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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化金马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对公司2018年年报问询函的回复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通化金马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9�年 5�月 13�日收到 《关于对通化金马药业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年报问询函》（公司部年报问询函〔2019〕第39号，以下简称“问询函” ）。公

司董事会高度重视，立即组织相关人员对问询函涉及事项进行核查，现将有关问题的回复公

告如下：

一.年报显示，报告期你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0.94亿元，较2017年增长37.67%，实现的扣非后

净利润为2.04亿元，较2017年同期降低16.63%；应收账款期末余额6.37亿元，较期初增长52.04%，

其中一年内的应收账款共计5.62亿元；毛利率较2017年同期进一步提高至83.7%，远高于制药行

业49.67%的平均水平；应交增值税期末余额3741.21万元，较期初降低3.05%；营业税金及附加

2395.78万元，较2017年降低21.25%。请你公司：

（1）详细说明在收入大幅增加及毛利率上升6%的情况下，扣非后净利润降低的原因及合

理性；

答：

扣非后净利润降低的原因主要系我公司管理费用、财务费用、销售费用、研发费用等大幅

增加所致。如将上述因素予以剔除，扣非后的净利润同比有所增加。主要影响因素如下：

a、管理费用

报告期公司拟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重组七煤医院、 双矿医院、

鸡矿医院、鹤矿医院、鹤康肿瘤医院，该项目虽未获得证监会审核通过，但报告期也增加相关

费用约1,381万元。

b、财务费用：

由于借款增加及发行公司债，报告期我公司财务费用3,828万元，较上年增加1,076万元。

c、研发费用：

报告期我公司持续加大研发投入，报告期发生研发费用6,730万元，较上年增加1,575万元。

d、销售费用：

报告期我公司销售费用124,401万元，较上年增加54,138万元。主要系我公司为适应国家医

药相关政策变化，应对由此对销售带来的影响，进行销售模式转变。由原来的代理销售模式向

自营销售模式转变。代理模式我公司不承担市场、流通等环节费用，相应产品价格低，回款周

期较短，应收账款额度较低。转为自营模式后，在产品价格提升的同时，相应的我公司需要开

展市场推广、商业运营、产品宣传、品牌建设等活动，我公司需要承担市场、流通等环节费用，受

此影响，在销售收入、毛利率增长的同时，销售费用也大幅增加，应收账款金额、回款周期同时

增加。

e、资产减值损失：

报告期我公司子公司拉萨雍康药材公司发生资产减值，计提商誉减值415万元；

f、投资收益：

报告期内公司参股公司上海诗健生物由于在研项目不符合资本化条件， 研发费用较大，

我公司按权益法确认当期投资收益-487万元。

除销售费用外，上述事项影响净利润4,934万元，如剔除以上项目，扣非后净利润比去年同

期有所增加。

（2）说明应收账款期末余额大幅增加的原因及合理性，报告期是否调整对客户的赊销政

策；

答：

报告期集团内各主要公司应收账款增加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单位名称

2018

年应收账款余额

2017

年应收账款余额 增减额

通化金马

17,404 17,002 402

哈尔滨圣泰

33,785 19,775 14,010

成都永康

5,097 4,676 421

安阳源首

1,611 0 1,611

江西丰马

5,273 0 5,273

小计

63,170 41,453 21,717

a、报告期本公司根据国家药品政策的变化，部分产品由原来的代理销售模式向自营销售

模式转变，相应调整了部分品种的赊销政策。自营销售模式需要将原来由代理商进行的产品

广告宣传、业务推广、会议、差旅、学术、市场管理等全部市场和流通环节活动由公司承担费用。

上述销售模式的转变，会引起产品销售价格上涨，应收账款余额也会有所增加。原来代理模式

下，应收账款回款周期较短，销售模式变为自营模式后，医药公司和医院回款周期较长，也引

起应收账款增加。

b、集团在整合各生产基地营销资源后，调整了市场开发方向，由原来的主要以第一终端

开发为主、第二终端及第三终端市场开发不足，调整为以继续提升第一终端开发率及市场份

额为依托，同时开发第二终端、第三终端，建立专门的营销组织，重新配置渠道资源，加大有第

二终端、第三终端纯销能力的商业开发力度和终端铺货力度，培育第二、第三终端市场，制定

“金品、精品、名品”三品战略，根据不同品种属性制定相应的终端开发策略。基于此策略，在品

牌和价格优势不突出、且后入市场前提下，加大授信额度及延长授信账期是建立相对竞争优

势且容易被客户接受的较好的方式。因此也导致了应收账款的增加。

c、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报告期收购安阳源首和江西丰马使应收账款期末余额增加。

d、销售收入增加引起的应收账款增长。

基于以上原因，应收账款期末余额较期初有较大幅增长。

（3）说明报告期毛利率变动原因及合理性，毛利率与行业平均水平相比较高的原因及合

理性；

答：

a、销售模式由代理销售模式向自营销售模式转型，流通环节的市场活动相关费用均需公

司支付。这种模式的转变引起产品销售价格上涨和销售费用增加。同一产品在成本基本不变

的情况下，由于销售价格上涨，销售毛利大幅度增加。

b、报告期我公司核心产品由于属于生物制剂，经相关税务部门备案批准后，增值税税率

由16%降低至3%，在销售价格不变的情况下，增加了销售收入，提高了毛利率。

c、受我公司自身产品特性影响，存在产品综合毛利率高于同行业平均水平的现象。据我公

司市场部提供，一般OTC产品毛利率30%左右，处方药产品的毛利率在70%以上，而我公司产品

以处方药为主，产品综合毛利率高于同行业平均水平。根据市场公开信息，同行业与我公司类

似的龙津药业2018年毛利率90.13%， 大理药业2018年毛利率80.22%， 灵康药业2018年毛利率

87.90%。

由于公司产品的产品特质，销售渠道主要为处方药，毛利率相对较高，高于医药行业平均

水平。2018年主要品种在毛利率提升的同时，占总营业收入比重进一步加大，导致2018年综合

毛利率高于2017年综合毛利率。

（4）说明收入增加情况下税金减少的原因及合理性；

答：

收入增加情况下税金减少的主要原因及合理性如下：

a、报告期我公司母公司核心产品嗜酸乳杆菌片，为生物制品。依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

发布的《关于部分货物适用增值税低税率和简易办法征收增值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09】

9�号）第二条第（三）项和第三条以及《关于简并增值税征收率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57�

号）第二条之规定，经通化市二道江区国家税务局核实并出具《增值税一般纳税人选择简易

办法征收备案表》，我公司生产的生物制品复方嗜酸乳杆菌片，自2018年7月1日至2021年6月30

日期间实行简易办法征税，征收率由16%调整为3%。本公司已于2018年7月13日，发布相关公

告。

b、报告期我公司全资子公司哈尔滨圣泰核心产品小牛血注射液和骨瓜、骨肽注射液，为

生物制品。依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关于部分货物适用增值税低税率和简易办法征

收增值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09】9�号）第二条第（三）项和第三条以及《关于简并增值税

征收率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57�号）第二条之规定，经哈尔滨市呼兰区国家税务局核实

并出具《增值税一般纳税人选择简易办法征收备案表》，对公司全资子公司哈尔滨圣泰生物

制药有限公司生产的部分生物制品（骨瓜提取物注射液、注射用骨瓜提取物、注射用小牛血去

蛋白提取物、小牛血去蛋白提取物注射液），自2018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期间实行简易

办法征税，征收率由17%调整为3%。本公司已于2018年1月4日，发布相关公告。

c、基于执行生物制剂简易征收政策原因，虽然销售收入增加，但是由于税率降低，致使缴

纳增值税税额下降，同时引起相关营业税金及附加下降。

d、模拟估算由于简易征收引起税率变化对应交税金的影响

估算设定条件：以2018年扣除其他业务收入后的主营业务收入为基础，分别使用2017年实

际增值税税负率 （2017年应交增值税/2017年主营业务收入） 与2018年实际增值税税负率

（2018年应交增值税/2018年主营业务收入）进行对比分析。为增加数据可比性，本测算剔除了

主要公司购置固定资产的进项税及非主营业务销项税产生的影响。

2018年和2017年实际增值税税负如下表：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

年

2017

年

主营业务收入

207,923.83 150,677.31

应交增值税（主营业务）

14,234.94 20,343.62

实际增值税税负率

6.85% 13.50%

以2018年主营收入为基数估算由于核心品种改为简易征收后对各项税金的影响。

单位：万元

2018

年主营业务收入

207,923.83

2017

年增值税税负率（

13.5%

）

2018

年增值税税负率（

6.85%

） 差额

增值税

28,069.72 14,234.94 -13,834.78

城建税

7% 1,964.88 996.45 -968.43

教育费附加

3% 842.09 427.05 -415.04

地方教育费附加

2% 561.39 284.70 -276.69

合计

31,438.08 15,943.14 -15,494.94

由以上各项分析可以说明，由于我公司主要产品2018年采用生物制剂简易征收办法后，综

合税负下降，造成了营业收入增加而税金减少的情形。

（5）请结合公司应收账款大幅增加、毛利率大幅增加以及营业收入与税金变动方向不匹

配等，进一步分析说明公司销售的真实性，并请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答：

a、应收账款大幅增加的主要原因是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和销售模式变化引起的应收账

款的增加。

b、 毛利率大幅增加的主要原因是销售模式发生变化引起销售价格变化和部分生物制剂

报告期内税率变化，造成毛利率发生变化。

c、营业收入与税金变动方向不匹配的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部分生物制剂品种经税务局备

案批准后实行简易办法征税，致使相应税金及附加下降。

基于以上对应收账款大幅增加、毛利率大幅增加及营业收入与税金变动方向不匹配发生

原因的分析，可以说明我公司的销售是真实的。

针对上述问题，中准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核查意见如下：

本所在审计过程中执行了以下的审计程序：

1、对金马药业执行风险评估程序，在了解和测试内部控制制度设立并有效执行的基础上，

对销售与收款循环内控制执行了审计程序，未发现金马药业内部控制制度存在重大缺陷；

2、对营业收入执行分析性复核审计程序，对比分析营业收入变动原因，主要产品对比分析

变动原因，分析毛利率变化情况；

3、营业收入与纳税申报发票开具金额核对查验；

4、对营业收入执行截止性测试，了解营业收入是否存在跨期确认情况；

5、 对营业收入进行函证，子公司圣泰生物应收账款及营业收入进行了函证，应收账款期

末余额发函比例84%，营业收入发函比例68%。回函比例分别达到发函金额的82%和83%；

6、对未回函的执行替代性审计程序，包括查验主要客户的销售合同，查验销售出库单、运

输记录、销售发票、回款记录，对重要客户查询了相关工商资料；

7、对增值税进行复算，与纳税申报表进行核对；

经核查，本所认为，本期金马药业税金及附加下降与收入增长不匹配，是由于报告期内新

增两家纳入合并范围内的子公司、 公司销售模式的改变以及金马药业上述税收政策变化所

致，未发现公司销售存在不真实迹象。

二. � 2015-2017年， 你公司在东北地区的销售收入逐年增加， 增长率分别为31.82%、

595.96%、171.8%，而2018年东北地区的销售收入却降低了17.43%。同时，我部关注到，你公司核

心子公司哈尔滨圣泰生物制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圣泰生物” ）业绩承诺期间为2015年至

2017年。请你公司说明东北地区销售收入在2015-2017年大幅上升，而2018年开始降低的主要

原因，是否主要源于子公司圣泰生物核心产品的销售情况变化，并进一步论证圣泰生物在业

绩承诺期的收入真实性以及是否存在提前确认收入的问题，请会计师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

见。

答：

2015-2017年， 我公司在东北地区的销售收入逐年增加， 增长率分别为31.82%、595.96%、

171.8%， 主要原因是我公司核心子公司圣泰生物销售收入于2016年纳入合并报表范围导致。

2018年东北地区销售收入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哈尔滨圣泰生物产品在东北地区销售收入下降所

致。

圣泰生物2018年东北地区收入28,177万元，2017年东北地区收入33,339万元， 减少5,161万

元，同比降低15.48%。变化的主要原因是圣泰东北市场核心产品骨瓜提取物注射液、注射用骨

瓜提取物、注射用小牛血去蛋白提取物、小牛血去蛋白提取物注射液由于实行生物制剂简易

征收办法后，公司上述产品按原销售价格及政策继续销售，部分原有药品经销商尚无生物制

剂销售资质，造成渠道不畅，引起销售收入下降。同时，其他竞争公司利用税率变化后所节约

的税金，对市场投入了更多的费用支持，导致东北地区市场竞争激烈，产品销售价格下降。为

维护全国市场的政策平稳，我公司有计划的主动调整了部分东北市场，基于以上原因，造成东

北地区销售收入下降，不存在销售提前确认的问题。

针对上述问题，中准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核查意见如下：

本所在审计过程中执行了以下审计程序：

1、对销售产品的营业收入进行了对比分析，包括上下年对比，各月对比分析，对主要产品

进行了对比分析单位价格、单位成本的变化；

3、查验了主要客户的销售合同，查验出库单、运输记录、销售发票、回款记录，对重要客户

查询了相关工商资料；

3、对收入执行了截止性测试，查验是否存在跨期情况；

4、对应收账款余额及营业收入进行函证，对未回函的执行替代性程序；圣泰生物2016年至

2018年对应收账款和营业收入函证发函率平均超过70%，回函能够达到发函金额的80%以上。

经核查，我们未发现圣泰生物在业绩承诺期营业收入不真实或提前确认收入的迹象。

三.报告期你公司产生销售费用12.44亿元，较2017年同期增长77.05%，占当期营业收入比

重的59.36%，远高于制药行业25.11%的平均水平，其中销售费用的明细如下。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职工薪酬

20,467,767.62 21,298,674.43

差旅费

38,477,707.95 45,699,104.59

广告宣传费

521,939,219.50 334,531,715.48

车辆使用费

2,752,744.12 6,919,879.46

运输费

22,429,755.04 8,788,190.53

会议费

125,503,121.28 119,225,794.20

咨询服务费

375,816,163.38 145,210,442.84

市场管理费

73,302,204.23

其他

63,316,514.55 20,948,781.49

合计

1,244,005,197.67 702,622,583.02

请你公司：

（1）结合自身产品销售的具体情形，说明报告期销售费用大幅增加以及占比远高于行业

平均水平的原因及合理性；

答：

报告期内我公司销售费用同比增加，这与公司业务模式转变和营销发展特点相关，公司

转型的不同发展阶段，销售费用随之发生变化。我公司销售的产品主要以处方药为主，费用大

幅增加主要系我公司为适应国家医药相关政策变化，应对由此对销售带来的影响，必须进行

销售模式转变，由原来的代理销售模式向自营销售模式转变。代理模式我公司不承担市场和

流通等环节费用，相应产品销售价格较低，销售费用也较低。转为自营模式后，我公司要在产

品销售价格提升的同时，相应的开展市场推广、商业运营、产品宣传、品牌宣传、团队建设等市

场和流通活动，由此产生的销售费用大幅增加。

报告期内，公司销售费用占营业收入比例为59.36%，销售费用的支出接近同行业可比企业

的平均水平（同行业可比公司的平均比例为58.47%）。我公司主要以销售处方药为主，由于产

品本身特性加之正处在业务模式转型期，其中基层业务的拓展、营销模式的转变、市场推广的

加大、宣传力度的加大和市场调研频次的加大均需要销售费用支撑。公司将继续深化营销管

理，优化商业渠道，提高管理效率等不断提高公司的盈利能力。

根据公开数据显示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销售费用占比情况如下：

单位：元

同行业可比公司

2018

年销售费用总额 销售费用占营业收入的比例（

%

）

上市公司

A 1,888,338,062.33 49.38%

上市公司

B 1,819,873,841.57 37.80%

上市公司

C 3,663,652,889.99 50.83%

上市公司

D 242,607,665.85 72.21%

上市公司

E 1,215,004,802.73 72.78%

上市公司

F 270,909,971.44 67.48%

上市公司

G 8,035,787,141.63 58.81%

同行业平均销售费用

2,448,024,910.79

同行业销售费用占营业收入的平均比例

58.47%

公司报告期内销售费用总额

1,244,005,197.67

公司报告期内销售费用占营业收入比例（

%

）

59.36%

注1：数据来源于各上市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

注2：此处同行业可比公司选择业务模式、产品类别和治疗领域相近的上市公司作为可比

对象；

注3：同行业平均值为七家同行业公司的算数平均数。

（2）结合你公司报告期营业收入较2017年增长37.67%的情况，说明销售费用增幅远高于

营业收入增幅的原因及合理性；

答：

报告期我公司营业收入较2017年增长37.67%。 销售费用增幅远高于营业收入增幅的主要

原因是公司销售由代理模式向自营模式转变引起的。代理模式我公司不承担市场和流通环节

等费用，相应产品价格较低。转为自营模式后，我公司要在产品销售价格提升的同时，相应的

开展市场推广、商业运营、产品宣传、品牌宣传、团队建设等销售活动，由此产生的销售费用大

幅增长。在收入和费用同时增长的情况下，由于收入和费用所对应的基数不同，导致销售费用

增幅远高于营业收入的增幅。

为了控制由于销售模式转变带来的大幅增加销售费用，公司根据各省、市医药管理部门

相关文件执行时间逐步开展销售模式转变，营销团队本着维护公司最大利益的原则，分别与

代理、经销商谈判，一个市场一个策略，在不同的市场制定不同的价格、费用支持策略，力争尽

可能通过销售模式的转变，减少、压缩原来市场和流通环节费用支出。但是目前来看，实际上

原来存在的由代理商及各级分销商承担的市场、流通费用大多数必须要正常发生，才能保证

产品销售的正常进行。对于我公司来说，由代理模式向自营模式转变形成的产品销售价格上

涨部分，多数都还是要用于原有的市场和流通等环节费用支出。

虽然产品销售价格上涨增加了销售收入，额外增加了产品毛利，但是价格上涨部分多数

都要用于支付市场和流通费用，加上收入和费用所对应的基数不同，造成了销售费用增长比

率远高于销售收入的增长比率。

（3）说明报告期广告宣传费的具体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宣传产品名称、宣传渠道、宣传的

必要性、合作对象及与其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宣传费用、价格的合理性；

答：

近年来，国家先后出台了一系列药品管理政策，为了适应政策要求，避免我公司销售受到

重大影响，公司必须有相应的促销手段和费用支持，包括广告宣传费的投入。报告期我公司的

广告宣传费包含：广告费、宣传费、业务推广费等费用，主要目的是利用不同销售团队对我公

司的产品进行业务推广、广告宣传等，达到销售产品的目的。通过广告宣传等销售手段促进业

务模式的快速转变，不断和滚动的开展产品宣传学术推广、媒体推介以达到促进销售产品的

目的。广告宣传费用主要用于学术及市场推广，主要系通过培训会议，向医生提供疾病医学信

息、产品使用方法等；以及向销售客户说明公司产品的优势和对应用途，提升客户对品牌的认

知及提升公司及品牌认知。

合作对象有广告公司、具有销售团队的销售服务、咨询公司等。经查验，广告宣传费用的

主要合作对象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4）报告期你公司发生咨询服务费3.75亿元，同比增长158.81%，说明咨询服务费的具体内

容，包括但不限于咨询内容、咨询目的、咨询的必要性、咨询主要对象及与其是否存在关联关

系、咨询费用、价格的合理性；

答：

近年来，国家先后出台了一系列药品管理政策，为了适应政策要求，避免我公司销售受到

重大影响，公司必须有相应的促销手段和费用支持，包括对销售进行的咨询服务费的投入。

报告期我公司咨询服务费3.75亿元，同比增长158.81%，销售咨询服务费用主要用于产品推

广，增加产品销量，提升产品的市场占有率。咨询费用是销售费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咨询费

用的增加原因主要是我公司业务模式向自营模式转变， 转变过程中需要更多的市场调研、数

据调研、渠道调研、专家咨询、营销策略咨询等以保证业务模式转变过程中决策和营销策略的

准确，咨询费用的使用主要是用来信息收集及市场调研，主要包括对政策法规、产品销售情

况、客户满意度、不良反应信息等内容的收集；临床用药咨询，主要包括临床医生用药调研、临

床疗效调研等；关键渠道推广，主要包括产品推介咨询、产品上市后学术咨询等。

经查验，咨询服务费用的主要合作对象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5）说明报告期发生市场管理费7330.22万元、其他费用6331.65万元的具体内容。

答：

报告期我公司市场管理费7330.22万元，主要内容是产品的全国市场管理、维护费用。其他

费用6331.65万元，主要内容是招待费、市场招聘销售人员费用、车辆燃油费、市场调研与分析

费用、办公场所租赁等无法归入其他大类的各项杂费。

四.� 2018年5月5日，你公司披露《全资下属公司收购安阳市源首生物医药有限责任公司

100%股权的公告》，公告显示你公司全资子公司拟以1.1亿元价格购买安阳市源首生物医药有

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源首生物” ）100%股权，其中子公司永康制药拟购买51%股份。2016

年、2017年源首生物实现营业收入分别为1087.26万元、3011.37万元，实现的净利润分别为30.08

万元、452.26万元。而2018年年报显示，购买日（2018年6月4日）至期末，源首生物实现营业收入

2.43亿元，实现净利润4766.75万元。永康制药2018年处于业绩承诺期，实现净利润4268.32万元，

较承诺数多228.31万元，业绩承诺完成率仅为105.66%。请你公司：

（1）说明收购源首生物100%股权后，其营业收入与净利润大幅增加的原因及合理性；

答：

2018年年报显示，购买日（2018年6月4日）至期末，源首生物实现营业收入2.43亿元，实现

净利润4,766.75万元。该数据系年报填报错误，实际数据应为：购买日（2018年6月4日）至期末，

源首生物实现营业收入1,158.70万元，实现净利润372.95万元，我公司已经对此进行更正公告。

（2）说明永康制药合并报表中源首生物贡献的利润金额，扣除相关影响后永康药业的净

利润是否少于重组时预计的金额，收购永康制药形成的商誉是否存在明显的减值迹象，并分

析说明是否存在利用上述交易调节永康制药及你公司报告期利润的情形；

答：

2018年度，经中准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吉林分所审计，永康制药母公司实现的

净利润为4,268.31万元， 较原股东业绩承诺4,040.00万元多228.31万元， 业绩承诺完成率

105.66%，不存在商誉减值的迹象

永康制药母公司实现的净利润为4,268.31万元，为成都永康单体实现的净利润，不包含合

并源首生物所带来的利润影响， 不存在利用源首生物贡献的利润调节永康报告期利润的情

形。

（3） 永康制药的审计报告显示，2018年末应收账款金额为6707.8万元， 较期初增加了

42.78%，主要源于本期合并源首生物所致，请说明前述应收账款增长的原因及合理性，源首生

物销售的真实性；

答：

报告期永康制药应收账款组成情况如下表：

单位：万元

单位名称

2018

年应收账款余额

2017

年应收账款余额 增减额

成都永康

5,097 4,676 421

安阳源首

1,611 0 1,611

小计

6,708 4,676 2,032

永康制药的应收账款增长的主要原因是销售收入增长后的自然增长。

（4）你公司1.1亿元收购源首生物增加你公司合并报表期末商誉共计6009.41万元，请说明

收购价格的合理性， 并充分评估在期初商誉占净资产比重达到45.71%的情况下购买源首生物

进一步增加商誉金额可能产生的商誉减值风险以及对你公司的影响。

答：

收购价格的合理性：

2018年5月4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2018年第四次临时会议，会议以9票赞同、0票反对、

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关于全资下属公司共同收购安阳市源首生物药业有限责任公司100%股

权的议案》。公司全资下属公司哈尔滨圣泰生物制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圣泰生物）、成都永

康制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康制药）与共青城曙晟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薛少军、王庆

勋共同签署《股权转让协议》，永康制药、圣泰生物合计出资110,542,100元共同收购上述交易

对方合计持有的安阳市源首生物药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源首生物）100%股权。

A、源首生物股权的评估情况

本次交易由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评估机构中铭国际资产评估（北京）有限责

任公司按照必要的程序，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对于评估基准日2017年12月31日安阳市源

首生物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股东的全部权益价值进行评估，并出具了中铭评报字[2018]第0007号

评估报告。具体评估情况如下：

1、资产基础法

安阳市源首生物药业有限责任公司在评估基准日2017年12月31日申报的总资产账面价值

为3,362.63万元，评估价值7,966.87万元，评估价值较账面价值评估增值4,604.24万元，增值率为

136.92%；总负债账面价值为2,335.56万元，评估价值2,335.56万元，评估价值较账面价值评估增

值0.00万元，增值率为0.00%；净资产（股东全部权益）总额账面价值为1,027.06万元，评估价值5,

631.30万元，评估价值较账面价值评估增值4,604.24万元，增值率为448.29%。明细详见下表：

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

被评估单位：源首生物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额 增值率（

%

）

A B C = B - A D = C / A×100%

流动资产

1 3,033.08 3,131.35 98.27 3.24

非流动资产

2 329.55 4,835.52 4,505.97 1,367.31

其中：固定资产

3 229.54 614.51 384.97 167.71

无形资产

4 4,121.00 4,121.00

递延所得税资产

5 32.10 32.10

其他非流动资产

6 67.90 67.90

资产总计

7 3,362.63 7,966.87 4,604.24 136.92

流动负债

8 2,335.56 2,335.56

负债合计

9 2,335.56 2,335.56

净 资 产

10 1,027.06 5,631.30 4,604.24 448.29

2、收益法

净资产（股东全部权益）账面价值为1,027.06万元，评估价值11,054.21万元，评估价值较账

面价值评估增值10,027.15万元，增值率为976.30%。明细详见下表：

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

被评估单位：源首生物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额 增值率（

%

）

A B C = B - A D = C / A×100%

流动资产

1 3,033.08

非流动资产

2 329.55

其中：固定资产

3 229.54

无形资产

4

递延所得税资产

5 32.10

其他非流动资产

6 67.90

资产总计

7 3,362.63

流动负债

8 2,335.56

负债合计

9 2,335.56

净 资 产

10 1,027.06 11,054.21 10,027.15 976.30

3、评估结果

中铭国际资产评估（北京）有限责任公司经过对源首生物财务状况的调查及历史经营业

绩分析，依据资产评估准则的规定，结合本次资产评估对象、股权收购的评估目的，适用的价值

类型，经过比较分析，认为收益法的评估结果能更全面、合理地反映，源首生物的股东全部权益

价值，因此选定以收益法评估结果作为，源首生物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的最终评估结论，即源

首生物股东全部评估价值11,054.21万元。

B、本次交易定价依据

以经中铭国际资产评估（北京）有限责任公司评估，在2017年12月31日源首生物的全部股

东权益评估价值为110,542,100元，各方同意以上述评估值作为本次股权转让对价的依据。

商誉减值风险以及对我公司的影响：

生物制药是医药发展的未来方向，我公司收购安阳源首生物，主要看重的就是其核心产

品“蜡样芽胞杆菌活菌制剂” ，蜡样芽孢杆菌活菌制剂与抗生素、化学合成药相比有八大优势：

1、以菌抑菌，作用机制独特

2、疗效好，无耐药性，无毒副作用

3、服用方便，无异味，婴幼儿也适合服用

4、能有效通过胃酸屏障

5、使人体的多种双歧杆菌及其他有益厌氧菌同时增生繁殖，效果更全面

6、人体自身繁殖双歧杆菌、乳酸菌等厌氧菌，更加接近人体自然状态

7、蜡样芽孢杆菌对环境适应性强，存活期长，便于运输储存。同类活菌制剂都需要冷链运

输，只有蜡样芽孢杆菌活菌制剂不用，运输储存成本更低。

8、对环境不会造成污染

主导产品蜡样芽孢杆菌活菌胶囊是全国独家品种，对于各种原因引起的慢性肠炎、结肠

炎，婴幼儿腹泻、厌食，秋冬季轮状病毒所致的腹泻治疗效果显著，对于手术、烧伤、癌症放化

疗、长期大量使用化学药品抗生素引起的肠道菌群失调症有治疗作用。对于肝炎、肝硬化患者

引起的腹胀、消化不良、食欲不振等症状有明显效果。同时对中老年人还有保肠护体、增强免

疫力的功效。

收购源首生物，主要目的在于其品种蜡样芽胞杆菌活菌制剂。由于其产品特性可以和通

化金马核心产品嗜酸乳杆菌片形成品类补充，在益生菌市场打造成人和儿童双领导品牌。

公司完成对源首生物收购后，报告期末公司商誉20.58亿元，占期末净资产的43.68%。未来

我公司会本着谨慎性的原则，及时进行相应资产的减值测试，发现减值迹象及时处理。截止本

报告期末，尚未有减值迹象发生。

五.�请结合永康制药的审计报告说明：

（1）永康制药预付账款期末余额为733.34万元，其中600万元为预付北大世佳科技开发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北大世佳” ）研发费，而北大世佳为你公司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关联企业，你

公司曾于2018年9月12日披露了《关于收购北大世佳科技开发有限公司60%股权暨关联交易的

公告》，请说明预付上述费用的必要性，交易金额的公允性以及上述收购事项的进展情况。

答：

永康制药是我公司的全资子公司，长期以来一直以天然和人工麝香“小金丸” 为主要产

品，存在产品单一、品种储备不足的问题，需要补充品种，充实产品线。北大世佳是一家从事现

代中药创新药物研究与开发的研发型公司， 拥有药学部、 药理部两大技术部门， 已承担国家

863�计划重大专项、科技部中小企业创新基金项目、北京市海淀区创新基金项目等多个项目，

已完成了国家100个经典名方中的温胆颗粒、吴茱萸汤（颗粒）、易黄汤（颗粒）等品种的初期

研究开发工作。鉴于上述情况，永康制药与北大世佳签订了3个经典名方（温胆颗粒、吴茱萸汤

（颗粒）、易黄汤（颗粒））的合作研发合同。永康制药按照公司投资管理和合同管理等相关制

度，与其他研发品种、其他研究所进行了询价比价，最终确定按每个品种300万元支付北大世佳

研发费用。按照合同约定，至2018年末，永康制药已根据项目进展情况，预付北大世佳600万元

研发费用，与合同约定的支付进度相一致。

目前永康制药委托北大世佳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的三个研发项目的研发进展情况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2018

年项目进展情况

1

温胆颗粒

已完成项目临床应用综述、药材炮制工艺研究、药材专属性成分研究及控制方法、物质基准

鉴别及含量测定方法研究、提取工艺研究等，正准备进入中试研究。

2

吴茱萸汤 （颗

粒）

已完成项目临床应用综述、物质基准薄层鉴别研究、提取工艺研究，建立了

3

味药材中的专

属性成分质量控制方法，正在进行药材炮制研究、物质基准含量测定研究。

3

易黄汤（颗粒）

已完成项目临床应用综述、物质基准薄层鉴别研究，建立了

3

味药材中的专属性成分质量控

制方法，正在进行物质基准含量测定研究、、提取工艺研究。

收购北大世佳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的进展情况：2018年9月11日，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2018年

第十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北大世佳科技开发有限公司60%股权暨关联交易的

议案》。本次股权转让以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联信评估出具的《评估报告》的评估结果作为定

价依据。根据《评估报告》，评估基准日为 2017年12月31日，北大世佳股东全部权益评估价值

为4,786.99万元。经本次交易双方协商，公司收购晋商联盟持有的北大世佳60%股权的交易价格

为人民币2,872.1940万元。目前公司已经按照协议支付完毕第一期股权转让款2,584.9746万元，

目前正在和北大世佳原股东之一一北京大学科技开发部沟通办理本次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

手续。

（2）报告期永康制药的毛利率为74.3%，较2017年同期增长6%，而你公司2016年披露的《重

大资产购买报告书》中评估过程预计交易标的永康制药2018年毛利率仅为44%，请说明业绩承

诺期内永康制药毛利率大幅增加以及远高于重组评估预计的原因及合理性；

答：

永康制药业绩承诺期毛利率大幅增加以及远高于重组评估预计的原因主要是收购完成

后，国家医药管理政策发生变化，为了适应政策变化，永康制药对部分产品销售政策进行了调

整，导致毛利率出现了一定幅度的增加，具体情况如下：

a、从2017年国家推行两票制后，原有的部分产品由分销商代理销售转为自营销售模式，淘

汰了代理商，原代理商承担的产品宣传推广工作转由永康制药负责，所以产品价格上升，毛利

率增加。

b、国家税收政策调整，增值税税率由17%降为16%，在销售价格不变的情况下，增加了销售

收入，提高了毛利率。

c、销售结构的变化，高毛利的品种销售额和销售比重增加，使得总体毛利率上升。如2018

年小金丸（天然麝香） 收入增长较大， 从2017年销售收入13,520,608.60元增长到2018年的37,

907,915.91元，增长了24,387,307.31元，增长率180.37%，占总增长收入的52.74%；同时因为天然麝

香小金丸销量上升，使得生产量上升，各项分摊费用下降，致单位成本降低，总成本增长比率

不高。

（3）报告期永康药业的销售费用为1.03亿元，占其营业收入的比重为42.85%，远低于公司

59.36%的平均水平， 请说明是否存在通过你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其他主体分担永康药业报

告期销售费用的情形，并请会计师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答：

报告期内永康药业销售费用组成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单位名称

2018

年销售费用金额

成都永康

10,183

安阳源首

148

永康绿苑

0

中致绿苑

0

小计

10,331

永康制药受其品种、管理、销售模式等因素影响，多年以来其销售费用占营业收入的比重

始终处于较低水平。小金丸一直为公司主要的销售品种，销售模式为公司自营模式，2016年销

售费用率为28.17%。2017年起， 面对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和国家医药政策变化带来的影

响，同时为打破品种单一所面临的风险，并为公司创造新的利润增长点，公司除维持人工麝香

小金丸市场的稳定之外，将以前其他部分产品的销售模式由代理改为了自营，并开始进行其

他产品品规的大力推广，2017年销售费用率为37.44%。2018年小金丸实现收入 1.6585亿元，占

总收入比为72.27%，除小金丸外的其他品种实现收入0.6364亿元，占总收入比为27.73%，销售费

用为1.0183亿元（未含源首生物），销售费用率为44.37%。如上所述，永康制药的销售费用率始

终低于公司的平均水平，随着销售品种结构占比的变化，销售费用率呈递增趋势，永康制药不

存在通过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其他主体分担其报告期销售费用的情形。

针对上述问题，中准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核查意见如下：

本所在审计过程中执行了相关的审计程序：

1、对永康制药与销售费用相关的内部控制进行了解与评价，未发现永康制药内部控制制

度存在重大缺陷；

2、对销售费用进行了分析性复核，与上年销售费用对比分析，发生的具体费用明细对比分

析；

3、检查市场推广费的支出是否合理，审批手续是否健全，是否取得有效的原始凭证；

4、通过检查广告合同、市场推广合同、咨询合同、会务合同等相关合同，查看合同内容所涵

盖的服务期间是否属于报告期内；

5、对销售费用进行了截止性测试，测试销售费用是否存在跨期情形；

6、补充对销售费用的市场推广费进行函证，发函比例为70.73%，回函比例占发函比例为

73.99%；

经核查，本所认为，永康制药的销售费用所占收入比例低于金马药业的平均水平是由于

其产品的自身特性及销售政策的影响所致，未发现永康制药报告期内销售费用由公司合并报

表范围内的金马药业其他主体承分担的情况。

六.� 2018年3月16日，你公司披露《关于收购江西丰马医药有限公司100%股权公告的补充

公告》，公告显示公司以190万元收购的江西丰马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丰马医药” ）100%

股权。截至2018年2月28日丰马医药未经审计的总资产为190万元，净资产190万元。而年报显

示，购买日（2018年3月15日）至期末，丰马医药实现营业收入3.32亿元，实现净利润594.43亿元。

请你公司说明收购丰马医药100%股权后其经营规模与资产规模存在出现较大变动的原因。

答：

经营规模发生较大变动的原因：

我公司地处东北，要进一步深化开发江苏、福建、广东、湖南等市场，需要在南方建立一个

基地，而江西丰马医药有限公司地处江西丰城，具有非常好的地理位置，物流行业发达，且物流

成本大大低于东北地区，这样我公司产品在南方市场形成基地，可大大提高我公司产品的配

送速度和配送质量。特别是抵近药都樟树，当地具有强大的药品资源和销售团队资源，这些对

我公司在拓宽产品销售渠道和增加队伍建设上提供了基础条件。同时，江西丰城对于在江西

投资的企业给予一定的政策支持。

我公司完成江西丰马医药公司收购之后，公司将核心产品“复方嗜酸乳杆菌片” 和“风湿

祛痛胶囊” 除浙江省等市场外，均由母公司销售给“江西丰马医药有限公司” 然后由其对全国

市场进行销售，2018年江西丰马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32亿元，绝大多数为我公司产品销售。

资产规模较大变动的原因：

江西丰马公司未经审计截止2018年2月28日资产2,543.26万元， 负债2,353.97万元， 净资产

189.29万元。

收购时，由于对方财务人员提供相关数据有误，误用收购价款填报总资产、净资产。导致

2018年3月16日,我公司公告披露截至2018年2月28日江西丰马医药有限公司未经审计的总资产

为190万元，净资产190万元。上述数据问题，在公司收购完成后得以纠正，并在年度报告中作出

披露。

七.�年报分季度财务指标显示，公司第一季度至第四季度营业收入分别为3.6亿元、5亿元、

5.12亿元、7.21亿元，实现扣非后的净利润分别为5550万元、7569万元、3789万元、1.28亿元。请你

公司：

（1）说明第四季度收入较前三季度大幅增加的原因，是否存在期末提前确认收入的情形；

答：

近三年各季度营业收入占比情况如下：

1、2016年度各季度营业收入占比 单位：元

项目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129,003,563.15 191,370,085.72 202,476,674.87 327,233,047.33

占年度营业收入比例

15.18% 22.51% 23.82% 38.49%

2

、

2017

年度各季度营业收入占比

项目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197,130,208.73 360,690,794.65 354,324,791.12 609,264,499.86

占年度营业收入比例

12.96% 23.71% 23.29% 40.04%

3

、

2018

年度各季度营业收入占比

项目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360,211,471.99 500,498,064.29 512,286,022.96 721,553,815.66

占年度营业收入比例

17.20% 23.90% 24.46% 34.45%

2016年度，公司第四季度营业收入占全年比重38.49%，2017年第四季度营业收入占全年比

重40.04%，2018年第四季度销售收入占比34.45%。

我公司产品的销售具有季节性波动特征。一般在一季度为销售淡季，销售收入相对较低；

二季度、三季度、四季度为销售旺季。特别是第四季度，下游经销商为避免年初业务受到春节假

期影响，进行商品储备，历年来四季度销量较大，占全年比重最高。我公司不存在提前确认收入

的情形。

（2）说明报告期在营业收入各季度逐渐增加的情况下，扣非后净利润四个季度内大幅波

动的原因及合理性；

答：报告期个季度营业收入及扣非后净利润情况如下：（更正后）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360,211,471.99 500,498,064.29 512,286,022.96 721,553,815.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6,041,854.52 70,401,958.29 38,357,347.11 39,882,922.54

a、各季度虽然销售收入增加，但由于品种结构不同，导致销售利润不相同。

b、销售收入增加同比销售费用投入也同时增加。

c、由于龙煤医院重组项目未获得证监会审批通过，相应中介机构费用下半年进入管理费

用。

d、由于贷款及发行公司债，下半年财务费用增加。

e、下半年予以费用化的研发投入增加。

f、报告期我公司子公司拉萨雍康药材公司发生资产减值，在年末计提商誉减值415万元。

基于以上原因，我公司扣非后的净利润有较大幅度变化。

（3）四个季度扣非后净利润合计2.97亿元，与你公司披露的2018年度扣非后净利润金额不

一致，请对相关数据进行核对，如存在披露错误请及时更正；

答： 经核实，我公司四个季度扣非后净利润合计2.97亿元，与我公司披露的2018年度扣非

后净利润金额不一致的主要原因是，相关数据存在填列错误，更正情况如下：

更正前：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360,211,471.99 500,498,064.29 512,286,022.96 721,553,815.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8,463,126.37 80,590,471.46 40,387,638.39 151,416,880.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5,502,895.40 75,690,396.37 37,889,955.16 127,950,212.07

更正后：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360,211,471.99 500,498,064.29 512,286,022.96 721,553,815.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8,463,126.37 80,590,471.46 40,387,638.39 151,416,880.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6,041,854.52 70,401,958.29 38,357,347.11 39,882,922.54

（4）公司经营活动现金流量第三季度为1.29亿元，第四季度为-8688.6万元，差异较大，请

说明原因及合理性。

答：

报告期各季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4,922 7,924 12,915 -8,689

公司于2018年4月30日收到拆迁款5,000万元、7月24日收到5,000万元、8月20日收到5,000万

元，因当时未确认收入，所以在填报现金流量表时列入“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项目。在本报告期期末将此款确认为拆迁补偿收入，将其从“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

金” 项目调至“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而收回的现金净额” 项目，导致公司

第四季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差异较大。

针对上述问题，中准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核查意见如下：

本所在审计过程中针对上述情形执行了以下的审计程序：

1、以各个公司为基准，对营业收入执行分析性复核程序，对收入、单产品收入进行年度对

比、月度对比分析，核对营业收入与纳税申报表；

2、对应收账款期末余额及营业收入进行函证；

3、对未回函的执行替代性审计程序，包括查验了重要客户的销售合同、出库单、运输记录、

销售发票、回款记录，对重要客户查询了相关工商资料；

4、我们通过检查存货的出库记录、货物运输记录、期末存货监盘及期后库存退货记录等，

未发现金马药业存在提前确认收入的迹象。

5、对各项费用执行了分析性复核程序、上下年对比、月度对比；

6、查验费用支出中所涉及相关合同，分析合同内容，是否符合费用执行所涵盖的服务期

间；

7、结合应付账款、预付款项对供应商进行函证，查询供应商工商资料；

8、索取生产成本计算单，复算存货生产成本，对存货执行加权平均结转测算，实地监盘存

货库存，分析存货生产能力等；

9、结合货币资金的发生额进行现金流量的复算；

10、索取公司资产处置协议，对政府拆迁办进行访谈，函证尚未收到的处置费余额，检查银

行进账单；

11、查验政府补助相关文件，查验银行进账单，复算递延收益结转其他收益金额；

经核查，本所未发现金马药业存在提前确认收入的迹象；报告期内各季度收入上升，扣非

后的净利润波动较大主要是由于费用变化引起，未发现不合理迹象；季度报告中对于扣非后

的净利润及经营活动净现金流量公司披露存在错误。

八.�年报显示，报告期你公司产品销售量为5785.56万盒，较2017年同期增长7.61%，生产量

为5675.71万盒，较2017年同期增长6.8%，但库存量为1069.42万盒，较2017年同期降低65.3%。同

时，你公司2018年末存货账面价值为4.4亿元，较期初增长5.97%。请你公司结合产品结构及价格

变动等因素，说明在产品销售量、生产量均增长的情况下库存量大幅降低的原因，以及与期末

存货账面价值变动趋势不一致的原因及合理性。

答：

a、报告期生产量、销售量、库存量明细表，因各子公司各系统，对于计量单位标准存在差

异，计算单位（盒、支、克）换算统计出现差异，致使年报数据统计错误。发现错误后，对集团内

各子公司计量单位进行规范，重新统计各项数据。更正后，报告期内本公司生产量、销售量、库

存量明细表如下：

行业分类 项目 单位

2018

年

2017

年 同比增减

医药行业

销售量 盒

57,091,975 53,811,434 6.10%

生产量 盒

55,112,298 53,211,830 3.57%

库存量 盒

10,694,228 9,459,037 13.06%

医药行业

销售量 支

55,367,168 76,162,845 -27.30%

生产量 支

45,092,500 81,768,956 -44.85%

库存量 支

5,303,481 16,702,370 -68.25%

医药行业

销售量 克

1,022,120 614,054 66.45%

生产量 克

930,875 736,770 26.35%

库存量 克

8,290 121,465 -93.17%

上述明细表不存在严格勾稽关系，主要原因如下：

报告期内我公司新收购了公司，其原有存货不计入上述明细表中的期初数量，形成差异；

报告期内子公司部分产成品报废，不计入销售数量，形成差异。其他原因也会导致上述明细表

中不存在勾稽关系。如报告期各子公司发生样品领用，不计入销售数量，形成差异，还有等等

其他原因，都会造成产、销、存明细表缺乏逻辑关系。

影响报告期生产量、销售量、库存量明细表逻辑关系的数据资料如下：

行业分类 项目 单位

2018

年

2017

年 同比增减

医药行业

销售量 盒

57,091,975 53,811,434 6.10%

生产量 盒

55,112,298 53,211,830 3.57%

库存量 盒

10,694,228 9,459,037 13.06%

差异原因

报废（

-

） 盒

124,579 -

收购原因（

+

） 盒

3,317,840 -

其他原因

(+)

盒

21,607

医药行业

销售量 支

55,367,168 76,162,845 -27.30%

生产量 支

45,092,500 81,768,956 -44.85%

库存量 支

5,303,481 16,702,370 -68.25%

差异原因

报废

(-)

支

917,360 -

收购原因

(+)

支

- -

其他原因

(-)

支

206,861

医药行业

销售量 克

1,022,120 614,054 66.45%

生产量 克

930,875 736,770 26.35%

库存量 克

8,290 121,465 -93.17%

差异原因

报废

(-)

克

-

收购原因

(+)

克

-

其他原因

(-)

克

21,930

b、产品销售量、生产量均增长的情况下库存量大幅降低的原因，以及与期末存货账面价值

变动趋势不一致的原因及合理性

更正后，以盒为计量单位产品的销售量、生产量均增长，库存量同时增长，无大幅度降低的

情况，与期末存货中的产成品账面价值变动趋势一致。

九.报告期你公司研发支出共计7431.79万元，其中资本化金额701.5万元，研发资本化金额

占研发总支出的9.44%。请你公司结合具体的研发内容及研发流程，说明研发支出资本化时点，

并进一步分析说明当期资本化金额确定依据、计算过程及合理性。请会计师进行核查并发表

明确意见。

答：

报告期我公司研发支出共计7,431.79万元，其中资本化金额701.5万元，系我公司子公司长

春华洋琥珀八氢氨吖啶片三期临床研发支出。

2007年11月，长春华洋获得一期临床试验批件琥珀八氢氨吖啶片（2007L04735），并进行

一期临床试验 ， 于 2008年 9月完成一期临床试验 。2010年 1月获得二期临床试验批件

（2010L00161），并进行二期临床试验，从二期开始，研究项目开发阶段支出予以资本化。琥珀

八氢氨吖啶片于 2014年 9月完成二期临床试验 。2015年 8月获得三期临床试验批件

（2015L01708），启动三期临床试验。2018年度，琥珀八氢氨吖啶片符合资本化支出金额701.5万

元。

目前，三期临床已进入实施周期的第三年，现参试医院30家，资质良好，操作规范，质量控

制到位。合同研究组织、第三方稽查单位、各医院机构和研究者高度重视，认真负责。本试验已

入组200余例，无与本品有关的重大严重不良事件，安全性较好，已出组病例之中约有80%进入

延长期试验，初步显示试验药有效性值得肯定。预期2020年上半年完成试验，向国家食品药品

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递交Ⅲ期临床试验总结报告，申请新药证书和生产批件。

当期内部研究项目开发阶段支出资本化金额以权责发生制为基础，将当期发生的与琥珀

八氢氨吖啶片三期临床相关的临床技术服务费和观察费、培训费、审评费、专利服务及实质审

查费、试验费等记入当期研发项目开发支出，予以资本化。

针对上述问题，中准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核查意见如下：

本所在审计过程中执行了以下审计程序：

1、核查研发项目的立项手续；

2、查验费用支出原始单据、银行转账凭证、查验人工费用、固定费用的归集情况；

3、对研发费用进行分析性复核，对比分析上下年变化，核对研发费用归类；

4、查验研发合同、委托合同；

5、对研发费用支出与金马药业管理层进行讨论，了解研发进展情况，分析研发费用资本化

的合理性；

6、查验了项目研发所取得临床批件记录；

7、向委托方访谈研发项目的进展情况；

经核查，本所认为金马药业研发支出已按照其制定的会计政策对各项支出予以资本化或

费用化，未发现不合理的迹象。

十.�报告期末，你公司其他应收款账面余额1.73亿元，较期初增长78.86%，其中一年内的其

他应收款共计1.23亿元。请你公司结合其他应收款明细，逐项说明产生的原因及其合理性、欠

款对象及是否属于关联方，是否存在与控股股东或其他关联方联合或共管账户的情况，是否

存在货币资金被关联方实际使用的情况。

答：

本公司报告期其他应收期末余额1.73亿元， 2018年度主要新增加的其他应收款项目如下：

单位：元

序号 债务人名称 原因、性质及内容

1

年以内

是否关联

方

1

通化市房屋经办中心 拆迁补偿款

45,000,000.00

否

2

哈尔滨华瑞生化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应收取对方劳务费

11,090,000.00

否

3

成都金御堂制药有限公司 单位往来借款

10,000,000.00

否

4

资阳康胜养殖有限公司 单位往来款项

10,000,000.00

是

5

诚泰融资租赁（上海）有限公司 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

保证金

6,000,000.00

否

6

上海鸣润商务咨询有限公司 应收取对方咨询费

4,000,000.00

否

小计

86,090,000.00

a、2017年5月24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2017年第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签署〈房屋

征收补偿协议〉的议案》，本公司与通化市房屋征收经办中心及征收实施单位通化市城投房屋

征收补偿有限公司签署协议， 上述单位征收本公司旧厂址吉林省通化市江南路100-1号上的

土地、厂房及附属设施等，征收补偿总额为人民币1.95亿元。报告期末公司累计收到房屋征收

补偿款人民币15,000万元，截止2018年12月31日应收征收补偿款4,500万元。

b、 本公司子公司哈尔滨圣泰生物制药有限公司与哈尔滨华瑞生化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股

东PAGAC� Sparrow� Holding� II� (HK)� Limited签订《关于对哈尔滨华瑞生化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实施托管的协议》， 由哈尔滨圣泰生物制药有限公司对哈尔滨华瑞生化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进

行托管。托管标的为委托方对哈尔滨华瑞生化药业有限责任公司的经营管理权，将托管权利

委托给哈尔滨圣泰生物制药有限公司进行管理并行使相关权利事宜，哈尔滨华瑞生化药业有

限责任公司应当每年向本公司子公司哈尔滨圣泰生物制药有限公司支付人民币1,100万的固

定托管费用。截止2018年12月31日新增应收固定托管费用1,100万元，另9万为房租款项。

c、 成都永康制药有限公司于2018年11月26日与成都金御堂制药有限公司签订 《借款合

同》， 借款资金的用途是用于新品种购买或研发， 借款期限2018年11月26日至2019年4月25日

止。该款项已于2019年3月全部归还。

(下转B46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