台麦斯康

超过 23.73 亿元，用于收购广州迪会

莱创始人史立臣看来， 此类机构的
发展模式主要由诊断服务和诊断产

信 64%股权及其他项目建设。 2018
年 3 月底， 为确保未来经营期内具

品两部分组成。 诊断服务方面主要
是通过和地方医院合作建立检验中

备充足的运营资金， 迪安诊断计划
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并提供担保，

年 公 司 销 售 费 用 为 4.64 亿 元 ， 较

利润，加大应收账款回收力度，改善

心，收取服务费用。 而在产品方面，

融资额度合计为 64.64 亿元。

布者第一次出售的同仁堂产品一定是真品，以此利用同仁堂
品牌吸引消费者，之后可能陆续推荐其他无名厂家的产品。
今日头条 3 月 30 日回应：涉及违规广告已被立即下线，
相关广告主账户已被永久封停，并被列入诚信黑名单，涉及
代理商已被永久终止一切合作。 据悉，同仁堂相关产品已经
暂停了生产和销售，不再对外发货。
根据《经济半小时》消息，在同仁堂调查过程中，先后有
14 个假冒同仁堂商标进行所谓降血糖虚假宣传的微信号，公
司对此逐一进行了举报，有的被查封了，有的更改了图标，而
有的则显示
“投诉侵权未通过”。 时隔不到一个月，又有 13 个
新的假冒账号出现。 目前，同仁堂为了保护自己的品牌，只得

本报资料室／图

内生式增长乏力
记者注意到，截至 2017 年度末的报告期内部分实验室的收入情况并不理想。
除了外延式扩张， 迪安诊断内
生式增长的第三方医学诊断领域同

元， 南京迪安医学诊断实验室迁址
扩建项目、 新建迪安医学检验所建

比分别为 11.06%、10.26%及 9.40%。
“公司坚持‘以技术为驱动’战

坦陈， 新医改对社会办医政策红利
持续加码， 未来会有更多的社会资

样受到冲击。 年报显示，报告期内，
公司加快对各地新建实验室的布局
和投入， 随着青海迪安、 石家庄迪
安、广西迪安、海南迪安等最后一批

设项目、 迪安诊断产业基地建设项
目、 武汉兰青迪安医学检验所建设
项目报告期内无收益。
对此，迪安诊断方面回应称，公

略的实施与落地， 引进高素质专业
技术人才团队， 并持续增加研发投
入。 公司研发投入金额和研发人员
数量持续增长， 研发占比降低是因

本进入第三方医学诊断行业， 第三
方医学诊断市场规模逐渐扩大，第
三方医疗机构之间的竞争也将趋于
激烈，技术创新、模式创新、管理创

省级实验室顺利开业， 公司已建成
连锁化独立医学实验室共 38 家，完

司新设实验室的盈亏平衡时间大约
为 3 年左右， 公司前期设立的医学

为整体收入规模大幅增长所致。 ”迪
安诊断方面表示。

新等竞争维度无处不在。 与此同时，
随着整个 IVD 行业变革加速， 原有

成诊断服务全国连锁化布局。
不过， 记者注意到， 截至 2017

实验室已进入盈利期， 近两年设立
的实验室陆续进入成长阶段。

2017 年 9 月，第三方医学检验、
医学检测机构广州金域医学检验集

上游生产、中游流通、下游面对医院
和医院面对病人的结构逐渐瓦解，

年度末的报告期内部分实验室的收
入情况并不理想。 其中，天津迪安医

此外， 公司研发投入金额占营业
收入的比例也在不断下滑。数据显示，

团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并成为迪安诊
断主要的竞争对手。 此外，华大基因

上、中、下游业态相互交叉融合，共
同抢占市场资源， 随着业内外公司

学检验所建设项目报告期内亏损
68.91 万元，云南昊邦迪安医学检验

2015 年～2017 年，迪安诊断研发投入
占 营 业 收 入 的 比 例 分 别 为 4.21% 、

业务范围的不断扩大也将侵蚀迪安
诊断的市场。

不断切入 IVD 行业， 存在整个行业
模式被颠覆的竞争态势。

所建设项目报告期内亏损 118.95 万

2.69%和 2.68%； 公司研发人员数量占

迪安诊断在 2017 年度报告中

特约撰稿 王颖 对本文亦有贡献

何关系，同仁堂从未在其上发布任何广告。
兴安盟公司方面称，在今日头条上，一些号称同仁堂官
方的微信号通过“二跳”手法发布违法广告，将保健品伪装成
药品高价卖给消费者。
兴安盟公司品牌部经理尹文革证实，这些违法广告的发

采取相关产品全面下架召回的无奈之举。
同仁堂 2017 年年报中称，2017 年公司品牌管理部门一
方面运用法律手段打击各类冒充同仁堂制假、售假的违法行
为，成功处理十余起假冒公司产品案件，有效维护品牌形象；
另一方面按照同仁堂集团对全系统商标使用管理的要求，做
好商标及字号授权工作，规范无形资产的使用，有力地保障
了公司的合法权益。 公司投资管理部长期加强对下属子公司
的规范管理， 确保子公司法人治理及内控建设与公司同步，
督促其做实主业、实现长效增长。

违法广告屡遭通报
实际上， 同仁堂品牌的相关产品经常登上违法广告黑
榜，兴安盟公司更是榜单“常客”。 仅 2017 年至今，就有多地
食品药品监管部门曝光同仁堂产品的违法广告。

销售费用猛增吞噬净利 华北制药转型难见成效
本报实习记者 晏国文

“同仁堂牌葛根山药胶囊” 是北京同仁堂兴安盟中药材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安盟公司”）生产的保健品，兴安盟公
司是同仁堂间接控股的二级公司。
同仁堂客服回应称，该产品是保健品，不是药品，不具备
治疗功效；今日头条上的广告是个人行为，跟同仁堂没有任

2017 年 12 月 29 日， 江苏省食药监局发布官方公告，暂
停销售同仁堂牌葛根山药胶囊，理由是未经审批；夸大保健食
品功能；虚假宣传、情节较为严重；严重欺骗和误导消费者。
无独有偶，今年 1 月 22 日，安徽省食药监局发布药品医
疗器械保健食品违法广告公告。 将 2017 年 3～4 月份、5～7
月份、9～10 月份监测到的该省部分媒体刊播的违法药品、医
疗器械、保健食品广告进行了公布。 其中刊登在《新安晚报》，
由北京同仁堂兴安盟中药材有限责任公司生产的同仁堂牌葛
根山药胶囊的广告和刊登在《安徽商报》的同仁堂牌固源胶囊
广告因夸大保健食品功效以及表示功效的断言、保证而违规。
今年 3 月，宁夏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在近期宁夏发布的
药品、医疗器械、保健食品违法广告进行了公开曝光，并将违
法广告线索移送工商部门进行查处。 消息称，在宁夏某购物

润为 1875.97 万元， 比 2016 年大幅
减少 65.52%。
在财报中，华北制药并未明确
解释营收和净利润下滑的原因，
反而更多笔墨用于自身优势的介
绍上。
《中 国 经 营 报》 记 者 注 意 到 ，
2017 年华北制药销售 费 用 猛 增 至

13.71 亿元，比 2016 年增长 80.53%，
大幅拖累了华北制药的经营业绩。
而在销售费用下，一项名为“其他”
的费用竟高达 7.80 亿元。
华北制药在回复本报记者的采
访函中，并未对该“其他”费用做出
解释。 该公司向记者解释称，销售费
用增幅较大的主要 原 因 一 是 2017

年，公司深化改革、产业和产品结构
不断优化， 公司重点加强了化学制
剂、生物制剂的销售力度，化学制剂
药业务收入比上年增长 10.43%，生
物制剂业务收入比上年增长
113.16%；二是增强终端销售，产品推
广、学术宣传、咨询等其他费用增长
幅度较大。

华北制药财报称，其主要采取
“
经
销分销 + 招商代理 + 学术推广”的销
售模式， 通过各经销商或代理商的销
售渠道和公司销售队伍实现对全国大
部分医院终端和零售终端的覆盖。
财报数据显示，2017 年华北制
药“销售费用”猛增至 13.71 亿元，比
2016 年增长 80.53%。 华北制药解释

制，公司逐步调整营销策略，加强终
端销售，加大学术宣传及推广力度，
同时加大制剂药、生物药销售力度，
导致销售费用增加。
CIC 灼识咨询执行董事王文华
向记者介绍，两票制前，传统的药品
销售策略为制药企业低价将药品卖
给大包商， 再经过层层转包卖给医

调整这样的业务模式， 可抬高出厂
价然后通过独家经销商卖向终端。
同时企业也应该加强学术推广。
记者特别注意到， 在销售费用
中，一项名为“其他”的费用竟高达
7.80 亿元，占总销售费用的 56.90%；
而在 2016 年度该
“其他”费用为 1.82
亿元，占当年总销售费用的 23.91%。

他”费用构成以及原因，华北制药并
未作出详细说明。
“
药企需要和多个机构和人员接
触，如各医疗机构不同科室的医务人
员、经销商以及政府官员等，期间会
产生大量的招待应酬费用。另外一般
出现医疗事故相应的药企会联合承
担赔付责任，期间产生的费用也可能

频道多次播出的保健食品“同仁堂葛根山药胶囊”广告存在
违规，涉及疾病预防、治疗功能，而事实上保健食品并不具备
治病功能。 同样，该产品具备生产企业名称和产品批准文号，
并非三无产品，但其广告不符合相关法规。
同仁堂方面则认为，违法广告是由相关媒体平台发布，由
于消费者不明真相、不断投诉，同仁堂才遭到个别省市工商部

称，2017 年医药销售全面实施两票

院等终端。 两票制实施后药企需要

对于大幅增加且占比超一半的“其

计入这个名目。 ”王文华指出。

药为主向制剂药为主的转型， 并且
重点培育和发展生物制药、 免疫抑
制剂等新治疗领域。
华北制药战略方向的变化从其
年报中产品分类上也可以看出端

倪。 在 2015 年之前，华北制药在年
报中将产品类型都分为青霉素类、
头孢类、维生素类、其他类、医药及
其他物流贸易共五类； 而到了 2015
年，华北制药将产品类型重新分类，

分为抗感染类、肾病及免疫调节类、
心脑血管类、维生素及营养保健品、
神经血液系统用药、医药中间体、其
他、医药及其他物流贸易共八类。

了屡屡违规，虽然不是你做的，因为你被公示了，你违法了，
因为违法广告虽然不是我们打的，但是却要替这些违法广告
去背锅，或者承担责任。 ”
此前，同仁堂对此声称,同仁堂品牌违法广告多次被曝光,

记者曹学平 北京报道

日前，华北制药（600812.SH）发
布了营收和净利润双双下滑的 2017
年度财报。 财报显示，2017 年其营业
收入为 77.09 亿元， 比 2016 年下降
4.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销售费用猛增

转型仍未见成效
2009 年冀中能源集团成为华北
制药控股股东后， 曾提出由生产青
霉素向头孢转型， 培育新的利润增
长点。 此后，受环保压力及限抗令影
响， 华北制药提出产品结构从原料

下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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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食品药品监督局的查处，认为自己是为违法广告
“
背锅” 。
尹文革称：“最直接的结果，就是我们的同仁堂品牌造成

皆是代理商私自所为。违法广告第一次被曝光后，该公司对此
是否采取了切实的应对措拖？ 这些广告发布者是如何拿到同
仁堂相关产品经销权的?显然，同仁堂对此问题难以回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