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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方制药IPO绕不开的三大质疑
三年花掉5.3亿
市场推广费

招股书显示，立方制药是一家集药品
制剂及原料药的研发、生产、销售，药品与
医疗器械批发、零售于一体的创新型医药
企业，对医药工业及医药商业形成全产业
链覆盖，主要产品涉及心血管类用药、消化
系统用药、皮肤外用药等领域。
立方制药的营业成本构成中，销售费用
的支出逐年增长。据招股书显示，
2017-2019年立方制药的销售费用分别约
为1.19亿元、2.59亿元、3.28亿元，占各期营业
收入的比重分别为10.2%、18.17%、19.88%。
具体而言，立方制药销售费用由市场
推广费、职工薪酬、租赁费、业务招待费等
构成，市场推广费为公司销售费用项下的
重要支出。数据显示，立方制药2017年的
市场推广费为6581.95万元，占到当期销售
费用的比例为55.31%。2018年、2019年立
方制药的市场推广费持续增长。到了2018
年，立方制药的市场推广费一下子激增至
20247.99万元，占当期销售费用的比例为
78.22%。2019年立方制药的市场推广费为
26342.83万元，当期市场推广费的支出占
到销售费用比重超八成。
经计算，2017-2019年期间，立方制药
的市场推广费共花费了53172.77万元。
立方制药的市场推广费包括医药工
业、医药商业模式下的市场推广费，该公司
医药商业的市场推广是重头戏。数据显示，
2017-2019年，立方制药的市场推广费对
应的医药工业的金额分别为5832.21万元、
18967.5万元、24417.36万元，分别占各期
市场推广费的比例为88.61%、93.68%、
92.69%。另外，2017-2019年，立方制药医
药商业的市场推广费分别为749.74万元、
1280.49万元、1925.48万元。
一位医药行业人士透露，“以市场推广
之名推动背后的市场营销，是医药行业的
潜规则，因此市场推广费一直是商业贿赂
的高发区。实践当中，医药企业召开学术会
议，邀请的一般都是医生、经销商等客户单
位，部分推广费最终以其他的形式回馈给

首次冲击IPO未果后，合肥立方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立方制药”）并不甘心就此止步。近期立方
制药IPO事宜进入预更新披露状态，冲击A股的进程又进了一步。然而，想要上市也并非易事。报告期内公司市
场推广费用逐年攀升是否涉嫌利益输送、三年花掉5个多亿进行市场推广却在研发上有些“吝啬”、医药商业
存货周转率“掉队”行业可比公司的平均值等情形均是立方制药IPO过程中不可回避的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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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方制药2017-2019年市场推广费、研发费用支出情况一览
年的研发费用为1838.82万元、2378.94万
元、3744.44万元，占各期营业收入的比重
分别为1.58%、1.67%、2.27%。
报告期内，立方制药研发费用主要由
职工薪酬、直接投入、折旧摊销费、服务费、
临床试验费构成，占当期研发费用的比例
分别为93.79%、92.46%和95.04%。
经数据计算，立方制药2017-2019年
期间研发累计投入金额合计为7962.2万
元。2017-2019年，立方制药的营业收入之
和约42.41亿元。立方制药报告期内研发费
用的支出占三年营收之和的比例仅约
1.8%，报告期内立方制药花掉的市场推广
费是期间研发费用投入总和的6倍之多。
报告期内研发费之和
新时代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潘向东认
为，
对于药企而言，
最重要的就是在企业研
不足营收2%
发和推广上根据企业不同的发展阶段采取
在招股书中，立方制药明确表示，随着 不同的策略，避免出现相互挤压的情形。例
医药行业竞争的升级，研发能力愈发成为 如在企业早期阶段，应该注重研发投入，一
制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最主要因素和核心 旦产品成熟，需要投入市场，可以相对加大
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过，对比公司高 推广，实现利润之后进一步投入研发，如此
企的市场推广费，公司在研发上的投入力 才能实现企业的良性发展。
度要稍显逊色。
招股书显示，立方制药拟在上市后募
据招股书显示，立方制药2017-2019 资约6.55亿元，用于补充流动资金、药物研
客户方，这也是医药企业的灰色地带”。
首发申请反馈意见中，证监会也曾要
求立方制药对市场推广费大幅度上涨的原
因，市场推广费支出的对手方名称，是否与
发行人存在关联关系、是否为发行人员工
等问题进行说明。
立方制药则表示，随着“两票制”在全
国范围内逐步实施，原由代理型经销商承
担的学术化推广职能转由医药工业企业负
责。公司主动调整销售模式，通过与各地专
业的学术推广商进行合作，加强对医药工
业产品的学术推广力度，因此市场推广费
用增长较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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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立方制药招股书

发中心建设项目等，其中计划在药物研发
中心建设项目投入的金额约为1.27亿元。
立方制药表示，研发中心建设项目旨在
加强公司研发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公司整体
研发实力，从而快速响应医药行业发展趋
势。项目的研发方向包括渗透泵控释技术平
台建设及系列新产品开发、重点治疗领域大
品种开发与研究、外用药给药技术研究及产
品开发、全人源抗体新药的开发。
不过，上述医药行业人士认为，医药行
业新产品从研发到投产需要经过临床前研
究、临床试验、药品审批等阶段，具有研发
周期长、投入大、风险大等特点。同时，新产
品从投产到产业化一般需要3-5年的市场
导入期，新产品是否能够成功打开市场具
有不确定性。
医药商业存货
周转率低于行业平均值

立方制药医药商业的存货周转率低于
行业平均值的情形也值得关注。
招股书显示，2017-2019年，立方制药
存 货 账 面 价 值 分 别 为 15994.82万 元 、

16882.73万元和17916.68万元，占流动资
产 的 比 例 分 别 为 35.47%、27.88%和
25.79%。
“由于公司医药商业主要从事药品、医
疗器械的流通，该业务板块收入占主营业
务收入的70%以上，因此公司存货中库存
商品的占比保持在较高水平”，立方制药在
招股书中如是写道。
数据显示，2017-2019年，立方制药的
医 药 商 业 收 入 分 别 为 92470.58万 元 、
101954.71万元及115097.92万元，医药商
业业务对应的存货余额分别为13489.51万
元、13906.7万元及14917.67万元，存货余
额占同期医药商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14.59%、13.64%及12.96%。
2017-2019年立方制药医药商业的存
货周转率分别为6.57次、6.89次、7.38次，同
期行业可比公司的平均值为7.85次、7.96
次、8.24次。立方制药各期存货余额逐年增
长的原因、公司存货周转率与同行业存在
差异的问题也被重点问询过。
立方制药称，公司医药商业的存货周
转率略低于同行业上市公司的平均水平，
主要原因系同行业上市公司的主要客户为
公立医疗机构，该类客户用药周期较为稳
定，可针对性降低库存，因而存货周转率相
对较高。
另据招股书显示，2017-2019年各期
末，立方制药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金额分
别为78.71万元、110.29万元及149.65万元。
在首发反馈意见中，证监会就要求立方制
药说明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的具体方式，各
类存货可变现净值的具体确认方法，并结
合库龄、商品市场价格等说明各类存货各
期末跌价准备计提是否充分。
在投融资专家许小恒看来，随着公司
医药商业的业务规模扩张，存货规模存在
进一步增加的可能。如果公司的存货管理
不当则可能对公司经营造成不利的影响，
同时存货规模的提高将使公司面临一定的
资金压力。
针对公司相关问题，北京商报记者向
立方制药发去采访函进行采访，但截至记
者发稿未收到回复。
北京商报记者 刘凤茹

ST股扩容 华讯方舟等12股候场

*
随着上市公司2019年年报
的陆续披露，*ST股仍在不断扩
容，其中ST天宝、中珠医疗两股
就将在6月2日被披星戴帽。北
京 商 报 记 者 通 过 Wind 统 计 发
现， 市场上还有华讯方舟
（000687）、实达集团、拉夏贝尔
等 12 股 将 在 年 报 披 露 后 被
*ST，上述个股披星戴帽已经迈
向倒计时。另经统计，在上述12
股中，实达集团等8股2019年亏
损额较2018年出现加大。

两股6月2日起被*ST

随着公司2019年年报的出炉，ST天
宝、中珠医疗两股自6月2日起将被实施退
市风险警示。
进入6月以来，*ST银河已在6月1日被
实施了退市风险警示；紧随其后，ST天宝
在5月30日披露了公司2019年年报，由于
公司2018年、2019年净利亏损，同时公司
2019年年报被会计师事务所出具无法表
示意见的审计报告，ST天宝将在6月2日起
被 *ST。2018年、2019年ST天宝实现归属
净利润分别约为-1.65亿元、-19.1亿元。
资料显示，ST天宝属于农副食品加工
业，主营业务主要由水产品加工、农产品加
工、冰淇淋制造、药品销售和仓储构成，其

部分将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个股一览

年主要经营业绩显示，公司在2019年实现
归属净利润约为-11.29亿元。截至2019年
公司
2018年实现归属净利润
2019年年报披露时间
报告期末，华讯方舟净资产为-1.35亿元。
需要指出的是，华讯方舟已连续两次
华讯方舟
-4.88亿元
-11.29亿元
6月15日
延期披露2
019年年报。华讯方舟原2019年
实达集团
-2.67亿元
-30.51亿元
6月10日
年报披露预约时间为4月28日，之后延期至
联络互动
-6.69亿元
-30.37亿元
6月24日
5月30日，但在5月30日华讯方舟披露称，受
拉夏贝尔
-1.6亿元
-21.39亿元
6月30日
疫情等因素影响，公司难以按原计划完成
长城影视
-4.14亿元
-11.13亿元
6月19日
年报相关工作，披露时间从5月30日再次延
期至6月15日。因年报再度延期事项，华讯
中水产品加工、农产品加工、冰淇淋制造是 元、-3.7亿元，在今年一季度净利仍亏损 方舟在5月30日收到了深交所的关注函。
公司目前的核心业务。值得一提的是，ST 0.25亿元。
针对相关问题，北京商报记者致电华讯
天宝已在4月30日-5月29日连续19个交易
方舟董秘办公室进行采访，对方工作人员表
日股价低于面值，截至5月29日收盘，公司
示：
“前期受疫情影响，导致年审会计师事务
12股披星戴帽倒计时
最新股价为0.55元/ 股。
所若干审计工作及公司聘请的评估师事务
经Wind统计，市场上还有拉夏贝尔、 所相关评估工作延迟，实际开展审计工作的
根据规定，ST天宝在6月1日停牌一
天，这也意味着即使公司在6月2日涨停收 实达集团、华讯方舟等12股2019年年报披 日期较计划进场工作的日期有较大的延迟，
从第三方处获取若干函证也遇到延误。”
盘，公司股价也难回1元以上，ST天宝已提 露后将被*ST。
据了解，“连续两年净利亏损”、“最近
前锁定“面值”退市。
剔除重合个股，则共有12股触及了退
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期末净资产为负
净利连亏、股价低迷的背后，ST天宝
市风险警示，上述个股将在2019年年报披
麻烦不断。其中，ST天宝向国家开发银行 值”是目前最常见的两种触及退市风险警 露后被*ST。经济学家宋清辉指出，虽然
大连市分行及中国进出口银行的贷款已全 示条件。以上述两条件为统计标准，在尚未 2019年年报尚未出炉，但净利连亏股的退
部逾期 ，导致公司流动资金异常紧张，且 披露年报的个股中，2018年、2019年连续 市警报实质上已经拉响，投资者应注意其
产生银行账户冻结等情况，也对公司生产 两年亏损的有拉夏贝尔、实达集团、长城动 中的投资风险。
漫、华讯方舟、熊猫金控、商赢环球、东方金
经营产生了重大影响。
中珠医疗亦在5月30日披露了2019年 钰等11股；2019年期末净资产为负值的有
8股2019年亏损幅度加大
报，由于公司2018年、2019年净利亏损，公 长城影视、长城动漫、华讯方舟、实达集团、
在上述12股中，拉夏贝尔、实达集团等
司股票同样在6月1日停牌一天，6月2日起 ST成城等5股。
8
股2
019年亏损额较2018年明显增加。
上述个股中，
长城影视、
长城动漫、
华
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中珠医疗所从事的
财务数据显示，拉夏贝尔在2018年实
讯方舟、实达集团4股均触及了上述两项条
主要业务涉及医药、医疗和房地产。
财务数据显示，2018年、2019年中珠 件。诸如，华讯方舟在2018年实现归属净 现归属净利润约为-1.6亿元，但在2019年
医疗实现归属净利润分别约为-18.95亿 利润约为-4.88亿元，根据公司披露的2019 公司实现归属净利润约为-21.39亿元，亏
2019年实现归属净利润
（主要经营业绩）

损额大幅加大。据了解，拉夏贝尔是一家定
位于大众消费市场的多品牌、全渠道运营
的时装集团。此外，实达集团2018年、2019
年实现归属净利润约为-2.67亿元、-30.51
亿元；联络互动2018年、2019年实现归属
净利润分别约为-6.69亿元、-30.37亿元；
ST银亿2018年、2019年分别实现归属净利
润约为-5.73亿元、-70.13亿元。
在8只亏损额加大个股中，仅ST东海
洋、熊猫金控两股在今年一季度扭亏，其余
6股仍处于亏损状态，ST银亿亏损额最高。
具体来看，ST银亿在今年一季度亏损
3.96亿元，业绩连亏之下，ST银亿目前经营
状况也不乐观，公司新增债务、诉讼不断。
其中，截至今年4月1日，ST银亿到期未清
偿债务合计为33.55亿元。
巨额债务未能清偿下，ST银亿在2019
年10月8日收到债权人浙江中安安装有限
公司的《通知书》。《通知书》称，申请人以
ST银亿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明显缺乏
清偿能力为由，向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申
请对ST银亿进行重整。截至4月30日，该重
整申请尚未被法院裁定受理。
除了ST银亿之外，拉夏贝尔、联络互
动、ST天宝、实达集团、华讯方舟、长城影
视等6股今年一季度分别实现归属净利润
约为-3.42亿元、-1.41亿元、-0.81亿元、
-0.63亿元、-0.41亿元、-0.25亿元。投融资
专家许小恒表示，对于保壳期净利未扭亏
个股，投资者应时刻保持警惕，注意其暂停
上市风险。
北京商报记者 董亮 马换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