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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管四度行贿 康美药业为何能全身而退?

CHINA BUSINESS JOURNAL 中国经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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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对于胃疡宁丸被通报存
特约撰稿 伍月明

然大波。

在广告违法，陈李济药厂表示，

此判决书的公布，意味着康美

长李量的行贿人名单中。
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港币 30 万元。除康美外，还有丹霞
生物等 27 家药企也同样列入了行

提及的其他药企行贿的主要原因。
记者就此事向康美药业证券

药业(600518.SH)已四 度 卷 入 行 贿

刑 事 判 决 书 显 示 ，2014 年 8 月 至

贿名单。

处求证是否属实，对方称，目前没

案中。 此前，康美药业总经理马兴
田先后出现在广东省揭阳市委原
书记陈弘平、广州市委原书记万庆

2015 年 11 月 ， 蔡 明 利 用 职 务 便
利，为康美药业谋取利益，先后 3
次收受康美药业董事长兼总裁马

“主要是想和蔡明搞好关系，
不要为难公司发展。 ”康美药业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马某对

有需要反馈的地方，此事对公司业
绩没有影响。但具体内容还需致函

播出的胃疡宁丸广告， 广告内
容为胃疡宁丸 10 秒栏目冠名，
发布内容完全按广告批文内容

采访。 截至记者发稿前，并未收到

进行制作，“胃疡宁丸违法依据

良、中国证监会投资者保护局原局

某、副总经理李某贿送的现金共计

于行贿的初衷解释。 这也是案件中

其回复。

监管部门尚未能提供， 我司也
正在进一步了解中， 公司目前
掌握的信息跟公告信息出入很

28 家药企争相“进贡”，成药监

公司饭堂吃饭，每次都放港币 10 万

据媒体公开报道，此前，康美药

官员的摇钱树。
根据此案公诉方广州市海珠区

元在他的手提包里。 蔡明是省食药
监局药品安监处处长， 当时蔡明跟

业曾三度卷入贪腐案件。
2000 年至 2012 年， 李量利用担

大， 公司正在向陕西省食药监
局积极申诉。 ”
大南药”
作为广药白云山“
板块的核心旗舰，陈李济药厂生

检察院审查结果显示，2004 年 1 月
至 2016 年 6 月期间，蔡明利用职务

其联系说孩子要出国读书， 让其换
点外币给他，后来蔡明到其公司后，

任证监会发行监管部发行审核一处处
长、 创业板发行监管部副主任等职务

产的活络止痛丸与舒筋健腰丸
等药品类似，在开启广告“狂轰

便利，为丹霞生物、康美药业、深圳
路希达等 28 家企业谋取利益，先后

其就分两次送给他港币 20 万元，其
主要是想和蔡明搞好关系， 不要为

上的便利， 为康美药业等 9 家公司申
请公开发行股票或上市提供帮助，收

乱炸”模式的同时，也屡陷广告
违法和停售风波。

收受上述企业有关人员给予的贿赂
款共计人民币 532 万元、 美元 1 万
元、 港币 105 万元， 折合人民币逾
620 万元。

难公司发展。
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在证言中提到，2015 年下半年的
一天， 其和蔡明闲聊中得知他小孩

受贿赂折合人民币共计约 694 万元。
2004 年至 2011 年， 康美药业
董事长兼总经理马兴田曾行贿原揭
阳市委书记陈弘平， 共计港币 500

根据辽宁省食药监局今年
2 月 9 日通报，在《晚晴报》发布、
标示为陈李济药厂生产的活络
止痛丸药品广告，存在不科学的

其中，A 股老牌上市公司康美
药业
“进贡”力度也不算小。 据判决

去澳洲读书， 其就以送钱给蔡明为
由向公司董事长马某汇报并申请从

万元。 陈弘平为马兴田当选第十一
届全国人大代表提供帮助。

功效断言和保证等违法违规行
为。 根据相关规定，辽宁省食药

书上显示， 康美药业董事长兼总裁

公司拿出港币 10 万元。 2015 年 11

2000 年至 2014 年， 马兴田行

监局已决定暂停活络止痛丸在

马 某 证 实 ， 大 概 2014 年 8 月 和
2015 年 9 月， 蔡明两次到深圳出
差，其都约蔡明到其公司，留他在其

月左右， 其到蔡明的家所在天河区
星汇园小区约他见面，把现金 10 万
元港币送给蔡明。

贿广东省委原常委、 广州市委原书
记万庆良，涉及金额港币 200 万元、
人民币 60 万元。

辽宁省行政区域内的销售。
据了解，活络止痛丸等药品
主要采用代理销售模式，通过各
级代理商的销售渠道实现终端

本报记者 曹学平 广州报道

5 月 24 日，广东省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局药品安全生产监管处原
处长蔡明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
一审刑事判决书对外公布引起轩

四度行贿

尽管康美因屡次行贿之事受到业界苛责，但似乎并不影响其业绩。

本报资料室／图

由陕西人民广播电台农村广播

覆盖。 陈李济药厂市场部一位负

业绩不受影响
尽管康美因屡次行贿之事受到
业界苛责，但似乎并不影响其业绩。
在此则判决中，“搞好关系，不

产业链精准服务型“智慧 +”大健康
产业大型上市企业。
自上市以来，康美药业连续 16

美药业实现营业收入 91.35 亿元，
同比增长 27.68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净利润 14.23 亿元， 同比增长

最高的中医药企业。
受此利好消息影响，5 月 15 日
当天， 康美药业收盘价 25.80 元 /

则称饮片高基数上增长超 30%，继
续加大推进智慧药房。
记者就行贿一事向康美药业证

被为难”是此案中涉及行贿的康美等
多家药企提出的最为主要的原因。
公开资料显示， 康美药业成立
于 1997 年， 于 2001 年在上交所上
市， 是国内率先把互联网布局中医
药全产业链， 以中药饮片生产为核

年， 实现归属母公司股东净利润的
持续增长， 特别是自 2006 年以来，
公司净利润保持着两位数的高速增
长。而在总量基数增大的背景下，在
2017 年和 2018 年一季度， 康美药
业的业绩仍保持了良好的增长态

33.28%，上交税收 4.90 亿元，同比
增长 25.52% 。
如今， 公司的发展也受到了国
际市场的认可。 2018 年 5 月 15 日，
康美药业成功“入摩”，在 234 只被
纳入 MSCI 指数体系的 A 股中，有

股 ， 涨 跌 幅 达 到 5.57% ， 总 市 值
1283.36 亿元，股价和总市值均创下
上市以来新高。
近期， 多家券商机构对其评价
较为积极。中银国际对其评级，收入
略超预期、多线业务齐头并进。东兴

券处求证， 对方称目前没有需要反
馈的地方， 此事对公司业绩没有影
响。但具体内容还需致函采访。截至
记者发稿前，并未收到其回复。
值得注意的是， 就在判决书下
发期间，康美药业董事长、总裁马兴

心，全面打造“大健康 + 大平台 +
大数据 + 大服务”体系的中医药全

势。

18 家上市公司属于医药行业，康美
药业市值在其中位列第二， 是市值

证券则称康美药业业绩符合预期，
看好公司长期成长逻辑。 中金公司

田仍在辽宁省、 吉林省就中医药大
健康产业发展进行专题座谈。

数据显示，2018 年第一季度康

全身而退?

责人解释称，上述广告系代理商
发布，公司已与代理商终止了合
作关系。
事实上，活络止痛丸因广告
违法被责令在辽宁全省停售已
早有先例。2017 年 6 月 13 日，辽
宁省食药监局发布《关于对广告
严重违法违规产品采取暂停销
售措施的通知》（辽食药监稽发
〔2017〕60 号）称，陈李济药厂生
产的活络止痛丸在广告宣传中
存在“不科学的功效断言和保
证”等违法违规行为，省局决定
暂停上述产品在我省行政区域
内的销售。
对于药品广告审查和批文
发放监管问题， 广东省食药监
局表示，对于（广东）省内的药
品生产企业的产品在其他省份

事实上，行贿罪和受贿罪并不

及不明财产均扣押并上缴国库。 当

谋取不正当利益；从客观方面看，行

益，或者要求对方违反法律、法规、

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 处五

对等。 从这则判决书上可以看到，
康美药企等 28 家药企并未受到另
案另理。

中并没有提及到涉及行贿的 28 家
企业的问责以及处罚。
案件中，蔡明构成受贿罪，然而

为人为了谋取不正当利益实施了违
反法律、法规、国家政策和国务院各
部门规章规定的行为。 因此，如果

规章、政策、行业规范的规定提供帮
助或者方便条件。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

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情节特
别严重的， 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
者无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行

根据判决书显示，5 月 24 日，
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宣判，蔡
明犯受贿罪， 判处有期徒刑 6 年 6
个月，并处罚金人民 40 万元；犯巨

向蔡明行贿的 28 家企业却构不成
行贿罪？ 认定行贿罪的关键在哪？
广东明灿律师事务所赵云帆律
师告知记者，行贿罪和受贿罪不一

是为了谋取正当利益而给予国家工
作人员财物的， 则不构成行贿罪。
“两高”联合发布的《关于办理商业
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

三百八十九条规定：为谋取不正当
利益，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的，
是行贿罪。
第三百九十条进一步规定了对

贿人在被追诉前主动交代行贿行为
的，可以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
赵云帆指出， 从判决书公示的
内容看来， 目前暂无相关证据证明

发布违法广告被监测到的，将
根据总局或者其他省食品药品

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判处有期徒刑
3 年。 决定执行有期徒刑 9 年，并处
罚金人民币 40 万元。违法受贿所得

定会成对出现。 是否构成行贿罪？
从犯罪的主观方面看，构成行贿罪
的要件是行为人的主观目的是为了

意见》对此作了专门界定：“谋取不
正当利益”，是指行贿人谋取违反法
律、法规、规章或者政策规定的利

行贿罪的处罚：对犯行贿罪的，处五
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因行贿
谋取不正当利益，情节严重的，或者

行贿人求得不正当利益，因此，此次
案件涉及的康美等 28 家药企并未
受牵连。

品）进行约谈、公告、暂停销售、

监管部门、 广告监管部门的通
报，依法对涉嫌违法的企业（产
撤销（收回）广告批准文号等相
应的处理。

医药成色不足 海翔药业业绩受拖累
本报记者 张玉 曹学平 上海报道

海翔药业预估，2018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双主业拓展乏力

染料板块增长乏力， 浙江海

变动区间为 9738.42 万元～2.19

翔 药 业 股 份 有 限 公 司（002099.
SZ，以下简称“海翔药业”）净利

亿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变动幅度为 -60%～-10%。
对于业绩及企业发展相关问
题，《中国经营报》 记者致电致函
海翔药业方面， 对方书面回复表
示， 一方面，2017 年三四季度染
料销量不是很好；另一方面，美元

资料显示， 海翔药业主营业务
分为医药和染料两大板块，医药板块
主要从事特色原料药、制剂的生产和
销售以及为国际制药企业提供定制
生产、配套研发的服务；染料板块主

竞价会， 最终公司未能竞拍取得上
述股权。 公司向浙江产权交易所有

主， 整个培南系列的毛利率不断提
升。公司 CMO 定制加工中心，培南

限公司缴纳的 4 亿元保证金将于 2
个工作日内退还。
在日前举行的投资者关系活动

原料药扩产等项目进展顺利， 一些
新的国际合作也在有序对接、 逐步
落地。

海翔药业子公司盐城市瓯华化工收
到江苏滨海经济开发区沿海工业园
园区管委会
“停产整治的通知”。
据了解， 瓯华化工本次临时停
产是因危险废物储存量大， 未能及

要从事环保型活性染料、染料中间体
以及颜料中间体的生产和销售。
事实上， 近年来海翔药业医药
板块的增长较为乏力。 从具体经营
数据来看，2017 年海翔药业医药板
块营业收入为 12.83 亿元， 与 2016
年相比同比微增 3.03%。
此外， 据海翔药业方面公告，3

上，海翔药业方面坦陈，近几年公司
医药板块销售收入增长不多， 但是
产品结构一直在优化， 盈利能力一
直在提升。以培南系列为例，原来对
外销售主要是 4-AA， 后来主要是
MAP 等 培 南 高 级 中 间 体 ， 现 在
4-AA 已经不外卖了， 全部都自用
生产培南原料药和高级中简体。 培

除了医药板块增长缓慢， 染料
板块发展的不景气似乎成为拖累海
翔药业发展的重要一环。数据显示，
2017 年海翔药业染料板块 KN-R
销量不佳，P-3R 等新品种销售收
入快速增长， 染料板块全年实现营
业 收 入 10.78 亿 元 ， 同 比 下 降
11.34%， 实现净利润 2.33 亿元元，

时完成江园区管理委员会
“减存量、
控风险”工作方案要求的削减任务。
目前瓯华化工正在通过自有焚烧炉
处置危险废物， 按照计划稳步推进
恢复生产工作。
海翔药业方面向本报记者解释
称， 瓯华化工营业收入占上市公司
10%，净利润占 2.6%，占比较小，同

月 12 日，公司参加了浙江新东港药
业股份有限公司 45%股权转让电子

南系列对外销售也从原来的中间体
为主逐步转变成现在的原料药为

同比下降 44.06%。
值得关注的是,今年 5 月中旬，

时公司备有一定库存， 短期停产整
治对公司整体影响不大。

主营业务拓展乏力的同时，海
翔药业大股东高比例质押风险也
引起关注。
海翔药业 2017 年度报告显示，
控股股东东港投资持有公司 5.76
亿股， 持股比例 35.52%， 其中有
5.66 亿股处于质押状态， 占其所持
股份的 98.26%。 此外，海翔药业的
实控人王云富持有公司 1.19 亿股，
持股比例 7.33%，其中有 7380 万股

知工作，并按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
上游财经专家顾问江瀚坦言，
大股东高比例质押在资本市场并
不罕见，实际上是对金融机构进行
的一个对赌，代表了公司自有资金
实际上处于一个非常困难的状况，
而需要通过股权质押的形式来进
行融资。
“一般来说，如果股价下跌，股

值得注意的是，实控人持股高
比例质押也正是导致 2017 年底海
翔药业可转债发行被否的重要原因
之一。
彼时，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在反馈意见中提及，首先，公司
2016 年度及 2017 年三季度报业绩
均出现下滑，资金需求理由不充分。
其次，海翔药业 2015 年非公开发行
募集资金 10.14 亿元，截至 2016 年

东质押其资金用于什么目的， 对整
个企业的经营和持续的现金流是否
会产生较大压力，”江瀚表示。
值得注意的是， 据 《大众证券
报》日前报道，截至 2017 年 12 月，总
计有 44 家机构持有海翔药业，包括
全国社保基金、兴业证券、财通证券、
鹏华基金、汇添富、广发基金、天弘基
金、大成基金、长盛基金、南方基金、
嘉实基金、博时基金等。 不过，截至

处于质押状态， 占其所持股份的
62.02%。
对此， 海翔药业方面表示，股
票质押是市场常见的融资行为，也
是股东对其自有资产进行安排配
置的一种常见方式，普遍存在于大

权质押触及平仓线的可能性就大
大提高。 因为质押时，股份会有一
定的折价比例， 一般是四到六折；
因此，如果股价相比质押时下跌了
四到六成，就触及了平仓线，证券
公司有权强行平仓收回资金。 对于

底，前募资金仅使用 7149.79 万元。
截至 2017 年一季度末，发行人货币
资余额 30 亿元，资金充裕。同时，证
监会发审委要求海翔药业方面说
明， 实控人持股高比例质押是否存
在偿债和资金风险、强平风险，是否

2018 年 3 月底， 海翔药业机构持仓
发生重大变化，只剩下 9 家机构持有
该股，其中兴证资管占有三席，还包
括社保基金四一六组合和中央汇金。
“不理解这些数据怎么算的，
公司去年末的机构持股数与今年

部分的行业和公司中，“公司会提
醒大股东做好风险防范，控制合理
的负债规模；做好对上市公司的告

大比例质押的融资方而言，强行平
仓意味着失去对上市公司的控制
权。 ”知名财经评论员布娜新表示。

存在实际控制人变更的风险，进而
影响发行人持续经营情况。
“
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是，大股

3 月底及最近的 5 月底，都没有发
生大的变化，” 海翔药业方面对此
表示。

润下滑已成难掩的事实。
据海翔药业日前发布的
2018 年一季报，报告期内公司营
业收入 6.11 亿元， 同比 2017 年
一季度增长 4.54%； 实现归母净
利润 4476.84 万元，同比 2017 年
同期下降 61.51%。 基本每股收益
为 0.03 元 / 股， 比 2017 年同期
下滑了 57.14%。

兑人民币汇率波动较大， 汇兑损
益变动较大。 公司方面同时解释
称，这些都是短期因素，不影响公
司的持续盈利能力。

年报遭问询
除了 2018 年一季度净利润
下滑幅度明显，海翔药业 2017 年
度报告中的相关问题也于近日引

停产整顿， 相关化工品市场供给
减少导致价格上涨。 公司在保证
安全库存的基础上， 在合适时机

来深交所的问询函。
2017 年度报告期内，海翔药
业营业收入 23.09 亿元， 较上年
同期下降 5.13%，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以下简称“
净利
润”）3.42 亿元， 较上年同期增长
52.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增加价格波动较大的原材料预采
购量， 使得原材料库存同比上年
有所增加； 环保整治导致部分印
染企业停产， 第三季度染料销售
不旺，库存商品亦有所增加。公司
认为随着下游印染企业库存消耗
以及停产企业陆续开工复产，市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以
下简称“
扣非后净利润”）3.01 亿
元， 较上年同期下降 27.56%，经
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2
亿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83.69%。
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海翔药
业方面解释，扣非后净利润与营
业收入变动不匹配、经营活动产
生的现金流净额与净利润等变动
相背离的原因。
“
2017 年受环保整治以及安
全生产检查影响，部分化工企业

场需求将逐步恢复甚至高于正常
水平。为了满足后续销售需求，公
司提前备库存， 使得库存商品及
在产品同比上年均有所增加。”海
翔药业方面表示。
此外， 海翔药业方面还解释
称， 公司将收到的承兑汇票和美
元存款作为公司对外开立承兑汇
票的质押物， 质押后的美元定期
存款不符合现金及现金等价物性
质，因此 2017 年度公司经营性应
收项目大幅增加。

控股股东质押高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