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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万隆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及开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西安万隆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挂牌申请文件的 

第一次反馈意见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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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回复】 

公司已在公开转让说明书“第二节 公司业务”之“三、与业务相关的关键

资源要素”之“（三）公司及其子公司取得的业务许可资格或资质”部分补充披

露如下内容： 

“（三）公司已取得经营业务所需的全部资质、许可、认证、特许经营权 

序号 资质名称 注册号 持有人 发证机关 发证日期 有效期 

1 药品生产许

可证 陕 20160108 万隆制药 陕西省药品监督

管理局 
2021 年 3
月 9 日 

至 2025 年

12 月 16 日 

2 排污许可证 91610403MA6 
TG33H88001P 杨凌分公司 杨凌区环境保护

局 
2018 年 9
月 21 日 

至2021年9
月 20 日 

3 
互联网药品

信息服务资

格证书 

（陕）-非经营

性-2018-0002 万隆制药 陕西省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局 
2018 年 1
月 17 日 

至2023年1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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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高新技术企

业资质 
GR202061 

002130 万隆制药 

陕西省科学技术

厅、陕西省财政

厅、国家税务总局

陕西省税务局 

2020 年 12
月 1 日 

至 2023 年

12 月 1 日 

是否具备经营业务

所需的全部资质 是 

是否存在超越资质、

经营范围的情况 否 

1、公司目前所取得的药品 GMP 证书如下所示： 

序

号 注册号 认证范围 发证机关 发证日期 有效期 

1 SN20160207 原料药（乌苯美司） 陕西省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局 2016.08.31 至 2021.08.30 

2 SN20160209 

大容量注射剂（玻璃输

液瓶、非 PVC 多层共

挤输液袋）、片剂（含

外用）、胶囊剂、散剂

（含中药前处理） 

陕西省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局 2016.09.23 至 2021.09.22 

3 SN20160214 原料药（混合核苷） 陕西省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局 2016.11.14 至 2021.11.13 

4 SN20180272 硬胶囊剂、颗粒剂 陕西省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局 2018.04.23 至 2023.04.22 

5 SN20190369 原料药（右旋糖酐 40）、
原料药（右旋糖酐 70） 

陕西省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局 2019.07.24 至 2024.07.23 

6 SN20190380 原料药（盐酸替罗非

班） 
陕西省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局 2019.09.03 至 2024.09.02 

7 陕药监函

[2020]31 号 原料药（依帕司他） 陕西省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局 2020.01.20 - 

8 陕药监函

[2021]110 号 原料药（L-苹果酸） 陕西省药品监

督管理局 2021.03.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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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_ ÀØsÚ��ÈÉ_`J>��N��Û)&6ÒÜ@ÝYÞ¯°³)N

&6����ÜßÓÔ&6 Z[\ >{|àá��g 

2020 年 1 月 20 日，陕西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出具了《关于西安万隆制药股份

有限公司 GMP 认证现场检查结果的函》（陕药监函[2020]31 号），经综合评定

后认定公司原料药（依帕司他）符合《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2010 年修订）

要求。按照陕西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实施药品生产经营许可有关事项的公告》，

不再发放 GMP 认证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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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司药品生产取得的注册批件号、登记号 

序

号 
批件号/登记

号 类别 剂型 药品通用名称（规格） 批准文号 
是否

生产 

药品批准

文号有效

期 

1 2021R000116 化学

药品 注射剂 复方右旋糖酐 40 注射液

（250ml） 
国药准字

H20060418 是 2026.01.14 

2 2021R000117 化学

药品 片剂 加替沙星片（0.2g) 国药准字
H20059302 是 2026.01.14 

3 2016R000771 中药 胶囊剂 骨刺消痛胶囊（每粒装

0.3g） 
国药准字

Z20063435 否 2021.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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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016R000777 化学

药品 片剂 奥硝唑阴道泡腾片

（0.5g） 
国药准字

H20120013 是 2021.11.13 

5 2016R000784 中药 胶囊剂 妇月康胶囊（每粒装

0.6g） 
国药准字

Z20063972 否 2021.11.20 

6 2016R000785 中药 颗粒剂 枣仁安神颗粒（每袋装

5g） 
国药准字

Z20063863 否 2021.11.20 

7 2018R000145 化学

药品 片剂 盐酸非索非那定片

（60mg） 
国药准字

H20080710 是 2023.06.13 

8 2018R000152 中药 片剂（糖

衣） 
冠脉康片（每基片重

0.4g） 
国药准字

Z20063434 否 2023.06.18 

9 2018R000153 中药 片剂 固精麦斯哈片（每片重

0.2g） 
国药准字

Z20063985 是 2023.06.18 

10 2018S00396 化学

药品 注射剂 

盐酸替罗非班氯化钠注

射液（100ml：盐酸替罗

非班（按 C22H36N2O5S
计）5mg 与氯化钠 0.9g） 

国药准字
H20183306 是 2023.07.30 

11 2019R000051 中药 颗粒剂 一清颗粒（每袋装 7.5g） 国药准字
Z20093009 否 2024.02.21 

12 2019R000147 化学

药品 片剂 乌苯美司片（30mg） 国药准字
H20140117 是 2024.07.29 

13 2020R000037 化学

药品 注射剂 
加替沙星氯化钠注射液

（100ml：加替沙星 0.2g
与氯化钠 0.9g） 

国药准字
H20050846 是 2025.05.26 

14 2020R000038 化学

药品 片剂 加替沙星片（0.1g) 国药准字
H20050845 是 2025.05.26 

15 2020R000039 化学

药品 胶囊剂 奥硝唑胶囊（0.25g） 国药准字
H20031257 是 2025.05.26 

16 2020R000040 化学

药品 注射剂 丙氨酰谷氨酰胺注射液

（50ml：10g） 
国药准字

H20143029 是 2025.05.26 

17 2020R000041 化学

药品 注射剂 葡萄糖注射液（500ml：
50g） 

国药准字
H61023243 否 2025.05.26 

18 2020R000042 化学

药品 注射剂 葡萄糖注射液（500ml：
25g） 

国药准字
H61023254 

否 2025.05.26 

19 2020R000043 化学

药品 注射剂 葡萄糖注射液（250ml：
25g） 

国药准字
H61023291 

否 2025.05.26 

20 2020R000044 化学

药品 注射剂 葡萄糖注射液（250ml：
12.5g） 

国药准字
H61023292 

否 2025.05.26 

21 2020R000045 化学

药品 注射剂 氯化钠注射液（500ml：
4.5g） 

国药准字
H61023239 

否 2025.05.26 

22 2020R000046 化学

药品 注射剂 氯化钠注射液（100ml：
0.9g） 

国药准字
H20103452 

否 2025.05.26 

23 2020R000047 化学

药品 注射剂 
葡萄糖氯化钠注射液

（500ml：葡萄糖 25g 与

氯化钠 4.5g） 

国药准字
H61023241 

否 
2025.05.26 

24 2020R000048 化学

药品 注射剂 
奥硝唑氯化钠注射液

（100ml：奥硝唑 0.25g
与氯化钠 0.9g） 

国药准字
H20041578 是 2025.05.26 

25 2020R000049 化学

药品 注射剂 
奥硝唑氯化钠注射液

（100ml：奥硝唑 0.5g 与

氯化钠 0.9g） 

国药准字
H20040325 是 2025.0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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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2020R000050 化学

药品 注射剂 
葡萄糖氯化钠注射液

（250ml：葡萄糖 12.5g
与氯化钠 2.25g） 

国药准字
H61023242 

否 
2025.05.26 

27 2020R000051 化学

药品 注射剂 氯化钠注射液（250ml：
2.25g） 

国药准字
H61023240 

否 2025.05.26 

28 2020R000052 化学

药品 注射剂 丙氨酰谷氨酰胺注射液

（100ml：20g） 
国药准字

H20045975 是 2025.05.26 

29 2020R000087 化学

药品 片剂 混合核苷片（20mg） 国药准字
H20057365 是 2025.05.26 

30 2020R000546 中药 散剂（口

服） 乌龙散（每袋装 4g） 国药准字
B20020429 是 2025.06.30 

31 2020R000547 中药 胶囊剂 消渴灵胶囊（每粒装

0.35g） 
国药准字

Z10970111 否 2025.06.30 

32 Y20170000638 原料

药 - 依帕司他 CYHS1300485 是 - 

33 Y20170000788 原料

药 - 盐酸替罗非班 CYHS1301640 是 - 

34 Y20170002320 原料

药 - L-苹果酸 CYHS1700569 是 - 

35 Y20190003376 原料

药 - 混合核苷 国药准字
H20057364 是 - 

36 Y20190006548 原料

药 - 乌苯美司 国药准字
H20163417 是 - 

37 Y20190021592 原料

药 - 右旋糖酐 40 CYHT1600661 是 - 

38 Y20190021593 原料

药 - 右旋糖酐 70 CYHT1600722 是 - 

3、公司药包材登记信息 

经查询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评审中心关于原料药、药用辅料和药包材登

记公示信息： 

登记号 品种名称 
企业名

称 
产品来

源 
与制剂共同审

评审批结果 备注 

B20190005533 五层共?输液用

袋 
万隆制

药 国产 A 国药包字
20140279 

ð¢ùúN?��h¨§Å�ÿù!>"T#�]¯°]_`N?�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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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特许经营权情况 

□适用 √不适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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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已在公开转让说明书“第二节 公司业务”之“五、经营合规情况”之

“（三）质量监督情况”部分补充披露公司的质量管理体系及实施情况如下： 

“1、公司在售制剂及原料药已取得药品 GMP 证书 

    公司经审查符合《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的要求而取得的《药品 GMP 证

书》有： 

序

号 
注册号 认证范围 发证机关 发证日期 有效期 

1 SN20160207 原料药（乌苯美司） 陕西省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局 2016.08.31 至 2021.08.30 

2 SN20160209 

大容量注射剂（玻璃输

液瓶、非 PVC 多层共挤

输液袋）、片剂（含外

用）、胶囊剂、散剂（含

中药前处理） 

陕西省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局 2016.09.23 至 2021.09.22 

3 SN20160214 原料药（混合核苷） 陕西省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局 2016.11.14 至 2021.11.13 

4 SN20180272 硬胶囊剂、颗粒剂 陕西省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局 2018.04.23 至 2023.04.22 

5 SN20190369 原料药（右旋糖酐 40）、

原料药（右旋糖酐 70） 
陕西省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局 2019.07.24 至 2024.07.23 

6 SN20190380 原料药（盐酸替罗非班） 陕西省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局 2019.09.03 至 2024.09.02 

7 陕药监函

[2020]31 号 原料药（依帕司他） 陕西省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局 2020.01.20 - 

8 陕药监函

[2021]110 号 原料药（L-苹果酸） 陕西省药品监

督管理局 2021.03.22 - 

2、公司产品质量控制制度及有效运行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已建立了较为健全和完善的产品质量内控制度，包括原材料

采购、药品生产、包装、运输、售后服务等方面的规章制度；形成了从原辅材料

检验、生产过程监督、产品检验、成品放行全过程的质量控制体系，公司生产车

间均通过了新版 GMP 认证。 

（1）原材料采购过程的内控制度及其执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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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坚持从源头控制产品质量，所有进库原辅料均按国家标准要求进行全项

检验。制定了《物料管理通则》、《新增物料供应商管理规程》、《供应商审计

管理规程》、《供应商档案管理规程》、《包装材料管理规程》、《印刷包装材

料管理规程》等内控制度，对物料的采购、储存、放行过程进行管理。根据上述

制度，一方面由质量保证部对原材料供应商进行质量审计并建有合格供应商目录；

另一方面在原材料进厂后进行取样、检验，检验后，符合原材料内控标准的原材

料方准予入库，否则进行销毁或退货处理。 

（2）药品生产过程的内控制度及其执行情况 

?�从生产计划制定、物料领取、生产指令下发、产品生产过程、产品生产

环境等方面均制定了完善的内控制度，包括《工艺规程管理》、《生产指令使用

规程》、《批生产记录管理规程》、《清场管理规程》、《厂区环境卫生管理规

程》、《一般生产区管理规程》、《洁净区管理规程》、《洁净区环境监测管理

规程》、《取样管理规程》、《偏差调查规程》等。同时，各品类产品均按照注

册工艺制定了相应的工艺规程、生产记录，各岗位及设备均制定相应操作规程。

公司质量保证专员（QA）全程跟踪监控生产过程，确保生产各个工序符合产品

工艺及 GMP 要求。公司对车间空气净化系统、工艺用水系统、压缩空气系统、

生产设备进行定期验证和检测。 

（3）包装过程的内控制度及其执行情况 

?�制定了《包装材料管理规程》、《印刷包装材料管理规程》、《外包装

标示管理规程》、《批包装指令使用规程》、《车间包装材料管理规程》。同时，

各品种均�$了相应的批包装记录，以及各包装设备操作规程及各包装岗位操作

规程等内控制度对药品的包装过程及使用的包装材料进行管理。根据上述制度，

公司质量管理部下设质量保证部门（QA）对包装全过程进行监控，如包装材料

的批号、规格及数量的复核，包装信息的核对抽查，包装设备的关键参数等，采

用的所有外包装材料（标签、说明书、小盒）均经过ÍÎÏ药品监督管理局审批

备案，包装过程全方位监控，避免差错和混淆，打印批号等信息均经过双人复核

管理，确保打印信息的准确性。 

（4）产品运输过程的内控制度及其执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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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制定了《成品入库发放规程》、《冷藏药品运输管理规程》等制度，对

产品的发放及运输过程进行管理。根据上述制度，公司建立了符合产品储存要求

的运输流程，确保运输过程不影响产品质量，包装交付客户的产品质量符合规定

标准。以药品的储运要求为原则，确定药品运输方式，如药品储运有特殊的温/

湿度要求，需确认运输车辆的温/湿度符合要求后方可装车。对产品发运进行了记

录，能够确保产品的可追溯性，发运记录包含产品名称、规格、批号、数量、收

货单位和地址、联系方式、发货日期、运输方式等信息。 

（5）产品售后过程的内控制度及其执行情况 

公司先后建立了《质量事故处理管理规程》、《产品质量回顾管理规程》、

《产品退货管理规程》、《不合格品销毁管理规程》、《投诉管理规程》、《不

良反应管理规程》等管理制度。根据上述制度，公司建立了产品质量售后管理的

内控制度，售后服务覆盖投诉管理、退货管理、追溯管理、不良反应以及产品召

回等方面，对产品在市场上的应用情况和大众使用安全情况及时进行收集、分析

和反馈，及时对上市风险进行评估和预警，确保上市产品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6）自动化、智能化生产及检测设备能够有效保障产品质量 

公司自杨凌生产基地投入使用后，生产设备和检测设备的自动化和智能化水

平大幅提高，公司被评选为陕西省“智能制造试点示范单位”，设备的智能化能够

有效减少人为操作带来的质量风险。 

综上所述，û@®?��./�zYr01&623]4$]5ü]67

8"9¡78>��78p:N报告期内公司关于原材料采购、药品生产、包装、

运输、售后服务等方面的产品质量的内控制度健全并得到有效执行，发行人内控

制度不存在重大缺陷。Ì

3、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质量监督违规事项 

公司生产的产品符合国家有关产品质量和技术监督标准，严格按照产品质量

标准检验出场，不存在违反质量技术监督法律法规的情形。2020 年 5 月，公司被

陕西省药品监督管理局评为“药品质量管理西安万隆实训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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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1 月 29 日，陕西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公司遵守药品监管法律法规

的情况出具确认函，报告期内公司的药品生产活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

理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关于药品管理方面的规定，药品质量持续符合

相关标准和规范，未发现相关违法违规行为。 

2021 年 1 月 22 日，陕西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杨凌示范区分局为公司位于杨凌

示范区的分公司出具证明，经对杨凌分公司进行日常监督检查后，杨凌分公司药

品生产活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等国家及地方有关药品管理方面

的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药品质量符合企业及国家标准，未发现违法

违规行为。 

报告期内，公司下属两家子公司陕西英坤生物制药有限公司、西安恩慈制药

有限公司尚未开展实际经营，因此报告期内不存在质量监督违规事项。 

ð¢ùúNû@®?�)*Õ;ò23]&6��]<=]67]ük>

ÿ8�?>�6��>®@��A"�¨©;¬zYN?�®@��V$�BC

DEg?�FÒzY>��78p:��$%9G9L>LMNû@®?�V

$�½�6��HIJaYÞKLþ3<MN>¿Og” 

Q?W@ß:BËì'»PA³BCZpBËD8ÜÊ34eÜÊÆ&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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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12 月 1 日，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以下简称“新

《药品管理法》”）开始施行。新《药品管理法》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有关药品安

全“四个最严”要求——最严谨的标准、最严格的监管、最严厉的处罚、最严肃

的问责，建立科学、严格的监督管理制度，全面提升药品质量，保障药品的安全、

有效、可及。主要变化如下： 

1、新《药品管理法》第三章中明确了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制度，强化企业

主体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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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具备较为完善的质量管理体系，较为先进的生产和质量管理设施，公司

及公司员工的资质均符合新《药品管理法》的要求，全面实施产品上市放行制度，

严格履行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制度，具备较强的风险管理能力，能够确保药品在

研制、生产、经营、使用全过程中产品的安全性、有效性和质量可控性。     

2、新《药品管理法》第五、九十六条明确规定了国家鼓励研究和创制新药，

增加了多项制度举措，鼓励创新，加快新药上市。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共有研发、技术人员 144人，公司已经形

成了一支知识型、专业化的技术研发团队。公司的研发中心被陕西省工信厅等六

部门认定为“陕西省企业技术中心”，各种研发仪器满足公司产品开发需求，此

项内容的修订有利于公司新产品研发，公司展开的一致性评价研究品种“非索非

那定片”已获得批准，其他研究产品已在审评审批中，已有数个品种通过了国家

审核查验中心的研制和生产现场检查。该项变化促进公司的研发动力，对企业发

展更有利。 

3、新的《药品管理法》不再要求进行 GMP、GSP 认证：自 2019 年 12 月 1

日起，不再进行药品 GMP、GSP 认证，不再受理 GMP、GSP 认证申请，不再发

放药品 GMP、GSP 证书。 

取消认证之后，企业并未放松自我管理要求。药品监管部门强化动态监管，

体现了新法更严格的监管宗旨。而执行 GMP 要求是我公司的基本要求，生产和

质量管理部门已将 GMP 要求纳入常态化管理。新《药品管理法》执行后，公司

接受了当地药品监管部门两个原料药新产品的“GMP 符合性”、两次研发产品的

生产现场检查、两次跟踪检查，经当地药品监管部门检查均符合 GMP 管理要求。 

4、化学原料药一并审评审批：新《药品管理法》第二十五条规定自 2019 年

12 月 1 日起，对化学原料药不再发放药品注册证书，由化学原料药生产企业在原

辅包登记平台上登记，实行一并审评审批。 

此修订只是审评审批的方式变化，研究内容与要求仍然按照相关指导原则进

行，因此不会对公司业务和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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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落实药品追溯制度：新《药品管理法》第三十六条以“一物一码、物码

同追”为方向，上市许可持有人、生产经营企业、医疗机构要建立实施药品追溯

制度，各个单位自建追溯体系，做到数据互联互通。还从药物警戒、监督检查、

信用管理、应急处置等方面强化了药品全生命周期管理理念的落实。 

公司自 2013 年起实施产品电子监管码管理，实现“一物一码、物码同追”

的要求，此修订亦不会对公司业务和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6、强调建立年度报告制度：新《药品管理法》第三十七条 要求持有人每年

将药品生产销售、上市后研究、风险管理等情况按照规定向药品监管部门报告。 

公司按要求实施年报制度，每年对产品进行年度报告，并按要求上报。此修

订不会对公司业务和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7、严格假药劣药的管理：新《药品管理法》第九十八条 除了原本就属于“假

药”的两种情形：所含成分与国家药品标准规定的成分不符的药品，以非药品冒

充药品或者以他种药品冒充此种药品之外，变质药品也被界定为假药。此外，所

标明的适应症或者功能主治超出规定范围的药品，也被定性为假药。与修改前相

比，进口国内未批的境外合法新药不再按假药论处。 

公司一直坚持注重药品质量，注重有效期，此修订不会对公司业务和经营产

生重大影响。 

8、新《药品管理法》第十一章加大对药品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重点加大

对主观故意或者严重违法行为的惩处力度，保持对药品安全犯罪行为的高压态势。

并对违法企业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也

予以处罚，包括没收违法行为发生期间其所获收入、罚款、一定期限甚至终身禁

业等。 

报告期内，公司遵纪守法，严格执行国家有关制药及药品管理方面的法律法

规和公司制定的各项质量控制制度，严格控制药品的原辅料要求，确保原辅料合

法、合规并符合质量标准要求；生产过程严格把关，确保符合工艺及标准要求；

规范放行制度，确保产品生命周期内质量稳定可靠，确保患者的用药安全。该项

修订不会对公司业务和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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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公司严格落实及遵守新版《药品管理法》、《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

《药品注册管理办法》等相关法规的各项要求，新《药品管理法》的修订未对公

司业务和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公司已在《公开转让说明书》“重大事项提示”部分补充披露“药品管理政

策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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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已在《公开转让说明书》“第四节 公司财务”之“十四、经营风险因素

及管理措施”部分补充披露“药品管理政策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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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券商回复】 

1、尽调过程和事实依据 

序号 尽调过程 事实依据 

1 对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进行访谈，

查阅公司出具的有关说明文件 访谈记录、情况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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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查阅经营业务所取得的资质、许可、认证资料 
报告期内公司取得的资质、许可

认证资料，以及截至当前公司新

取得的资质、许可及认证资料 

3 查阅报告期内的供应商和客户具备的资质证照，

公司与上游供应商和下游客户签订的业务合同 
报告期内的供应商和客户具备的

资质证照，业务合同 

4 
查阅公司制定的质量管理体系建设、查阅报告期

内公司及下属分公司、子公司是否因产品质量问

题遭受行政处罚或民事索赔 

质量管理制度，西安市市场监督

管理局、药品监督管理局网站截

图 

2、分析过程 

Q¹WF`a^b¾onz{23¿À�.ÁÂ'��Ã9"ÄÅÆeÇÈ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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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司已取得经营业务所需的全部资质、许可、认证、特许经营权 

截至本反馈意见回复出具之日，公司已取得的资质、许可、认证、特许经营

权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

号 资质名称 注册号 持有人 发证机关 发证日期 有效期 

1 药品生产许

可证 陕 20160108 万隆制药 陕西省药品监督

管理局 
2021 年 3
月 9 日 

至 2025 年

12月16日 

2 排污许可证 91610403MA6 
TG33H88001P 

杨凌分公

司 
杨凌区环境保护

局 
2018 年 9
月 21 日 

至 2021 年

9 月 20 日 

3 
互联网药品

信息服务资

格证书 

（陕）-非经营

性-2018-0002 万隆制药 陕西省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局 
2018 年 1
月 17 日 

至 2023 年

1 月 16 日 

4 高新技术企

业资质 
GR202061 

002130 万隆制药 

陕西省科学技术

厅、陕西省财政

厅、国家税务总

局陕西省税务局 

2020 年

12 月 1 日 
至 2023 年

12 月 1 日 

是否具备经营业务

所需的全部资质 是 

是否存在超越资

质、经营范围的情

况 
否 

2、公司目前所取得的药品 GMP 证书如下所示： 

序

号 
注册号 认证范围 发证机关 发证日期 有效期 

1 SN20160207 原料药（乌苯美司） 陕西省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局 2016.08.31 至 2021.08.30 

2 SN20160209 

大容量注射剂（玻璃输

液瓶、非 PVC 多层共

挤输液袋）、片剂（含

外用）、胶囊剂、散剂

（含中药前处理） 

陕西省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局 2016.09.23 至 2021.0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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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SN20160214 原料药（混合核苷） 陕西省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局 2016.11.14 至 2021.11.13 

4 SN20180272 硬胶囊剂、颗粒剂 陕西省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局 2018.04.23 至 2023.04.22 

5 SN20190369 原料药（右旋糖酐 40）、
原料药（右旋糖酐 70） 

陕西省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局 2019.07.24 至 2024.07.23 

6 SN20190380 原料药（盐酸替罗非

班） 
陕西省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局 2019.09.03 至 2024.09.02 

7 陕药监函

[2020]31 号 原料药（依帕司他） 陕西省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局 2020.01.20 - 

8 陕药监函

[2021]110 号 原料药（L-苹果酸） 陕西省药品监

督管理局 2021.03.22 - 

2020 年 1 月 20 日，陕西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出具了《关于西安万隆制药股份

有限公司 GMP 认证现场检查结果的函》（陕药监函[2020]31 号），经综合评定

后认定公司原料药（依帕司他）符合《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2010 年修订）

要求。按照陕西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实施药品生产经营许可有关事项的公告》，

不再发放 GMP 认证证书。 

2021 年 3 月 22 日，陕西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出具了《关于西安万隆制药股份

有限公司 GMP 认证现场检查结果的函》（陕药监函[2021]110号），经综合评定

后认定公司原料药（L-苹果酸）符合《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2010 年修订）

要求。按照陕西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实施药品生产经营许可有关事项的公告》，

不再发放 GMP 认证证书。 

3、公司药品生产取得的注册批件号、登记号 

序

号 
批件号/登记

号 类别 剂型 药品通用名称（规格） 批准文号 
是否

生产 

药品批准

文号有效

期 

1 2021R000116 化学

药品 注射剂 复方右旋糖酐 40 注射液

（250ml） 
国药准字

H20060418 是 2026.01.14 

2 2021R000117 化学

药品 片剂 加替沙星片（0.2g) 国药准字
H20059302 是 2026.01.14 

3 2016R000771 中药 胶囊剂 骨刺消痛胶囊（每粒装

0.3g） 
国药准字

Z20063435 否 2021.11.20 

4 2016R000777 化学

药品 片剂 奥硝唑阴道泡腾片

（0.5g） 
国药准字

H20120013 是 2021.11.13 

5 2016R000784 中药 胶囊剂 妇月康胶囊（每粒装

0.6g） 
国药准字

Z20063972 否 2021.11.20 

6 2016R000785 中药 颗粒剂 枣仁安神颗粒（每袋装

5g） 
国药准字

Z20063863 否 2021.11.20 

7 2018R000145 化学 片剂 盐酸非索非那定片
国药准字

H20080710 是 2023.0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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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品 （60mg） 

8 2018R000152 中药 片剂（糖

衣） 
冠脉康片（每基片重

0.4g） 
国药准字

Z20063434 否 2023.06.18 

9 2018R000153 中药 片剂 固精麦斯哈片（每片重

0.2g） 
国药准字

Z20063985 是 2023.06.18 

10 2018S00396 化学

药品 注射剂 

盐酸替罗非班氯化钠注

射液（100ml：盐酸替罗

非班（按 C22H36N2O5S
计）5mg 与氯化钠 0.9g） 

国药准字
H20183306 是 2023.07.30 

11 2019R000051 中药 颗粒剂 一清颗粒（每袋装 7.5g） 国药准字
Z20093009 否 2024.02.21 

12 2019R000147 化学

药品 片剂 乌苯美司片（30mg） 国药准字
H20140117 是 2024.07.29 

13 2020R000037 化学

药品 注射剂 
加替沙星氯化钠注射液

（100ml：加替沙星 0.2g
与氯化钠 0.9g） 

国药准字
H20050846 是 2025.05.26 

14 2020R000038 化学

药品 片剂 加替沙星片（0.1g) 国药准字
H20050845 是 2025.05.26 

15 2020R000039 化学

药品 胶囊剂 奥硝唑胶囊（0.25g） 国药准字
H20031257 是 2025.05.26 

16 2020R000040 化学

药品 注射剂 丙氨酰谷氨酰胺注射液

（50ml：10g） 
国药准字

H20143029 是 2025.05.26 

17 2020R000041 化学

药品 注射剂 葡萄糖注射液（500ml：
50g） 

国药准字
H61023243 否 2025.05.26 

18 2020R000042 化学

药品 注射剂 葡萄糖注射液（500ml：
25g） 

国药准字
H61023254 

否 2025.05.26 

19 2020R000043 化学

药品 注射剂 葡萄糖注射液（250ml：
25g） 

国药准字
H61023291 

否 2025.05.26 

20 2020R000044 化学

药品 注射剂 葡萄糖注射液（250ml：
12.5g） 

国药准字
H61023292 

否 2025.05.26 

21 2020R000045 化学

药品 注射剂 氯化钠注射液（500ml：
4.5g） 

国药准字
H61023239 

否 2025.05.26 

22 2020R000046 化学

药品 注射剂 氯化钠注射液（100ml：
0.9g） 

国药准字
H20103452 

否 2025.05.26 

23 2020R000047 化学

药品 注射剂 
葡萄糖氯化钠注射液

（500ml：葡萄糖 25g 与

氯化钠 4.5g） 

国药准字
H61023241 

否 
2025.05.26 

24 2020R000048 化学

药品 注射剂 
奥硝唑氯化钠注射液

（100ml：奥硝唑 0.25g
与氯化钠 0.9g） 

国药准字
H20041578 是 2025.05.26 

25 2020R000049 化学

药品 注射剂 
奥硝唑氯化钠注射液

（100ml：奥硝唑 0.5g 与

氯化钠 0.9g） 

国药准字
H20040325 是 2025.05.26 

26 2020R000050 化学

药品 注射剂 
葡萄糖氯化钠注射液

（250ml：葡萄糖 12.5g
与氯化钠 2.25g） 

国药准字
H61023242 

否 
2025.05.26 

27 2020R000051 化学

药品 注射剂 氯化钠注射液（250ml：
2.25g） 

国药准字
H61023240 

否 2025.05.26 

28 2020R000052 化学

药品 注射剂 丙氨酰谷氨酰胺注射液

（100ml：20g） 
国药准字

H20045975 是 2025.0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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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2020R000087 化学

药品 片剂 混合核苷片（20mg） 国药准字
H20057365 是 2025.05.26 

30 2020R000546 中药 散剂（口

服） 乌龙散（每袋装 4g） 国药准字
B20020429 是 2025.06.30 

31 2020R000547 中药 胶囊剂 消渴灵胶囊（每粒装

0.35g） 
国药准字

Z10970111 否 2025.06.30 

32 Y20170000638 原料

药 - 依帕司他 CYHS1300485 是 - 

33 Y20170000788 原料

药 - 盐酸替罗非班 CYHS1301640 是 - 

34 Y20170002320 原料

药 - L-苹果酸 CYHS1700569 是 - 

35 Y20190003376 原料

药 - 混合核苷 国药准字
H20057364 是 - 

36 Y20190006548 原料

药 - 乌苯美司 国药准字
H20163417 是 - 

37 Y20190021592 原料

药 - 右旋糖酐 40 CYHT1600661 是 - 

38 Y20190021593 原料

药 - 右旋糖酐 70 CYHT1600722 是 - 

4、公司药包材登记信息 

经查询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评审中心关于原料药、药用辅料和药包材登

记公示信息： 

登记号 品种名称 企业名称 产品来

源 
与制剂共同审

评审批结果 
备注 

B20190005533 五层共挤输液用

袋 万隆制药 国产 A 国药包字
20140279 

5、特许经营权情况 

    公司不存在依法应取得的特许经营权。 

综上所述，公司已取得经营业务所需的全部资质、许可、认证，公司不存在

依法应取得的特许经营权。公司产品均依法取得国药准字的批准文号，报告期内

公司业务资质齐备，业务经营合法合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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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公司取得的药品生产许可证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

号 资质名称 注册号 持有

人 
生产地址和生产范围 发证机

关 
发证日

期 有效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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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药品生产

许可证 
陕

20160108 
万隆

制药 

杨凌农业高新技术产

业示范区永安路 2 号：

大容量注射剂，硬胶囊

剂，颗粒剂、散剂、片

剂（含外用），原料药，

小容量注射剂 

陕西省

药品监

督管理

局 

2021 年

3月9日 

至 2025
年 12 月

16 日 

2 药品生产

许可证 
陕

20160108 
万隆

制药 

杨凌农业高新技术产

业示范区永安路 2 号：

大容量注射剂，硬胶囊

剂，颗粒剂、散剂、片

剂（含外用），原料药

（混合核苷、乌苯美

司、右旋糖酐 40、右旋

糖酐 70、盐酸替罗非

班、依帕司他、L-苹果

酸），小容量注射剂 

陕西省

药品监

督管理

局 

2020 年

12 月 17
日 

2025 年

12 月 16
日 

3 药品生产

许可证 
陕

20160108 
万隆

制药 

杨凌农业高新技术产

业示范区永安路 2 号：

大容量注射剂，硬胶囊

剂，颗粒剂、散剂、片

剂（含外用），原料药

（混合核苷、乌苯美

司、右旋糖酐 40、右旋

糖酐 70、盐酸替罗非

班、依帕司他、L-苹果

酸），小容量注射剂 

陕西省

药品监

督管理

局 

2020 年

11 月 5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4 药品生产

许可证 
陕

20160108 
万隆

制药 

西安市高新区新兴工

业园创西路 5 号：大容

量注射剂，片剂，散剂，

硬胶囊剂（本地址不含

中药前处理及提取）；

杨凌农业高新技术产

业示范区永安路 2 号：

大容量注射剂，硬胶囊

剂，颗粒剂，散剂，片

剂，原料药（混合核苷、

乌苯美司） 

陕西省

食品药

品监督

管理局 

2016 年

1月1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综上所述，公司已取得经营业务所需的全部资质，报告期内因公司经营范围

变更而向陕西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申领了新的《药品生产许可证》，报告期内

不存在超越资质、经营范围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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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券商通过核查公司报告期内的供应商和客户取得的相应资质，访谈公司

管理层，查阅公司所处行业以及所处产业链环节有关的等法律法规等方式，履行

了核查程序。 

1、公司所处行业为医药制造业中的化学药品制剂制造行业，其上游行业主要

以化学原料药行业为主，下游行业主要为医药流通企业。 

公司所处的上游以化学原料药企业为主，其产能、价格的变化会影响本行业

的采购成本，而公司所处行业的发展也对上游化学原料药行业产生促进作用。目

前化学原料药行业已进入成熟期，供应链较为完善，产品种类较为齐全，各厂商

生产的同一产品同质化特征较为明显，产能充足，能够为下游及时供应原料，采

购价格相对稳定，产品品质不断提高。 

公司所处的下游以医药流通企业为主，主要分为经销和配送两种模式。医药

流通企业因不同的营销模式对市场终端的控制力度有所不同。其中，在经销模式

下，本行业对经销商的选择拥有较大的自主性，不存在依赖于某一特定经销商的

情形。在配送模式下，原经销商获得当地医院配送资质的直接转为配送商，此外，

公司一般将大型医药流通企业作为备选配送商。公司从经营资质、配送能力、信

用等多方面遴选优质、大型医药商业公司作为配送商向医院配送药品。随着人口

数量的增长、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增加、人均收入增长以及健康标准的不断提高，

终端市场需求保持稳定增长。 

2、报告期内公司供应商和客户资质齐备 

医药产品的安全性和有效性直接关乎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安全，因此国家在

涉药行业准入门槛、生产经营资质等方面制定并不断完善有关法律、法规，以不

断加强对药品生产和药品流程企业的监督力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

法》，目前我国对药品生产和药品经营实行许可证制度。药品生产企业必须取得

《药品生产许可证》及《药品注册批件》，并通过《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GMP

认证）；药品经营企业必须取得《药品经营许可证》及《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

认证证书》（GSP 认证）。对于输液类药品的包材使用，须满足《直接接触药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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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包装材料和容器管理办法》、《药品包装用材料、容器管理办法（暂行）》、

《药品包装材料与药物相容性试验指导原则》等多项法规要求，涉及药品监督管

理部门多项申报审核流程的，必须取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颁发的药品包装用材

料和容器注册证。 

根据《国家药监局关于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有关事项的公

告（2019年第 103 号）》的规定，自 2019年 12月 1日起，主管部门不再进行药

品 GMP、GSP认证，不再受理 GMP、GSP认证申请，不再发放药品 GMP、GSP证书。

认证取消之后，药品监管部门强化动态监管，体现了新《药品管理法》更严格的

监管宗旨。而严格执行 GMP要求是对制药企业的基本要求，公司的生产和质量管

理部门已将 GMP要求纳入常态化管理，公司各种规章制度不断加强并完善，确保

公司持续符合 GMP要求。国家取消 GMP认证管理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我国

制药企业的质量管理已经得到提升，制药企业持有在有效期内的《药品生产许可

证》，意味着将持续符合 GMP的要求。国家药品审核管理机构亦将在每年开展跟

踪检查，因此，在 GMP证书到期而《药品生产许可证》在有效期内的情况下，制

药企业均可以正常开展生产和经营活动，GMP 证书是否取得、是否在有效期范围

内将不再影响企业的正常经营活动。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从事化学制剂、中成药及原料药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公司的客户主要为医药配送商、经销商等医药流通企业。报告期内，公司下游的

医药配送商、经销商均持有在有效期范围内的《药品经营许可证》、《药品经营

质量管理规范认证证书》（GSP认证）等。 

报告期内，公司采购的原材料分为原辅料、化工物料、直接接触药品的包装

材料、外包装材料以及直接影响产品质量的生产用耗材及其他物料等。报告期内，

公司的供应商中，涉及采购原料药的上游供应商均持有有效期范围内的《药品生

产许可证》、GMP 认证、GMP 符合性检查结果，以及有关药品注册批件证书。

涉及直接接触药品的包装材料，供应商均持有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颁发的、

在有效期范围内的药品包装用材料和容器注册证、药包材补充申请批件；涉及原

料药产品生产中所使用的主要原材料白糖制品，供应商需持有在有效期范围内的

《食品经营许可证》，报告期内，向公司销售原材料白糖制品的供应商均持有在

有效期范围内的《食品经营许可证》。 



 21 / 418 

综上所述，报告期内，公司供应商和客户资质齐备。 

3、报告期内公司的采购、生产及销售活动合法合规，不存在违反国家法律法

规的情形 

对于公司原材料采购环节，公司制定并严格执行了一系列采购过程控制制度，

规定用于生产的原材料必须是由质量保证部批准的合格供应商提供，对新的物料

供应商必须按公司制定的《供应商管理规程》进行严格的考察及审计。采购供应

部只能在质量保证部批准的合格供应商处采购生产用的原料、辅料及包装材料。

储运部按质量保证部提供的“合格供应商目录”对物料进行初验，非“合格供应

商目录”中的供应商提供的物料有权拒收。质量保证部以书面形式通知采购供应

部撤销该供货商资格的，从此，该供应商不再是定点采购供货单位，采购员不得

再在此处采购其物料。采购供应部与供应商通过谈判就采购货物的质量、数量、

价格水平、运输条件、结算方式等内容达成一致后签订购销合同。 

对于公司生产环节，报告期内，公司已取得经营生产所必备的全部经营资质，

在售药品均已取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的生产批件及认可。公司生产的产品符合

国家有关产品质量和技术监督标准，严格按照产品质量标准检验出场，不存在违

反质量技术监督法律法规的情形。 

对于销售环节，公司医药产品主要终端客户为全国各地医院。药品要实现在

医院的最终销售，必须经过以下程序：首先需要参加该医院所在地区药品招标管

理部门组织的招投标活动，中标后方能按照中标文件所载品种、规格、价格与经

销商（配送商）签订合同。药品销售需经过药品招标、物流配送及售后服务三个

环节。无论在药品招标、物流配送还是售后服务环节，医药产品质量、后续服务

质量、营销网络建设、物流配送体系等因素均是决定医药产品能否实现销售的重

要因素。公司已取得当地药品监督管理局、当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当地税务局、

社保局、公积金管理中心、当地自然资源规划局等部门的无违法违规证明，对公

司报告期内的经营合法合规情况予以证明。 

综上所述，公司所处行业为医药制造业中的化学药品制剂制造行业，其上游

行业主要以化学原料药行业为主，下游行业主要为医药流通企业。报告期内公司

主要供应商和客户资质齐备。报告期内，公司的采购、生产及销售活动合法合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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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司在售制剂及原料药已取得药品 GMP 证书 

    公司经审查符合《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的要求而取得的《药品 GMP 证

书》如下表所示： 

序

号 
注册号 认证范围 发证机关 发证日期 有效期 

1 SN20160207 原料药（乌苯美司） 陕西省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局 2016.08.31 至 2021.08.30 

2 SN20160209 

大容量注射剂（玻璃输

液瓶、非 PVC 多层共挤

输液袋）、片剂（含外

用）、胶囊剂、散剂（含

中药前处理） 

陕西省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局 2016.09.23 至 2021.09.22 

3 SN20160214 原料药（混合核苷） 陕西省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局 2016.11.14 至 2021.11.13 

4 SN20180272 硬胶囊剂、颗粒剂 陕西省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局 2018.04.23 至 2023.04.22 

5 SN20190369 原料药（右旋糖酐 40）、

原料药（右旋糖酐 70） 
陕西省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局 2019.07.24 至 2024.07.23 

6 SN20190380 原料药（盐酸替罗非班） 陕西省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局 2019.09.03 至 2024.09.02 

7 陕药监函

[2020]31 号 原料药（依帕司他） 陕西省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局 2020.01.20 - 

8 陕药监函

[2021]110 号 原料药（L-苹果酸） 陕西省药品监

督管理局 2021.03.22 - 

2、公司产品质量控制制度及有效运行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已建立了较为健全和完善的产品质量内控制度，包括原材料

采购、药品生产、包装、运输、售后服务等方面的规章制度；形成了从原辅材料

检验、生产过程监督、产品检验、成品放行全过程的质量控制体系，公司生产车

间均通过了新版 GMP 认证。 

（1）原材料采购过程的内控制度及其执行情况 

公司坚持从源头控制产品质量，所有进库原辅料均按国家标准要求进行全项

检验。制定了《物料管理通则》、《新增物料供应商管理规程》、《供应商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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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规程》、《供应商档案管理规程》、《包装材料管理规程》、《印刷包装材

料管理规程》等内控制度，对物料的采购、储存、放行过程进行管理。根据上述

制度，一方面由质量保证部对原材料供应商进行质量审计并建有合格供应商目录；

另一方面在原材料进厂后进行取样、检验，检验后，符合公司原材料内控标准的

原材料方准予入库，否则进行销毁或退货处理。 

（2）药品生产过程的内控制度及其执行情况 

从生产计划制定、物料领取、生产指令下发、产品生产过程、产品生产环境

等方面均制定了完善的内控制度，包括《工艺规程管理》《生产指令使用规程》、

《批生产记录管理规程》、《清场管理规程》、《厂区环境卫生管理规程》、《一

般生产区管理规程》、《洁净区管理规程》、《洁净区环境监测管理规程》、《取

样管理规程》、《偏差调查规程》等。同时，各品类产品均按照注册工艺制定了

相应的工艺规程、生产记录，各岗位及设备均制定相应操作规程。公司质量保证

专员（QA）全程跟踪监控生产过程，确保生产各个工序符合产品工艺及 GMP 要

求。公司对车间空气净化系统、工艺用水系统、压缩空气系统、生产设备进行定

期验证和检测。 

（3）包装过程的内控制度及其执行情况 

制定了《包装材料管理规程》、《印刷包装材料管理规程》、《外包装标示

管理规程》、《批包装指令使用规程》、《车间包装材料管理规程》。同时，各

品种均保存了相应的批包装记录，以及各包装设备操作规程及各包装岗位操作规

程等内控制度对药品的包装过程及使用的包装材料进行管理。根据上述制度，公

司质量管理部下设质量保证部门（QA）对包装全过程进行监控，如包装材料的

批号、规格及数量的复核，包装信息的核对抽查，包装设备的关键参数等，采用

的所有外包装材料（标签、说明书、小盒）均经过陕西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审批备

案，包装过程全方位监控，避免差错和混淆，打印批号等信息均经过双人复核管

理，确保打印信息的准确性。 

（4）产品运输过程的内控制度及其执行情况 

公司制定了《成品入库发放规程》、《冷藏药品运输管理规程》等制度，对

产品的发放及运输过程进行管理。根据上述制度，公司建立了符合产品储存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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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运输流程，确保运输过程不影响产品质量，包装交付客户的产品质量符合规定

标准。以药品的储运要求为原则，确定药品运输方式，如药品储运有特殊的温/

湿度要求，需确认运输车辆的温/湿度符合要求后方可装车。对产品发运进行了记

录，能够确保产品的可追溯性，发运记录包含产品名称、规格、批号、数量、收

货单位和地址、联系方式、发货日期、运输方式等信息。 

（5）产品售后过程的内控制度及其执行情况 

公司先后建立了《质量事故处理管理规程》、《产品质量回顾管理规程》、

《产品退货管理规程》、《不合格品销毁管理规程》、《投诉管理规程》、《不

良反应管理规程》等管理制度。根据上述制度，公司建立了产品质量售后管理的

内控制度，售后服务覆盖投诉管理、退货管理、追溯管理、不良反应以及产品召

回等方面，对产品在市场上的应用情况和大众使用安全情况及时进行收集、分析

和反馈，及时对上市风险进行评估和预警，确保上市产品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6）自动化、智能化生产及检测设备能够有效保障产品质量 

公司自杨凌生产基地投入使用后，生产设备和检测设备的自动化和智能化水

平大幅提高，公司被评选为陕西省“智能制造试点示范单位”，设备的智能化能够

有效减少人为操作带来的质量风险。 

综上所述，报告期内公司已建立并执行了覆盖药品采购、储存、销售、运输

等全过程管理的质量管理体系。 

3、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质量监督违规事项 

公司生产的产品符合国家有关产品质量和技术监督标准，严格按照产品质量

标准检验出场，不存在违反质量技术监督法律法规的情形。2020 年 5 月，公司被

陕西省药品监督管理局评为“药品质量管理西安万隆实训基地”。 

2021 年 1 月 29 日，陕西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公司遵守药品监管法律法规

的情况出具确认函，报告期内公司的药品生产活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

理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关于药品管理方面的规定，药品质量持续符合

相关标准和规范，未发现相关违法违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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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1 月 22 日，陕西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杨凌示范区分局为公司位于杨凌

示范区的分公司出具证明，经对杨凌分公司进行日常监督检查后，杨凌分公司药

品生产活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等国家及地方有关药品管理方面

的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药品质量符合企业及国家标准，未发现违法

违规行为。 

报告期内，公司下属两家子公司陕西英坤生物制药有限公司、西安恩慈制药

有限公司尚未开展实际经营，因此报告期内不存在质量监督违规事项。 

因此，报告期内公司关于原材料采购、药品生产、包装、运输、售后服务等

方面的产品质量的内控制度健全并得到有效执行，公司内控制度不存在重大缺陷。

公司目前执行的质量管理体系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因

产品质量问题遭受行政处罚或民事索赔的情形。 

经核查，主办券商认为，报告期内公司关于原材料采购、药品生产、包装、

运输、售后服务等方面的产品质量的内控制度健全并得到有效执行，公司内控制

度不存在重大缺陷。公司目前执行的质量管理体系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报

告期内公司不存在因产品质量问题遭受行政处罚或民事索赔的情形。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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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12 月 1 日，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以下简称“新

《药品管理法》”）开始施行。新《药品管理法》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有关药品安

全“四个最严”要求——最严谨的标准、最严格的监管、最严厉的处罚、最严肃

的问责，建立科学、严格的监督管理制度，全面提升药品质量，保障药品的安全、

有效、可及。主要变化如下： 

1、新《药品管理法》第三章中明确了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制度，强化企业

主体责任。 

公司具备较为完善的质量管理体系，较为先进的生产和质量管理设施，公司

及公司员工的资质均符合新《药品管理法》的要求，全面实施产品上市放行制度，

严格履行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制度，具备较强的风险管理能力，能够确保药品在

研制、生产、经营、使用全过程中产品的安全性、有效性和质量可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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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新《药品管理法》第五、九十六条明确规定了国家鼓励研究和创制新药，

增加了多项制度举措，鼓励创新，加快新药上市。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共有研发、技术人员 144人，公司已经形

成了一支知识型、专业化的技术研发团队。公司的研发中心被陕西省工信厅等六

部门认定为“陕西省企业技术中心”，各种研发仪器满足公司产品开发需求，此

项内容的修订有利于公司新产品研发，公司展开的一致性评价研究品种“非索非

那定片”已获得批准，其他研究产品已在审评审批中，已有数个品种通过了国家

审核查验中心的研制和生产现场检查。该项变化促进公司的研发动力，对企业发

展更有利。 

3、新的《药品管理法》不再要求进行 GMP、GSP 认证：自 2019 年 12 月 1

日起，不再进行药品 GMP、GSP 认证，不再受理 GMP、GSP 认证申请，不再发

放药品 GMP、GSP 证书。 

取消认证之后，企业并未放松自我管理要求。药品监管部门强化动态监管，

体现了新法更严格的监管宗旨。而执行 GMP 要求是我公司的基本要求，生产和

质量管理部门已将 GMP 要求纳入常态化管理。新《药品管理法》执行后，公司

接受了当地药品监管部门两个原料药新产品的“GMP 符合性”、两次研发产品的

生产现场检查、两次跟踪检查，经当地药品监管部门检查均符合 GMP 管理要求。 

4、化学原料药一并审评审批：新《药品管理法》第二十五条规定自 2019 年

12 月 1 日起，对化学原料药不再发放药品注册证书，由化学原料药生产企业在原

辅包登记平台上登记，实行一并审评审批。 

此修订只是审评审批的方式变化，研究内容与要求仍然按照相关指导原则进

行，因此不会对公司业务和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5、落实药品追溯制度：新《药品管理法》第三十六条以“一物一码、物码

同追”为方向，上市许可持有人、生产经营企业、医疗机构要建立实施药品追溯

制度，各个单位自建追溯体系，做到数据互联互通。还从药物警戒、监督检查、

信用管理、应急处置等方面强化了药品全生命周期管理理念的落实。 

公司自 2013 年起实施产品电子监管码管理，实现“一物一码、物码同追”

的要求，此修订亦不会对公司业务和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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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强调建立年度报告制度：新《药品管理法》第三十七条 要求持有人每年

将药品生产销售、上市后研究、风险管理等情况按照规定向药品监管部门报告。 

公司按要求实施年报制度，每年对产品进行年度报告，并按要求上报。此修

订不会对公司业务和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7、严格假药劣药的管理：新《药品管理法》第九十八条 除了原本就属于“假

药”的两种情形：所含成分与国家药品标准规定的成分不符的药品，以非药品冒

充药品或者以他种药品冒充此种药品之外，变质药品也被界定为假药。此外，所

标明的适应症或者功能主治超出规定范围的药品，也被定性为假药。与修改前相

比，进口国内未批的境外合法新药不再按假药论处。 

公司一直坚持注重药品质量，注重有效期，此修订不会对公司业务和经营产

生重大影响。 

8、新《药品管理法》第十一章加大对药品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重点加大

对主观故意或者严重违法行为的惩处力度，保持对药品安全犯罪行为的高压态势。

并对违法企业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也

予以处罚，包括没收违法行为发生期间其所获收入、罚款、一定期限甚至终身禁

业等。 

报告期内，公司遵纪守法，严格执行国家有关制药及药品管理方面的法律法

规和公司制定的各项质量控制制度，严格控制药品的原辅料要求，确保原辅料合

法、合规并符合质量标准要求；生产过程严格把关，确保符合工艺及标准要求；

规范放行制度，确保产品生命周期内质量稳定可靠，确保患者的用药安全。该项

修订不会对公司业务和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因此，公司严格落实及遵守新版《药品管理法》、《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

《药品注册管理办法》等相关法规的各项要求，新《药品管理法》的修订，未对

公司业务和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综上所述，经核查，主办券商认为，公司严格落实及遵守新版《药品管理法》、

《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药品注册管理办法》等相关法规的各项要求，新《药

品管理法》的修订，未对公司业务和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3、结论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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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核查，主办券商及律师认为，（1）报告期内，公司已取得经营业务所需的

全部资质、许可、认证，公司不存在依法应取得的特许经营权。公司产品均依法

取得国药准字的批准文号，报告期内公司业务资质齐备，业务经营合法合规。（2）

公司已取得经营业务所需的全部资质，报告期内因公司经营范围变更而向陕西省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申领了新的《药品生产许可证》，报告期内不存在超越资质、

经营范围的情形。（3）公司所处行业为医药制造业中的化学药品制剂制造行业，

其上游行业主要以化学原料药行业为主，下游行业主要为医药流通企业。报告期

内公司主要供应商和客户资质齐备。报告期内，公司的采购、生产及销售活动合

法合规。（4）报告期内公司已建立并执行了覆盖药品采购、储存、销售、运输等

全过程管理的质量管理体系。报告期内公司关于原材料采购、药品生产、包装、

运输、售后服务等方面的产品质量的内控制度健全并得到有效执行，公司内控制

度不存在重大缺陷。公司目前执行的质量管理体系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报

告期内公司不存在因产品质量问题遭受行政处罚或民事索赔的情形。（5）公司严

格落实及遵守新版《药品管理法》、《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药品注册管理办

法》等相关法规的各项要求，新《药品管理法》的修订，未对公司业务和经营产

生重大影响。 

    4、补充披露内容 

详见公司回复中补充披露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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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回复】 

公司属于重污染行业。有关建设项目办理取得环评批复、验收的情况，对于

主管部门的环保要求的执行情况，公司已在《公开转让说明书》“第二节 公司

业务”之“五、经营合规情况”之“（一）环保情况”部分补充披露如下内容： 

“2、建设项目环评批复与验收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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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建设项目名称 批复文号 批复时间 验收文号 验收时间 

1 杨凌工业园制剂项目 
杨管环批复

[2012]2号 
2012.01.11 

杨管环验[2016]32

号 
2016.12.25 

2 100t/a 医药中间体项目 
杨管环批复

[2012]1号 
2012.01.11 

杨管环验[2016]33

号 
2016.12.25 

3 
年产 10 吨混合核苷原料

药项目 

杨管环批复

[2016]57号 
2016.12.17 RFY610403-2020-027 2020.11.19 

4 
年产 250 吨右旋糖酐原

料药项目 

杨管环批复

[2017]37号 
2017.12.22 RFY610403-2020-021 2020.12.07 

5 
二车间原料药技术改造

项目 

杨管环批复

[2020]26号 
2020.12.21 @' @'

A'
BC>)DEFG7H

IJ'

BKLMN'

OPQRSTS U'
PQRSVQWVQW'XYZARQ[Q\@PQPQ@QPQ'PQPQVRPVQ]'

]' ^_`ab=7HIJ'
cdLeMN

fPQRSgRPW U'
PQRSVRPVQ\' @' @'

注：上述建设项目中，序号 3：年产 10 吨混合核苷原料药项目和序号 4：年

产 250 吨右旋糖酐原料药项目已分别于 2020年 11月 19日和 2020年 12月 7日

向杨凌示范区生态环境局提交《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竣工验收备案表》（备案编号

分别为：RFY610403-2020-027，RFY610403-2020-021），并取得杨凌示范区生态

环境局同意备案的意见。序号 5>}~�Õò&���m=F5�I �>��~

�®T�m=F尚未办理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竣工验收备案，}~�Õò&���

m=F��6h¨��*�k¥�Ö8N��~�®T�m=F�� BCBD F DC

Pè�nÛ)-�x�N目前正在抓紧办理中。 

!" BCD�F DC P012345$$ÿ��G ��B I#$ÿ�)*÷�A.

�=F����78��J>�MKtP����ÊËû@f]��ÊËû@�>

.�=F�xkN.���ÜÓÔ$ÿ���YÞS7TULM>�(5¡�N

~ ¡.�>�����.XY¢£N��¢£û@pg½¾NO BCD� F DC P

D QRN.�=F���.�x¢£Sp�¤��TU¥¦.���N.���

!OY¢£gBCD�F EP DH QN§¨©Èª����(dÑ#)*VWa8�

x��¢£YÞ¯°>?@KNO BCD�F E P BC QRVWa8.�=F���

.�x¢£YÞ¯°<=gBCD�F «P BD QN§¨©Èª����(dÑ#)

*¬.�=F��ÊËñ®±*8¯>°ÝKN%9%Lhiù;=F±²³

��5.�=F���x¢£Ac]C´J±*Nhi.�=F±²��ÊËµ

¶�YÞ±*N-Y·¢-��gBCD�F DD PNÎä¸s����·dªd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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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Ö<=<ØP«]¹º»±.�=FA¼k]½p¾¿ÀÁÂÃ�.J�x

����¢£pg?�.�=F0NÄ}~�Õò&���m=FA�I «J]

��~�®T�m=FA=F �JÅÙÖ8.�=F�����x¢£-�ÆN

ÇÈù;.�=F>�ñ*É]¢£8��Â�Ö8�ÊgÌ

…… 

4、公司日常环保合法合规，不存在环保违规事项 

    公司遵守国家有关环境保护方面的法律法规，按照环评要求，严格执行环境

保护“三同时”制度。报告期内，公司未发生过重大环保违法行为，亦不存在因

环保违法而被行政处罚的情形。 

2021 年 1 月 27 日，西安市生态环境局出具证明，报告期内，公司在辖区内

不存在有环境污染事故或环境违法行为的情形。 

2021年 1月 22日，杨凌示范区生态环境局对公司位于杨凌示范区的分公司

出具证明，报告期内不存在环境污染事故及环境违法行为，亦不存在因环境保护

问题受到行政处罚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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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券商回复】 

1、尽调过程和事实依据 

序号 尽调过程 事实依据 

1 对公司管理层进行访谈，查阅公司出具的相关说

明 访谈记录、情况说明 

2 查阅已完成建设项目及在建项目的环评批复及

环保取得的手续文件 环评批复、环保验收手续等文件 

3 查阅公司取得的排污许可证、环境影响评价报告

等文件 
排污许可证、建设项目环境影响

评价报告 
4 查阅公司与第三方签订的危险废弃物处置合同 《危险废物委托处置技术服务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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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5 查阅公司制定的环境保护责任制度和突发环境

应急预案 
环境保护责任制度和突发环境应

急预案 

6 
查阅《危险化学品使用量的数量标准（2013 年

版）》，以及公司危险化学品使用的购买备案情

况 
全国易制毒化学品购买备案情况 

7 查阅公司环保设施运行情况 公司环保设施运行记录 

2、分析过程 

Q¹W;<23(5¥hZsabc°dBefg²¥hiPa'(5¥h

éj�klmnoÐÑtZuv�.(5¥h¿À"Äa'éwx�eno2y

zø(5¥hPAm_iPÚÛ�;`ìÄ{9noGH9ZÝÞz{éwx�

GH$9é�XY96v���p(5¥hé�<¥9º»º¼½8·NOøQ

 截至本反馈意见回复出具之日，公司的建设项目环评批复及环保验收手续取

得情况如下： 

序号 建设项目名称 批复文号 批复时间 验收文号 验收时间 

1 杨凌工业园制剂项目 
杨管环批复

[2012]2号 
2012.01.11 

杨管环验[2016]32

号 
2016.12.25 

2 100t/a 医药中间体项目 
杨管环批复

[2012]1号 
2012.01.11 

杨管环验[2016]33

号 
2016.12.25 

3 
年产 10 吨混合核苷原料

药项目 

杨管环批复

[2016]57号 
2016.12.17 RFY610403-2020-027 2020.11.19 

4 
年产 250 吨右旋糖酐原

料药项目 

杨管环批复

[2017]37号 
2017.12.22 RFY610403-2020-021 2020.12.07 

5 
二车间原料药技术改造

项目 

杨管环批复

[2020]26号 
2020.12.21 - - 

6 
杨凌分公司污水站改造

项目 

杨管环批复 

【2019】9号 
2019.05.05 RFY610403-2020-020 2020.12.07 

7 制剂车间内部改造项目 
高新环评批复

[2019]125号 
2019.12.03 - - 

注：上述建设项目中，序号 3：年产 10 吨混合核苷原料药项目和序号 4：年

产 250 吨右旋糖酐原料药项目已分别于 2020年 11月 19日和 2020年 12月 7日

向杨凌示范区生态环境局提交《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竣工验收备案表》（备案编号

分别为：RFY610403-2020-027，RFY610403-2020-021），并取得杨凌示范区生态

环境局同意备案的意见。序号 5的二车间原料药技术改造项目和序号 7的制剂车

间内部改造项目尚未办理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竣工验收备案，二车间原料药技术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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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项目待产品取得注册批件后着手办理，制剂车间内部改造项目预计 2021年 10

月份完成相关备案工作，目前正在抓紧办理中。 

根据 2017年 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682号《国务院关于修改（建

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的决定》：“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环境影响报告表的

建设项目竣工后，建设单位应按照国务院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规定的标准和程序，

对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进行验收，编制验收报告”。因此，自 2017年 10月 1

日起，建设项目环保设施竣工验收主体已由环保部门转为建设单位，建设单位需

自行验收。2017年 9月 13 日，杨凌示范区环境保护局发布《关于不再受理竣工

环保验收行政许可的公告》，自 2017 年 9 月 20 日起不再受理建设项目环保设施

竣工验收行政许可事项。2018年 5月 21日，杨凌示范区环境保护局发布《关于

调整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等级的通知》，依法依规取消所有项目类别试生

产和建设项目环保竣工验收（水、大气）审批，取消建设项目类别环境影响登记

表行政审批，实行网上备案制。2018年 11月，西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发布的

网办事项包含“5、非辐射类建设项目（噪声、固体废物污染防治设施）竣工环

境保护验收”。 公司建设项目中，除二车间原料药技术改造项目（序号 5）、制剂

车间内部改造项目（项目 7）尚未办理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竣工验收备案外，其他

所有建设项目的环评批复、验收等手续均已办理完毕。 

公司生产基地杨凌分公司报告期内已取得排污许可证。公司位于杨凌示范区

的生产基地杨凌分公司已于 2018年 9月 21日取得杨陵区环境保护局证书编号为

91610403MA6TG33H88001P 的《排污许可证》，行业类别为化学药品原料药制造，

有效期限自 2018年 9月 21日至 2021年 9月 20日。公司在报告期内不存在未取

得排污许可及排放污染物的情形。 

    公司日常环保合法合规，不存在环保违规事项。公司遵守国家有关环境保护

方面的法律法规，按照环评要求，严格执行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报告期内，

公司未发生过重大环保违法行为，亦不存在因环保违法而被行政处罚的情形。

2021年 1月 27日，西安市生态环境局出具证明，报告期内，公司在辖区内不存

在有环境污染事故或环境违法行为的情形。2021年 1月 22日，杨凌示范区生态

环境局对公司位于杨凌示范区的分公司出具证明，报告期内不存在环境污染事故

及环境违法行为，亦不存在因环境保护问题受到行政处罚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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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公司建设项目中除二车间原料药技术改造项目、制剂车间内部改造项

目尚未办理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竣工验收备案外，其他所有建设项目的环评批复、

验收等手续均已办理完毕。  

根据《国务院关于修改（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的决定》，自 2017年

10月 1日期，建设项目环保设施竣工验收主体已由环保部门转为建设单位，建设

单位需自行验收。根据杨凌示范区环境保护局发布《关于不再受理竣工环保验收

行政许可的公告》，自 2017 年 9 月 20 日起不再受理建设项目环保设施竣工验收

行政许可事项。根据 2018年 5月 21日杨凌示范区环境保护局发布《关于调整建

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等级的通知》，依法依规取消所有项目类别试生产和建

设项目环保竣工验收（水、大气）审批，取消建设项目类别环境影响登记表行政

审批，实行网上备案制。2018年 11月，西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发布的网办事

项包含“5、非辐射类建设项目（噪声、固体废物污染防治设施）竣工环境保护

验收”。公司已按主管部门的相关要求办理和正在办理验收备案手续。公司日常

环保合法合规，不存在环保违规事项。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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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原环境保护部《建设项目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指标审核及管理暂行办法》

（环发[2014]197 号）的有关规定：“（二）建设项目主要污染物实际排放量超

过许可排放量的，或替代削减方案未落实的，不予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并依法处

罚。（四）建设项目环评文件应包括主要污染物总量控制内容，明确主要生产工

艺、生产设施规模、资源能源消耗情况、污染治理设施建设和运行监管要求等，

提出总量指标及替代削减方案，列出详细测算依据等，并附项目所在地环境保护

主管部门出具的有关总量指标、替代削减方案的初审意见。（五）加强建设项目

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指标替代削减方案落实情况的跟踪检查，作为主要污染物总

量减排日常督查和定期核查的重要内容，结果纳入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核算。替

代方案未落实的，由负责审批的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责令有关地方和单位限期整

改。” 

根据《排污许可管理条例》第十一条的有关规定，“对具备下列条件的排污

单位，颁发排污许可证:（一）已发取得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表）批准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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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或者已经办理环境影响登记表备案手续；（二）污染物排放符合污染物排放

标准要求，重点污染物排放符合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环境影响报告

书（表）批准文件、重点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要求；其中，排污单位生产经营场

所位于未达到国家环境质量标准的重点区域、流域的，还应当符合有关地方人民

政府关于改善生态环境质量的特别要求；（三）采用污染防治设施可以达到许可

排放浓度要去或者符合污染防治可行技术；（四）自行监测方案的监测点位、指

标、频次等符合国家自行监测规范”。 

公司现有建设项目均已按陕西省环境保护厅 2012 年 7 月 1 日发布实施《陕

西省污染物排放总量与污染物排放许可管理办法》（陕环发[2012]58号）的相关

要求，在有关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等环评文件中明确了总量指标控制方案或

污染物排放消减量。除在建项目外，现有项目均已完成环保竣工验收或备案，符

合环评批复文件的要求。公司主要生产基地杨凌分公司报告期内已取得《排污许

可证》，不存在因未落实污染物排放削减而被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处罚或要求整改

的情形，不存在削减替代措施未落实的情形。 

综上所述，公司现有建设项目符合环评批复文件的要求，公司不属于污染物

减排对象，污染物排放符合标准，报告期内公司遵守重点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

标。 

经核查，主办券商及律师认为，公司现有建设项目符合环评批复文件的要求，

公司不属于污染物减排对象，污染物排放符合标准，报告期内公司遵守重点污染

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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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司有关污染处理设施运转正常有效 

 根据公司的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环保设施运行记录文件以及实地走

访公司环保设施现场，访谈公司有关人员确认，公司有关污染处理设施的运转正

常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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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司已制定环境保护责任制度和突发环境应急预案 

 公司建立环境保护责任制，防范各类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的发生，明确由总经

理、生产总监及各部门负责人负责，明确建立并落实全员环保目标责任制，督促

层层落实环保工作责任制，落实好两个“三同时”，即新建项目的“三同时”及

环保工作“三同时”，保证环保设施开工率达 100%。保证工作环境有毒有害气体

排放控制在国家规定的范围内。  

 公司制定了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该预案主要包括：企业概况、应急组织

体系、环境风险分析、预防和预警、预警分级及响应措施、应急响应、应急处置、

后期处置、应急保障、监督管理等内容。上述预案可以确保公司在发生突发环境

事件时，各项应急工作能够快速启动，高效有序，最大程度地减轻突发环境事件

造成的损失和危害。 

3、禁止使用或重点防控物质的处理问题 

 经核查，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禁止使用的物质。根据《环境保护部关于

印发<化学品环境风险防控“十二五”规划>的通知》（环发[2013]20 号），公

司试验或生产过程中存在使用“十二五”重点防控化学品名单中列示的重点防控

物质甲醇、盐酸、硫酸、硝酸、苯、甲苯、二甲苯、乙酸乙酯的情形。前述物质

公司用于药品研发试验或生产，因每年使用数量未达到《危险化学品使用量的数

量标准》（2013 版）中规定的年使用量，无需根据《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

的规定办理危险化学品安全使用许可证。公司已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

国家有关标准、行业标准的要求，对购买使用的硫酸、甲苯、盐酸等重点防控物

质，在全国易制毒化学品信息服务系统进行备案，并建立、健全安全管理规章制

度和安全操作规程，以保证前述物料的安全使用。同时，公司聘请专业机构出具

环境检测报告，资料留存 3-5年以备查。报告期内，对于公司生产及研发试验环

节所产生的危险废弃物，公司均已委托具备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资质的单位来处置

回收。 

经核查，主办券商及律师认为，公司有关污染处理设施均有效正常运转，公

司已建立并执行环境保护责任制度和突发环境应急预案；公司不存在禁止使用物

质，存在少量重点防控的物质用于药物研发试验环节。报告期内，公司生产及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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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试验环节所产生的危险废弃物，均与具备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资质的单位签订回

收协议并委托处置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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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企业事业单位环境信息公开办法》（环境保护部令第 31 号）第九条

“重点排污单位应当公开下列信息：（一）基础信息，包括单位名称、组织机构

代码、法定代表人、生产地址、联系方式，以及生产经营和管理服务的主要内容、

产品及规模；（二）排污信息，包括主要污染物及特征污染物的名称、排放方式、

排放口数量和分布情况、排放浓度和总量、超标情况，以及执行的污染物排放标

准、核定的排放总量；（三）防治污染设施的建设和运行情况；（四）建设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及其他环境保护行政许可情况；（五）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六）

其他应当公开的环境信息。列入国家重点监控企业名单的重点排污单位还应当公

开其环境自行监测方案。” 

 经查阅杨凌示范区生态环境局官网，杨凌分公司已披露公司相关环境信息

（https://sthjj.yangling.gov.cn/zwgk/cdwry/97954.htm）。 

经核查，主办券商及律师认为，公司已依法公开披露了环境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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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券商及律师通过查询杨凌示范区生态环境局官网、西安市生态环境局官

网、中国裁判文书网、执行信息网、企业信用信息网等网站，查阅了杨凌示范区

生态环境局、西安市生态环境局等行政机构出具的无违法违规证明等方式，履行

了核查程序。 

公司遵守国家有关环境保护方面的法律法规，按照环评要求，严格执行环境

保护“三同时”制度。报告期内，公司未发生过重大环保违法行为，亦不存在因

环保违法而被行政处罚的情形。2021年 1月 27日，西安市生态环境局出具证明，

报告期内，公司在辖区内不存在有环境污染事故或环境违法行为的情形。2021

年 1月 22日，杨凌示范区生态环境局对公司位于杨凌示范区的分公司出具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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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不存在环境污染事故及环境违法行为，亦不存在因环境保护问题受到行

政处罚的情形。 

经核查，主办券商及律师认为，公司报告期内不存在环保事故、环保纠纷或

潜在纠纷，不存在行政处罚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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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券商及律师通过了解公司的实际生产情况，查阅公司提供的说明，万隆

制药位于西安高新区创新路 5 号的经营场所仅用于行政办公用途，不用于生产，

因此公司自身无需取得排污许可证。公司全部生产均在杨凌分公司完成，根据主

管环保部门的相关要求，杨凌分公司需办理并取得排污许可证。因此，公司自身

不持有排污许可证、杨凌分公司持有排污许可证具备合理性，符合公司实际生产

情况。 

 主办券商及律师向环保监管机构的尽职调查情况：主办券商及律师查阅公司

报告期内取得的排污许可文件，通过查询杨凌示范区生态环境局官网、西安市生

态环境局官网，获取杨凌示范区生态环境局、西安市生态环境局出具的无违法违

规证明文件，查询全国企业信用信息查询系统等方式，履行了尽职调查程序。 

    公司位于西安高新区创新路 5号的经营场所仅用于行政办公用途，不用于生

产，因此，公司自身无需取得排污许可证。 

经核查，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被主管环保部门给予行政处罚的记录。2021

年 1 月 27 日，西安市生态环境局出具证明，报告期内，公司在辖区内不存在有

环境污染事故或环境违法行为的情形。2021年 1月 22日，杨凌示范区生态环境

局对公司位于杨凌示范区的分公司出具证明，报告期内不存在环境污染事故及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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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违法行为，亦不存在因环境保护问题受到行政处罚的情形。因此，公司不存在

排污许可、环评等行政许可手续未办理或未办理完成等环保违法情形。 

    综上所述，公司自身不持有排污许可证、杨凌分公司持有排污许可证具备合

理性，符合公司实际生产情况，公司自身无需取得排污许可证；报告期内，公司

不存在排污许可、环评等行政许可手续未办理或未办理完成等环保违法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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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3 月，杨凌示范区安全生产委员会评定万隆制药杨凌分公司为 2020

年度安全生产工作先进企业。2021年 4月 9月，杨凌示范区生态环境保护局评定

杨凌分公司为 2020 年生态环境工作先进企业。根据杨凌示范区生态环境局出具

的证明，报告期内公司生产基地杨凌分公司不存在环境污染事故及环境违法行为，

亦不存在因环境保护问题受到行政处罚的情形。 

根据杨凌示范区生态环境局的相关规定，公司拟于到期前一个月内向杨凌示

范区生态环境局申请排污许可证续期。目前公司正在积极办理排污许可证的续期

手续。根据公司生产基地杨凌分公司目前的排污情况、环保处理设施情况，以及

目前与杨凌示范区生态环境局的沟通进展，从杨凌分公司自投入使用以来合法合

规经营来看，公司不存在排污许可证无法办理续期的实质性障碍。 

经核查，主办券商及律师认为，公司排污许可证不存在无法办理续期的实质

性障碍。Q

QªW«ºR¬<¥p239é�<¥9º»º¼½8·�åNO�Q

主办券商及律师向环保监管机构的尽职调查情况：主办券商及律师查阅公司

报告期内取得的排污许可文件，通过查询杨凌示范区生态环境局官网，西安市生

态环境局官网，获取杨凌示范区生态环境局、西安市生态环境局出具的无违法违

规证明文件，查询全国企业信用信息查询系统等方式，履行了尽职调查程序。 

经查询，主办券商及律师未查询到公司相关行政处罚记录。2021年 1月 27

日，西安市生态环境局出具证明，报告期内，公司在辖区内不存在有环境污染事

故或环境违法行为的情形。2021年 1月 22日，杨凌示范区生态环境局对公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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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杨凌示范区的分公司出具证明，报告期内不存在环境污染事故及环境违法行为，

亦不存在因环境保护问题受到行政处罚的情形。 

公司及子公司所处行业属于重污染行业，公司已完成的建设项目均已办妥环

评批复、环评验收或备案手续，在建项目正在着手办理后续环评验收备案手续；

公司已取得排污许可证，公司近 24 个月内在环保领域没有失信信息或处罚记录。Q

    3、结论意见 

经核查，主办券商及律师认为，（1）公司建设项目中除二车间原料药技术

改造项目、制剂车间内部改造项目尚未办理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竣工验收备案外，

其他所有建设项目的环评批复、验收等手续均已办理完毕。根据《国务院关于修

改（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的决定》，自 2017 年 10 月 1 日起，建设项目

环保设施竣工验收主体已由环保部门转为建设单位，建设单位需自行验收。根据

杨凌示范区环境保护局发布《关于不再受理竣工环保验收行政许可的公告》，自

2017年9月20日起不再受理建设项目环保设施竣工验收行政许可事项。根据2018

年 5 月 21 日杨凌示范区环境保护局发布《关于调整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

等级的通知》，依法依规取消所有项目类别试生产和建设项目环保竣工验收（水、

大气）审批，取消建设项目类别环境影响登记表行政审批，实行网上备案制。2018

年 11月，西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发布的网办事项包含“5、非辐射类建设项目

（噪声、固体废物污染防治设施）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公司已按主管部门的相

关要求办理和正在办理验收备案手续。公司日常环保合法合规，不存在环保违规

事项。（2）公司现有建设项目符合环评批复文件的要求，公司不属于污染物减

排对象，污染物排放符合标准，报告期内公司遵守重点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

（3）公司有关污染处理设施均有效正常运转，公司已建立并执行环境保护责任

制度和突发环境应急预案；公司不存在禁止使用物质，存在少量重点防控的物质

用于药物研发试验环节，涉及备案的物质已及时完成备案。报告期内，对于公司

生产及研发试验环节所产生的危险废弃物，公司均已委托具备危险废物经营许可

资质的单位来处置回收。（4）公司生产基地杨凌分公司已依法公开披露了环境

信息。（5）公司报告期内不存在环保事故、环保纠纷或潜在纠纷，不存在行政

处罚记录。（6）公司自身不持有排污许可证、杨凌分公司持有排污许可证具备

合理性，符合公司实际生产情况，公司自身无需取得排污许可证；报告期内，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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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不存在排污许可、环评等行政许可手续未办理或未办理完成等环保违法情形。

（7）公司排污许可证不存在无法办理续期的实质性障碍。（8）报告期内公司已

取得当地环保局出具的无违规证明，公司环保事项合法合规，不存在重大违法行

为。 

    4、补充披露内容 

    详见公司回复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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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回复Ò 

Q1WF23ÝÞúû:®Å¼½�P$Ã¾p»9�¯9�µàIR¾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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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投资协议书》中涉及对赌的条款的具体内容以及补充协议对相关条款的

调整变更情况，公司已在公开转让说明书“第一节 公司基本情况”之“三、公

司股权结构”之“（五）其他情况”之“其他情况说明”部分补充披露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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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公司在公开转让说明书之“重大事项提示”补充提示如下： 

“@ççi~u>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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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券商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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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尽调过程和事实依据 

序号 尽调过程 事实依据 

1 
查阅万隆制药、实际控制人陈秋林与昆吾九

鼎以签订的《投资协议书》及《关于万隆制

药特别约定》协议书 

《投资协议书》及《关于万隆制药特别

约定》协议书 

2 查阅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相关业务

规则关于对赌等特殊条款的约定 

《公司法》、《挂牌公司股票发行常见

问题解答（四）—特殊投资条款》、《全

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挂牌审

查业务规则适用指引第 1 号》等业务规

则 

2、分析过程 

（1）《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挂牌审查业务规则适用指引第 1 号》

之“1-3 对赌等特殊投资条款”之“一、对赌等特殊投资条款的规范性要求”规

定如下：“投资方在投资申请挂牌公司时约定的对赌等特殊投资条款存在以下情

形的，公司应当清理：（一）公司为特殊投资条款的义务或责任承担主体；……”。

万隆制药、陈秋林与昆吾九鼎已签订的《投资协议书》中仅存在上述第（一）中

需要清理的情形；为支持公司在新三板挂牌，万隆制药、陈秋林与昆吾九鼎签订

了《关于万隆制药特别约定》，约定公司已经退出上述协议，不再作为对赌等特

殊投资条款的义务或责任的承担主体，目前公司与昆吾九鼎之间不存在尚未履行

完毕的对赌等特殊投资协议条款。 

（2）《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挂牌审查业务规则适用指引第 1 号》

之“1-3 对赌等特殊投资条款”之“二、对赌等特殊投资条款的披露”规定如下：

“对于尚未履行完毕的对赌等特殊投资条款，申请挂牌公司应当在公开转让说明

书中充分披露特殊投资条款的具体内容、内部审议程序、相关条款的修改情况（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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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对公司控制权及其他方面可能产生的影响，并作重大事项提示。”。截至

本回复出具日，公司与昆吾九鼎之间不存在尚未履行完毕的对赌等特殊条款；公

司实际控制人陈秋林与昆吾九鼎之间存在尚未履行完毕的对赌条款。公司在公开

转让说明书之“第一节 公司基本情况”之“三、公司股权结构”之“（五）其

他情况”之“其他情况说明”补充披露对赌条款的主要内容及修改情况；公司在

公开转让说明书之“重大事项提示”补充提示由于对赌事项的存在，公司未来可

能存在股权结构发生变动的风险；公司已在公开转让说明书“第一节 公司基本

情况”之“四、公司股本形成概况”之“（一） 历史沿革”之“十一、2010 年

12 月第五次增资”中披露昆吾九鼎增资时公司股东会审议的情况。 

（3）《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挂牌审查业务规则适用指引第 1 号》

之“1-3 对赌等特殊投资条款”之“三、对赌等特殊投资条款的核查”规定如下“对

于尚未履行完毕的对赌等特殊投资条款，主办券商及律师应当对特殊投资条款的

合法有效性、是否存在应当予以清理的情形、是否已履行公司内部审议程序、相

关义务主体的履约能力、挂牌后的可执行性，对公司控制权稳定性、相关义务主

体任职资格以及其他公司治理、经营事项产生的影响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对于报告期内已履行完毕或终止的对赌等特殊投资条款，主办券商及律师应当对

特殊投资条款的履行或解除情况、履行或解除过程中是否存在纠纷、是否存在损

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是否对公司经营产生不利影响等事项进行核查并

发表明确意见。”。 

 主办券商根据上述要求进行了相应的核查：①根据《投资协议书》及《关于

万隆制药特别约定》协议书，公司已经退出上述协议，不再作为对赌等特殊投资

条款的义务或责任的承担主体，公司与昆吾九鼎之间不存在尚未履行完毕的对赌

等特殊投资协议条款；因昆吾九鼎在《关于万隆制药特别约定》协议中未完全解

除对控股股东的对赌义务，昆吾九鼎有权要求陈秋林以 8%年收益率回购叁仟万

元投资款；若昆吾九鼎根据《投资协议书》要求陈秋林以 8%年收益率回购叁仟

万元投资款，则陈秋林的持股比例将由 83.88%增至 95.88%，此时，公司控股股

东及实际控制人仍为陈秋林，未发生变化，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

形，对公司的治理及经营事项不会造成重大影响。②昆吾九鼎成立时各合伙人签

署了《合伙协议》，在合伙协议解散及清算条款中对昆吾九鼎的投资期限约定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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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伙企业的存续期间至所投资的最后一个项目变现，投资的最后一个项目变现后

解散；另根据昆吾九鼎 2021年 6月 8日出具的问卷（含声明承诺），除特殊情

况外昆吾目前持有万隆制药的股份近两年内暂无减持安排。根据上述情况，昆吾

九鼎持有公司的股份，目前不存影响公司股权稳定的情形。③《投资协议书》及

《关于万隆制药特别约定》协议书中的相关条款中不存在影响公司股权清晰的条

款，公司全体股东均出具了相关声明及承诺，承诺所持有股份为各股东实际持有，

不存在委托代持或其他类似安排，也不存在质押、冻结、或其他任何转让受限情

形，亦不存在任何形式的股权纠纷或潜在纠纷的情形。经查阅全国中小企业股份

转让系统相关业务规则，截至本反馈意见回复出具之日，上述协议已不存在《挂

牌公司股票发行常见问题解答（四）—特殊投资条款》禁止约定的特殊投资条款，

不存在违反《公司法》、《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挂牌条件适用基本标

准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相关规则的规定的情形。 

3、结论意见 

经核查，主办券商及律师认为，当前的对赌条款现行有效，存在尚未履行完

毕的对赌等特殊投资协议条款，但公司目前已退出对赌条款，不再作为对赌等特

殊投资条款的义务或责任的承担主体，涉及的对赌等特殊投资条款公司已补充披

露，符合《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挂牌审查业务规则适用指引第 1 号》

“1-3对赌等特殊投资条款”的规范性要求和披露要求。 

4、补充披露内容 

详见公司回复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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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回复】 

昆吾九鼎私募股权类投资基金，持有北京市西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0 年 9

月 29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1101025530819553，住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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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北京市西城区玉廊西园 9 号楼 10层 1001-12，执行事务合伙人为昆吾九鼎（北

京）医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委派古志鹏为代表）。合伙期限自 2010 年 4 月 9

日至 2030 年 4 月 8 日。经营范围为投资管理、资产管理（不含金融资产）。 

公司已在公开转让说明书“第一节 基本情况”之“三、公司股权结构”之

“（三）前十名股东及持股 5%以上股份股东情况”之“3、机构股东情况”之“（1）

昆吾九鼎”情况中补充披露如下： 

“mnro¦®ç'±q#�¯N* BCDÕF ÕP D�Qh¨0$`°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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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ÕP D�Qh¨0$`°q#�¯�r�µ¶N¦®ç']e�q#�¯7

82Nµ¶�I¦ \DCCC�C�g”  

【主办券商回复】 

Q¹W²³´µcdÓÔVÕZu5)¾0Â¿Àº»º¼eQ¿ÀªºÓ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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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尽调过程和事实依据 

序号 尽调过程 事实依据 

1 取得了昆吾九鼎的工商登记资料 工商登记资料 

2 查阅昆吾九鼎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官网

备案登记的信息 昆吾九鼎私募备案信息 

3 
查询《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

管理暂行办法》、《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

基金备案办法（试行）》等法律法规和自律规则 

《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

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私

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

案办法（试行）》 

4 
通过企查查、司法裁判文书网、中国执行信息公

开网等网站进行检索，查询昆吾九鼎是否存在违

法违规运营情况 
查询记录 

5 查阅昆吾九鼎出具的相关声明承诺，以确认其基

本情况及合法运营情况 
万隆制药股东调查问卷（含声明

承诺） 

   2、分析过程  

昆吾九鼎持有北京市西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0 年 9 月 29 日核发的《营业

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1101025530819553，住所为北京市西城区玉廊西

园 9 号楼 10层 1001-12，执行事务合伙人为昆吾九鼎（北京）医药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委派古志鹏为代表）。合伙期限自 2010 年 4 月 9 日至 2030 年 4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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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为投资管理、资产管理（不含金融资产）。通过网络核查，截至本回复

出具日，昆吾九鼎不存在违法运营涉及被处罚或被执行的情形。 

昆吾九鼎已按照《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等法

律法规和自律规则的规定，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办理了备案手续，基金编

号为 SD1600。其管理人昆吾九鼎（北京）医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已取得《私募

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证书》，并于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办理了登记手续，登

记编号为 P1000487。 

昆吾九鼎成立时各合伙人签署了《合伙协议》，在合伙协议解散及清算条款

中对昆吾九鼎的投资期限进行了约定，约定合伙企业的存续期间至所投资的最后

一个项目变现，投资的最后一个项目变现后解散。昆吾九鼎合伙人约定的基金存

续期间为附条件的存续期间，而非附期限的存续期间，除非昆吾九鼎合伙人另行

达成一致意见，否则昆吾九鼎关于基金存续期限的约定，不会对公司股权稳定性

造成重大影响。针对减持事项，昆吾九鼎声明目前暂无减持安排，但不排除在满

足监管规则的前提下根据本机构自身资金需求、实现投资收益、市场波动等情况

调整减持时间的可能性。 

3、结论意见 

综上，主办券商认为，昆吾九鼎设立及运营符合法律、法规及私募基金业协

会相关监管要求，昆吾九鼎目前暂无减持安排，其基金合同对基金存续期限的约

定不会对公司股权稳定性造成重大影响。 

QÓW²³´µ¿À�23¾u~��Aqe×ëØeðñeîïb2á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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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券商回复】 

1、尽调过程和事实依据 

序号 尽调过程 事实依据 

1 

通过向公司主要客户及供应商进行书面函证，

通过查阅企查查、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公司信用报告、审计报告，比对昆吾九鼎是否

与公司实际控制人、董监高、客户、供应商存

在重合情形 

查询记录 

2 取得了公司全体股东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出具的相关声明及承诺 
全体股东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出具的相关声明及承诺 

3 访谈公司实际控制人及财务总监  访谈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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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分析过程 

 2021 年 2 月 4 日，昆吾九鼎出具相关声明承诺，确认截至承诺出具之日，

除主办券商及律师披露的《公开转让说明书》及《法律意见》中所述的关联方和

关联交易，无隐瞒、虚假和重大遗漏之处。公司全体股东均承诺所持有的公司股

份系各股东（发起人）实际持有，不存在委托代持或其他类似的安排，也不存在

质押、冻结、或其他任何转让受限情形，亦不存在任何形式的股权纠纷或潜在纠

纷的情形。2021 年 3 月 15 日，公司出具相关声明及承诺，说明公司业务、机构、

财务等均具有独立性，截至承诺出具之日，确认已经向律师、主办券商披露了《法

律意见》《公开转让说明书》中所述的关联方和关联交易，并无隐瞒、虚假和重

大遗漏之处。 

主办券商通过向公司主要客户及供应商进行书面函证，公司主要客户及供应

商均说明与万隆制药及子公司、持股 5%以上的股东、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不存在相互投资、任职高管、亲属关系等关联关系。 

主办券商通过访谈公司实际控制人陈秋林，了解到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均在

公司领取薪酬，不存在股东单位双重任职的情况；通过访谈公司财务总监郭轩鸣，

报告期内公司前五大供应商及主要人员与公司、主要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不存在相互投资、任职高管、亲属关系等关联关系。 

主办券商通过查阅企查查、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司信用报告、审

计报告，通过对昆吾九鼎持股的公司与公司主要客户及供应商进行比对，不存在

重合的情形。 

3、结论意见 

主办券认为，截至本回复出具日，除公司董事魏治华在昆吾九鼎任职外，昆

吾九鼎与公司及其实际控制人、董监高、客户、供应商等不存在关联关系；昆吾

九鼎不存在代持或与公司之间有其他利益安排的情形。 

QÖW²³´µ®Å239Ü+Ì5¾2Ý½Q

2010 年 12 月 13 日，万隆有限通过股东会增资的决议，同意昆吾九鼎以货币

资金出资 3,000 万元，其中 849.545 万元用于新增注册资本，其余 2,150.45 万元

计入万隆有限资本公积，公司注册资本从 6,230 万元增加到 7,079.545 万元，昆吾

九鼎本次增资价格为 3.53 元/注册资本。本次增资价格主要参考：①增资前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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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股权转让价格：原股东吴梅花2010年12月8日与马纳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

吴梅花将万隆有限 6%股权以 3.53元/注册资本的价格转让给马纳；②参考公司每

1元注册资本净资产：2010年 10月 31日公司未经审计的 1元注册资本净资产 1.80

元，经双方协商，确定昆吾九鼎本次增资每 1元出资额价格定为 3.53元。 

综上，主办券商及律师认为，昆吾九鼎设立及运营符合法律、法规及私募基

金业协会相关监管要求，昆吾九鼎目前暂无减持安排，其基金合同对基金存续期

限的约定不会对公司股权稳定性造成重大影响。除公司董事魏治华在昆吾九鼎任

职外，昆吾九鼎与公司及其实际控制人、董监高、客户、供应商等不存在关联关

系；昆吾九鼎不存在代持或与公司之间有其他利益安排的情形。昆吾九鼎本次增

资的定价依据充分，定价公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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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回复】 

公司在公开转让说明书之“第二节 公司业务”之“五、经营合规情况”之

“（四）其他经营情况”中进行披露并补充披露如下： 

“6]?�iÂ�L¿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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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券商回复】 

Q¹W23Ù�ÁÂß�¿ÀÃXuvÞ�noea'Þ�ÐÑ_é8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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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券商查阅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建设工程消防监督管理规定》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管理办法》和《消防监督检查规定》等监管规定；查阅了公

司提供的消防验收意见书，访谈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实地查看公司生产

经营场所，经核对，公司主要经营场所均办理了消防验收或备案，具体情况如下： 

场所名称 产权证号 坐落地址 
取得

方式 
使用人 

是否

办理

消防

验

收、

备案

或抽

检合

格 

消防验收

或消防备

案凭证 

万隆制药  

西安市房权证高新区字

1025098013-8-1 

西安市高新

区新型工业

园创新路 5

号 

自建 
万隆制

药 
是 

西安高新

消验字第

【2008】第

19号 

西安市房权证高新区字

1025098013-8-2 

西安市房权证高新区字

1025098013-8-3 

西安市房权证高新区字

1025098013-8-4 

西安市房权证高新区字

1025098013-8-5 

西安市房权证高新区字

102509801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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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市房权证高新区字

1025098013-8-7 

杨凌分公

司 

陕（2021）杨凌示范区不

动产权第 0000469号 

杨凌示范区

水运东路与

永安路十字

东北角 

自建 
万隆制

药 
是 

杨凌公消

验字

【2017】第

0007号 

     综上所述，主办券商认为，公司日常经营场所已完成消防验收。 

QÓW�»ê�;¼íë3Þ�noeA³Þ�ÐÑ_ë3Þ�>"è{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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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核查，截至本反馈意见回复出具之日，公司已完成日常经营场所的消防验

收或备案，未出现因消防验收、备案或检查而出现停止施工、停止使用或暂停对

外经营活动的情形，公司也不存在因违反消防法律法规而受到处罚的情形。 

QÖW&H¤J¬ÇÙ�ÁÂß�ì���p23��î�¾pzÁÂK¥

9LMZ23¿Àjpï��ð#$<¥qNøQ

经核查，截至本反馈意见回复出具之日，公司已完成日常经营场所的消防验

收或备案，未出现因消防验收、备案或检查而出现停止施工、停止使用或暂停对

外经营活动的情形，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及持续经营能力造成不利影响。 

Q%W23Ù�ÁÂß�¿ÀáhÞ�>"EF9ÿ!Zp�;ÿ!9ïp

ýþ¾u.�½øQ

1、尽调过程和事实依据 
序号 尽调过程 事实依据 

1   1 查阅消防部门出具的消防验收意见书 消防验收意见书及批复 

2 抽查了公司消防设施巡查记录、公司消防相

关的管理制度 

消防设施巡查记、《消防安全管理规

程》、《微型消防站各项管理制度》、

《义务消防员岗位职责管理规程》 

3 查阅公司与第三方签订的《消防设施检测及

维护保养合同书》，实地走访 
《消防设施检测及维护保养合同

书》、走访记录 

4 查阅公司出具的相关说明 情况说明 

2、分析过程 

主办券商经查阅消防部门为公司出具的消防验收意见书、抽查了公司消防设

施巡查记录、公司消防相关的管理制度，访谈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走访

公司日常经营场所的消防设置配置情况。经核查，为做好公司的消防安全管理，

防止火灾事故的发生和建设火灾事故的损失，公司制定有《消防安全管理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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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消防安全的主要负责人职责、消防安全教育、防火巡查检查、消防安全疏散设

施、消防安全工作考评和奖惩等事项做了具体明确的规定；公司在日常生产经营

场所配置了消防栓、消防水带、灭火器、消防沙箱、铁锹，消防沙桶等消防设备

和设施，设置了有消防通道、标识、安全疏散通道，定期组织公司员工进行消防

培训和演练；此外，公司与第三方签订有《消防设施检测及维护保养合同书》，

委托专业机构对公司建筑消防设施检测及消防系统设施进行维护及保养。 

3、结论意见 

主办券商认为，目前公司经营场所不存在消防安全方面的风险隐患，相关消

防措施能有效防范消防安全风险。 

Q?W23¿ÀªºUº»¼üÁÂVeU�.pzÁÂK¥V9CD�H�Q

公司日常经营场所已按照消防主管部门规定进行消防验收或办理消防备案，

并接受日常消防安全检查。公司报告期内未因消防验收、备案或检查而出现停止

施工、停止使用或暂停对外经营活动的情形。目前，公司日常经营场所不存在消

防安全方面的风险隐患，相关消防措施能有效防范消防安全风险。综上所述，主

办券商认为，公司以上事项符合“合法规范经营”、“具有持续经营能力”的挂

牌条件。 

综上所述，主办券商及律师认为，公司日常经营场所已完成消防验收。截至

本反馈意见回复出具之日，公司已完成日常经营场所的消防验收或备案，未出现

因消防验收、备案或检查而出现停止施工、停止使用或暂停对外经营活动的情形，

公司也不存在因违反消防法律法规而受到处罚的情形。截至本反馈意见回复出具

之日，公司已完成日常经营场所的消防验收或备案，未出现因消防验收、备案或

检查而出现停止施工、停止使用或暂停对外经营活动的情形，不会对公司财务状

况及持续经营能力造成不利影响。目前公司经营场所不存在消防安全方面的风险

隐患，相关消防措施能有效防范消防安全风险。公司以上事项符合“合法规范经

营”、“具有持续经营能力”的挂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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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回复】 

公司拥有的“西高科技国用（2004）第 24189 号土地”上建设有房屋，已取

得房产证，不存在违法违规情形，公司已在公开转让说明书“第二节 公司业务”

之“三、与业务相关的关键资源要素”之“（五）主要固定资产”之“3、房屋

建筑物情况”中披露上述房屋上取得的房产证情况，具体如下： 

产权编号 地理位置 
建筑面积

（平米） 
产权证取得

日期 
用途 

西安市房权证高新区字

1025100018-2-3-10101 
西安市高新区锦业一路 63
号 3幢 1单元 10101室 

2,693.70 
2011 年 4 月

27 日 
厂房 

西安市房权证高新区字

1025100018-2-2-10101 
西安市高新区锦业一路 63
号 2幢 1单元 10101室 

2,555.28 
2011 年 4 月

27 日 
其他 

西安市房权证高新区字

1025100018-2-5-10101 
西安市高新区锦业一路 63
号 5幢 1单元 10101室 

480.87 
2011 年 4 月

27 日 
其他 

公司土地产权、房屋权属清晰，不存在权利瑕疵、权属争议纠纷或权属不明

的情形。 

【主办券商回复】 

1、尽调过程和事实依据 

序号 尽调过程 事实依据 

1 查看公司房产证及土地证，实地走访，对比公司

所拥有的土地是否办理的产权证明 房产证及土地证、走访记录 

2 取得了公司房产所在地政府土地部门出具的合

规意见，证明公司报告期内不存在违法规定事项 
公司所在地政府土地部门出具的

合法合规证明 

3 

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中国执

行信息公开网”、“中国裁判文书网”等网站进

行检索，查看公司是否存在违法违规事项的处罚

记录 

查询记录 

2、分析过程 

①主办券商经实地走访，查看公司房产证及土地证，截至本回复出具日，公

司共有三处土地及房产，均办理了相关产权证明。公司已在公开转让说明书“第

二节 公司业务”之“三、与业务相关的关键资源要素”之“（二）主要无形资产”

之“5、土地使用权”中披露了三处土地的位置、面积、取得时间等基本情况；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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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开转让说明书“第二节 公司业务”之“三、与业务相关的关键资源要素”之“（五）

主要固定资产”之“3、房屋建筑物情况”中披露了上述土地上的房产取得的时间、

建筑面积、用途等基本信息。 

②公司上述三处房产所在地政府土地部门已出具相关证明，证明公司不存在

违法违规情形，具体情况如下： 

2021 年 1 月 18 日，西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自然资源局出具证明，证明恩

慈制药在高新区受让的一宗国有建设用地，位于宏盛路东侧，面积 17416.6平方

米，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号：“西高科技国用（2004）第 24189 号”。自 2019 年 7

月 17 日至今，该单位能够遵守国家及地方有关土地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和规

范性文件，该宗地不存在违反国家及地方自然资源领域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

文件的情形，未发生受到我局行政处罚的情形。 

2021 年 1 月 22 日，杨凌示范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均出具证明，证明万隆制药

于 2011 年通过挂牌出让方式取得位于杨凌示范区西宝高铁以南、水运东路以东

永安路以北的一宗国有土地使用权，面积 186379.82平方米。经调查，万隆制药

自取得土地以来无违反土地管理和城乡规划法律、法规的行为。 

2021 年 1 月 15 日，西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自然资源局出具证明，证明万

隆制药在西安高新区受让的一宗国有建设用地，宗地位于西安高新区创新路北、

发展大道以西，面积 20878平方米，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号：西高科技国用（2012）

第 36426 号。截至目前，该单位能够遵守国家及地方有关土地管理方面的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该宗地不存在违反国家及地方自然资源领域相关法律、法规

和规范性文件的情形，未发生受到我局行政处罚的情况。 

③经主办券商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中

国裁判文书网”等网站进行查询，截至本回复出具之日，公司不存在土地及房产

方面的违法信息记录及或涉诉讼及被执行的情形。 

3、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主办券商及律师认为，公司土地及房屋权属清晰，不存在权利瑕

疵、权属争议纠纷或权属不明的情形。 

4、补充披露内容 

公司关于“西高科技国用（2004）第 24189 号”土地上建设房屋情况，已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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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转让说明书“第二节 公司业务”之“三、与业务相关的关键资源要素”之

“（五）主要固定资产”之“3、房屋建筑物情况”中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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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回复】 

（1）关于实物出资的补充披露情况 

   ①关于 2000 年 8 月有限公司第一次增资实物出资情况 

公司在公开转让说明书“第一节 基本情况”之“四、公司股本形成概况”

之“（五）非货币资产出资情况”中补充披露如下： 

“�t¢ú¹ÊË#�ãp¿ÀwÁtÅjklâ#¿Ã>�'`�I¦t

y¿') 1100110051-34-10605N�'2¦jklNìÌ�*ÍÎª³C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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Ý�"ý*â#>Õò&¦jklâ# 63å�NØÙÚâ# 27å�3X>�Ø

ÞÜÕò&g” 

出资人将本次出资的非货币资产于 2000 年 7 月 20 日交付于万隆有限实际占

有并使用，万隆有限于 2000 年 7 月 24 日将上述资产计入公司的固定资产。本次

实物出资时公司正处于基建特殊时期，办公场所缺乏，因此将其中 0201 号房作

为万隆有限的仓库使用，0605 号房作为市场营销部办公使用；本次出资的车辆由

公司行政部门统一管理及使用。2000 年 7 月 24 日，万隆有限分别与陈秋林及吴

梅花签署《实物转让清单》，确认上述实物出资已交接到位。公司本次出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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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资比例、出资方式公司已在公开转让说明书“第一节 基本情况”之“四、公

司股本形成概况”之“（一）历史沿革”之“三、2000 年 8 月万隆有限第一次增

资”中披露。 

公司本次实物出资程序、出资比例、出资方式符合公司法的规定，但实物中

价值 90 万元的加替沙星原料药未经评估不符合实物出资的法律规定，因当时万

隆有限生产的需要，陈秋林及吴梅花购买原料药后立即投入了公司生产，原料药

价值未发生变化，因此当时未予评估。2011 年 9 月 30 日，公司召开 2011 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全体股东确认万隆有限 2000 年增资中实物出资作价公允，并

已经实际投入公司，不存在虚假出资或出资不实的情形。实物出资未评估的瑕疵

不影响公司当时股东持股的合法性，不影响公司的产权。全体股东对陈秋林、吴

梅花历史上所持公司股权的金额、比例、权益无异议，亦不主张任何权利。 西

安市人民政府金融工作办公室向西安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发出《关于征询西安万隆

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工商登记有关事项的函》（市金融函[2012]47 号）征询公司 2000

年用于增资的实物资产未评估和未过户的有关事项。西安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于

2012 年 12 月 6 日出具《西安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西安万隆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登记有关事项的回复》：我局已于 2000 年 8 月 11 日依法核准了此次变更登

记，对公司此次出资的工商变更登记予以确认。综上，陈秋林、吴梅花上述出资

真实，不存在出资不实的情形，不存在因此构成违法违规被处罚的风险。 

（2）请公司补充披露恩慈制药历史上实物出资与公司经营的关联性、实物

出资的所有权转移及其实际利用情况 

恩慈制药成立于 1994 年 3 月 9 日，万隆制药于 2010 年 11 月通过股权转让

形式受让恩慈制药 100%的股份，恩慈历次实物出资均在 2010 年 11 月前，因时

间久远及资料缺失，恩慈制药历史上实物出资明细、所有权转移及实际利用情况

目前无法考证。公司收购恩慈制药主要基于以下两方面的考虑：①2010 年 11 月，

公司管理层看好头孢类固体制剂的市场前景，根据 GMP 认证的要求，头孢类高

致敏性药物的生产，需要独立的车间和空调系统，而公司由于生产车间和厂房的

限制，不能开展头孢类抗菌药物的生产。恩慈制药于 2005 年完成生产厂房的建

设，拥有较为完善和独立的固体制剂生产线和厂房，设备和厂房成新率较高。西

安万隆制药拟通过对恩慈制药的收购整合，拟将其打造为生产头孢类固体制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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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药生产企业；②恩慈制药的药品批件四虎散当时在国内只有恩慈制药和湖北诺

得胜制药有限公司两家医药企业所有；固精麦斯哈片的药品批件当时在国内只有

恩慈制药和新疆奇康哈博维药有限公司所有。公司管理层对上述药品的市场前景

看好，拟在收购恩慈制药后对上述药品进行开发。由于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

局于 2016 年 1 月 6 日和 3 月 11 日分别下达对“一种新一代喹诺酮类药物”及“一种

头孢类药物”不批准注册申请的通知，故恩慈停止了经营头孢类产品的计划，后

做为万隆制药的研发中心使用，报告期内慈制药未实际开展经营活动。 

公司在 2011 年 5 月股改时，以万隆有限截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的净

资产为基础，进行了整体审计及评估。恩慈制药历史上实物出资的具体情况不会

导致公司存在出资不实的情形。 

因恩慈制药成立时，我国现行的公司法还未实施，成立时实物出资情况仅能

从工商登记中获取，根据成立时候恩慈制药验资情况，恩慈制药用于出资的实物

为制药相关机器设备及仪器，公司在公开转让说明书“第四节 公司财务”之“十

三、公司控股子公司或纳入合并报表的其他企业的基本情况”之“（一）恩慈制

药”之“3、子公司历史沿革及合法合规性”部分补充披露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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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10 10 33 
2 ��� 10 10 33  
3 �� 3 3 10  
4 ��� 3 3 10  
5 �� 2 2 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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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2 2 6.67  
v� 30 30 100 

   ” 

【主办券商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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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关于 2000 年 8 月有限公司第一次增资实物出资情况 

1、尽调过程和事实依据 

序号 尽调过程 事实依据 

1 
审阅公司 2000 年 8 月增资时的验资报告、评估

报告以及工商登记材料 
验资报告和评估报告 

2 查阅出资的房产及车辆权属登记证书，确认转让

前实物资产的权属情况 房产证及行驶证 

3 查询实物出资时，出资人与公司资产交接情况 实物交接单 

4 查阅与本次增资相关的股东会决议，确认增资及

股东对增资瑕疵情况的处理意见 股东会决议 

5 访谈并取得了陈秋林、吴梅花出具的承诺文件 访谈记录、承诺书 

2、分析过程 

公司本次实物出资已经审计机构审计和评估机构评估（除 90 万元原料药未

经评估外），公司与出资人办理了资产的交接，不存在虚假出资的情况，关于公

司本次部分实物出资未及时过户及 90 万元原料药未经评估的原因及出资的真实

性情况，公司已在公开转让说明书“第一节 公司基本情况”之“四、公司股本

形成概况”之“（五）非货币资产出资情况”中披露。 

上述出资瑕疵情形已经公司 2011 年 9 月 30 日召开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确认，全体股东对陈秋林、吴梅花历史上所持公司股权的金额、比例、权

益无异议，亦不主张任何权利。 

西安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于 2012 年 12 月 6 日出具《西安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关

于西安万隆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注册登记有关事项的回复》：我局已于 2000 年 8

月 11 日依法核准了此次变更登记，对公司 2000 年 7 月出资的工商变更登记予以

确认。 

陈秋林、吴梅花也出具了相关声明及承诺，说明本次出资不存在虚假出资或

出资不足之情形。如因资产未评估及未过户等问题导致万隆有限资产不实，其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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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条件以现金补足相应出资，并承担一切相关责任，赔偿公司由此而导致的任何

损失和损害。 

3、结论意见 

主办券商认为，本次出资的加替沙星原料药物资产权属清晰，不存在出资不

实的情形。本次增资的房屋和车辆虽未过户至万隆有限，但已于出资时已实际投

入公司使用，并于后期由公司进行了抵债处置，该等出资实物未及时过户至万隆

有限而直接抵债的行为，不会构成万隆有限股东的出资不实的情形。上述行为已

经公司股东大会及公司所在地政府工商行政部门确认，并由实际控制人出具了承

诺，因此，公司本次出资瑕疵的规范措施有效。 

②恩慈制药历史上实物出资 

经查阅了恩慈制药工商档案、公司股改时的审计及评估报告等相关资料，访

谈公司实际控制人。经核查，恩慈制药成立于 1994 年 3 月，2010 年 11 月公司通

过股权转让的形式取得恩慈制药的 100%股权。因恩慈制药成立时间较长，恩慈

成立时我国现行的《公司法》尚未实施，加之恩慈制药历史上相关资料保存不完

整，在 2010 年 11 月前恩慈制药历史上关于实物出资的具体情况无法考证。根据

恩慈制药工商档案显示，公司历次实物增资均在 2010 年 11 月纳入公司合并范围

之前，历次增资均经会计师事务所进行验资，并经恩慈制药所在地工商登记部门

登记确认；此外，公司在 2011 年 5 月股改时，以万隆有限截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的净资产 130,047,873.27元为基础，按 1:0.5767 的比例折为 7,500 万股，

将万隆有限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7,500 万元，折股后净资产剩余

金额计入资本公积。恩慈制药历史上实物出资情况不会导致公司出现出资不实的

情形。 

综上，主办券商认为，子公司恩慈制药历史上实物出资情况不会导致公司存

在出资不实的情形。 

（4）主办券商就上述实物出资入账价值合理性 、价格公允性、目前是否存

在减值、是否存在出资不实的情形发表明确意见。 

①关于 2000 年 8 月有限公司第一次增资实物出资情况 

【主办券商回复】 

1、尽调过程和事实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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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尽调过程 事实依据 

1 查阅与本次出资相关的验资报告，了解公司本次增资情况 验资报告 

2 
本次增资涉及的房屋、车辆的评估报告、原料药的入账发票

以及相关抵债协议，了解公司实物出资的交付情况及产权转

移情况 
评估报告、抵账协议 

3 核查购买原料药时的具体情况，取得了购货发票了解原料药

当时的实际价值情况 购货发票 

4 查阅了公司记账凭证，了解公司实物资产入账情况 记账凭证 

2、分析过程 

公司本次实物增资是按照评估师事务所出具的评估价值进行入账，价值 90

万元的原料药因购入后即投入了生产，未经评估，是按出资方购买原料药的价格

进行入账，公司本次用于增资的实物均有可参考价值或价格，不存明显不合理的

情形。本次用于增资的实物在验资时已交付公司使用，后公司用于抵账过户给第

三方，因此不存在减值情形。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

第十条：“出资人以房屋、土地使用权或者需要办理权属登记的知识产权等财产

出资，已经交付公司使用但未办理权属变更手续，公司、其他股东或者公司债权

人主张认定出资人未履行出资义务的，人民法院应当责令当事人在指定的合理期

间内办理权属变更手续；在前述期间内办理了权属变更手续的，人民法院应当认

定其已经履行了出资义务；出资人主张自其实际交付财产给公司使用时享有相应

股东权利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参照上述规定，出资人用于出资的房产及车

辆在出资时已交付公司使用，且经过全体股东的确认无异议，因此不存在出资不

实的情形。 

另根据公安部 2000 年 6 月 5 日向最高人民法院执行工作办公室出具的《公

安部关于确定机动车所有权人问题的复函》（公交管[2000]98 号），“公安机关

办理的机动车登记，是准予或者不准予上道路行驶的登记，不是机动车所有权登

记……公安机关登记的车主，不宜作为判别机动车所有权的依据”。同时，根据

2007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三条，“动产物权

的设立和转让，自交付时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二十四条，“船

舶、航空器和机动车等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

意第三人。”因此，本次增资的车辆在已经实际交付公司使用的情况下，应当视

为出资人已经完成了出资义务，享有完整股东权利，因此不存在出资不实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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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主办券商认为，上述实物出资入账价值合理且公允，入账依据充分，

不存在出资不实或减值的情形。 

②恩慈制药历史上实物出资 

恩慈制药成立时间较早，恩慈制药实物出资时尚未纳入公司合并范围。2010

年 11 月，公司通过股权转让的形式取得恩慈制药的控制权。因时间久远，2010

年 11 月前与恩慈制药出资相关的资料缺失，主办券商目前无法对其实物出资的

情况进行具体核实。但公司在 2011 年 5 月股改时，会计师事务所及评估师事务

所已对万隆有限截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的净资产情况进行审计及评估，公司不

存在出资不实情形，具体情况如下：①2011 年 3 月 18 日，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

所出具中瑞岳华专审字（2011）第 1078 号《审计报告》，万隆有限的净资产为

130,047,873.27元。②2011 年 4 月 13 日，中同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中同华评

报（2011）第 125 号《西安万隆制药有限公司改制设立股份公司项目资产评估报

告书》，万隆有限净资产评估值为 16,358.87 万元。万隆有限整体变更为股份有

限公司时，按经审计的净资产 130,047,873.27元为基础，按 1:0.5767 的比例折为

7,500 万股，注册资本 7,500 万元，折股后净资产剩余金额计入资本公积。主办券

商认为，恩慈制药历史上实物出资情况不会导致公司出现出资不实情况。 

综上所述，主办券商认为，本次出资的加替沙星原料药物资产权属清晰，不

存在出资不实的情形。本次增资的房屋和车辆虽未过户至万隆有限，但已于出资

时已实际投入公司使用，并于后期由公司进行了抵债处置，该等出资实物未及时

过户至万隆有限而直接抵债的行为，不会构成万隆有限股东的出资不实的情形。

上述行为已经公司股东大会及公司所在地政府工商行政部门确认，并由实际控制

人出具了承诺，因此，公司本次出资瑕疵的规范措施有效。上述实物出资入账价

值合理且公允，入账依据充分，不存在出资不实或减值的情形。恩慈制药历史上

实物出资情况不会导致公司出现出资不实的情形。 

4、补充披露内容 

详见公司回复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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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历次股权转让不存在纠纷或潜在纠纷，公司已在公开转让说明书“第一

节 基本情况”之“四、公司股本形成概况”之“（一）历史沿革”之“二、1996

年 5 月第一次股权转让”中补充披露本次股权转让款的支付情况如下：“BCDB

F DC P DE QNæBû]æüý�Gþ~Çÿ!5Àà�"ç'¥{v�È"�

ÊNV$��s5#$g” 

公司在“四、2006 年 5 月第二次股权转让”中补充披露本次股权转让款的支

付情况如下：“BCC�F «P DC QNjkl�ä+âã#£�KN£©ä+�"

ç'¥{v23Ë E�%ÕC å�gpÌ

公司在“六、2008 年 2 月第三次股权转让”中补充披露本次股权转让款的支

付情况如下tPBCC�F BP D�QNä+�jklâã#£�KN£©jkl�

"ç'¥{v B��%ÕC å�gpÌ

公司在“九、2010 年 12 月第四次股权转让”中补充披露本次股权转让款的

支付情况如下：P�"ç'¥{v�È"�ÊNãp¿À¦tBCDC F DD P BH

QN&'(°9)°¸Y�ØÙÚ¥�È"ç'¥{v Õ�C åõBCDC F DD P BH

QN*+�ØÙÚ)°¸Y�,¥�È" B�� å�õBCDC F DB P B� QNæ-

�ØÙÚ)°¸Y�,¥�È" DD%��å�õBCDC F DB P �QN.�/�ØÙ

Ú)°¸Y�,¥�È" DD%��å�õBCDC F DB P �QN0�1�ØÙÚ)°

¸Y�,¥�È" DD%��å�gp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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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在“十、2010 年 12 月第五次股权转让”中补充披露本次股权转让款的

支付情况如下：“�"ç'¥{v�È"�ÊNãp¿ÀwÁtÌBCDD F D P BC

QN2��ØÙÚ)°¸Y�,¥�È"ç'¥{v D3HBC å�õBCDD F D P

BH QNjÎ4°9)°¸Y�ØÙÚ¥�È" BB%C«å�g” 

公司在“十三、2014 年 12 月股权转让”中补充披露本次股权转让款的支付

情况如下：“ØÙÚ½�h¨�5C»67^'NÙfW©?�%8�LN�Ç

�;> �8ç'� Õ«C åç9,|Ç9:jkl�;N½Ð�::;):N�"

¥{Vt]®v>È"gÛ<=½j?�K>8NÙfWc??�%8�LN.

�Ç�;>"Tçè �%�« åç¥{|?�@ççi]-Ö@�2jklN¥{

®v¦ DD%��å�NM®%"¦Û<= BCDC Fa{;T#ç'®vgBCDÕF DB

P H QNÛ<=@�£©"T¥{®v23Ë DD%��å��âã��íN��Ç

¥{?�çè}�2õ-£A�©Nù�;?�ç'V$�'Ë#$g”Ì

公司在“十四、2015 年 12 月股权转让”中补充披露本次股权转让款的支付

情况如下：“2�½32Õ½Nj?�BÿC<8ÿN��Ç�;>"Tçè

HE�åç¥{|jklN¥{®v¦ DHBC å�NM®%"¦2� BCDC Fa{;

T#ç'®vg½ BCDD F2�°9ÍÎDE��d¸;é?��jklFv

DBCC å�N�"ç'¥{9¡0NÐ�r\4£jklÃ�;ÍÎDE��d

¸;é?�G'�-HIÜÈ"|2�>�"ç'¥{vgBCD«F DB PN2�

âã��íN��Ç¥{?�çè}�2õ-£A�©Nù�;?�ç'V$�

'Ë#$gÌ

*+½Odd¸!{N�j?�K>8�BÿC<8ÿNÙfWc??�%

8�LN.�Ç�;>"Tçè D�D%�« åç¥{|jklN¥{®v¦ B�� å

�NM®%"¦*+ BCDC Fa{;T#ç'®vN*+* BCD«F DB Pâã�

�íN���"ç'¥{5õ-£A�©NV$�JKLMþöGü�>N�#

$g0�1½j?�K>8NÙfWc??�%8�LN.�Ç�;>"Tçè

�%�«åç¥{|jklN¥{®v¦ DD%��å�NM®%"¦0�1 BCDC Fa

{;T#ç'®vgBCD« F DB PN0�1@�£©ç'¥{v�âã��íN

��Ç¥{?�çè}�2õ-£A�©Nù�;?�ç'V$�'Ë#$g” 

公司在“十五、2016 年 2 月股权转让”中补充披露本次股权转让款的支付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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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如下：“ØÙÚ½�h¨�5C»67^'NÙfW©?�%8�LN§:;

r\N�Ç�;> C%C«8ç'� H%�« åç¥{|9:jkl�;N¥{®v¦

H%�«å�NM®%"¦¶ç?ú D�gBCD�F B PNØÙÚ�Gþÿ!5Àà

�£©�"ç'¥{vN���"ç'¥{V$�N�#$g” 

公司在“十六、2017 年 6 月股权转让”中补充披露本次股权转让款的支付情

况如下：“jÎ4½32Õ½Nj?�Bÿ¸¯782`8ÿN��Ç�;>"

Tçè DH%«åç¥{|?�¸¯782`&'(N¥{®v¦ �C å�NM®%

"¦Ð�O1r\�MgBCD�F �P DH QN&'(�jÎ40$P�¸Y�,

È"�"¥{v �C å�g” 

QÓW;< ÓÔÔ¦Õ ?×?@./(ÉIaKõÅ��Q

公司已在公开转让说明书“第一节 基本情况”之“四、公司股本形成概况”

之“（一）历史沿革”之“五、2007 年 5 月万隆有限股东第二次增资”中补充披

露如下： 

“BCC� F Õ P DH QÎäsQR;éñ%��þ<ÿùâãrÎs�¢)

îBCC�ïCD�I#¢#û@KNåæ;é�£©jkl]ØÙÚ5ä+S�>sÚ

��#��� H3CCC å�N�çiÃÊËâ# ECC å�NÃ?� BCC� F DB P

HD QÙ# o�¥Ú#�â# B3DCC å�g?��"Ú#>-Öâ#��ö¢

ú¢#û@0�ú>â#��$�Tîg¢#û@Uú>Ã?�Ù# o�¥Ú

��#�> B3DCC å�N-Ö¦åæ;é~jkl>Ü"GÿN�¹åæ;é>

Ù# o�gÌ

BCC� FÃÒN½?�#¯VDN¦rVÊË?�>Ä���§ÅN?�ç

ijklÃ32#¯WYX"?�>�=x¡v]�-vN45�32#¯Fö

?�NýÃYZ?���§Å>ùn#¯DÔg¤¾��r?�~çijkl>

ðGg[� BCC�F ÕP DC QN?�Ü"çijkl\fv H3«ED%��å�N?

���ÿK8¢µ�¢úçiFv��PÇÈÜ"vôjklpgBCDD F E P BÕ

Qjkl�~�"Ú#¿ÀâãrkàN�_�"Ú#-Ö¦�2~åæ�&>

G'¥Ú��#�N;â#0ÙØÙÚq� �HC å�NÙä+q� D��å�Nj

yOn�2*ØÙÚ5ä+j�¦F]):Ny¹ç'Ù�g�"Ú#kN�2]

ØÙÚ]ä+�O#²�;åæ�&â#�¦ B3�EÕ%�å�]D3B�E å�5 B��%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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å�N�� Õ3BHC å�g�2*ØÙÚ]ä+j�~¢úâ#<=]�O�ç¯

�5��V$�%z�s5#$gÌ

BCDD F E P D«Q0^_1��þ<ÿùA&¡`°�aJâã0^_1]

±)îBCDDïG BBDH I#¢#É²û@KN§±¢N[� BCC�F ÕP DC Q)N

åæ;é�£©jkl]ØÙÚ5ä+S�>sÚ��#����� H3CCC å�N

�çiÃÊËâ# ECC å�NÃ?� BCC�F DB P HD QÜ"çiGÿ B3DCC å

�¥¦â#g¢#û@ë� D sÚ��#�-£¿Ààè�0NçijklÊË

â# �HC å�N�#�â# D3HCB å�NçiØÙÚÊËâ# B�C å�N�#�

â# �HC å�Nçiä+�#�â# D��å�g?���?·¥{ÀàG _Ì�

�¿ÀjPÝ]?�ç�On<ÀpjPAbJÇÈ¿Àp0~�"â#9¡0

>cdHIXYrãpÀàg” 

【主办券商回复】 

QÖWF`a^beonekmnÝÞz{ÆÇ<¥i8·�åNO�Q

1、尽调过程和事实依据 

序号 尽调过程 事实依据 

1 访谈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张秋林，了解公

司历次股权转让及价款支付情况 声明承诺 

2 查阅与公司出资有关的股东会决议、验资报告、

验资复核，了解公司增资时的具体情况 
股东会决议、验资报告、复核验

资报告 

3 
查阅公司历次股权转让的股权转让合同，付款记

录及律师访谈记录，相关声明承诺，确认公司历

次股权转让的定价依据及价款支付情况 

股权转让合同；付款记录；访谈

记录；相关承诺等 

4 
查阅 2011 年 9 月 24 日陈秋林针对本次增资情况

出具的声明，了解 3 名股东各自的出资形式及相

应的金额 
陈秋林出具的声明 

5 
取得公司所在地工商部门出具的复函等相关证

明材料，确认公司 2007 年 5 月万隆有限股东第

二次增资的工商登记情况 

西安市工商局出具的《关于对西

安万隆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07 年

增资情况的复函》 

2、分析过程 

（1）关于历次股权转让价款支付情况 

 公司成立以来，有限公司阶段一共有五次股权转让；股份公司阶段有四次股

权转让，历次股权转让按1元/注册资本或参考转让时公司净资产情况由转让方与

受让方协商确定，不存在股权转让纠纷。具体情况如下：  

①1996年5月第一次股权转让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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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转让方 受让方 
转让价格（元/注

册资本） 
转让价款（万元） 转让出资比例（%） 

1 王重光 陈秋林 1 33 10.00 

2 王崇杰 吴梅花 1 33 10.00 

    2012年10月19日，律师分别对王重光及王崇杰进行访谈，上述二人均称本次

股权转让对价已履行完毕，不存在争议及纠纷。 

  ②2006年5月第二次股权转让情况如下： 

序号 转让方 受让方 转让价格（元/股） 转让价款（万元） 转让出资比例（%） 

1 陈秋林 李文 1 98.40 8.00 

  2006年5月10日，陈秋林向李文出具《收条》，收到李文股权转让款98.4万

元。 

  ③2008年2月第三次股权转让情况如下： 

序号 转让方 受让方 转让价格（元/股） 转让价款（万元） 转让出资比例（%） 

1 李文 陈秋林 1 266.4 6.30 

 2008年2月18日，李文向陈秋林出具《收条》，收到陈秋林股权转让款266.4

万元。 

   ④2010年12月第四次股权转让情况如下： 

序号 转让方 受让方 转让价格（元/股） 转让价款（万元） 转让出资比例（%） 

1 

吴梅花 

郭轩鸣 1.76 469.70 4.27 

2 洪军 1.76 286.00 2.60 

3 王震 1.76 11.76 0.107 

4 郑方晔 1.76 11.76 0.107 

5 刘护鱼 1.76 11.76 0.107 

6 田继堂 1.76 11.76 0.107 

   2010年11月23日，郭轩鸣通过交通银行海南省分行营业部向吴梅花转账支付

股权转让款470万；2010年11月23日，洪军向吴梅花交通银行账户转账支付286万

元；2010年12月28日，王震向吴梅花交通银行账户转账支付11.76万元；2010年12

月7日，郑方晔向吴梅花交通银行账户转账支付11.76万元；2010年12月6日及7日，

刘护鱼及田继堂分别向吴梅花交通银行账户支付11.76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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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⑤2010年12月，第五次股权转让情况如下： 

序号 
转让

方 
受让方 转让价格（元/股） 转让价款（万元） 转让出资比例（%） 

1 吴梅

花 

马纳 3.53 1320.00 6.00 

2 陈西勇 1.76 22.05 0.20 

 公司实控人妻子吴梅花转让给时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陈西勇的股权，参考前

次高管受让股权价格，故每1元出资额转让价格定为1.76元。吴梅花向马纳转让股

权部分，2011年1月20日，马纳向吴梅花交通银行账户转账支付1,320.00万元。  

     ⑥股份公司成立后，2014年12月第一次股权转让情况如下： 

序号 转让方 受让方 转让价格（元/股） 转让价款（万元） 转让出资比例（%） 

1 吴梅花 
陈秋林 

1 450 6 

2 田继堂 1.76 11.76 0.09 

    吴梅花与公司实际控制人陈秋林系夫妻关系，吴梅花因已取得加拿大永久居

留权，未来无到公司任职计划，经夫妻协商，将其持有的6%股权计450万股过户

给丈夫陈秋林持有，因双方系夫妻关系，互相之间不再支付转让对价。 

    田继堂因从公司处离职，未来无回归公司任职计划，故将其持有的全部股份

6.75万股转让给实际控制人陈秋林，转让价款为11.76万元，定价依据为田继堂

2010年受让该部分股权价格。2014年12月3日，律师对田继堂进行访谈，田继堂

称已收到全部转让价款人民币11.76万元。 

    ⑦股份公司成立后，2015年12月第二次股权转让情况如下： 

序号 转让方 受让方 转让价格（元/股） 转让价款（万元） 转让出资比例（%） 

1 马纳 

陈秋林 

3.53 1320 5.28 

2 洪军 1.76 286 2.29 

3 刘护鱼 1.76 11.76 0.09 

 马纳因个人原因，已从公司辞去董事职务，并将其持有的全部股份396万股

转让给陈秋林，转让价款为1,320万元，定价依据为马纳2010年受让该部分股份价

格。2011年马纳通过陕西锦绣环境发展有限公司向陈秋林借款1,200万元，本次股

份转让过程中，双方协商同意陈秋林以持有陕西锦绣环境发展有限公司债权本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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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抵应支付给马纳的本次股份转让款。2015年12月31日，马纳出具承诺函，承诺

其转让公司股份是本人真实意思表示，所持有公司股权不存在权属纠纷。 

    2015年12月31日，律师对洪军进行访谈，洪军承诺上述股份转让系其真实意

思表示，不存在诉讼、仲裁或与第三方的潜在纠纷。时任公司高管刘护鱼从公司

离职，将持有股份以2010年受让该部分股份价格转让给陈秋林。2015年12月31日，

律师对刘护鱼进行访谈，刘护鱼称已收到上述股份转让款11.76万元。 

   ⑧股份公司成立后，2016年2月第三次股权转让情况如下： 

序号 转让方 受让方 转让价格（元/股） 转让价款（万元） 转让出资比例（%） 

1 吴梅花 陈秋林 1 3.75 0.05 

吴梅花因已取得加拿大永久居留权，将其持有的0.05%股权计3.75万股转让给

其丈夫陈秋林持有，2016年2月，吴梅花在律师访谈时说明已收到本次股权转让

款，承诺本次股权转让不存在潜在纠纷。 

   ⑨股份公司成立后，2017年6月第四次股权转让情况如下： 

序号 转让方 受让方 转让价格（元/股） 转让价款（万元） 转让出资比例（%） 

1 陈西勇 郭轩鸣 4.44 60 0.18 

陈西勇因个人原因，从公司辞去高级管理人员职务，并将其持有的全部股份

转让给公司高级管理人员郭轩鸣。2017 年 6 月 13 日，郭轩鸣向陈西勇中国农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北苑支行转账支付 60 万元。 

（2）关于 2007 年 5 月万隆有限股东第二次增资情况 

2007 年 4 月 13 日，针对公司本次增资情况，西安新世纪有限责任会计师事

务所出具了西新会验字[2007]017 号《验资报告》，万隆有限已收到陈秋林、吴

梅花和李文缴纳的新增注册资本合计 3,000 万元，各股东以货币出资 900 万元，

以公司 2006 年 12 月 31 日未分配利润转增资本出资 2,100 万元。公司本次增资的

实际出资方式与上述验资报告中表述的出资方式存在差异。2011 年 9 月 15 日，

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中瑞岳华专审字[2011]第 379 号《验资复核报告》，

对本公司本次增资情况进行复核验资，证明当时出资为真实有效的出资，所有增

资的注册资金已经于 2007 年 4 月 10 日缴纳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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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实际控制人陈秋林出生于医药世家，其父陈庆松先生于上世纪 80 年代

中期开设白癜风专科门诊，陈秋林于 1991年开始参与父亲开办诊所的日常管理，

当时，民营诊所处于快速发展期，陈秋林陆续在全国各地开设了 20多家分诊部，

年收入约 700 万元左右。陈秋林将开办诊所收入于 1995 年投资购买了现丽晶酒

店经营场所，位于西安市钟鼓楼广场正南，共计 8700余平米；于 1995 年投资设

立了西安万隆有限责任公司，由于万隆有限初期盈利能力有限、投入较大，陈秋

林不断将前期积累资金陆续投入到万隆有限的建设和经营中。从 2000 年 8 月开

始公司与陈秋林在其他应付款挂账的所有往来凭证，包括记账凭证、银行票据、

原始凭证等，截至 2007 年 4 月 10 日，累计借方金额 13,862,158.10元，贷方发生

额 49,780,935.82 元，贷方期末余额 35,918,777.72 元。上述款项主要用于支付公

司前身厂房扩建、设备采购及日常经营所需。 

2011 年 9 月 24 日，陈秋林针对本次增资情况出具了声明，确认本次增资实

际为本人对万隆制药的债权转增注册资本，该出资中代吴梅花投入 630 万元，代

李文投入 168 万元，从而形成本人于吴梅花和李文之间为借贷关系，而非股权代

持。本次增资后，本人、吴梅花、李文各自分别持有万隆制药出资额为 2,694.6

万元、1,269 万元和 266.4 万元，合计 4,230 万元。本人与吴梅花、李文之间对上

述出资事项及各自持股金额和比例不存在任何争议和纠纷。 

2012 年 6 月 13 日，西安市工商局出具的《关于对西安万隆制药股份有限公

司 2007 年增资情况的复函》：你公司《关于 2007 年增资事项的确认申请》已收

悉。你公司《申请》中表述“根据工商登记文件记载，本公司于 2007 年 4 月增加

注册资本 3,000 万元，其中以货币资金增资 900 万元，以 2006 年度未分配利润转

增注册资本 2,100 万元。经本公司核实，上述 2,100 万元增资款系股东陈秋林以

货币投入，并非以未分配利润转增，实际情况与登记情况不符。为证明上述情况，

你公司向我局提交了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陕西分所出具的中

瑞岳华陕专字[2011]第 379 号《验资复核报告》。该《验资复核报告》复核结论

披露“公司 2007 年以未分配利润 2,100 万元增资，实际是以应付股东债务转增股

本，公司的账务处理也是借记其他应付款-陈秋林，贷记实收资本。”鉴于此，经

我局研究，对你公司 2007年注册资本变更登记中有关行为不予追究。特此函复。”  

3、结论意见 



 72 / 418 

综上所述，主办券商认为，公司历次股权转让不存在纠纷及潜在纠纷；公司

2007 年 5 月增资时，股东出资债权的形成，借款的用途，出借资金的来源均有事

实依据，且工商变更登记与实际出资情况存在差异的事项已经公司所在地政府工

商行政部门确认，不影响相关工商登记变更的有效性，也不构成重大违法违规情

形，该次增资过程中的瑕疵不构成公司本次挂牌的实质性障碍。 

4、补充披露内容 

详见公司回复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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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券商回复】 

（1）关于实际控制人认定是否合理，认定依据是否充分事项 

1、尽调过程和事实依据 

序号 尽调过程 事实依据 

1 

查阅《公司法》《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

牌公司信息披露规则》《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

系统股票挂牌审查业务规则适用指引第 1 号》中

关于实际控制人的相关规定，以确认公司的实际

控制人 

《公司法》《全国中小企业股份

转让系统挂牌公司信息披露规

则》《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

统股票挂牌审查业务规则适用指

引第 1 号》 

2 

查阅了公司工商档案、公司股东名册、公司章程、

告期内历次股东（大）会会议、董事会会议等相

关文件，查阅实际控制人及其子 CHEN YU 
ZHANG的持股比例及在公司在经营过程中的作

用 

工商档案、公司股东名册、公司

章程、告期内历次股东（大）会

会议、董事会会议等相关文件 

3 
查阅实际控制人陈秋林之子 CHEN YU ZHANG
在公司的任职情况，了解其在公司经营决策中的

作用 
劳动合同，工作许可证等 

4 查阅公司出具的相关说明 情况说明 

2、分析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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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法》第二百一十六条规定：“实际控制人，是指虽不是公司的股东，

但通过投资关系、协议或者其他安排，能够实际支配公司行为的人。”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信息披露规则》七十一条规定：“实

际控制人，是指通过投资关系、协议或者其他安排，能够支配、实际支配公司行

为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挂牌审查业务规则适用指引第 1 号》 

一、实际控制人认定的一般要求：“申请挂牌公司股权较为分散但存在单一股东

控制比例达到 30%情形的，若无相反证据，原则上应当将该股东认定为控股股东

或实际控制人。” 二、共同实际控制人认定：“实际控制人的配偶和直系亲属，

如其持有公司股份达到 5%以上或者虽未达到 5%但是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

员并在公司经营决策中发挥重要作用，主办券商及律师应当说明上述主体是否为

共同实际控制人。” 

 报告期内，陈秋林持有公司 83.88%的股份，为公司第一股东；同时陈秋林

为公司的董事长及总经理，对公司财务管理及人事任免拥有绝对的领导地位，因

此陈秋林是公司的实际控制人。陈秋林之子 CHEN YU ZHANG 于 2021 年 1 月与

公司建立劳动合同关系，2021 年 4 月被选举为公司董事，目前在公司营销中心工

作，因 CHEN YU ZHANG 在公司工作时间较短，对公司的生产经营情况尚处于

熟悉阶段，对公司的经营决策发挥的作用相对有限，公司实际经营管理仍以陈秋

林为主，因此公司未将 CHEN YU ZHANG 认定为共同实际控制人，此外 CHEN 

YU ZHANG未持有公司股份，不存在规避实际控制人股份限售的情形。  

3、结论意见 

经核查，主办券商及律师认为，公司控股东及实际制人认定为陈秋林符合股

转系统业务规则及公司的实际情况。  

（2）CHEN YU ZHANG是否常住加拿大及其履职情况 

1、尽调过程和事实依据 

序号 尽调过程 事实依据 

1 访谈 CHEN YU ZHANG，了解其经常居住地及履职情况 访谈记录 

2 
取得了 CHEN YU ZHANG 的护照、学历证明、工作许可

证、与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及保密协议等相关资料，了解

其在公司工作情况 

护照、学历证明、工作

许可证、与公司签订的

劳动合同及保密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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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查询 CHEN YU ZHANG被选任董事后的董事会、股东会、

监事会会议文件，核查其当选为董事后的履职情况 
董事会、股东会、监事

会会议文件 

2、分析过程 

CHEN YU ZHANG 为公司实际控制人陈秋林之子，出生于西安市，现已加

入加拿大籍，2019 年毕业于加拿大西蒙弗雷泽大学；2021 年 1 月取得了《中华

人民共和国外国人居留许可证》并常住国内，居留期十年。CHEN YU ZHANG

于 2021 年 1 月取得了陕西省外国专家局出具工作许可，工作许可编号

79261011995080801X，2021 年 1 月 CHEN YU ZHANG 与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

劳动合同期限为四年，CHEN YU ZHANG主要负责公司营销工作。2021 年 4 月

10 日，公司召开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对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进行了换届选举，CHEN 

YU ZHANG当选为公司董事。此后公司召开了 5次股东大会，5次董事会。CHEN 

YU ZHANG 本着勤勉尽责的原则，认真履行职责，均亲自出席会议，对会议审

议的重大事项独立发表意见。 

3、结论意见 

经核查，主办券商认为，CHEN YU ZHANG大学毕业后即常住国内，当选

为公司董事后履职了董事应尽的义务。公司控股东及实际制人认定为陈秋林符合

股转系统业务规则及公司的实际情况；CHEN YU ZHANG大学毕业后即常住国

内，当选为公司董事后履职了董事应尽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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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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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为化学制剂、中成药制剂及原料药的研发、生产和

销售。公司在报告期内的主要产品中，化学制剂包括抗感染类产品（奥立妥奥硝

唑氯化钠注射液、奥立泰奥硝唑胶囊、奥必沙奥硝唑阴道泡腾片、奎泰加替沙星

氯化钠注射液、奎尔泰加替沙星片），血容量扩充剂产品（福他乐复方右旋糖酐

40注射液），肠外营养产品（迈尔欣丙氨酰谷氨酰胺注射液），抗肿瘤药及免疫调

节剂（司泰林乌苯美司片、合苷易生混合核苷片），抗过敏类产品（非那康盐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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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索非那定片），心脑血管类产品（鑫妥盐酸替罗非班氯化钠注射液），专科中成

药包括固精麦斯哈片、乌龙散两种产品，以及盐酸替罗非班、乌苯美司、依帕司

他、L-苹果酸、右旋糖酐 40、右旋糖酐 70、混合核苷 8种原料药产品。 

公司已在公开转让说明书“第二节 公司业务”之“三、与业务相关的关键

资源要素”之“（三）公司及其子公司取得的业务许可资格或资质”和“（四）特

许经营权情况”部分补充披露如下内容： 

“（三）公司已取得经营业务所需的全部资质、许可、认证、特许经营权 

…… 

1、公司目前所取得的药品 GMP 证书如下所示： 

序

号 注册号 认证范围 发证机关 发证日期 有效期 

1 SN20160207 原料药（乌苯美司） 陕西省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局 2016.08.31 至 2021.08.30 

2 SN20160209 

大容量注射剂（玻璃输

液瓶、非 PVC 多层共

挤输液袋）、片剂（含

外用）、胶囊剂、散剂

（含中药前处理） 

陕西省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局 2016.09.23 至 2021.09.22 

3 SN20160214 原料药（混合核苷） 陕西省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局 2016.11.14 至 2021.11.13 

4 SN20180272 硬胶囊剂、颗粒剂 陕西省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局 2018.04.23 至 2023.04.22 

5 SN20190369 原料药（右旋糖酐 40）、
原料药（右旋糖酐 70） 

陕西省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局 2019.07.24 至 2024.07.23 

6 SN20190380 原料药（盐酸替罗非

班） 
陕西省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局 2019.09.03 至 2024.09.02 

7 陕药监函

[2020]31 号 原料药（依帕司他） 陕西省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局 2020.01.20 - 

8 陕药监函

[2021]110 号 原料药（L-苹果酸） 陕西省药品监

督管理局 2021.03.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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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 月 20 日，陕西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出具了《关于西安万隆制药股份

有限公司 GMP 认证现场检查结果的函》（陕药监函[2020]31 号），经综合评定

后认定公司原料药（依帕司他）符合《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2010 年修订）

要求。按照陕西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实施药品生产经营许可有关事项的公告》，

不再发放 GMP 认证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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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家药监局关于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有关事项的

公告（2019 年第 103 号）》的规定，自 2019 年 12 月 1 日起，不再进行药品 GMP、

GSP 认证，不再受理 GMP、GSP 认证申请，不再发放药品 GMP、GSP 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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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认证之后，药品监管部门强化动态监管，体现了新法更严格的监管宗旨。

而执行 GMP 要求是公司的基本要求，生产和质量管理部门已将 GMP 要求纳入常

态化管理，各种规章制度持续完善，确保持续符合 GMP 要求。 

国家取消 GMP 认证管理方式，是认为我国制药企业的质量管理已经得到提

升，即只要具有《药品生产许可证》就应该持续符合 GMP 的要求。相关药品管

理机构每年亦会进行跟踪检查，因此，在 GMP 证书到期而《药品生产许可证》

在有效期内的情况下，制药企业均可以正常开展生产和经营活动，不影响企业的

正常经营活动。 

【主办券商回复】 

1、尽调过程和事实依据 

序号 尽调过程 事实依据 

1 
访谈公司管理层人员公司、查阅公司出具的相关

说明 
访谈记录、情况说明 

2 
查阅公司报告期内取得的经营业务所需取得的

资质、认可、认证及特许经营权等文件 

公司经营业务所需取得的资质、

认可、认证及特许经营权等文件 

3 
查阅报告期内当地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出具的现

场检查结果 

报告期内当地药品监督管理部门

出具的现场检查结果 

4 查阅公司报告期后所签订的大额销售合同 
公司报告期后所签订的大额销售

合同 

 2、分析过程 

QÓWF`a^beonekmnÝÞz{23ïpBË GUV]�rß9Å

z>\Z&H¤Jp23ÜÊÁÂe��î�epzÁÂK¥9LMZi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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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司已取得经营业务所需的全部资质、许可、认证、特许经营权 

…… 

1、公司目前所取得的药品 GMP 证书如下所示： 

序号 注册号 认证范围 发证机关 发证日期 有效期 

1 SN20160207 原料药（乌苯美司） 陕西省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局 2016.08.31 至 2021.0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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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SN20160209 

大容量注射剂（玻璃输

液瓶、非 PVC 多层共挤

输液袋）、片剂（含外

用）、胶囊剂、散剂（含

中药前处理） 

陕西省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局 2016.09.23 至 2021.09.22 

3 SN20160214 原料药（混合核苷） 陕西省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局 2016.11.14 至 2021.11.13 

4 SN20180272 硬胶囊剂、颗粒剂 陕西省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局 2018.04.23 至 2023.04.22 

5 SN20190369 原料药（右旋糖酐 40）、

原料药（右旋糖酐 70） 
陕西省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局 2019.07.24 至 2024.07.23 

6 SN20190380 原料药（盐酸替罗非班） 陕西省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局 2019.09.03 至 2024.09.02 

7 陕药监函

[2020]31 号 原料药（依帕司他） 陕西省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局 2020.01.20 - 

8 陕药监函

[2021]110 号 原料药（L-苹果酸） 陕西省药品监督

管理局 2021.03.22 - 

根据《国家药监局关于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有关事项的公

告（2019 年第 103 号）》的规定，自 2019 年 12 月 1 日起，主管部门不再进行药

品 GMP、GSP 认证，不再受理 GMP、GSP 认证申请，不再发放药品 GMP、GSP

证书。认证取消之后，药品监管部门强化动态监管，体现了新《药品管理法》更

严格的监管宗旨。而严格执行 GMP 要求是对制药企业的基本要求，公司的生产

和质量管理部门已将 GMP 要求纳入常态化管理，公司各种规章制度不断加强并

完善，确保公司持续符合 GMP 要求。国家取消 GMP 认证管理方式，在一定程度

上意味着我国制药企业的质量管理已经得到提升，制药企业持有在有效期内的

《药品生产许可证》，意味着将持续符合 GMP 的要求。国家药品审核管理机构

亦将在每年开展跟踪检查，因此，在 GMP 证书到期而《药品生产许可证》在有

效期内的情况下，制药企业均可以正常开展生产和经营活动，GMP 证书是否取

得、是否在有效期范围内将不再影响企业的正常经营活动。 

2019年 12月 12日，陕西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关于实施药品生产经营许

可有关事项的公告》，陕西省自 2019年 12月 1日起不再受理药品生产质量管理

规范（GSP认证）和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GSP认证）申请，不再发放药品 GMP、

药品 GSP认证证书。对 2019年 12月 1日前受理的药品 GMP认证申请，按照原药

品 GMP认证的有关规定办理，但不在发放药品 GMP证书。2019年 12月 1日前已

取得药品生产许可（含 12 月 1 日前受理的生产许可申请）但未申请药品 GMP 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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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含新增生产范围认证）的企业，生产相关药品前应告知行政许可机关，药品

生产企业应当按照药品 GMP的要求组织生产。 

2020年 1月 20日，陕西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出具了《关于西安万隆制药股份

有限公司 GMP认证现场检查结果的函》（陕药监函[2020]31号），经综合评定后

认定公司原料药（依帕司他）符合《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2010年修订）要

求。按照陕西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实施药品生产经营许可有关事项的公告》，

不再发放 GMP认证证书。 

2021年 3 月 22日，陕西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出具了《关于西安万隆制药股份

有限公司 GMP认证现场检查结果的函》（陕药监函[2021]110号），经综合评定

后认定公司原料药（L-苹果酸）符合《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2010 年修订）

要求。按照陕西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实施药品生产经营许可有关事项的公告》，

不再发放 GMP认证证书。 

综上所述，公司在报告期内的在售药品和生产线均已全部取得 GMP认证或许

可。 

    3、结论意见 

经核查，主办券商、律师及会计师认为，公司在报告期内的在售药品和生产

线均已全部取得 GMP认证或许可。根据新《药品管理法》，相关 GMP 认证到期

后，只要公司持有在有效期范围内的《药品生产许可证》，并通过国家药品主管

审核部门的现场检查和后续跟踪检查，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经营活动，亦不会对

公司的生产经营、财务状况、持续经营能力造成影响。 

4、补充披露内容 

详见公司回复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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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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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已在公开转让说明书“第二节 公司业务”之“三、与业务相关的关键

资源要素”之“（二）主要无形资产”之“1、专利”中补充披露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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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券商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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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尽调过程和事实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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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尽调过程 事实依据 

1 
对公司时任研发部负责人郑方晔进行访谈，了解

专利转让时的情况 访谈记录 

2 查阅专利权转让协议，转让前后的专利转让证

书，国家知识产权局出具专利变更受理资料   

专利转让协议书、专利证书、国

家知识产权局出具的《手续合格

通知书》  

3 查阅转让方马耀茹出具的说明  马耀茹出具的《关于万隆有限专

利权转让有关事项的说明》 

4 

取得了陕西博奥制药有限公司及成都傲飞生物

化学品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关于转让专利的有

关事项说明，以确认转让方与受让方是否存在潜

在纠纷 

陕西博奥制药有限公司及成都傲

飞生物化学品有限责任公司出具

的说明 

5 

查询主办券商项目组查询了中国执行信息公开

网（http:// zxgk.court.gov.cn/shixin）、全国法

院 被 执 行 人 信 息 网

（http://zhixing.court.gov.cn/search）、中国裁判

文书网（http://wenshu.court.gov.cn/），不存在公

司存在因侵犯知识产权、商业秘密及竞业禁止而

引起诉讼纠纷的情形。 

查询记录 

 2、分析过程 

主办券商通过查询公司签署的专利转让协议，①公司披露的上述序号第 1-3

项专利，即：一种治疗痴呆病的口服药物、一种治疗前列腺炎的药物、治疗冠心

病和脑梗塞的注射剂专利权三项专利权，原权利人为马耀茹；根据 2007 年 4 月 8

日马耀茹与公司签订的专利转让协议书，鉴于万隆有限对马耀茹的工作给予了大

力帮助和支持，马耀茹自愿将上述三项专利无偿转让给公司，2008 年 11 月至 2010

年 4 月期间，双方办理了过户手续。马耀茹于 2012 年 5 月 19 日出具了《关于西

安万隆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专利权转让有关说明事项的说明》：2008 年至 2010 年

期间，本人将上述三项专利全部无偿转让给万隆制药，转让手续已办理完毕，万

隆制药是上述三项专利的专利权人，拥有专利权及一切相关权利，双方之间不存

在任何争议和纠纷；②公司披露的上述序号第 4 项专利，即：一种口服混合核苷

及其制备工艺，原所有权人为陕西博奥制药有限公司，该项专利均为所有权人独

自研发，依法申请，权属清晰。专利的转让价格是双方协商确定，不存在明显损

害公司及公众利益的不公允情形；③公司披露的上述序号第 5 项专利，即：一种

乌苯美司的新型合成工艺，所有权人为成都傲飞生物化学品有限责任公司；该项

专利均为所有权人独自研发，依法申请，权属清晰。专利的转让价格是双方协商

确定，不存在明显损害公司及公众利益的不公允情形。 

2021 年 6 月 11 日，转让方陕西博奥制药有限公司出具关于万隆制药专利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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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让有关事项的说明，说明转让方所转让给万隆制药的专利系其独立研发，依法

申请专利，不存在权属瑕疵，专利转让价格为双方参照市场价格协商确定，不存

在损害第三人利益的情形。转让方已收到全部专利转让款项，专利转让手续已经

办理完毕，万隆制药是上述专利的专利权人，双方之间无任何纠纷。2021 年 6

月 11 日，转让方成都傲飞生物化学品有限责任公司出具关于万隆制药专利权转

让有关事项的说明，说明转让方所转让给万隆制药的专利系其独立研发，依法申

请专利，不存在权属瑕疵，专利转让价格为双方参照市场价格协商确定，不存在

损害第三人利益的情形。转让方已按转让合同支付部分转让款，专利转让手续已

经办理完毕，万隆制药是上述专利的专利权人，双方之间无任何纠纷。 

经查询了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http:// zxgk.court.gov.cn/shixin）、全国法院

被执 行人信 息网（ http://zhixing.court.gov.cn/search ） 、 中 国裁判文书网

（http://wenshu.court.gov.cn/），公司不存在因侵犯知识产权、商业秘密及竞业禁

止而引起诉讼纠纷的情形。 

经访谈时任研发部负责人郑方晔，据郑方晔回忆：马耀茹在研发上述序号第

1-3 项专利时，公司曾给予其帮助及支持，后马耀茹就将上述 3 项专利无偿转让

给公司，现因时间久远，目前已无法取得与马耀茹的联系。 

根据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出具的声明承诺，公司持有的专利不存在因

侵犯知识产权、商业秘密及竞业禁止而引起诉讼纠纷的情形。公司专利权属清晰、

无瑕疵，不存在其他单位的职务发明问题、竞业禁止问题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

情形。若因上述声明与实际情况不符，导致万隆制药受到专利侵权方面的损失，

将无条件承担赔偿或补偿公司所受到的损失。 

3、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主办券商认为，公司受让取得的上述发明专利权属清晰，已经办

理完过户手续，转让价格系按市场行情平等协商确定；公司受让上述专利后至本

回复出具之日，不存在职务发明、专利侵权等权属问题被追责或诉讼的情形；公

司在上述专利受让方面不存在纠纷及潜在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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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回复】 

公司为了完善治理结构，尽可能的保持监事会的独立性为目的设立外部监事，

外部监事对公司董事、经理的制约一般不会出于私利，有利于独立地行使监督权。

外部监事陈西伟与公司经营管理层之间不存在利害关系，与公司历史上的股东陈

西勇也不存在亲属关系，陈西伟具有法律及税务方面专业背景，系公司常年法律

顾问，报告期内公司与陈西伟所在的北京市炜衡（西安）律师事务所签订有《聘

请常年法律顾问协议》并支付顾问费，约定由北京市炜衡（西安）律师事务所就

生产经营、企业管理、重大谈判、经济纠纷等方面为公司提供法律服务。 

2020 年 3 月 20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

于公司换届选举第四届监事会的议案》，由股东陈秋林提名，选举陈西伟为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成员，同其他两名职工代表监事一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2020 年 4

月 10 日，公司召开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上述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

案。 

【主办券商回复】 

1、尽调过程和事实依据 

序号 尽调过程 事实依据 

1 查阅公司 2020 年 3 月 20 日的第三届监事会第十

一次会议资料，确认陈西伟的提名情况 
公司 2020 年 3 月 20 日的第三届

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资料 

2 查阅 2020 年 4 月 10 日的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

会议资料，确认陈西伟选举的合法性 
2020 年 4 月 10 日的 2019 年年度

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3 查阅陈西伟提供的关联关系调查问卷、简历等资

料，以确认陈西伟作为公司监事适格性问题 
陈西伟提供的关联关系调查问

卷、简历等资料 

4 查阅公司章程，以确认选举过程符合公司规定 《公司章程》 

2、分析过程 

根据陈西伟提供的调查问卷及西安市公安局莲湖分局大莲花池街派出所出

具的《无犯罪记录证明》等相关资料，陈西伟作为公司外部监事，不存在公司法

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不应当担任公司监事的法定情形；公司选举陈西伟作为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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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监事，目的是为了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及尽可能保存公司监事独立性。陈西伟已

出具说明，说明本人与万隆制药的股东之间不存在亲属关系、关联关系或其他可

能输送不正当利益的关系。 

报告期内，公司与北京市炜衡（西安）律师事务所签订了《聘请常年法律顾

问协议》，就公司生产经营、企业管理、开拓业务及重大经济合同谈判等方面委

托该律师事务所提供法律服务及建议，该律师事务所委派陈西伟、宋海红为公司

常年法律顾问。 

经查阅公司股东会及监事会相关会议材料，2020 年 3 月 20 日，公司召开第

三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换届选举第四届监事会的议

案》，由股东陈秋林提名，选举陈西伟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成员，同其他两名职

工代表监事一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2020 年 4 月 10 日，公司召开 2019 年年度股

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上述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3、结论意见 

经核查，主办券商认为，公司上述说明与实际情况相符合，陈西伟所在的北

京市炜衡（西安）律师事务所为公司常年法律顾问单位，陈西伟除担任公司监事

外，还任公司法律顾问；陈西伟与陈西勇不存在亲属关系；陈西伟的提名及选任

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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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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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已在《公开转让说明书》“第二节 公司业务”之“二、内部组织结构

及业务流程”之“（二）主要业务流程”之“3、其他披露事项”部分补充披露

中成药采购的中药药材品种、供求情况、采购模式、质量控制措施以及价格波动

对公司的影响等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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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已在公开转让说明书“第一节 基本情况”之“五、公司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中补充披露公司董事魏治华的简历情况如下：P2008 F 5 P�

2008F 8P��õ……2010F 7P��；……”  

公司已在公开转让说明书“第一节 基本情况”之“五、公司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中补充披露邓护军的简历情况如下：“……2019 F 6 P� 2019

F 7PO¤8�；……”  

CHEN YU ZHANG 于 2019 年毕业于加拿大西蒙弗雷泽大学，于 2021 年 1

月取得了陕西省外国专家局出具工作许可并于公司建立劳动合同关系，任公司营

销中心经理，劳动合同期限 3 年。公司已在公开转让说明书“第一节 基本情况”

之“五、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中补充披露 CHEN YU ZHANG 的简

历情况如下：“2019FÊ�*�5CÎÓÔÕÖCKN 2021F 1Ph¨rÍÎ

ÏÆ$]%(âãx�¯°�ö?�./×n):N%?�Å50º§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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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已在《公开转让说明书》“第二节 公司业务”之“六、商业模式”部

分补充披露了如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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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已在《公开转让说明书》“第二节 公司业务”之“一、主要业务及产

品”之“（二）主要产品或服务”部分补充披露如下内容： 

治疗 

领域 
药品名称 规格 图示 适应症/功能主治 批准文号 

��E|

Z��'�

���º

àcE�

���º

áâE�

是否列入

医保范围 

抗感染

类产品 

奥立妥奥

硝唑氯化

钠注射液 

玻瓶，100ml：

0.5g 

 

本品是继甲硝唑、

替硝唑之后的第

三代硝基咪唑嘞

国药准字 

H20040325 
z{E� �� ��

国家医保

乙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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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瓶，100ml：

0.25g 

衍生物，具有良好

的抗厌氧菌和抗

厌氧菌和抗原生

质（如滴虫等）感

染作用。其发挥抗

微生物作用，是通

过其分子中的硝

基在无氧环境中

还原成氨基或通

过自由基的形成，

与细胞成分相互

作用，从而导致微

生物的死亡。 

国药准字 

H20041578 
z{E� �� ��

国家医保

乙类 

非 PVC 多层共

挤输液袋、非

PVC 软袋双层

无菌、非 PVC

软袋单管双

阀，100ml：

0.5g 

 

 

国药准字 

H20040325 
z{E� �� ��

国家医保

乙类 

非 PVC 多层共

挤输液袋、非

PVC 软袋双层

无菌、非 PVC

软袋单管双

阀，100ml：

0.25g 

国药准字 

H20041578 
z{E� �� ��

国家医保

乙类 

奥立泰奥

硝唑胶囊 

0.1g×20 粒 

 本品是继甲硝唑、

替硝唑之后的第

三代硝基咪唑类

衍生物，具有良好

的抗厌氧菌和抗

厌氧菌和抗原生

质（如滴虫等）感

染作用。可广泛用

于治疗由厌氧菌、

阿米巴原虫、贾第

鞭毛虫、毛滴虫等

感染引起的各种

疾病。 

国家准字 

H20031256 
z{E� �� ��

国家医保

乙类 

0.25g×12 粒

/18 粒/36 粒 
 

国家准字 

H20031257 
z{E� �� ��

国家医保

乙类 

奥必沙奥

硝唑阴道

泡腾片 

0.5g×7片

/14 片 

 用于细菌性阴道

病、滴虫性阴道

炎。 

国药准字 

H20120013 
z{E� �� �� 未列入 

奎泰加替

沙星氯化

钠注射液 

非 PVC 多层共

挤输液袋，

100ml：0.1g 

 

主要用于由敏感

病原体所致的各

种中度以上的慢

性支气管炎急性

细菌性发作、急性

鼻窦炎、社区获得

性肺炎、非复杂性

泌尿道感染（膀胱

炎）、复杂性泌尿

道感染、肾盂肾

炎、非复杂性尿道

和宫颈淋病等感

染性疾病。 

国药准字 

H20059308  
z{E� �� �� 未列入 

非 PVC 多层共

挤输液袋，

100ml：0.2g 

国药准字 

H20050846  

z{E� �� �� 未列入 

玻瓶 100ml：

0.2g 

 

z{E� �� �� 未列入 

奎尔泰加

替沙星片 
0.1g 

 

国药准字 

H20050845 
z{E� �� �� 未列入 

血容量

扩充剂

产品 

福他乐复

方右旋糖

酐 40注射

液 

玻瓶，250ml/

瓶 

 

降低血液粘滞性、

防止血栓形成、改

善微循环、增强组

织灌流、渗透性利

国药准字 

H20060418 
z{E� �� �� 未列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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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 PVC 多层共

挤输液袋，

250ml/袋 

 尿、扩充血容量的

作用，临床应用广

泛。 国药准字 

H20060418 
z{E� �� �� 未列入 

肠外营

养产品 

迈尔欣丙

氨酰谷氨

酰胺注射

液 

非 PVC 多层共

挤输液袋，

50ml：10g  

 
输入人体后能够

迅速补充谷氨酰

胺，为免疫细胞

（淋巴细胞、单核

/巨噬细胞、粒细

胞、NK细胞）和

肠粘膜上皮细胞

提供能量，同时为

氨基酸、蛋白质、

核苷酸的合成提

供前体物质。 

国药准字 

H20045975 
z{E� �� ��

国家医保

乙类 

非 PVC 多层共

挤输液袋，

100ml：20g 

国药准字 

H20143029 
z{E� �� ��

国家医保

乙类 

玻瓶，50ml：

10g 
 

国药准字 

H20045975 
z{E� �� ��

国家医保

乙类 

玻瓶，100ml：

20g 

国药准字 

H20143029 
z{E� �� ��

国家医保

乙类 

抗肿瘤

药及免

疫调节

剂 

司泰林乌

苯美司片 

30mg×6片

/12 片/24 片 

 

本品可抑制肿瘤

细胞的生长、侵袭

和转移，可配合放

疗及化疗用于各

种实体瘤患者；可

应用于白血病、多

发性骨髓瘤、骨髓

增生异常综合征

及造血干细胞移

植后，还可提高生

活质量，延长患者

生存周期。 

国药准字 

H20140117 
z{E� �� �� 未列入 

合苷易生

混合核苷

片 

20mg×12 片

/36 片 

 

本品是合成人体

核算和多种辅酶

的前体物质，为造

血干细胞提供充

足合成底物，提高

血小板和白细胞

计数；修复受损造

血干细胞，促进造

血机能；火花肝功

能，加快受损干细

胞的修复。 

国药准字 

H20057365 
z{E� �� �� 未列入 

抗过敏

产品 

非那康盐

酸非索非

那定片 

60mg×12 片 

 

季节性过敏性鼻

炎、慢性特发性荨

麻疹、接触性皮

炎、湿疹、过敏性

哮喘。 

国药准字 

H20080710 
z{E� �� �� 未列入 



 94 / 418 

心脑血

管类产

品 

鑫妥盐酸

替罗非班

氯化钠注

射液 

100ml：5mg 

 

主要用于非 ST 段

抬高型急性冠脉

综合征

（NSTE-ACS）成年

患者，预防早期心

肌梗死。 

国药准字 

H20183306 
z{E� �� ��

国家医保

乙类 

专科中

成药产

品 

固精麦斯

哈片 

0.2g×36 片

/72 片/盒 

 

增强肌体捏住力，

强身补脑，固精缩

尿，乌发。用于遗

精遗尿，早泄，体

弱，头发早白，神

疲乏力等。 

国药准字 

Z20063985 
�E� �� �� 未列入 

乌龙散 
4g×10 袋/12

袋/60 袋 

 

补血益气、疏肝理

气、祛风散邪、活

血通络、祛瘀生新 

国药准字 

B20020429 
�E� �� �� 未列入 

原料药 

盐酸替罗

非班 

5×1kg/袋/

桶 
 

 CYHT1600722 z{E� �� �� 未列入 

乌苯美司 - 

 

 国药准字 

H20163417 
z{E� �� �� 未列入 

依帕司他 
5×5kg/袋/

桶 
 

 CYHS1300485 z{E� �� �� 未列入 

L-苹果酸 - 

 

 CYHS1700569 z{E� �� �� 未列入 

右旋糖酐

40 
25kg/桶 

 

 CYHT1600661 z{E� �� �� 未列入 

右旋糖酐

70 
25kg/桶 

 

 CYHT1600722 z{E� �� �� 未列入 

混合核苷 5kg×1袋 

 

 国药准字 

H20057364 
z{E� �� �� 未列入 

注：2��b公司药品尚未被纳入《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b�)D���I�

����D ¡¢£����J¤¥¦§¨©�2��b)D��ª«¬®¯°8±£�

�J¤5²³¥” 

公司已在《公开转让说明书》“第二节 公司业务”之“三、与业务相关的

关键资源要素”之“（二）主要无形资产”之“9、其他事项披露”部分补充披

露如下内容： 

“3、公司核心技术人员、研发人员情况 

截至2020年12月31日，本公司共有研发、技术人员144人，公司已经形成了

一支知识型、专业化的技术研发团队。?�#²2hrbc]o]bc��&6

��*�]ö?�²º��2`p©�h5��()rs8s.f��?�>Ý

y�'g[��?·¥{Ààfp©jQN?��ö"T²º��2`p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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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rsKg公司核心技术人员共5人，分别为陈秋林、王震、郑方晔、

邓护军和姚程成，其专业资质、重要科研成果和获得奖励及基本情况如下： 

（1）陈秋林，C]Kð，1991年1月至1994年12月任万隆诊所负责人；1995

年5月至2011年4月任西安万隆制药有限责任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1998年1月

至今兼任陕西丽晶实业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1997年10月至今兼任陕西万祥物业

有限责任公司监事；2011年4月起至今任西安万隆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

经理；2020年11月至今兼任陕西英坤生物制药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在职期间，主

要技术成果包括：注射用通脉冻干粉针剂的制备方法、新一代硝基咪唑类国家级

新药的研发和新工艺研究及其产业化；是公司“注射用通脉冻干粉针剂及其制备

方法”专利的第一发明人；2009年被评为西安市“优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

设者”。 

（2）王震，硕士学历，制药高级工程师。1995年7月至1998年6月任商州冶

金矿业有限公司任副矿长；1998年7月至2010年11月任西安博华制药有限责任公

司总经理助理；2010年12月至今任西安万隆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2020年

4月至今任西安万隆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主持参与乌苯美司片、羟乙基淀粉

130/0.4氯化钠注射液等项目的研制工作，负责完成公司企业技术中心的认定工

作。 

（3）郑方晔，毕业于沈阳药学院药学系，获得药物制剂专业学士学位。1989

年 1月至 1998年 4月任西安第四制药厂副科长；1998年 5月至今任西安万隆制

药股份有限公司新药部经理、首席工程师；2013 年 2月起至今任西安万隆制药股

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主要科研成果包括：加替沙星系列产品的药学研究开发，

获得一类新药证书及生产批件；奥硝唑氯化钠注射液、甘油果糖注射液、盐酸非

索非那定片，塞克硝唑片等制备工艺的研究及专利开发；单管双阀项目的研究负

责人；参与乌苯美司片、羟乙基淀粉 130/0.4 氯化钠注射液等项目的研制工作。

发表的论文有：①加替沙星治疗急性感染 55 例体外抗菌活性研究，陕西医学杂

志；②HPLC法测定索尔通克的含量，西北药学杂志等，③RP-HPLC法测定复方倍

他米松注射液有关物质。 

（4）邓护军，�ñKð，监事会主席，1993 年 7月至 1997年 7月，任机电

部第七设计研究院工艺设计员；1997年 8月至 2001年 1月，任西安天诚医药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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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工程有限公司产品研发员；2001年 1 月至 2004年 1月，任成都龙泉高科天然

药业生产技术厂长；2004年 1月至 2005年 12月，任陕西嘉禾植物化工有限责任

公司厂长助理；2006年 1月至 2009年 12月，任成都金江制药有限公司及成都应

天生化厂技术厂长；任 2010年 1月至 2013 年 1月，任山东龙昌动物保健品有限

公司工程技术部经理；2013 年 2月至 2013 年 5月，自由职业；2013 年 6月至 2019

年 6月，任西安天一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工程部经理；2019年 8月至 2020年

10 月，任西安万隆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行政部经理；2020 年 8 月至今，任西安万

隆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2020年 11月至今，任西安万隆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万

隆原料厂负责人，兼任陕西英坤生物制药有限公司总经理。ò�+O��?�Ã

fNóö�npSô�]PöØõ¹ö]óôõìöÕò&l�xá>BCesõ

óö�nÞßàáßàâÕò&>xá«¯N÷m[�45N|Õxá¬7j�

BH8ª¸� «C8Ã¢õóö�nÚÛÜÝ ÕCø�C Õò&xá>ùm«¯N45ó

ö�nrÚÛÜÝ:æ�6>xá·dg 

（5）姚程成，úûKð，2012年 1月至 2015年 2月，任无锡市凯利药业有

限公司技术部主管、经理；2015年 2月至 2016年 11月，任南京逐陆医药科技有

限公司原料部经理；2016年 11月至 2018年 11月，任华阴市锦前程药业有限公

司研发部经理、生产部副经理；2018年 11月至今，任西安万隆制药股份有限公

司总工程师、质量总监。ü¡nO��?�ÃfNóö�npSô�]PöØõ

¹ö]óôõìöÕò&l�xá>BCesõóö�nÞßàáßàâÕò&>

xá«¯N÷m[�45N|Õxá¬7j� BH8ª¸� «C8Ã¢õóö�nÚ

ÛÜÝ ÕCø�C Õò&xá>ùm«¯N45óö�nrÚÛÜÝ:æ�6>xá

·dg” 

【主办券商回复】 

  1、尽调过程及事实依据 

序

号 尽调过程 事实依据 

1 对公司高管执行访谈程序，查阅公

司出具的相关说明 访谈记录、情况说明 

2 查阅公司采购环节的质量控制制度

及执行情况 

《采购控制制度》以及《采购申请审批规程》、

《采购授权管理规程》、《采购预算管理规程》、

《定点采购管理规程》、《采购付款管理规程》

和《应付账款管理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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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查阅公司与核心技术人员签订的保

密及竞业禁止协议，核实报告期至

审查期间的竞业禁止情况 

公司与核心技术人员签订的《保密及竞业禁止协

议》 

   2、分析过程 

公司原材料的采购模式 

1、采购内容及采购对象 

公司主要从事化学制剂、中成药及原料药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公司采购的

原材料可以分为原辅料（包括中药饮片）、化工物料、直接接触药品的包装材料、

外包装材料以及直接影响产品质量的生产用耗材及其他物料等。因此，公司主要

供应商以奥硝唑、右旋糖酐、丙氨酰谷氨酰胺等原料药生产制造商、白砂糖厂商，

以及内包材和外包材厂商为主。同时，公司在生产制造过程中需要使用的电能和

热能，分别由国网陕西省电力公司咸阳供电公司和陕西华电杨凌热电有限公司供

热分公司提供。 

2、公司原材料的供应商选择 

采购供应部接到供应商提供的资质证照资料，包括客户信息资料、营业执照、

生产许可证（包含原辅料及中药材、化工物料、内包材、耗材及其他物料等供应

商）、印刷许可证（主要是外包材供应商）、质量标准及检验报告，以及国家药

品监督管理局药品评审中心登记信息公示（包含原辅料及中药材、内包材等原材

料），原料药合成的关键中间体还包括合成线路、每步反应过程使用的溶剂、反

应过程杂质控制的方法及限度等资料。供应商的上述资质证明文件递交采购供应

部进行初审，初审通过后递交质量保证部复审，待复审通过后，联系供应商提供

3 批样品送质检室进行检验，检验通过后，公司重点考察的供应商进入为期 6个

月的试用期。供应商在试用期内最少向公司供应 3 批物料，在 3 批物料的质量、

试用性均符合要求且供应商合作态度良好的情况下转为合格供应商。在原材料分

级方面，公司物料按其使用和重要程度分为 A、B、C三级，其中 A类为原料、注

射剂用直接接触药品的包装材料及耗材，按具体使用情况及质量管理要求分为 A1、

A2级；B类为辅料、原料药和口服固体制剂用直接接触药品的包装材料及相关耗

材、合成原料药的主要起始物料、催化剂、化学试剂等，按具体使用情况及质量

要求分为 B1、B2、B3、B4级；C类为标签、说明书、外包装材料及其他耗材，按

具体使用情况及质量管理要求分为 C1、C2、C3 级。在资质审查方面，质量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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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对现有供应商资质证明性文件进行检查，每年至少一次，资质到期前 3个月通

知采购供应部，由其联系供应商重新提供有效期内的资质。到期后仍无法提供资

质并不能提供合理理由的，质量保证部有权要求采购部暂停其供货资格。合格供

应商 1年期满，由质量保证部、生产管理部及采购供应部相关人员组成审查小组

对其当年供货服务、质量情况及生产使用情况、质量投诉和不合格处理情况等进

行总结，完成供应商年度质量评审并决定是否续用，经评审合格进入下一年度合

格供应商名单。 

3、采购方式、运输、定价、结算方式 

采购方式可以分为直接采购、比质比价采购、紧急采购三种方式。直接采购

是采购人员根据批准的请购单，就其所列货物直接向供应商购买的一种采购方式。

比质比价采购是指选择三家以上的供应商，就其质量、价格、供货期等进行对比

分析，在符合质量标准的前提下，选择价格最低的供应商。紧急采购方式：因紧

急情况需要以最快的速度时采购商品。紧急采购方式一般只有在临时性、突发性

需要时方可采用。通常，一般商品和小额零星药材采用直接购买或订立合同的方

式，小额零星药材的采购采用直接购买的方式，重要药材以及政策性采购采用订

单、合同或比质比价方式，大宗原料、辅料的采购以及大宗物资的采购采用比质

比价采购方式。运输方式上，供应商按双方沟通确定的运输方式交运产品，公司

对运输过程中发生的损失不承担任何责任。原料药采购价格方面，公司根据市场

价格与原料药厂商进行结算；由于除原料药的其他原材料属于完全竞争市场，且

市场供应充足，价格较为稳定。公司与供应商的结算方式主要有两种，根据市场

上原材料的供应情况，公司采用预付款和货到付款两种结算方式结合，公司与供

应商主要通过银行转账或银行承兑汇票来进行结算。 

4、公司原材料采购的质量控制措施 

公司对于原材料（含中药材）的采购，一般确定 2-3 家供应商为定点供应商。

用于生产的原材料必须是由质量保证部批准的合格供应商提供，对新的物料供应

商必须按公司制定的《供应商管理规程》进行严格的考察及审计。采购供应部只

能在质量保证部批准的合格供应商处采购生产用的原料、辅料及包装材料。储运

部按质量保证部提供的“合格供应商目录”对物料进行初验，非“合格供应商目

录”中的供应商提供的物料有权拒收。如定点供应商产品的质量产生较大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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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生产损失产生显著影响时，质量保证部门有权按《供应商管理规程》

（ZBM-010-012-01）中的相应规定，对供应商提出处理意见并做出是否继续保留

为合格供应商的决定。质量保证部以书面形式通知采购供应部撤销该供货商资格

的，从此，该供应商不再是定点采购供货单位，采购员不得再在此处采购其物料。

质量保证部每年在综合考虑企业所生产的药品质量风险、物料用量以及物料对药

品质量的影响程度等因素进行质量评估，确定下一年度供应商目录和审核方式，

并出具下一年度供应商审核计划。 

5、生产经营合法合规情况 

公司建有经 GMP认证的生产车间，并严格按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发的注册

处方工艺组织药品生产，从采购、物料进场到产品出厂的全过程由质检人员按 GMP

规范要求进行全程监督管理。公司建有与生产规模相适应的质量控制系统，所有

原辅料、中间产品、产成品均按国家标准的内控标准进行检验控制，确保最终产

品的质量。公司所有产品包括中成药产品销售前均由质量授权人审核同意放行后

方才上市销售。在中成药生产方面，报告期内，公司已取得在售药品固精麦斯哈

片和乌龙散两种药品的药品生产批件以及批准文号，具体如下表所示： 

治疗 

领域 
药品名称 规格 图示 适应症/功能主治 批准文号 

所属药品  

注册分类 

批件号/登

记号 

是否生

产 

药品批准

文号有效

期 

专科中

成药产

品 

固精麦斯

哈片 

0.2g×36 片

/72 片/盒 

 

增强肌体捏住力，

强身补脑，固精缩

尿，乌发。用于遗

精遗尿，早泄，体

弱，头发早白，神

疲乏力等。 

国药准字 

Z20063985 
中药 2018R000153 是 2023.06.18 

乌龙散 
4g×10 袋/12

袋/60 袋 

 

补血益气、疏肝理

气、祛风散邪、活

血通络、祛瘀生新 

国药准字 

B20020429 
中药 2020R000546 是 2025.06.30 

报告期内，公司已取得经营生产所必备的全部经营资质，在售药品均已取得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的生产批件及认可。公司生产的产品符合国家有关产品质量

和技术监督标准，严格按照产品质量标准检验出场，不存在违反质量技术监督法

律法规的情形。公司已取得当地药品监督管理局、当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当地

税务局、社保局、公积金管理中心、当地自然资源规划局等部门的无违法违规证

明，对公司报告期内的经营合法合规情况予以证明。 

综上所述，经主办券商核查，公司原材料采购、生产经营合法合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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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分别采取了申请专利、申请注册药品生产批件、与公司核心技术人员签

署保密和竞业禁止协议等措施来保护公司的知识产权。截至本反馈意见回复出具

之日，公司已与全部核心技术人员签订《保密及竞业禁止协议》。经核查，报告

期内，核心技术人员均不存在竞业禁止约定的情形。 

  3、核查结论 

经核查，主办券商及律师认为，报告期内，公司原材料采购和中成药生产合

法合规，核心技术人员均不存在竞业禁止约定的情形。 

  4、需补充披露的内容 

详见公司回复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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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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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¹W¶�e�$òóeJ!½wÜ29Np23pzÁÂK¥9LM�F23¸

®ÝÞúû��ßà¾ßÅ£uBËu¯e¤r¶�h_¾VBh_9��øQ

公司已在《公开转让说明书》“第二节 公司业务”之“一、主要业务及产

品”之“（二）主要产品或服务”部分补充披露如下内容： 

“…… 

注：2��b公司药品尚未被纳入《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b�)D���I�

����D ¡¢£����J¤¥¦§¨©�2��b)D��ª«¬®¯°8±£�

�J¤5²³¥)DJ´µ¶��5·¸¹º»i¼½¾5¿¼¹ºÀÁ�ÂÃ��Ä¹½

¾ÅÆÇ½¾ÅÈÉÊË¥)DJ´Ì¡Í°µÎÏ¿ÊË5��ÂÃÐÑÒÓÔÕÖ×Ø

ÙÅÚÛÜÝÛÜÞ×ØÙÅ���D ¥” 

¯ÝÞúû ÓÔÓÔ Õ239� V�? �����Î��h=�¬�9Z��$òó

�®�$}�9°±øQ

公司已在《公开转让说明书》“第三部分 公司财务”之“四、报告期内的

主要财务指标”之“（一）盈利能力分析”之“2、波动原因分析”部分补充披

露如下内容： 

U（1）营业收入的变化趋势Q

ÅÅ2020年公司的奥硝唑氯化钠注射液在西南四省的区域集中采购招投标

中落标，因此导致 2020年奥硝唑氯化钠注射液的医疗终端销量下降，故导致 2020

年公司收入有所下滑。hÎyÝÏ�ýþ0��230N?�}Ãÿ!±ØRÙ

"m#�»$�¦Ù��6óö�®Nÿ!±ØRÙ"m#�»$}Ã%&T�

�ê}Ç0�g¾"��þ023#¦§'���5\ÿ�Ny§'���02

3�5017�Ò#0��£CNð�¨#E¸>���É0�N¨#"¶��

°¹T�É��®v0�g?�¾"¨#023�5017¨#£¸N×½�6

��AÍÎ¯(JÃ)*+c®vXYû®N£¤?�ð�¨#V}E¸#yÛ

�N"¶��Ý�ñ,-½¹�®v9¶ye`0�gV 

°ÝÞúû£uBËpï9`ßÜ+ä³E'Z23hÆjY¯£��$òó9

BËiuZ��ßà$���Z�$òópÊËôõÜ+9LM¾G÷±²Zæ

º@ß�$òó9N9GHZluBËÜÊ&'9�&¾G÷��2±³Z��

£uBË¿ÀF´µ&òóÿ!ø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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¹e23£uBËpï9`ßÜ+9ä³E'Q

公司已在《公开转让说明书》“第二节 公司业务”之“一、主要业务及产

品”之“（二）主要产品或服务”部分补充披露如下内容： 

“…… 

注：û@®公司药品尚未被纳入《国家基本药物目录》。û@®N?�

t] =&6pSô�ð$¬âµ�&6F¬gÄ¾jÆNû@®?�&6V

$�ÇÈX�þ.âµ�F¬>¿Og?�FÒ�±&6>yê®vÃq�¦·

>0�®v¦(NS{t]é®¦·]}~¦·]-�23õ?�FÒ�$æ�

�Ïþ023>&6S{;ØRÙ"m#�»$]Þßàáßàâ�»$]pS

ô�ðg” 

Óe`XÊËh£WZ9$���¾$�Ü+Q

QQQQ公司已在《公开转让说明书》“第一节 公司业务”之“一、主要业务

及产品”之“（二）主要产品或服务”部分补充披露如下内容： 

“?�S{Õò&5&6��Ïyþ0230�>¿ÀwÁ�ù©t 

治疗 

领域 

药品名

称 
规格 图示 

适应症/功能

主治 
批准文号 

!

"

#

$

%

&

'

()

*+

",

-.

#)

*+

",

/0

#)

是否列入

医保范围 

123451267)

81269:;<=)

>?@ABC

D6EFG)

A B C

D 6 E

H I 5

J K L

MNO)

P Q R

S D 6

FT)

UVWX5

YZNO)

抗感染

类产品 

奥立妥

奥硝唑

氯化钠

注射液 

玻瓶，100ml：

0.5g 

 

本品是继甲硝

唑、替硝唑之

后的第三代硝

基咪唑嘞衍生

物，具有良好

的抗厌氧菌和

抗厌氧菌和抗

原生质（如滴

虫等）感染作

用。其发挥抗

微生物作用，

是通过其分子

中的硝基在无

氧环境中还原

成氨基或通过

自由基的形

成，与细胞成

分相互作用，

从而导致微生

物的死亡。 

国药准字 

H20040325 

[

\

#)

*) *)
国家医保

乙类 

]^8_`abc=def8gcagh=d

ij8gcagh=dkl8gcacc=d

mn8gcagh=do^8gcagh=d

pl8gcagh=dqr8gsash=d

tu8gbac`=dv^8_hass=d

nw8_xass=dyz8gcagh=d

{|8}cab}=dof8_`a~h=d

��8gcagh=d���8_gags=)

���) ��1) _h_}ah`)
WX���

� � � �

��V$�

�����

� � 7 2

�����

� V $ �

��)玻瓶，100ml：

0.25g 

国药准字 

H20041578 

[

\

#)

*) *)
国家医保

乙类 

]^8gbaxh=dmn8g}a~h=d

��8g~=dpl8g}a~h=dtu

8g}a~h=dv^8g`ass=d ¡

8g}a~h=dyz8¢£¤¥=do

f8_hasb=d¦§¨8_gag}~=d

���8¢£¤¥=d)

���) ��1) _h_}ah`)

非 PVC 多层共挤

输液袋、非 PVC

软袋双层无菌、

非 PVC 软袋单管

双阀，100ml：

0.5g 

 

 

国药准字 

H20040325 

[

\

#)

*) *)
国家医保

乙类 

ghh©ª«ha_~¬®¯°;] 8̂_}axh=d

¨n8}g=d¨±8_hag}=d²³

8_hag}=dpl8_hag}=dqr

8_ha`_=dtu8_hag}=dv^

8__axh=d ¡8_ha`_=dkn

8_haxh=dyz8_}a}~=d{|

8_hag}=dof8_ga}}=d¦§

¨8_}ahh}=d��8__a}`=d´

²8_gab_=dmn_hag}°d��

�8¢£¤¥=)

ghh©ª«ha_~¬µ¶�·°;mn

8_}agh=dpl8_}agh=d ¡

8_}agh=df¸8_}agh=d´²

8_xab~=dpn8¹º¤¥=d�

��8¢£¤¥=)

ghh©ª«ha_~¬µ»°;o 8̂¢£¤

¥=dpl8_}a}~=dqr8_}a}~=d

 ¡8_}a}~=dyz8_}a}~=d

���) ��1) _h_}ah`)

WX���

� � � �

��¼½�

�¾¶¿À

ÁÂ�¯Ã

ÄÅÆdÇ

È�V$�

�����

� � 7 2

�����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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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_}a}~=d¦§ 8̈_}acc}=d

´²8_}axs=dpn8_}a}~=d

���8¢£¤¥=)

非 PVC 多层共挤

输液袋、非 PVC

软袋双层无菌、

非 PVC 软袋单管

双阀，100ml：

0.25g 

国药准字 

H20041578 

[

\

#)

*) *)
国家医保

乙类 

ghh©ª«ha~¬®¯°;] 8̂}ba`h=d

ef8}hag~=d¨n8xca_h=d

¨±8}hagg=d�]8}_a_x=d

��8}hasc=dÉ]8}hagg=d

ÊË8}s=do^8}hag~=dpl

8}hagg=dqr8}hag~=dtu

8}hagg=dv^8}gach=dnw

8}}asc=d ¡8}hag~=dkn

8}hag~=dyz8¢£¤¥=d{

|8}hagg=dof8}hag~=d¦

§¨8}gag~b=dpn8}hag~=d

���8}gacg=)

ghh©ª«ha~¬ ® ¯µ» ° ;²³

8}~ahg=do^8¢£¤¥=dp

l8}~=dqr8}~=dnw8}`a~c=d

kn8}~=dyz8}~=df 8̧}~=d

{|8}~=d¦§¨8}`ac_s=d

��8}~asg=d´² }~=dpn

8}~=d���8}`a~c=)

ghh©ª«ha~¬ µ ¶�· ° ;pn

8}cab}=do^8¢£¤¥=dp

l8}cab}=df¸8}cab}=d{

|8}cab}=dof8xgah_=d�

�8}cab}=d´²8}cab}=dp

n8¹º¤¥=d���8}cab}=)

���) ��1) _h_}ah`)

奥立泰

奥硝唑

胶囊 

0.1g×20 粒 

 

本品是继甲硝

唑、替硝唑之

后的第三代硝

基咪唑类衍生

物，具有良好

的抗厌氧菌和

抗厌氧菌和抗

原生质（如滴

虫等）感染作

用。可广泛用

于治疗由厌氧

菌、阿米巴原

虫、贾第鞭毛

虫、毛滴虫等

感染引起的各

种疾病。 

国家准字 

H20031256 

[

\

#)

*) *)
国家医保

乙类 
Ì) ���)

Í Î Ï

Ð Ñ E

Ò Ó Ô

Õ � Ö

× Ø Ù

Ú V $

Û Ü Ý

C�Þß

à%á)

Ì) Ì)

0.25g×12 粒

/18 粒/36 粒 

 

国家准字 

H20031257 

[

\

#)

*) *)
国家医保

乙类 

ha_~¬âg_ ã;]^8gxa}g=d¨

n8g~ash=dkl8sac~`c=dä

¨8sa`s=dmn8¢£¤¥=d

pl8sa`s=dqr8gha_s=dt

u8gha`x=d ¡8gha_s=dk

n8¢£¤¥=dyz8¢£¤¥=d

���8¢£¤¥=)

ha_~¬âgc ã;]^8_gagx=d¨

n8_}a~h=dä¨8gxa~}=dm

n8¢£¤¥=d²³8gxa~}=d

ÊË8gxasx=do^8gxa~}=d

tu8g~as`=d ¡8g~axc=d

kn8¢£¤¥=dyz8¢£¤

¥=d���8¢£¤¥=)

ha_~¬â}` ã;]^8xga_}=de

f8}hags=d¨n8x~ach=dä

¨8_sah`=dmn8¢£¤¥=d

o^8_sah`=dtu8}gas}=d

nw8}~a}}=d ¡8}hags=d

kn8¢£¤¥=df 8̧_sah`=d

{|8_sah~=dof8}~ab}=d

��8_sah~=dpn8_sah`=d

���8¢£¤¥=d)

���)

å ,

_h_g æ

ç I è

é � ê

# $ ¹

ë ì í

î # $

D J 1

ï)

_h__ag_)

ðñò�ó

ôõö.ò

ò ÷ ø A

B�ù",

úûü�ò

÷��ý�

�V$��

Öþÿôõ

ö.òAB)

奥必沙

奥硝唑

阴道泡

腾片 

0.5g×7 片/14

片 

 

用于细菌性阴

道病、滴虫性

阴道炎。 

国药准字 

H20120013 

[

\

#)

*) *) 未列入 

ha~¬âb!;¨n8_}ach=dkn

8¢£¤¥=d���8¢£¤¥=)

ha~¬âgx !;]^8xsa`_=de

f8}saxx=de^8�"�#=d

¨n8x`a~h=dij8}xac~=d

kl8}bascg=d²³8xhaxh=d

ÊË8¢£¤¥=dpl8}sax}=d

 ¡8}sa`h=dkn8¢£¤¥=d

{|8}saxx=d��8}sax}=d

pn8}saxx=d���8¢£¤¥=)

���)

$ % &

ú û .

ò��'

( M A

B C D

6)

Ì)

)�.ò�

î*�#�

¢£Ï+,

-*:�.

/0ÿ�y

123�4)

奎泰加

替沙星

氯化钠

注射液 

非 PVC 多层共挤

输液袋，100ml：

0.1g 

 

主要用于由敏

感病原体所致

的各种中度以

上的慢性支气

管炎急性细菌

性发作、急性

鼻窦炎、社区

获得性肺炎、

非复杂性泌尿

道感染（膀胱

国药准字 

H20059308 

[

\

#)

*) *) 未列入 ) ���) ��1) _h_}ag_) Ì)

非 PVC 多层共挤

输液袋，100ml：

0.2g 

国药准字 

H20050846 

[

\

#)

*) *) 未列入 

ef8gsa~`=d¨n8~~=dkl

8gcaxs=d¨±8gcaxc=dä¨

8gcaxc=dmn8¢£¤¥=dÊ

Ë8¢£¤¥=dpl8gcaxc=d

qr8__acx=dv^8gsahc}=d

 ¡8gcaxs=dkn8¢£¤¥=d

���) ��1) _h_}ag_) 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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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复杂性

泌尿道感染、

肾盂肾炎、非

复杂性尿道和

宫颈淋病等感

染性疾病。 

{|8gcaxc=d¦§¨8_`a~b=d

��8__a~}=d´²8gsa_h=d

pn8gcaxs=d���8¢£¤¥=)

玻瓶 100ml：

0.2g 

 

[

\

#)

*) *) 未列入 

]^8}habg=def8g`a}h=d

¨n8~g=d¨±8g`a_s=dmn

8¢£¤¥=dÊË8¢£¤¥=d

pl8g`a}h=dqrgcac_°dt

u8g`a}h=dv^8g`a}h=dn

w8gbag_=d ¡8g`a}h=d´

²8g`ab_=d���8¢£¤¥=)

���) ��1) _h_}ag_) Ì)

奎尔泰

加替沙

星片 

0.1g 
 

国药准字 

H20050845 

[

\

#)

*) *) 未列入 

]^8g`a~g=def8gha~`=d

¨n8_c=dmn8¢£¤¥=d

ÊË8¢£¤¥=dqr8sabh=d

kn8¢£¤¥=d���8¢£

¤¥=)

���) ��1) _h_}ah`) Ì)

0.2g 
�#�5)

6_hh~s}h_ 

[

\

#)

*) *) 789)

ha_¬â`!;¨n8_xaxh=dqr

8cax~=)

ha_¬âg_ !;¨n8xba`h=dq

r8g`axc=)

���) ��1) _h_}ag_) Ì)

血容量

扩充剂

产品 

福他乐

复方右

旋糖酐

40 注射

液 

玻瓶，250ml/瓶 

 

降低血液粘滞

性、防止血栓

形成、改善微

循环、增强组

织灌流、渗透

性利尿、扩充

血容量的作

用，临床应用

广泛。 

国药准字 

H20060418 

[

\

#)

*) *) 未列入 

]^~_axg°def}sa``°de^

}sa``°d̈ nss°d²³xhah~°d

ÊË¢£¤¥°do^}sa``°dp

l}sa``°dqrx_a~c°dv^

xga}`°d ¡}sa``°dkn¢£

¤¥°dyzxha_g°df¸}sa``°d

{|}sa``°dofxha_g°d´²

xg°dpn}sa``°d���¢£

¤¥°)

���) ��1) _h_}ag_)
/0ô:;

.òAB�

WX<=�

Ê%>òW

X?@��

�����

� 7 E 2

��AB�

�V$��

ôþÿô:

;.òAB)

非 PVC 多层共挤

输液袋，250ml/

袋 

 

国药准字 

H20060418 

[

\

#)

*) *) 未列入 

]^ssaxc°defbs°de^�

"�#°d̈ ng}hax}°d̈ ±bs°d

mncsag`°dÊË¢£¤¥°do

^¢£¤¥°dplbs°dqr

bsa~h°dtubs°dv^csag`°d

nwbsa~h°d ¡cxa~~°dkn

8¢£¤¥=dyz¢£¤¥°d

f 8̧bs=d{|8bs=dof8cs=d

¦§¨cs°d��bs°dpnbs°)

���) ��1) _h_}ag_)

肠外营

养产品 

迈尔欣

丙氨酰

谷氨酰

胺注射

液 

非 PVC 多层共挤

输液袋，50ml：

10g  

 

输入人体后能

够迅速补充谷

氨酰胺，为免

疫细胞（淋巴

细胞、单核/

巨噬细胞、粒

细胞、NK细

胞）和肠粘膜

上皮细胞提供

能量，同时为

氨基酸、蛋白

质、核苷酸的

合成提供前体

物质。 

国药准字 

H20045975 

[

\

#)

*) *)
国家医保

乙类 

e^8�"�#=d¨n8gg`=d

mn8bbaxx=dÊË8bs=do^

8¢£¤¥=dpl8bbaxx=dq

r8bbaxx=dtu8bbaxx=dn

w8cgach=dyz8¢£¤¥=d

f¸8bs=d{|8bbaxx=d��

8cgach=dpn8cgach=)

���) ��1) _h_}ag_)

/0ôõö

.òAB�

WX<=�

Ê%>òW

X?@��

�����

� 7 E 2

��C�D

ôõö.ò

AB�EF

C�G,õ

ö.ò�H

àRSAB

CD6E;

IW3�V

$��ôþ

ÿ�ýôõ

ö.ò�J

AB)

非 PVC 多层共挤

输液袋，100ml：

20g 

国药准字 

H20143029 

[

\

#)

*) *)
国家医保

乙类 

e^8�"�#=d¨n8gsc=d

mn8g_ca`x=dpl8g_ca`x=d

tu8g_ca`x=dnw8g}}ach=d

yz8¢£¤¥=df 8̧g_ca`x=d

{|8g_ca`x=d��8g}}ach=d

pn8g}}ach=)

���) ��1) _h_}ag_)

玻瓶，50ml：10g 

 

国药准字 

H20045975 

[

\

#)

*) *)
国家医保

乙类 

]^8b`a~h=dkl8~bab~_s=d

mn8¢£¤¥=d��8`gaxg=d

ÊË8¢£¤¥=do 8̂~sa~h=d

tu8`gaxg=d��8~sa~h=)

���) ��1) _h_}ag_)

玻瓶，100ml：20g 
国药准字 

H20143029 

[

\

#)

*) *)
国家医保

乙类 

e 8̂�"�#=d̈ ±8bha}h=d

mn8c_abg=dtu8ghxac}=d

v^8ghxa`_=dof8g_xagx=d

´²8sc=)

���)

à ,

_h_gæ x

K I è

é � ê

# $ ¹

ë î #

$ D J

1ï�à

LÒí�

M N L

� Y Z

JD)

_h_gag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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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肿瘤

药及免

疫调节

剂 

司泰林

乌苯美

司片 

30mg×6 片/12

片/24 片 

 

本品可抑制肿

瘤细胞的生

长、侵袭和转

移，可配合放

疗及化疗用于

各种实体瘤患

者；可应用于

白血病、多发

性骨髓瘤、骨

髓增生异常综

合征及造血干

细胞移植后，

还可提高生活

质量，延长患

者生存周期。 

国药准字 

H20140117 

[

\

#)

*) *) 未列入 

}h©¬â` !;]^8g}`a~`=de

f8g__a_g=de^8�"�#=d

¨n8gxc=d�]8¤¥O6=d

mn8ghsagg=d��8gggash=d

ÊË8¢£¤¥=dpl8gh~ags=d

tu8gggash=dnw8gg`ahb=d

 ¡8gggash=dkn8bsasc=d

yz8¢£¤¥=df 8̧gggash=d

{|8gh~ags=dof8ggsag~=d

´²8g__ax`=dpn8gggash=)

}h©¬âg_!;]^8_``a_s=d¨

n8_cc=dkl8_gsac_=d¨±

8_h~ag}=dtu8_gca_g=dn

w8__`a`g=d ¡8_gca_g=d

kn8¢£¤¥=dyz8¢£¤

¥=d¦§¨8_}`a_x=d��

8_gca_h=d´²8_xhag}=dp

n8¹º¤¥=)

}h©¬â_x!;]^8~gsa_b=d¨

n8~`g=dpl8x_~a~g=d ¡

8xb`a_b=dkn8¢£¤¥=)

���) ��1) _h_}ah`) K�PQR)

合苷易

生混合

核苷片 

20mg×12 片/36

片 

 

本品是合成人

体核算和多种

辅酶的前体物

质，为造血干

细胞提供充足

合成底物，提

高血小板和白

细胞计数；修

复受损造血干

细胞，促进造

血机能；火花

肝功能，加快

受损干细胞的

修复。 

国药准字 

H20057365 

[

\

#)

*) *) 未列入 

_h©¬âg_!;]^8g_ha}}=de

f8gghagx=de^8�"�#=d

¨n8gghagx=dkl8gghagx=d

��8gghagx=d�]8¤¥O6=d

ÊË8¢£¤¥=do^8¢£¤

¥=dtu8gghagx=dv 8̂gghagx=d

nw8gghagx=d ¡8gghagx=d

kn8¢£¤¥=d¦§ 8̈gghagx=d

´²8gghagx=d��8gghag}=)

_h©¬â}`!;]^8}x`abs=d¨

n8}x`abs=dmn8}}haxg=d

f¸8}}haxg=d��8}}haxg=d

{|8}gba}g=dpl8}gba}s=)

��Sê$T

�'(MAB

CD6)

Ì) Ì)

��Sê$

T�àRS

��2�U

VW3�W

XYL#Z

[K��A

B��V$

� � Ö þ

ÿ�)

抗过敏

产品 

非那康

盐酸非

索非那

定片 

60mg×12 片\gc

! 

 

季节性过敏

性鼻炎、慢性

特发性荨麻

疹、接触性皮

炎、湿疹、过

敏性哮喘。 

国药准字 

H20080710 

[

\

#)

*) *) 未列入 

`h©¬âg_ !;]^x_a__°d¨n

8bs=d̈ ±8}}a``=dä 8̈}}a``=d

�]8¤¥O6=dmn8}}a``=d

��8¤¥O6=dÊË8¢£¤

¥=do 8̂}}a``=dpl8}}a``=d

qr8àI6=dtu8}xabx=d

v^8}xac_`=dnw8}xac}=d

 ¡8}xabx=dkn8¢£¤¥=d

yz8¢£¤¥=df 8̧}}a``=d

{|8¹]¤¥=d¦§ 8̈~ga`b=d

´²8}}a``=dpn8}}a``=d

���8¢£¤¥=)

`h©¬âgc !;]^8`_axh=d¨

n8gg`a`h=dkn8¢£¤¥=d

yz8¢£¤¥=d���8¢£

¤¥=)

���)

à L @

A B C

K ^ _

` a b

^)

_h_gahg)

a�ABC

D6$T�

/0dWX

ôõö.ò

AB���

2����

�72��

AB�c�

� V $ �

��Hôõ

ö.òþÿ

AB�)

心脑血

管类产

品 

鑫妥盐

酸替罗

非班氯

化钠注

射液 

100ml:5mg«has¬ 

 

主要用于非

ST 段抬高型

急性冠脉综合

征（NSTE-ACS）

成年患者，预

防早期心肌梗

死。 

国药准字 

H20183306 

[

\

#)

*) *)
国家医保

乙类 

e^8�"�#=d¨n8~h=d

¨±8_cx=d�]8¤¥O6=d

mn8_cx=d²³8MNHI=d

ÊË8_cx=do^8_cx=dpl

8_cx=dnw8_cx=df 8̧_cx=d

{|8_cx=d��8_cx=dpn

8_csagb=d¦§¨8¢£¤¥=d

yz8¢£¤¥=dkn8¢£¤

¥=dtu8_cbax~=)

���)

à R S

A B C

D 6 ;

IW3�

W ,

_h_gæ }

K à I

� ê #

$ ¹ ë

ì í î

# $ D

J 1 ï

W L Ò

í�MN

L � Y

ZJD)

_h_gag_)

_hgc æÊ

LK$T�

/0ôõö

.òAB�

WX<=�

Ê%>òW

X?@��

�����

� 7 E 2

��HàR

SABCD

6E;IW

3�V$�

�ôþÿ�

ýôõö.

ò�JAB)

专科中

成药产

品 

固精麦

斯哈片 

0.2g×36 片/72

片/盒 

 

增强肌体捏住

力，强身补脑，

固精缩尿，乌

发。用于遗精

遗尿，早泄，

体弱，头发早

白，神疲乏力

等。 

国药准字 

Z20063985 

1

#)
*) *) 未列入 

ha_¬â}`!;¨ngcc°d�]¤

¥O6°dmngh_°d²³8à¤

¥=dplgh_°dtugh_°dy

z¢£¤¥°df¸gh_°d¦§¨

8àHde_=)

ha_¬âb_!;¨n}`c°d�]¤

¥O6°dplgsc°dtugsc°d

yz¢£¤¥°df¸gsc°d{|

gsc°d¦§¨8àHde_=)

1#�ø",

ABCD6$

Tfg)

Ì) Ì)

��Sê�

7$T�/

0hi,j

#�)

乌龙散 
4g×10 袋/12 袋

/60 袋 

 补血益气、疏

肝理气、祛风

散邪、活血通

络、祛瘀生新 

国药准字 

B20020429 

1

#)
*) *) 未列入 

x¬âg_ ¯;¨n8g}c=dkn8¢

£¤¥=)

1#�ø",

ABCD6$

Tfg)

Ì) Ì)

×ØSê$

T�/0h

i,klm

0Wnop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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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料药 

盐酸替

罗非班 
5×1kg/袋/桶 

 

:r#.$)CYHT1600722 

:

r

#)

*) *) 未列入 Ì)

:r#�ø"

,ABC$T

fg)

Ì) Ì)

a� stu v

��L@w

%xyáz

�{�Hw

%|}�ê

Ö34)

乌苯美

司 
- 

 

:r#.$ 
国药准字 

H20163417 

:

r

#) *) *) 未列入 Ì)

:r#�ø"

,ABC$T

fg)

Ì) Ì)

Þß��~

LWX��

����a

� stu v

��)

依帕司

他 
5×5kg/袋/桶 

 

:r#.$ CYHS1300485 

:

r

#)

*) *) 未列入 Ì)

:r#�ø"

,ABC$T

fg)

Ì) Ì)

a� stu v

��L@w

%xyáz

�{5��

w%EW�

v��ÙF

w%|}�

êÖ34�)

L-苹果

酸 
- 

 

:r#.$ CYHS1700569 

:

r

#)

*) *) 未列入 Ì)

:r#�ø"

,ABC$T

fg)

Ì) Ì)

a� stu v

��L@w

%xyáz

�{�Hw

%|}�ê

Ö34�@

Ï1���

�����

×ØEvÛ)

右旋糖

酐 40 
25kg/桶 

 

:r#.$ CYHT1600661 

:

r

#)
*) *) 未列入 Ì)

:r#�ø"

,ABC$T

fg)

Ì) Ì)

a� stu v

��L@w

%xyáz

�{�Hw

%|}�ê

Ö34�@

Ï1���

�����

t�ª�� ×Ø

E�>�J

Q)

右旋糖

酐 70 
25kg/桶 

 

:r#.$ CYHT1600722 

:

r

#)
*) *) 未列入 Ì) Ì) Ì)

混合核

苷 
5kg×1 袋 

 

:r#.$ 
国药准字 

H20057364 

:

r

#)

*) *) 未列入 Ì)

:r#�ø"

,ABC$T

fg)

Ì) Ì)

��Sê$

T � a �

stu v��

àRS��

2�UVW

3�WXY

L#Z[K

��AB�

�V$��

Öþÿ�)

×ß'àá��(â5¿¼ãäå¿¼¹ºæçèé PQPR ê A ë W ì¥” 

Öe�$òópÊËôõÜ+9LM¾G÷±²Zæº@ß�$òó9N9GHZ

luBËÜÊ&'9�&¾G÷��2±³Z��£uBË¿ÀF´µ&òóÿ

!øQ

（1）带量集中采购对药品销售价格的影响及变动趋势。 

2018 年 11 月 14 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国家

组织药品集中采购试点方案》，以北京、天津、上海、重庆、沈阳、大连、厦门、

广州、深圳、成都、西安 11 个城市的公立医疗机构为集中采购主体。11 月 15

日联合采购办公室发布《4+7城市药品集中采购文件》，公布了 31个采购品种名

录，均为通过一致性评价品种。同时约定了 11 个试点城市公立医疗机构的采购

量，中选价格与试点城市 2017 年同种药品最低采购价相比平均降幅 52%。从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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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链和变化趋势来看，下游终端制剂由于购买方（医保）的议价能力逐步提升，

且竞争厂家数量与日增多，在控费的背景下绝大多数制剂价格未来将逐步下降。 

但是在上游的原料药制造产业，一方面由于本身原料药产能的释放需要较高

的资金、设施的投入，且呈现一定的规模效应；另一方面由于环保的趋严，导致

大量的不规范产能逐步被淘汰，行业的准入壁垒提高。除此之外，在一致性评价

要求下，规范的大型原料药厂家对于下游制剂厂家的议价能力也将提升，仿制药

竞争中原料药的重要性将越来越明显。目前公司在售药品中，盐酸非索非那定片

（60mg）已通过一致性评价，其他药品已按照要求陆续提上药品一致性评价工作

的开展日程。奥硝唑氯化钠注射液、丙氨酰谷氨酰胺注射液、乌苯美司片被纳入

带量采购药品范围，因此短期内不会受到影响。长期来看，在我国医药采购领域

提质降费的政策导向下，公司这类具备化学制剂规模化工艺研发和原料药生产能

力的企业，将在原料药市场拥有更大优势。同时，由于公司制剂产品使用自产原

料药生产，一方面原料药的产能、质量和供应可以实现自我保障，可以避免被上

游供应商掣肘，另一方面规模化生产成本能够带来一定价格优势，原料药/制剂

一体化优势将进一步显现。除了现有原料药和制剂品种外，公司有多个原料药和

制剂一体化品种在审，如能够顺利获批上市，在集中采购招标竞价政策实施后公

司在制药产业链中将更具有竞争力和话语权。 

QÓWæº@ß�$òó9N9GHZluBËÜÊ&'9�&¾G÷��2±

³Z��£uBË¿ÀF´µ&òóÿ!øQ

集中采购对医药制造业及公司的影响。首先，公司销售模式将逐步转变为集

中采购模式。随着集中采购的实施，更多仿制药品种将陆续被纳入集中采购名单，

整个行业销售价格下降将迫使公司大幅降低销售费用，改变传统招标采购中高销

售费用率的特征，以集采中标价进院，中标产品进入医院的可能性大幅提高，未

中标产品销售收入迅速下滑。其次，集中采购将导致整个仿制药行业药企优胜劣

汰，一致性评价和集中采购政策对现有仿制药企业面临更大的调整，未通过一致

性评价或未能在集中采购中中标的企业将逐渐退出市场。因此，公司将积极开展

一致性评价，争取在带量采购中中选。第三，集中采购将迫使公司丰富产品数量、

有效控制成本、提升技术水平。以价换量的采购模式，将迫使公司提升自身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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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占有率和促进产品数量增长作为企业发展的增长驱动因素，迫使公司将新产

品上市速度、生产成本和技术水平作为支撑公司长期发展的核心竞争力。 

国家带量集中采购原则上从通过一致性评价的仿制药对应的通用名药品中

遴选品种。从截至 2020 年 8 月国家联合采购办公室发布的三批次共计 114 个品

种来看，入选品种多属于临床用量大、采购金额高、竞争充分的品种。除以上国

家选择品种以外，各省市根据上述原则自主选择地方带量采购品种。 

带量采购和一致性评价通过的情况。国家带量采购原则上从通过一致性评价

的仿制药对应的通用名药品中遴选品种。从截至 2020 年 8 月国家联合采购办公

室发布的三批次共计 114个品种来看，入选品种多属于临床用量大、采购金额高、

竞争充分的品种。除以上国家选择品种以外，各省市根据上述原则自主选择地方

带量采购品种。 

截至 2021 年 6 月 5 日，公司主要原料药和药品在各省市集中采购中标的情

况，公司已在《公开转让说明书》“第一节 公司业务”之“一、主要业务及产

品”之“（二）主要产品或服务”部分补充披露如下内容： 

“Ì

治疗 

领域 

药品名

称 
规格 图示 

适应症/功能

主治 
批准文号 

!

"

#

$

%

&

'

()

*+

",

-.

#)

*+

",

/0

#)

是否列入

医保范围 

123451267)

81269:;<=)

>?@ABC

D6EFG)

A B C

D 6 E

H I 5

J K L

MNO)

P Q R

S D 6

FT)

UVWX5

YZNO)

抗感染

类产品 

奥立妥

奥硝唑

氯化钠

注射液 

玻瓶，100ml：

0.5g 

 

本品是继甲硝

唑、替硝唑之

后的第三代硝

基咪唑嘞衍生

物，具有良好

的抗厌氧菌和

抗厌氧菌和抗

原生质（如滴

虫等）感染作

用。其发挥抗

微生物作用，

是通过其分子

中的硝基在无

氧环境中还原

成氨基或通过

自由基的形

成，与细胞成

分相互作用，

从而导致微生

物的死亡。 

国药准字 

H20040325 

[

\

#)

*) *)
国家医保

乙类 

]^8_`abc=def8gcagh=d

ij8gcagh=dkl8gcacc=d

mn8gcagh=do^8gcagh=d

pl8gcagh=dqr8gsash=d

tu8gbac`=dv^8_hass=d

nw8_xass=dyz8gcagh=d

{|8}cab}=dof8_`a~h=d

��8gcagh=d���8_gags=)

���) ��1) _h_}ah`)
WX���

� � � �

��V$�

�����

� � 7 2

�����

� V $ �

��)玻瓶，100ml：

0.25g 

国药准字 

H20041578 

[

\

#)

*) *)
国家医保

乙类 

]^8gbaxh=dmn8g}a~h=d

��8g~=dpl8g}a~h=dtu

8g}a~h=dv^8g`ass=d ¡

8g}a~h=dyz8¢£¤¥=do

f8_hasb=d¦§¨8_gag}~=d

���8¢£¤¥=d)

���) ��1) _h_}ah`)

非 PVC 多层共挤

输液袋、非 PVC

软袋双层无菌、

非 PVC 软袋单管

双阀，100ml：

0.5g 

 

 

国药准字 

H20040325 

[

\

#)

*) *)
国家医保

乙类 

ghh©ª«ha_~¬®¯°;] 8̂_}axh=d

¨n8}g=d¨±8_hag}=d²³

8_hag}=dpl8_hag}=dqr

8_ha`_=dtu8_hag}=dv^

8__axh=d ¡8_ha`_=dkn

8_haxh=dyz8_}a}~=d{|

8_hag}=dof8_ga}}=d¦§

¨8_}ahh}=d��8__a}`=d´

²8_gab_=dmn_hag}°d��

�8¢£¤¥=)

ghh©ª«ha_~¬µ¶�·°;mn

8_}agh=dpl8_}agh=d ¡

8_}agh=df¸8_}agh=d´²

8_xab~=dpn8¹º¤¥=d�

���) ��1) _h_}ah`)

WX���

� � � �

��¼½�

�¾¶¿À

ÁÂ�¯Ã

ÄÅÆdÇ

È�V$�

�����

� � 7 2

�����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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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ghh©ª«ha_~¬µ»°;o 8̂¢£¤

¥=dpl8_}a}~=dqr8_}a}~=d

 ¡8_}a}~=dyz8_}a}~=d

{|8_}a}~=d¦§ 8̈_}acc}=d

´²8_}axs=dpn8_}a}~=d

���8¢£¤¥=)

非 PVC 多层共挤

输液袋、非 PVC

软袋双层无菌、

非 PVC 软袋单管

双阀，100ml：

0.25g 

国药准字 

H20041578 

[

\

#)

*) *)
国家医保

乙类 

ghh©ª«ha~¬®¯°;] 8̂}ba`h=d

ef8}hag~=d¨n8xca_h=d

¨±8}hagg=d�]8}_a_x=d

��8}hasc=dÉ]8}hagg=d

ÊË8}s=do^8}hag~=dpl

8}hagg=dqr8}hag~=dtu

8}hagg=dv^8}gach=dnw

8}}asc=d ¡8}hag~=dkn

8}hag~=dyz8¢£¤¥=d{

|8}hagg=dof8}hag~=d¦

§¨8}gag~b=dpn8}hag~=d

���8}gacg=)

ghh©ª«ha~¬ ® ¯µ» ° ;²³

8}~ahg=do^8¢£¤¥=dp

l8}~=dqr8}~=dnw8}`a~c=d

kn8}~=dyz8}~=df 8̧}~=d

{|8}~=d¦§¨8}`ac_s=d

��8}~asg=d´² }~=dpn

8}~=d���8}`a~c=)

ghh©ª«ha~¬ µ ¶�· ° ;pn

8}cab}=do^8¢£¤¥=dp

l8}cab}=df¸8}cab}=d{

|8}cab}=dof8xgah_=d�

�8}cab}=d´²8}cab}=dp

n8¹º¤¥=d���8}cab}=)

���) ��1) _h_}ah`)

奥立泰

奥硝唑

胶囊 

0.1g×20 粒 

 

本品是继甲硝

唑、替硝唑之

后的第三代硝

基咪唑类衍生

物，具有良好

的抗厌氧菌和

抗厌氧菌和抗

原生质（如滴

虫等）感染作

用。可广泛用

于治疗由厌氧

菌、阿米巴原

虫、贾第鞭毛

虫、毛滴虫等

感染引起的各

种疾病。 

国家准字 

H20031256 

[

\

#)

*) *)
国家医保

乙类 
Ì) ���)

Í Î Ï

Ð Ñ E

Ò Ó Ô

Õ � Ö

× Ø Ù

Ú V $

Û Ü Ý

C�Þß

à%á)

Ì) Ì)

0.25g×12 粒

/18 粒/36 粒 

 

国家准字 

H20031257 

[

\

#)

*) *)
国家医保

乙类 

ha_~¬âg_ ã;]^8gxa}g=d¨

n8g~ash=dkl8sac~`c=dä

¨8sa`s=dmn8¢£¤¥=d

pl8sa`s=dqr8gha_s=dt

u8gha`x=d ¡8gha_s=dk

n8¢£¤¥=dyz8¢£¤¥=d

���8¢£¤¥=)

ha_~¬âgc ã;]^8_gagx=d¨

n8_}a~h=dä¨8gxa~}=dm

n8¢£¤¥=d²³8gxa~}=d

ÊË8gxasx=do^8gxa~}=d

tu8g~as`=d ¡8g~axc=d

kn8¢£¤¥=dyz8¢£¤

¥=d���8¢£¤¥=)

ha_~¬â}` ã;]^8xga_}=de

f8}hags=d¨n8x~ach=dä

¨8_sah`=dmn8¢£¤¥=d

o^8_sah`=dtu8}gas}=d

nw8}~a}}=d ¡8}hags=d

kn8¢£¤¥=df 8̧_sah`=d

{|8_sah~=dof8}~ab}=d

��8_sah~=dpn8_sah`=d

���8¢£¤¥=d)

���)

å ,

_h_g æ

ç I è

é � ê

# $ ¹

ë ì í

î # $

D J 1

ï)

_h__ag_)

ðñò�ó

ôõö.ò

ò ÷ ø A

B�ù",

úûü�ò

÷��ý�

�V$��

Öþÿôõ

ö.òAB)

奥必沙

奥硝唑

阴道泡

腾片 

0.5g×7 片/14

片 

 

用于细菌性阴

道病、滴虫性

阴道炎。 

国药准字 

H20120013 

[

\

#)

*) *) 未列入 

ha~¬âb!;¨n8_}ach=dkn

8¢£¤¥=d���8¢£¤¥=)

ha~¬âgx !;]^8xsa`_=de

f8}saxx=de^8�"�#=d

¨n8x`a~h=dij8}xac~=d

kl8}bascg=d²³8xhaxh=d

ÊË8¢£¤¥=dpl8}sax}=d

 ¡8}sa`h=dkn8¢£¤¥=d

{|8}saxx=d��8}sax}=d

pn8}saxx=d���8¢£¤¥=)

���)

$ % &

ú û .

ò��'

( M A

B C D

6)

Ì)

)�.ò�

î*�#�

¢£Ï+,

-*:�.

/0ÿ�y

123�4)

奎泰加

替沙星

氯化钠

注射液 

非 PVC 多层共挤

输液袋，100ml：

0.1g 

 

主要用于由敏

感病原体所致

的各种中度以

上的慢性支气

国药准字 

H20059308 

[

\

#)

*) *) 未列入 ) ���) ��1) _h_}ag_) Ì)



 111 / 418 

非 PVC 多层共挤

输液袋，100ml：

0.2g 

管炎急性细菌

性发作、急性

鼻窦炎、社区

获得性肺炎、

非复杂性泌尿

道感染（膀胱

炎）、复杂性

泌尿道感染、

肾盂肾炎、非

复杂性尿道和

宫颈淋病等感

染性疾病。 

国药准字 

H20050846 

[

\

#)

*) *) 未列入 

ef8gsa~`=d¨n8~~=dkl

8gcaxs=d¨±8gcaxc=dä¨

8gcaxc=dmn8¢£¤¥=dÊ

Ë8¢£¤¥=dpl8gcaxc=d

qr8__acx=dv^8gsahc}=d

 ¡8gcaxs=dkn8¢£¤¥=d

{|8gcaxc=d¦§¨8_`a~b=d

��8__a~}=d´²8gsa_h=d

pn8gcaxs=d���8¢£¤¥=)

���) ��1) _h_}ag_) Ì)

玻瓶 100ml：

0.2g 

 

[

\

#)

*) *) 未列入 

]^8}habg=def8g`a}h=d

¨n8~g=d¨±8g`a_s=dmn

8¢£¤¥=dÊË8¢£¤¥=d

pl8g`a}h=dqrgcac_°dt

u8g`a}h=dv^8g`a}h=dn

w8gbag_=d ¡8g`a}h=d´

²8g`ab_=d���8¢£¤¥=)

���) ��1) _h_}ag_) Ì)

奎尔泰

加替沙

星片 

0.1g 
 

国药准字 

H20050845 

[

\

#)

*) *) 未列入 

]^8g`a~g=def8gha~`=d

¨n8_c=dmn8¢£¤¥=d

ÊË8¢£¤¥=dqr8sabh=d

kn8¢£¤¥=d���8¢£

¤¥=)

���) ��1) _h_}ah`) Ì)

0.2g 
�#�5)

6_hh~s}h_ 

[

\

#)

*) *) 789)

ha_¬â`!;¨n8_xaxh=dqr

8cax~=)

ha_¬âg_ !;¨n8xba`h=dq

r8g`axc=)

���) ��1) _h_}ag_) Ì)

血容量

扩充剂

产品 

福他乐

复方右

旋糖酐

40 注射

液 

玻瓶，250ml/瓶 

 

降低血液粘滞

性、防止血栓

形成、改善微

循环、增强组

织灌流、渗透

性利尿、扩充

血容量的作

用，临床应用

广泛。 

国药准字 

H20060418 

[

\

#)

*) *) 未列入 

]^~_axg°def}sa``°de^

}sa``°d̈ nss°d²³xhah~°d

ÊË¢£¤¥°do^}sa``°dp

l}sa``°dqrx_a~c°dv^

xga}`°d ¡}sa``°dkn¢£

¤¥°dyzxha_g°df¸}sa``°d

{|}sa``°dofxha_g°d´²

xg°dpn}sa``°d���¢£

¤¥°)

���) ��1) _h_}ag_)
/0ô:;

.òAB�

WX<=�

Ê%>òW

X?@��

�����

� 7 E 2

��AB�

�V$��

ôþÿô:

;.òAB)

非 PVC 多层共挤

输液袋，250ml/

袋 

 

国药准字 

H20060418 

[

\

#)

*) *) 未列入 

]^ssaxc°defbs°de^�

"�#°d̈ ng}hax}°d̈ ±bs°d

mncsag`°dÊË¢£¤¥°do

^¢£¤¥°dplbs°dqr

bsa~h°dtubs°dv^csag`°d

nwbsa~h°d ¡cxa~~°dkn

8¢£¤¥=dyz¢£¤¥°d

f 8̧bs=d{|8bs=dof8cs=d

¦§¨cs°d��bs°dpnbs°)

���) ��1) _h_}ag_)

肠外营

养产品 

迈尔欣

丙氨酰

谷氨酰

胺注射

液 

非 PVC 多层共挤

输液袋，50ml：

10g  

 

输入人体后能

够迅速补充谷

氨酰胺，为免

疫细胞（淋巴

细胞、单核/

巨噬细胞、粒

细胞、NK细

胞）和肠粘膜

上皮细胞提供

能量，同时为

氨基酸、蛋白

质、核苷酸的

合成提供前体

物质。 

国药准字 

H20045975 

[

\

#)

*) *)
国家医保

乙类 

e^8�"�#=d¨n8gg`=d

mn8bbaxx=dÊË8bs=do^

8¢£¤¥=dpl8bbaxx=dq

r8bbaxx=dtu8bbaxx=dn

w8cgach=dyz8¢£¤¥=d

f¸8bs=d{|8bbaxx=d��

8cgach=dpn8cgach=)

���) ��1) _h_}ag_)

/0ôõö

.òAB�

WX<=�

Ê%>òW

X?@��

�����

� 7 E 2

��C�D

ôõö.ò

AB�EF

C�G,õ

ö.ò�H

àRSAB

CD6E;

IW3�V

$��ôþ

ÿ�ýôõ

ö.ò�J

AB)

非 PVC 多层共挤

输液袋，100ml：

20g 

国药准字 

H20143029 

[

\

#)

*) *)
国家医保

乙类 

e^8�"�#=d¨n8gsc=d

mn8g_ca`x=dpl8g_ca`x=d

tu8g_ca`x=dnw8g}}ach=d

yz8¢£¤¥=df 8̧g_ca`x=d

{|8g_ca`x=d��8g}}ach=d

pn8g}}ach=)

���) ��1) _h_}ag_)

玻瓶，50ml：10g 

 

国药准字 

H20045975 

[

\

#)

*) *)
国家医保

乙类 

]^8b`a~h=dkl8~bab~_s=d

mn8¢£¤¥=d��8`gaxg=d

ÊË8¢£¤¥=do 8̂~sa~h=d

tu8`gaxg=d��8~sa~h=)

���) ��1) _h_}ag_)

玻瓶，100ml：20g 
国药准字 

H20143029 

[

\

#)

*) *)
国家医保

乙类 

e 8̂�"�#=d̈ ±8bha}h=d

mn8c_abg=dtu8ghxac}=d

v^8ghxa`_=dof8g_xagx=d

´²8sc=)

���)

à ,

_h_gæ x

K I è

é � ê

# $ ¹

ë î #

$ D J

1ï�à

LÒí�

M N L

� Y Z

JD)

_h_gag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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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肿瘤

药及免

疫调节

剂 

司泰林

乌苯美

司片 

30mg×6 片/12

片/24 片 

 

本品可抑制肿

瘤细胞的生

长、侵袭和转

移，可配合放

疗及化疗用于

各种实体瘤患

者；可应用于

白血病、多发

性骨髓瘤、骨

髓增生异常综

合征及造血干

细胞移植后，

还可提高生活

质量，延长患

者生存周期。 

国药准字 

H20140117 

[

\

#)

*) *) 未列入 

}h©¬â` !;]^8g}`a~`=de

f8g__a_g=de^8�"�#=d

¨n8gxc=d�]8¤¥O6=d

mn8ghsagg=d��8gggash=d

ÊË8¢£¤¥=dpl8gh~ags=d

tu8gggash=dnw8gg`ahb=d

 ¡8gggash=dkn8bsasc=d

yz8¢£¤¥=df 8̧gggash=d

{|8gh~ags=dof8ggsag~=d

´²8g__ax`=dpn8gggash=)

}h©¬âg_!;]^8_``a_s=d¨

n8_cc=dkl8_gsac_=d¨±

8_h~ag}=dtu8_gca_g=dn

w8__`a`g=d ¡8_gca_g=d

kn8¢£¤¥=dyz8¢£¤

¥=d¦§¨8_}`a_x=d��

8_gca_h=d´²8_xhag}=dp

n8¹º¤¥=)

}h©¬â_x!;]^8~gsa_b=d¨

n8~`g=dpl8x_~a~g=d ¡

8xb`a_b=dkn8¢£¤¥=)

���) ��1) _h_}ah`) K�PQR)

合苷易

生混合

核苷片 

20mg×12 片/36

片 

 

本品是合成人

体核算和多种

辅酶的前体物

质，为造血干

细胞提供充足

合成底物，提

高血小板和白

细胞计数；修

复受损造血干

细胞，促进造

血机能；火花

肝功能，加快

受损干细胞的

修复。 

国药准字 

H20057365 

[

\

#)

*) *) 未列入 

_h©¬âg_!;]^8g_ha}}=de

f8gghagx=de^8�"�#=d

¨n8gghagx=dkl8gghagx=d

��8gghagx=d�]8¤¥O6=d

ÊË8¢£¤¥=do^8¢£¤

¥=dtu8gghagx=dv 8̂gghagx=d

nw8gghagx=d ¡8gghagx=d

kn8¢£¤¥=d¦§ 8̈gghagx=d

´²8gghagx=d��8gghag}=)

_h©¬â}`!;]^8}x`abs=d¨

n8}x`abs=dmn8}}haxg=d

f¸8}}haxg=d��8}}haxg=d

{|8}gba}g=dpl8}gba}s=)

��Sê$T

�'(MAB

CD6)

Ì) Ì)

��Sê$

T�àRS

��2�U

VW3�W

XYL#Z

[K��A

B��V$

� � Ö þ

ÿ�)

抗过敏

产品 

非那康

盐酸非

索非那

定片 

60mg×12 片\gc

! 

 

季节性过敏

性鼻炎、慢性

特发性荨麻

疹、接触性皮

炎、湿疹、过

敏性哮喘。 

国药准字 

H20080710 

[

\

#)

*) *) 未列入 

`h©¬âg_ !;]^x_a__°d¨n

8bs=d̈ ±8}}a``=dä 8̈}}a``=d

�]8¤¥O6=dmn8}}a``=d

��8¤¥O6=dÊË8¢£¤

¥=do 8̂}}a``=dpl8}}a``=d

qr8àI6=dtu8}xabx=d

v^8}xac_`=dnw8}xac}=d

 ¡8}xabx=dkn8¢£¤¥=d

yz8¢£¤¥=df 8̧}}a``=d

{|8¹]¤¥=d¦§ 8̈~ga`b=d

´²8}}a``=dpn8}}a``=d

���8¢£¤¥=)

`h©¬âgc !;]^8`_axh=d¨

n8gg`a`h=dkn8¢£¤¥=d

yz8¢£¤¥=d���8¢£

¤¥=)

���)

à L @

A B C

K ^ _

` a b

^)

_h_gahg)

a�ABC

D6$T�

/0dWX

ôõö.ò

AB���

2����

�72��

AB�c�

� V $ �

��Hôõ

ö.òþÿ

AB�)

心脑血

管类产

品 

鑫妥盐

酸替罗

非班氯

化钠注

射液 

100ml:5mg«has¬ 

 

主要用于非

ST 段抬高型

急性冠脉综合

征（NSTE-ACS）

成年患者，预

防早期心肌梗

死。 

国药准字 

H20183306 

[

\

#)

*) *)
国家医保

乙类 

e^8�"�#=d¨n8~h=d

¨±8_cx=d�]8¤¥O6=d

mn8_cx=d²³8MNHI=d

ÊË8_cx=do^8_cx=dpl

8_cx=dnw8_cx=df 8̧_cx=d

{|8_cx=d��8_cx=dpn

8_csagb=d¦§¨8¢£¤¥=d

yz8¢£¤¥=dkn8¢£¤

¥=dtu8_cbax~=)

���)

à R S

A B C

D 6 ;

IW3�

W ,

_h_gæ }

K à I

� ê #

$ ¹ ë

ì í î

# $ D

J 1 ï

W L Ò

í�MN

L � Y

ZJD)

_h_gag_)

_hgc æÊ

LK$T�

/0ôõö

.òAB�

WX<=�

Ê%>òW

X?@��

�����

� 7 E 2

��HàR

SABCD

6E;IW

3�V$�

�ôþÿ�

ýôõö.

ò�JAB)

专科中

成药产

品 

固精麦

斯哈片 

0.2g×36 片/72

片/盒 

 

增强肌体捏住

力，强身补脑，

固精缩尿，乌

发。用于遗精

遗尿，早泄，

体弱，头发早

白，神疲乏力

等。 

国药准字 

Z20063985 

1

#)
*) *) 未列入 

ha_¬â}`!;¨ngcc°d�]¤

¥O6°dmngh_°d²³8à¤

¥=dplgh_°dtugh_°dy

z¢£¤¥°df¸gh_°d¦§¨

8àHde_=)

ha_¬âb_!;¨n}`c°d�]¤

¥O6°dplgsc°dtugsc°d

yz¢£¤¥°df¸gsc°d{|

gsc°d¦§¨8àHde_=)

1#�ø",

ABCD6$

Tfg)

Ì) Ì)

��Sê�

7$T�/

0hi,j

#�)

乌龙散 
4g×10 袋/12 袋

/60 袋 

 补血益气、疏

肝理气、祛风

散邪、活血通

络、祛瘀生新 

国药准字 

B20020429 

1

#)
*) *) 未列入 

x¬âg_ ¯;¨n8g}c=dkn8¢

£¤¥=)

1#�ø",

ABCD6$

Tfg)

Ì) Ì)

×ØSê$

T�/0h

i,klm

0Wnop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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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料药 

盐酸替

罗非班 
5×1kg/袋/桶 

 

:r#.$)CYHT1600722 

:

r

#)

*) *) 未列入 Ì)

:r#�ø"

,ABC$T

fg)

Ì) Ì)

a� stu v

��L@w

%xyáz

�{�Hw

%|}�ê

Ö34)

乌苯美

司 
- 

 

:r#.$ 
国药准字 

H20163417 

:

r

#) *) *) 未列入 Ì)

:r#�ø"

,ABC$T

fg)

Ì) Ì)

Þß��~

LWX��

����a

� stu v

��)

依帕司

他 
5×5kg/袋/桶 

 

:r#.$ CYHS1300485 

:

r

#)

*) *) 未列入 Ì)

:r#�ø"

,ABC$T

fg)

Ì) Ì)

a� stu v

��L@w

%xyáz

�{5��

w%EW�

v��ÙF

w%|}�

êÖ34�)

L-苹果

酸 
- 

 

:r#.$ CYHS1700569 

:

r

#)

*) *) 未列入 Ì)

:r#�ø"

,ABC$T

fg)

Ì) Ì)

a� stu v

��L@w

%xyáz

�{�Hw

%|}�ê

Ö34�@

Ï1���

�����

×ØEvÛ)

右旋糖

酐 40 
25kg/桶 

 

:r#.$ CYHT1600661 

:

r

#)
*) *) 未列入 Ì)

:r#�ø"

,ABC$T

fg)

Ì) Ì)

a� stu v

��L@w

%xyáz

�{�Hw

%|}�ê

Ö34�@

Ï1���

�����

t�ª�� ×Ø

E�>�J

Q)

右旋糖

酐 70 
25kg/桶 

 

:r#.$ CYHT1600722 

:

r

#)
*) *) 未列入 Ì) Ì) Ì)

混合核

苷 
5kg×1 袋 

 

:r#.$ 
国药准字 

H20057364 

:

r

#)

*) *) 未列入 Ì)

:r#�ø"

,ABC$T

fg)

Ì) Ì)

��Sê$

T � a �

stu v��

àRS��

2�UVW

3�WXY

L#Z[K

��AB�

�V$��

Öþÿ�)

�óÌ¢ú&6~Ü>0�ìª50�®vV"[� BCBD F �P «Qg” 

公司主要原料药和制剂品种中，奥硝唑氯化钠注射液、丙氨酰谷氨酰胺注射

液、乌苯美司片、复方右旋糖酐 40 注射液均有多家企业进行制剂销售，市场竞

争激烈。上述品种中除丙氨酰谷氨酰胺注射液在行业内已有厂家通过一致性评价

外，奥硝唑氯化钠注射液、乌苯美司片、复方右旋糖酐 40 注射液尚未有通过一

致性评价的生产厂家，被纳入国家带量采购名单的可能性较小。因此，对国家带

量采购对公司整体的影响不大。 

由于公司抗感染类产品收入占报告期内的营业收入比例均在 60%以上，而玻

瓶奥硝唑氯化钠注射液收入占报告期内营业收入的比例均在 10%以上，因此报告

期内玻瓶奥硝唑氯化钠注射液是否被纳入省级带量采购对公司的业绩影响有限。

因报告期内公司奥硝唑系列制剂的营业收入主要来源于非 PVC 软袋奥硝唑氯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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钠注射液，占 2019 年、2020 年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54.88%和 50.27%，系报

告期内抗感染类药品的主要收入来源，因此玻瓶奥硝唑氯化钠注射液对公司经营

业绩的影响有限。上述品种销售量较大，市场竞争充分，因此被部分省市纳入带

量采购名单。目前公司其他原料药和制剂品种整体市场销售额较小，市场竞争相

对缓和，短期内对市场销售额影响不大。综上，公司上述市场竞争激烈的原料药

和制剂品种被纳入带量采购对公司经营业绩影响较小。 

公司已在《公开转让说明书》“重大事项提示”部分披露公司一致性评价政

策风险如下：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 2016 年 3 月发布的《关于开展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

性评价的意见》及相关规定，化学药品新注册分类实施前批准上市的其他仿制药，

自首家品种通过一致性评价后，其他药品生产企业的相同品种原则上应在 3 年内

完成一致性评价；逾期未完成的，不予再注册；同品种药品通过一致性评价的生

产企业达到 3 家以上的，在药品集中采购等方面不再选用未通过一致性评价的品

种。目前医药制造行业企业因一致性评价成本较高，注射剂品种一致性评价操作

细则出台较晚等原因，总体进度不及预期。公司同时生产和销售化学药品和中成

药，化学药品销售占比较高，2020 年销售占比为 91.63%，公司化学药品均需开

展一致性评价，目前主要产品规格中已有盐酸非索非那定片（60mg）通过一致性

评价。除前述产品外，目前公司在销售主要化学药品尚未通过一致性评价。公司

正在加大投入，对当前主要销售及具有市场潜力的化学药品开展一致性评价工作。

但是，开展一致性评价将增加公司经营成本，如公司主要化学药品未能通过一致

性评价，或通过时间明显晚于其他企业，或公立医院集中采购环节提高对药品一

致性评价的要求，将会对公司药品在公立医院集中采购环节的销售或未来药品批

准文号再注册环节带来不利影响，从而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不利影响。” 

公司已在《公开转让说明书》“重大事项提示”部分披露公司不能进入医保

目录或不能中标药品集中招标采购导致产品销量下降的风险如下： 

“随着城镇职工医保、居民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三项制度的建立，医药产品

进入医保目录对其维持和扩大销售量具有重要意义。若未来公司产品被调整出国

家医保目录或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医保目录，将对公司产品销售量产生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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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我国公立医院主要实施以省（区、市）为单位的网上药品集中采购制度，

药品参加以省为单位的药品招投标采购并且中标后，才具备进入公立医院的的资

格。若公司未来不能中标某一省的集中招标采购，则将失去该省公立医院销售市

场，对公司产品销量产生不利影响。” 

¶ÝÞúû23�.BËïÚÛJ!½wÜ9ß/Z23;<J!½wÜ9E�

¾Ëxu���e�;ÊËp23��ßà'·9¸¹��e�mA³wÜ)[e

BQÊWË9ÜÊmº|ef��øQ

公司药品取得一致性评价的期限、申报及审批进展、产品业绩贡献、预计完

成评价时点、药品生产工艺及技术情况，截至 2021 年 6 月 5 日，公司主要原料

药和药品在各省市集中采购中标的情况,公司已在《公开转让说明书》“第一节 公

司业务”之“一、主要业务及产品”之“（二）主要产品或服务”部分补充披露

如下内容： 

“Ì

治疗 

领域 

药品名

称 
规格 图示 

适应症/功能

主治 
批准文号 

!

"

#

$

%

&

'

()

*+

",

-.

#)

*+

",

/0

#)

是否列入

医保范围 

123451267)

81269:;<=)

>?@ABC

D6EFG)

A B C

D 6 E

H I 5

J K L

MNO)

P Q R

S D 6

FT)

UVWX5

YZNO)

抗感染

类产品 

奥立妥

奥硝唑

氯化钠

注射液 

玻瓶，100ml：

0.5g 

 

本品是继甲硝

唑、替硝唑之

后的第三代硝

基咪唑嘞衍生

物，具有良好

的抗厌氧菌和

抗厌氧菌和抗

原生质（如滴

虫等）感染作

用。其发挥抗

微生物作用，

是通过其分子

中的硝基在无

氧环境中还原

成氨基或通过

自由基的形

成，与细胞成

分相互作用，

从而导致微生

物的死亡。 

国药准字 

H20040325 

[

\

#)

*) *)
国家医保

乙类 

]^8_`abc=def8gcagh=d

ij8gcagh=dkl8gcacc=d

mn8gcagh=do^8gcagh=d

pl8gcagh=dqr8gsash=d

tu8gbac`=dv^8_hass=d

nw8_xass=dyz8gcagh=d

{|8}cab}=dof8_`a~h=d

��8gcagh=d���8_gags=)

���) ��1) _h_}ah`)
WX���

� � � �

��V$�

�����

� � 7 2

�����

� V $ �

��)玻瓶，100ml：

0.25g 

国药准字 

H20041578 

[

\

#)

*) *)
国家医保

乙类 

]^8gbaxh=dmn8g}a~h=d

��8g~=dpl8g}a~h=dtu

8g}a~h=dv^8g`ass=d ¡

8g}a~h=dyz8¢£¤¥=do

f8_hasb=d¦§¨8_gag}~=d

���8¢£¤¥=d)

���) ��1) _h_}ah`)

非 PVC 多层共挤

输液袋、非 PVC

软袋双层无菌、

非 PVC 软袋单管

双阀，100ml：

0.5g 

 

 

国药准字 

H20040325 

[

\

#)

*) *)
国家医保

乙类 

ghh©ª«ha_~¬®¯°;] 8̂_}axh=d

¨n8}g=d¨±8_hag}=d²³

8_hag}=dpl8_hag}=dqr

8_ha`_=dtu8_hag}=dv^

8__axh=d ¡8_ha`_=dkn

8_haxh=dyz8_}a}~=d{|

8_hag}=dof8_ga}}=d¦§

¨8_}ahh}=d��8__a}`=d´

²8_gab_=dmn_hag}°d��

�8¢£¤¥=)

ghh©ª«ha_~¬µ¶�·°;mn

8_}agh=dpl8_}agh=d ¡

8_}agh=df¸8_}agh=d´²

8_xab~=dpn8¹º¤¥=d�

��8¢£¤¥=)

ghh©ª«ha_~¬µ»°;o 8̂¢£¤

¥=dpl8_}a}~=dqr8_}a}~=d

 ¡8_}a}~=dyz8_}a}~=d

{|8_}a}~=d¦§ 8̈_}acc}=d

´²8_}axs=dpn8_}a}~=d

���) ��1) _h_}ah`)

WX���

� � � �

��¼½�

�¾¶¿À

ÁÂ�¯Ã

ÄÅÆdÇ

È�V$�

�����

� � 7 2

�����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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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非 PVC 多层共挤

输液袋、非 PVC

软袋双层无菌、

非 PVC 软袋单管

双阀，100ml：

0.25g 

国药准字 

H20041578 

[

\

#)

*) *)
国家医保

乙类 

ghh©ª«ha~¬®¯°;] 8̂}ba`h=d

ef8}hag~=d¨n8xca_h=d

¨±8}hagg=d�]8}_a_x=d

��8}hasc=dÉ]8}hagg=d

ÊË8}s=do^8}hag~=dpl

8}hagg=dqr8}hag~=dtu

8}hagg=dv^8}gach=dnw

8}}asc=d ¡8}hag~=dkn

8}hag~=dyz8¢£¤¥=d{

|8}hagg=dof8}hag~=d¦

§¨8}gag~b=dpn8}hag~=d

���8}gacg=)

ghh©ª«ha~¬ ® ¯µ» ° ;²³

8}~ahg=do^8¢£¤¥=dp

l8}~=dqr8}~=dnw8}`a~c=d

kn8}~=dyz8}~=df 8̧}~=d

{|8}~=d¦§¨8}`ac_s=d

��8}~asg=d´² }~=dpn

8}~=d���8}`a~c=)

ghh©ª«ha~¬ µ ¶�· ° ;pn

8}cab}=do^8¢£¤¥=dp

l8}cab}=df¸8}cab}=d{

|8}cab}=dof8xgah_=d�

�8}cab}=d´²8}cab}=dp

n8¹º¤¥=d���8}cab}=)

���) ��1) _h_}ah`)

奥立泰

奥硝唑

胶囊 

0.1g×20 粒 

 

本品是继甲硝

唑、替硝唑之

后的第三代硝

基咪唑类衍生

物，具有良好

的抗厌氧菌和

抗厌氧菌和抗

原生质（如滴

虫等）感染作

用。可广泛用

于治疗由厌氧

菌、阿米巴原

虫、贾第鞭毛

虫、毛滴虫等

感染引起的各

种疾病。 

国家准字 

H20031256 

[

\

#)

*) *)
国家医保

乙类 
Ì) ���)

Í Î Ï

Ð Ñ E

Ò Ó Ô

Õ � Ö

× Ø Ù

Ú V $

Û Ü Ý

C�Þß

à%á)

Ì) Ì)

0.25g×12 粒

/18 粒/36 粒 

 

国家准字 

H20031257 

[

\

#)

*) *)
国家医保

乙类 

ha_~¬âg_ ã;]^8gxa}g=d¨

n8g~ash=dkl8sac~`c=dä

¨8sa`s=dmn8¢£¤¥=d

pl8sa`s=dqr8gha_s=dt

u8gha`x=d ¡8gha_s=dk

n8¢£¤¥=dyz8¢£¤¥=d

���8¢£¤¥=)

ha_~¬âgc ã;]^8_gagx=d¨

n8_}a~h=dä¨8gxa~}=dm

n8¢£¤¥=d²³8gxa~}=d

ÊË8gxasx=do^8gxa~}=d

tu8g~as`=d ¡8g~axc=d

kn8¢£¤¥=dyz8¢£¤

¥=d���8¢£¤¥=)

ha_~¬â}` ã;]^8xga_}=de

f8}hags=d¨n8x~ach=dä

¨8_sah`=dmn8¢£¤¥=d

o^8_sah`=dtu8}gas}=d

nw8}~a}}=d ¡8}hags=d

kn8¢£¤¥=df 8̧_sah`=d

{|8_sah~=dof8}~ab}=d

��8_sah~=dpn8_sah`=d

���8¢£¤¥=d)

���)

å ,

_h_g æ

ç I è

é � ê

# $ ¹

ë ì í

î # $

D J 1

ï)

_h__ag_)

ðñò�ó

ôõö.ò

ò ÷ ø A

B�ù",

úûü�ò

÷��ý�

�V$��

Öþÿôõ

ö.òAB)

奥必沙

奥硝唑

阴道泡

腾片 

0.5g×7 片/14

片 

 

用于细菌性阴

道病、滴虫性

阴道炎。 

国药准字 

H20120013 

[

\

#)

*) *) 未列入 

ha~¬âb!;¨n8_}ach=dkn

8¢£¤¥=d���8¢£¤¥=)

ha~¬âgx !;]^8xsa`_=de

f8}saxx=de^8�"�#=d

¨n8x`a~h=dij8}xac~=d

kl8}bascg=d²³8xhaxh=d

ÊË8¢£¤¥=dpl8}sax}=d

 ¡8}sa`h=dkn8¢£¤¥=d

{|8}saxx=d��8}sax}=d

pn8}saxx=d���8¢£¤¥=)

���)

$ % &

ú û .

ò��'

( M A

B C D

6)

Ì)

)�.ò�

î*�#�

¢£Ï+,

-*:�.

/0ÿ�y

123�4)

奎泰加

替沙星

氯化钠

注射液 

非 PVC 多层共挤

输液袋，100ml：

0.1g 

 

主要用于由敏

感病原体所致

的各种中度以

上的慢性支气

管炎急性细菌

性发作、急性

鼻窦炎、社区

获得性肺炎、

非复杂性泌尿

道感染（膀胱

国药准字 

H20059308 

[

\

#)

*) *) 未列入 ) ���) ��1) _h_}ag_) Ì)

非 PVC 多层共挤

输液袋，100ml：

0.2g 

国药准字 

H20050846 

[

\

#)

*) *) 未列入 

ef8gsa~`=d¨n8~~=dkl

8gcaxs=d¨±8gcaxc=dä¨

8gcaxc=dmn8¢£¤¥=dÊ

Ë8¢£¤¥=dpl8gcaxc=d

qr8__acx=dv^8gsahc}=d

 ¡8gcaxs=dkn8¢£¤¥=d

���) ��1) _h_}ag_) 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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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复杂性

泌尿道感染、

肾盂肾炎、非

复杂性尿道和

宫颈淋病等感

染性疾病。 

{|8gcaxc=d¦§¨8_`a~b=d

��8__a~}=d´²8gsa_h=d

pn8gcaxs=d���8¢£¤¥=)

玻瓶 100ml：

0.2g 

 

[

\

#)

*) *) 未列入 

]^8}habg=def8g`a}h=d

¨n8~g=d¨±8g`a_s=dmn

8¢£¤¥=dÊË8¢£¤¥=d

pl8g`a}h=dqrgcac_°dt

u8g`a}h=dv^8g`a}h=dn

w8gbag_=d ¡8g`a}h=d´

²8g`ab_=d���8¢£¤¥=)

���) ��1) _h_}ag_) Ì)

奎尔泰

加替沙

星片 

0.1g 
 

国药准字 

H20050845 

[

\

#)

*) *) 未列入 

]^8g`a~g=def8gha~`=d

¨n8_c=dmn8¢£¤¥=d

ÊË8¢£¤¥=dqr8sabh=d

kn8¢£¤¥=d���8¢£

¤¥=)

���) ��1) _h_}ah`) Ì)

0.2g 
�#�5)

6_hh~s}h_ 

[

\

#)

*) *) 789)

ha_¬â`!;¨n8_xaxh=dqr

8cax~=)

ha_¬âg_ !;¨n8xba`h=dq

r8g`axc=)

���) ��1) _h_}ag_) Ì)

血容量

扩充剂

产品 

福他乐

复方右

旋糖酐

40 注射

液 

玻瓶，250ml/瓶 

 

降低血液粘滞

性、防止血栓

形成、改善微

循环、增强组

织灌流、渗透

性利尿、扩充

血容量的作

用，临床应用

广泛。 

国药准字 

H20060418 

[

\

#)

*) *) 未列入 

]^~_axg°def}sa``°de^

}sa``°d̈ nss°d²³xhah~°d

ÊË¢£¤¥°do^}sa``°dp

l}sa``°dqrx_a~c°dv^

xga}`°d ¡}sa``°dkn¢£

¤¥°dyzxha_g°df¸}sa``°d

{|}sa``°dofxha_g°d´²

xg°dpn}sa``°d���¢£

¤¥°)

���) ��1) _h_}ag_)
/0ô:;

.òAB�

WX<=�

Ê%>òW

X?@��

�����

� 7 E 2

��AB�

�V$��

ôþÿô:

;.òAB)

非 PVC 多层共挤

输液袋，250ml/

袋 

 

国药准字 

H20060418 

[

\

#)

*) *) 未列入 

]^ssaxc°defbs°de^�

"�#°d̈ ng}hax}°d̈ ±bs°d

mncsag`°dÊË¢£¤¥°do

^¢£¤¥°dplbs°dqr

bsa~h°dtubs°dv^csag`°d

nwbsa~h°d ¡cxa~~°dkn

8¢£¤¥=dyz¢£¤¥°d

f 8̧bs=d{|8bs=dof8cs=d

¦§¨cs°d��bs°dpnbs°)

���) ��1) _h_}ag_)

肠外营

养产品 

迈尔欣

丙氨酰

谷氨酰

胺注射

液 

非 PVC 多层共挤

输液袋，50ml：

10g  

 

输入人体后能

够迅速补充谷

氨酰胺，为免

疫细胞（淋巴

细胞、单核/

巨噬细胞、粒

细胞、NK细

胞）和肠粘膜

上皮细胞提供

能量，同时为

氨基酸、蛋白

质、核苷酸的

合成提供前体

物质。 

国药准字 

H20045975 

[

\

#)

*) *)
国家医保

乙类 

e^8�"�#=d¨n8gg`=d

mn8bbaxx=dÊË8bs=do^

8¢£¤¥=dpl8bbaxx=dq

r8bbaxx=dtu8bbaxx=dn

w8cgach=dyz8¢£¤¥=d

f¸8bs=d{|8bbaxx=d��

8cgach=dpn8cgach=)

���) ��1) _h_}ag_)

/0ôõö

.òAB�

WX<=�

Ê%>òW

X?@��

�����

� 7 E 2

��C�D

ôõö.ò

AB�EF

C�G,õ

ö.ò�H

àRSAB

CD6E;

IW3�V

$��ôþ

ÿ�ýôõ

ö.ò�J

AB)

非 PVC 多层共挤

输液袋，100ml：

20g 

国药准字 

H20143029 

[

\

#)

*) *)
国家医保

乙类 

e^8�"�#=d¨n8gsc=d

mn8g_ca`x=dpl8g_ca`x=d

tu8g_ca`x=dnw8g}}ach=d

yz8¢£¤¥=df 8̧g_ca`x=d

{|8g_ca`x=d��8g}}ach=d

pn8g}}ach=)

���) ��1) _h_}ag_)

玻瓶，50ml：10g 

 

国药准字 

H20045975 

[

\

#)

*) *)
国家医保

乙类 

]^8b`a~h=dkl8~bab~_s=d

mn8¢£¤¥=d��8`gaxg=d

ÊË8¢£¤¥=do 8̂~sa~h=d

tu8`gaxg=d��8~sa~h=)

���) ��1) _h_}ag_)

玻瓶，100ml：20g 
国药准字 

H20143029 

[

\

#)

*) *)
国家医保

乙类 

e 8̂�"�#=d̈ ±8bha}h=d

mn8c_abg=dtu8ghxac}=d

v^8ghxa`_=dof8g_xagx=d

´²8sc=)

���)

à ,

_h_gæ x

K I è

é � ê

# $ ¹

ë î #

$ D J

1ï�à

LÒí�

M N L

� Y Z

JD)

_h_gag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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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肿瘤

药及免

疫调节

剂 

司泰林

乌苯美

司片 

30mg×6 片/12

片/24 片 

 

本品可抑制肿

瘤细胞的生

长、侵袭和转

移，可配合放

疗及化疗用于

各种实体瘤患

者；可应用于

白血病、多发

性骨髓瘤、骨

髓增生异常综

合征及造血干

细胞移植后，

还可提高生活

质量，延长患

者生存周期。 

国药准字 

H20140117 

[

\

#)

*) *) 未列入 

}h©¬â` !;]^8g}`a~`=de

f8g__a_g=de^8�"�#=d

¨n8gxc=d�]8¤¥O6=d

mn8ghsagg=d��8gggash=d

ÊË8¢£¤¥=dpl8gh~ags=d

tu8gggash=dnw8gg`ahb=d

 ¡8gggash=dkn8bsasc=d

yz8¢£¤¥=df 8̧gggash=d

{|8gh~ags=dof8ggsag~=d

´²8g__ax`=dpn8gggash=)

}h©¬âg_!;]^8_``a_s=d¨

n8_cc=dkl8_gsac_=d¨±

8_h~ag}=dtu8_gca_g=dn

w8__`a`g=d ¡8_gca_g=d

kn8¢£¤¥=dyz8¢£¤

¥=d¦§¨8_}`a_x=d��

8_gca_h=d´²8_xhag}=dp

n8¹º¤¥=)

}h©¬â_x!;]^8~gsa_b=d¨

n8~`g=dpl8x_~a~g=d ¡

8xb`a_b=dkn8¢£¤¥=)

���) ��1) _h_}ah`) K�PQR)

合苷易

生混合

核苷片 

20mg×12 片/36

片 

 

本品是合成人

体核算和多种

辅酶的前体物

质，为造血干

细胞提供充足

合成底物，提

高血小板和白

细胞计数；修

复受损造血干

细胞，促进造

血机能；火花

肝功能，加快

受损干细胞的

修复。 

国药准字 

H20057365 

[

\

#)

*) *) 未列入 

_h©¬âg_!;]^8g_ha}}=de

f8gghagx=de^8�"�#=d

¨n8gghagx=dkl8gghagx=d

��8gghagx=d�]8¤¥O6=d

ÊË8¢£¤¥=do^8¢£¤

¥=dtu8gghagx=dv 8̂gghagx=d

nw8gghagx=d ¡8gghagx=d

kn8¢£¤¥=d¦§ 8̈gghagx=d

´²8gghagx=d��8gghag}=)

_h©¬â}`!;]^8}x`abs=d¨

n8}x`abs=dmn8}}haxg=d

f¸8}}haxg=d��8}}haxg=d

{|8}gba}g=dpl8}gba}s=)

��Sê$T

�'(MAB

CD6)

Ì) Ì)

��Sê$

T�àRS

��2�U

VW3�W

XYL#Z

[K��A

B��V$

� � Ö þ

ÿ�)

抗过敏

产品 

非那康

盐酸非

索非那

定片 

60mg×12 片\gc

! 

 

季节性过敏

性鼻炎、慢性

特发性荨麻

疹、接触性皮

炎、湿疹、过

敏性哮喘。 

国药准字 

H20080710 

[

\

#)

*) *) 未列入 

`h©¬âg_ !;]^x_a__°d¨n

8bs=d̈ ±8}}a``=dä 8̈}}a``=d

�]8¤¥O6=dmn8}}a``=d

��8¤¥O6=dÊË8¢£¤

¥=do 8̂}}a``=dpl8}}a``=d

qr8àI6=dtu8}xabx=d

v^8}xac_`=dnw8}xac}=d

 ¡8}xabx=dkn8¢£¤¥=d

yz8¢£¤¥=df 8̧}}a``=d

{|8¹]¤¥=d¦§ 8̈~ga`b=d

´²8}}a``=dpn8}}a``=d

���8¢£¤¥=)

`h©¬âgc !;]^8`_axh=d¨

n8gg`a`h=dkn8¢£¤¥=d

yz8¢£¤¥=d���8¢£

¤¥=)

���)

à L @

A B C

K ^ _

` a b

^)

_h_gahg)

a�ABC

D6$T�

/0dWX

ôõö.ò

AB���

2����

�72��

AB�c�

� V $ �

��Hôõ

ö.òþÿ

AB�)

心脑血

管类产

品 

鑫妥盐

酸替罗

非班氯

化钠注

射液 

100ml:5mg«has¬ 

 

主要用于非

ST 段抬高型

急性冠脉综合

征（NSTE-ACS）

成年患者，预

防早期心肌梗

死。 

国药准字 

H20183306 

[

\

#)

*) *)
国家医保

乙类 

e^8�"�#=d¨n8~h=d

¨±8_cx=d�]8¤¥O6=d

mn8_cx=d²³8MNHI=d

ÊË8_cx=do^8_cx=dpl

8_cx=dnw8_cx=df 8̧_cx=d

{|8_cx=d��8_cx=dpn

8_csagb=d¦§¨8¢£¤¥=d

yz8¢£¤¥=dkn8¢£¤

¥=dtu8_cbax~=)

���)

à R S

A B C

D 6 ;

IW3�

W ,

_h_gæ }

K à I

� ê #

$ ¹ ë

ì í î

# $ D

J 1 ï

W L Ò

í�MN

L � Y

ZJD)

_h_gag_)

_hgc æÊ

LK$T�

/0ôõö

.òAB�

WX<=�

Ê%>òW

X?@��

�����

� 7 E 2

��HàR

SABCD

6E;IW

3�V$�

�ôþÿ�

ýôõö.

ò�JAB)

专科中

成药产

品 

固精麦

斯哈片 

0.2g×36 片/72

片/盒 

 

增强肌体捏住

力，强身补脑，

固精缩尿，乌

发。用于遗精

遗尿，早泄，

体弱，头发早

白，神疲乏力

等。 

国药准字 

Z20063985 

1

#)
*) *) 未列入 

ha_¬â}`!;¨ngcc°d�]¤

¥O6°dmngh_°d²³8à¤

¥=dplgh_°dtugh_°dy

z¢£¤¥°df¸gh_°d¦§¨

8àHde_=)

ha_¬âb_!;¨n}`c°d�]¤

¥O6°dplgsc°dtugsc°d

yz¢£¤¥°df¸gsc°d{|

gsc°d¦§¨8àHde_=)

1#�ø",

ABCD6$

Tfg)

Ì) Ì)

��Sê�

7$T�/

0hi,j

#�)

乌龙散 
4g×10 袋/12 袋

/60 袋 

 补血益气、疏

肝理气、祛风

散邪、活血通

络、祛瘀生新 

国药准字 

B20020429 

1

#)
*) *) 未列入 

x¬âg_ ¯;¨n8g}c=dkn8¢

£¤¥=)

1#�ø",

ABCD6$

Tfg)

Ì) Ì)

×ØSê$

T�/0h

i,klm

0Wnop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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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料药 

盐酸替

罗非班 
5×1kg/袋/桶 

 

:r#.$)CYHT1600722 

:

r

#)

*) *) 未列入 Ì)

:r#�ø"

,ABC$T

fg)

Ì) Ì)

a� stu v

��L@w

%xyáz

�{�Hw

%|}�ê

Ö34)

乌苯美

司 
- 

 

:r#.$ 
国药准字 

H20163417 

:

r

#) *) *) 未列入 Ì)

:r#�ø"

,ABC$T

fg)

Ì) Ì)

Þß��~

LWX��

����a

� stu v

��)

依帕司

他 
5×5kg/袋/桶 

 

:r#.$ CYHS1300485 

:

r

#)

*) *) 未列入 Ì)

:r#�ø"

,ABC$T

fg)

Ì) Ì)

a� stu v

��L@w

%xyáz

�{5��

w%EW�

v��ÙF

w%|}�

êÖ34�)

L-苹果

酸 
- 

 

:r#.$ CYHS1700569 

:

r

#)

*) *) 未列入 Ì)

:r#�ø"

,ABC$T

fg)

Ì) Ì)

a� stu v

��L@w

%xyáz

�{�Hw

%|}�ê

Ö34�@

Ï1���

�����

×ØEvÛ)

右旋糖

酐 40 
25kg/桶 

 

:r#.$ CYHT1600661 

:

r

#)
*) *) 未列入 Ì)

:r#�ø"

,ABC$T

fg)

Ì) Ì)

a� stu v

��L@w

%xyáz

�{�Hw

%|}�ê

Ö34�@

Ï1���

�����

t�ª�� ×Ø

E�>�J

Q)

右旋糖

酐 70 
25kg/桶 

 

:r#.$ CYHT1600722 

:

r

#)
*) *) 未列入 Ì) Ì) Ì)

混合核

苷 
5kg×1 袋 

 

:r#.$ 
国药准字 

H20057364 

:

r

#)

*) *) 未列入 Ì)

:r#�ø"

,ABC$T

fg)

Ì) Ì)

��Sê$

T � a �

stu v��

àRS��

2�UVW

3�WXY

L#Z[K

��AB�

�V$��

Öþÿ�)

�óÌ¢ú&6~Ü>0�ìª50�®vV"[� BCBD F �P «QgÌ

Û)�6~?�û@®�¤>/0¿Àg¢ú�60NÓ�6�±L#N

12±&6AØ/3ØRÙ"m#�»$]45�ØÞÜ"m#�»$]Ø/5

ØRÙ67]Ø¦ÞØRÙ89:;ð]4<5�ØÞÜðJ]=ß�>¡��

6A?È@É�ÚÛÜÝ ÕC �»$JÃ]AÆÅB�6AC<DÞßàáßà

â�»$J~?�û@®�¤/0ECõÓ�6�¹#N�»�AØ/3ØR

Ù"m#�»$]45�ØÞÜ"m#�»$]?È@É�ÚÛÜÝ ÕC�»$]

C<DÞßàáßàâ�»$]E3PöØõ¹ö"m#�»$J5Ô>��AØ

/5ØRÙ67]Ø¦ÞØRÙ89:;ð]4<5�ØÞÜð]�5lpSô

�ð]�FY�G�²Fð]¹HIPö¹M¹HMð]½lmnoð]pqrJ

~?�û@®�¤/0EC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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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æº23BËh¶�h_¾VBh_¤���eµ&òóe�$òó¾J!½

wÜë3ÿ!2&H¤JP.È�O9p23'�[�QÜÊeôõWe'·¾

pzÁÂK¥�µLM¾ïpýþ�Q

1、报告期内公司药品在医保目录及基药目录的调整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在售药品尚未被纳入《国家基本药物目录》。报告期内，公司

涉及一项药品乌苯美司片被调出医保药品目录。除此之外，报告期内公司药品不

存在其他进入或退出医保目录的情形。 

2、“4+7带量采购”政策对公司业务开展、业绩及持续经营能力的影响 

2018 年 11 月 14 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国家

组织药品集中采购试点方案》，以北京、天津、上海、重庆、沈阳、大连、厦门、

广州、深圳、成都、西安 11 个城市的公立医疗机构为集中采购主体。11 月 15

日联合采购办公室发布《4+7城市药品集中采购文件》，公布了 31个采购品种名

录，均为通过一致性评价品种。同时约定了 11 个试点城市公立医疗机构的采购

量，中选价格与试点城市 2017 年同种药品最低采购价相比平均降幅 52%。从产

业链和变化趋势来看，下游终端制剂由于购买方（医保）的议价能力逐步提升，

且竞争厂家数量与日增多，在控费的背景下绝大多数制剂价格未来将逐步下降。

但是在上游的原料药阶段，一方面由于本身原料药产能的释放需要较高的资金、

设施的投入，且呈现一定的规模效应；另一方面由于环保的趋严，导致大量的不

规范产能逐步被淘汰，行业的准入壁垒提高。除此之外，在一致性评价要求下，

规范的大型原料药厂家对于下游制剂厂家的议价能力也将提升，仿制药竞争中原

料药的重要性将越来越明显。 

目前公司主要产品尚未被纳入带量采购药品范围，短期内不会受到影响，长

期来看，在我国医药采购领域提质降费的政策导向下，公司这类具备化学制剂规

模化工艺研发和原料药生产能力的企业，将在原料药市场拥有更大优势。同时，

由于公司制剂产品使用自产原料药生产，一方面原料药的产能、质量和供应可以

实现自我保障，可以避免被上游供应商掣肘，另一方面规模化生产成本能够带来

一定价格优势，原料药/制剂一体化优势将进一步显现。除了现有原料药和制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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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种外，公司有多个原料药和制剂品种在审，如能够顺利获批上市，在集中采购

招标竞价政策实施后公司在制药产业链中将更具有竞争力和话语权。 

带量集中采购对医药制造业及公司的影响。首先，公司销售模式将逐步转变

为带量采购模式。随着带量采购的实施，更多仿制药品种将陆续被纳入带量采购

名单，整个行业销售价格下降将迫使公司大幅降低销售费用，改变传统招标采购

中高销售费用率的特征，以集采中标价进院，中标产品进入医院的可能性大幅提

高，未中标产品销售收入迅速下滑。其次，带量采购将导致整个仿制药行业药企

优胜劣汰，一致性评价和带量采购政策促使现有仿制药企业进行更大的调整，未

通过一致性评价或未能在带量采购中中标的企业将逐渐退出市场。因此，公司将

积极开展一致性评价，争取在带量采购中中选。第三，带量采购将迫使公司丰富

产品数量、有效控制成本、提升技术水平。以价换量的采购模式，迫使公司将提

升自身产品市场占有率和促进产品数量增长作为企业发展的增长驱动因素，迫使

公司将新产品上市速度、生产成本和技术水平作为支撑公司长期发展的核心竞争

力。 

带量采购和一致性评价通过的情况。国家带量采购原则上从通过一致性评价

的仿制药对应的通用名药品中遴选品种。从截至 2020 年 8 月国家联合采购办公

室发布的三批次共计 114个品种来看，入选品种多属于临床用量大、采购金额高、

竞争充分的品种。除以上国家选择品种以外，各省市根据上述原则自主选择地方

带量采购品种。 

公司主要原料药和制剂品种中，奥硝唑氯化钠注射液、丙氨酰谷氨酰胺注射

液、乌苯美司片、复方右旋糖酐 40 注射液均有多家企业进行制剂销售，市场竞

争激烈。上述品种中除丙氨酰谷氨酰胺注射液在行业内已有厂家通过一致性评价

外，奥硝唑氯化钠注射液、乌苯美司片、复方右旋糖酐 40 注射液尚未有通过一

致性评价的生产厂家，被纳入国家带量采购名单的可能性较小。因此，国家带量

采购对公司整体的影响不大。 

由于公司抗感染类产品收入占报告期内的营业收入比例均在 60%以上，而玻

瓶奥硝唑氯化钠注射液收入占报告期内营业收入的比例均在 10%以上，因此报告

期内玻瓶奥硝唑氯化钠注射液是否被纳入省级带量采购对公司的业绩影响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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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报告期内公司奥硝唑系列制剂的营业收入主要来源于非PVC软袋奥硝唑氯化钠

注射液，占 2019年、2020年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54.88%和 50.27%，系报告期

内抗感染类药品的主要收入来源，因此玻瓶奥硝唑氯化钠注射液对公司经营业绩

的影响有限。上述品种销售量较大，市场竞争充分，因此被部分省市纳入带量采

购名单。目前公司其他原料药和制剂品种整体市场销售额较小，市场竞争相对缓

和，短期内对市场销售额影响不大。综上，对于公司上述市场竞争激烈的原料药

和制剂品种被纳入带量采购对公司经营业绩影响较小。 

因此，行业内集中带量采购、一致性评价等行业政策的实施，除会对公司的

业务模式产生影响外，对公司业务开展不会产生重大影响，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

的影响有限。 

QÓWU�gAV¾UJgAV9¼vu�¾LM�F23ÝÞúû¸®�hü

¤a�¿Àj"F¼vU�gAVZ236v|}~U�gAV9��Zp23

'�j'eôõ½¾eôõÜ+eôõo¯eôõ¿�e�¯Àßeïo-¯ì

'eÁÂ2EF9�µLMøQ

®�hü¤a�¿Àj"F¼vU�gAVZ236v|}~U�gAV9

��Zp23'�j'eôõ½¾eôõÜ+eôõo¯eôõ¿�e�¯Àße

ïo-¯ì'eÁÂ2EF9�µLMøQ

公司已在公开转让说明书“第二节 公司业务”之“七、所处行业、市场规

模及基本风险特征”之“（五）其他情况”中补充披露如下： 

PH]2x�ÞQÌ

ADJù�è#JøKYP2x�p¿ÀÌ

¦rX uLÈ&6ù°L�NïMù°�_N�¶&6®vN$ÿ�µ�

Ö�4$%N�a8OTa* BCD� F D P��Ád#)*�?/µâ³´&6

230KYP2x�p>-.£îA³YJ>°ÝKA$µ�ÖdPBCD�QÕIJN

�?/µâ³´&6230RuKYP2x�pgÌ

´?�ùKè#JøySN�?/µâ³´0?���"?KY2x�N�

/8ÇÈµâ³´0?NFÒñTKYP2x�pN×É$�Ux�¿Àg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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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x�>-.|¨?�5üâ�d��¬N�Ú�5ü£�>45N5üY

ýÚ�N�¨©;¬@�N|¨?�>[oäZ;ùÚlg6°9ÌÁ&6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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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ÆôõZ�¿Àj[Ã~þUJgAVZYNpïôõZ��%ZUJ

gAVp23ÊËôõÜ+eôõj'¾'�¼Ä9LMZ23òÚ9ïpýþZ

�ÃZ45~���uv#$<¥qN�Q

公司已在公开转让说明书“第二节公司业务”之“七、所处行业、市场规模

及基本风险特征”之“（五）其他情况”中补充披露如下： 

!Õ] x�ÞQK\¿ÀÌ

ADJ³YP x�p>ªø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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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券商回复】 

  1、尽调过程及事实依据 

序

号 尽调过程 事实依据 

1 

访谈公司高管，了解公司所处制药行业、具体在售药品在基药目录、

医保、政府集中带量采购方面的具体情况；推行“两票制”情况，公

司执行和落实“两票制”的情况、两票制对公司业务模式、销售价格、

销售收入、销售费用等影响情况 

访谈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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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查阅公司出具的有关说明 情况说明 

3 查阅公司销售明细，分析公司在一票制对应区域销售占比情况 销售明细单 

   2、分析过程 

  F`a^beonekmnp¬Ç<¥uvz{Zpv'9N~þ¿ÀLM

23'�[�Z¿ÀLM239pzÁÂK¥8·�åNO。 

（1）关于医保、集中采购、一致性评价等政策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影响核查 

报告期内公司药品进入或调出基药目录、医保目录的情况，以及公司各类药

品对应的市场价格的形成方式。报告期内公司药品尚未被纳入《国家基本药物目

录》。报告期内，公司涉及一项药品乌苯美司片被调出医保药品目录。除此之外，

报告期内公司药品不存在其他进入或退出医保目录的情形。公司目前各类药品的

市场价格以投标挂网的中标价格为准，主要涉及限价挂网、直接挂网、备案采购；

公司目前已被列入各省集中采购的药品主要有奥硝唑氯化钠注射液、丙氨酰谷氨

酰胺注射液、乌苯美司片。 

2020 年公司的奥硝唑氯化钠注射液在西南四省的区域集中采购招投标中落

标的原因。在西南四省联盟集中带量采购中，公司是以玻瓶类奥硝唑氯化钠注射

液作为代表产品参与竞价，玻瓶类奥硝唑氯化钠注射液则是以软袋差比计算是否

中标。此次带量集中采购分为经济技术标和商务标，而经济技术标中采购量和覆

盖率在总分中占比较大，综合得分最高的企业入围中标，得分次低企业可跟随入

围企业价格中标。公司此次得分中采购量和覆盖率得分较高，但因竞品企业（陕

西金裕）以极端跳水价格进行报价，导致公司综合得分不是最高分而落标，次低

企业四川科伦也因跟标价格过低而放弃中标。 

公司主要原料药和药品在各省市集中采购中标的情况如下表所示： 

治疗 

领域 

药品名

称 
规格 图示 

适应症/功能

主治 
批准文号 

所

属

药

品

注

册

分

类 

是否

属于

仿制

药 

是否

属于

处方

药 

是否列入

医保范围 

中标地区及中标价格 

（中标价单位：元） 

应取得一致性

评价的时间 

一 致 性

评 价 的

申 报 及

审 批 进

展情况 

预 计 完

成 评 价

时点 

生产工艺及

技术情况 

抗感染

类产品 

奥立妥

奥硝唑

氯化钠

注射液 

玻瓶，100ml：

0.5g 

 

本品是继甲硝

唑、替硝唑之

后的第三代硝

基咪唑嘞衍生

物，具有良好

的抗厌氧菌和

抗厌氧菌和抗

原生质（如滴

国药准字 

H20040325 

化

学

药 

是 是 
国家医保

乙类 

海南（26.78）、湖北（18.10）、

福建（18.10）、广东（18.88）、

陕西（18.10）、河南（18.10）、

山东（18.10）、四川（19.90）、

重庆（17.86）、云南（20.99）、

西藏（24.99）、安徽（18.10）、

天津（38.73）、河北（26.50）、

吉林（18.10）、内蒙古（21.19） 

无规定 准备中 2023.06 

工艺上采用

过 度 杀 灭

法，产品质

量执行国内

最 严 格 标

准，更能保

证 产 品 质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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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瓶，100ml：

0.25g 

虫等）感染作

用。其发挥抗

微生物作用，

是通过其分子

中的硝基在无

氧环境中还原

成氨基或通过

自由基的形

成，与细胞成

分相互作用，

从而导致微生

物的死亡。 

国药准字 

H20041578 

化

学

药 

是 是 
国家医保

乙类 

海南（17.40）、陕西（13.50）、

甘肃（15）、山东（13.50）、重庆

（13.50）、云南（16.99）、贵州

（13.50）、安徽（直接挂网）、河

北（20.97）、黑龙江（21.135）、

内蒙古（直接挂网）、 

无规定 准备中 2023.06 

非 PVC 多层共挤

输液袋、非 PVC

软袋双层无菌、

非 PVC 软袋单管

双阀，100ml：

0.5g 

 

 

国药准字 

H20040325 

化

学

药 

是 是 
国家医保

乙类 

100ml:0.25g(软袋)：海南（23.40）、

江西（31）、江苏（20.13）、宁夏

（20.13）、山东（20.13）、四川

（20.62）、重庆（20.13）、云南

（22.40）、贵州（20.62）、广西

（20.40）、安徽（23.35）、天津

（20.13）、河北（21.33）、黑龙

江（23.003）、吉林（22.36）、辽

宁（21.72）、陕西(20.13)、内蒙

古（直接挂网） 

100ml:0.25g(双层无菌 )：陕西

（23.10）、山东（23.10）、贵州

（23.10）、北京（23.10）、辽宁

（24.75）、山西（监控挂网）、内

蒙古（直接挂网） 

100ml:0.25g(双阀)：河南（直接挂

网）、山东（23.35）、四川（23.35）、

贵州（23.35）、安徽（23.35）、

天津（23.35）、黑龙江（23.883）、

辽宁（23.49）、山西（23.35）、

内蒙古（直接挂网） 

无规定 准备中 2023.06 

工艺上采用

过 度 杀 灭

法，包装采

用五层共挤

输液用袋避

免污染、破

损，产品质

量执行国内

最 严 格 标

准，更能保

证产品质量 

非 PVC 多层共挤

输液袋、非 PVC

软袋双层无菌、

非 PVC 软袋单管

双阀，100ml：

0.25g 

国药准字 

H20041578 

化

学

药 

是 是 
国家医保

乙类 

100ml:0.5g(软袋)：海南（37.60）、

湖北（30.15）、江西（48.20）、

江苏（30.11）、上海（32.24）、

甘肃（30.98）、青海（30.11）、

新疆（39）、河南（30.15）、山东

（30.11）、四川（30.15）、重庆

（30.11）、云南（31.80）、西藏

（33.98）、贵州（30.15）、广西

（30.15）、安徽（直接挂网）、天

津（30.11）、河北（30.15）、黑

龙江（31.157）、山西（30.15）、

内蒙古（31.81） 

100ml:0.5g(软 袋 双 阀 )：宁夏

（35.01）、河南（直接挂网）、山

东（35）、四川（35）、西藏（36.58）、

广西（35）、安徽（35）、北京（35）、

天津（35）、黑龙江（36.829）、

吉林（35.91）、辽宁 35）、山西

（35）、内蒙古（36.58） 

100ml:0.5g(双 层 无 菌 )：山西

（38.73）、河南（直接挂网）、山

东（38.73）、北京（38.73）、天

津（38.73）、河北（41.02）、吉

林（38.73）、辽宁（38.73）、山

西（监控挂网）、内蒙古（38.73） 

无规定 准备中 2023.06 

奥立泰

奥硝唑

胶囊 

0.1g×20 粒 

 

本品是继甲硝

唑、替硝唑之

后的第三代硝

基咪唑类衍生

物，具有良好

的抗厌氧菌和

抗厌氧菌和抗

原生质（如滴

虫等）感染作

用。可广泛用

于治疗由厌氧

菌、阿米巴原

虫、贾第鞭毛

虫、毛滴虫等

感染引起的各

种疾病。 

国家准字 

H20031256 

化

学

药 

是 是 
国家医保

乙类 
- 无规定 

考 虑 到

市 场 的

受 欢 迎

程 度 和

公 司 同

等 产 品

可 替 代

性，目前

已注销 

- - 

0.25g×12 粒

/18 粒/36 粒 

 

国家准字 

H20031257 

化

学

药 

是 是 
国家医保

乙类 

0.25g×12 粒：海南（14.31）、江

西（15.90）、广东（9.8568）、浙

江（9.69）、陕西（直接挂网）、

山东（9.69）、四川（10.29）、重

庆（10.64）、贵州（10.29）、广

西（直接挂网）、安徽（直接挂网）、

内蒙古（直接挂网） 

0.25g×18 粒：海南（21.14）、江

西（23.50）、浙江（14.53）、陕

西（直接挂网）、宁夏（14.53）、

新疆（14.94）、河南（14.53）、

重庆（15.96）、贵州（15.48）、

广西（直接挂网）、安徽（直接挂

网）、内蒙古（直接挂网） 

0.25g×36 粒：海南（41.23）、湖

北（30.19）、江西（45.80）、浙

江（29.06）、陕西（直接挂网）、

河南（29.06）、重庆（31.93）、

西藏（35.33）、贵州（30.19）、

广西（直接挂网）、北京（29.06）、

无规定 

拟 于

2021 年

底 报 送

至 国 家

药 品 监

督 管 理

局 药 品

评 审 中

心 

2022.12 

胶囊剂，虽

与参比制剂

剂 型 不 一

致，但属于

固体常规剂

型，能够保

证产品质量

和疗效与参

比制剂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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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29.05）、河北（35.73）、

吉林（29.05）、山西（29.06）、

内蒙古（直接挂网）、 

奥必沙

奥硝唑

阴道泡

腾片 

0.5g×7 片/14

片 

 

用于细菌性阴

道病、滴虫性

阴道炎。 

国药准字 

H20120013 

化

学

药 

是 是 未列入 

0.5g×7 片：江西（23.80）、广西

（直接挂网）、内蒙古（直接挂网） 

0.5g×14 片：海南（49.62）、湖

北（39.44）、湖南（备案采购）、

江西（46.50）、福建（34.85）、

广东（37.981）、宁夏（40.40）、

新疆（直接挂网）、山东（39.43）、

贵州（39.60）、广西（直接挂网）、

天津（39.44）、吉林（39.43）、

山西（39.44）、内蒙古（直接挂网） 

无规定 

非 口 服

固 体 制

剂，无需

开 展 一

致 性 评

价 

- 

外用制剂，

局部用药，

直接到达病

灶部位，快

速起效。安

全副作用小 

奎泰加

替沙星

氯化钠

注射液 

非 PVC 多层共挤

输液袋，100ml：

0.1g 
 

主要用于由敏

感病原体所致

的各种中度以

上的慢性支气

管炎急性细菌

性发作、急性

鼻窦炎、社区

获得性肺炎、

非复杂性泌尿

道感染（膀胱

炎）、复杂性

泌尿道感染、

肾盂肾炎、非

复杂性尿道和

宫颈淋病等感

染性疾病。 

国药准字 

H20059308 

化

学

药 

是 是 未列入  无规定 准备中 2023.12 - 

非 PVC 多层共挤

输液袋，100ml：

0.2g 

国药准字 

H20050846 

化

学

药 

是 是 未列入 

湖北（19.56）、江西（55）、广东

（18.49）、江苏（18.48）、浙江

（18.48）、陕西（直接挂网）、新

疆（直接挂网）、山东（18.48）、

四川（22.84）、云南（19.083）、

贵州（18.49）、广西（直接挂网）、

天津（18.48）、黑龙江（26.57）、

吉林（22.53）、辽宁（19.20）、

山西（18.49）、内蒙古（直接挂网） 

无规定 准备中 2023.12 - 

玻瓶 100ml：

0.2g 

 

化

学

药 

是 是 未列入 

海南（30.71）、湖北（16.30）、

江西（51）、江苏（16.29）、陕西

（直接挂网）、新疆（直接挂网）、

山东（16.30）、四川(18.82)、重

庆（16.30）、云南（16.30）、西

藏（17.12）、贵州（16.30）、辽

宁（16.72）、内蒙古（直接挂网） 

无规定 准备中 2023.12 - 

奎尔泰

加替沙

星片 

0.1g 
 

国药准字 

H20050845 

化

学

药 

是 是 未列入 

海南（16.51）、湖北（10.56）、

江西（28）、陕西（直接挂网）、

新疆（直接挂网）、四川（9.70）、

广西（直接挂网）、内蒙古（直接

挂网） 

无规定 准备中 2023.06 - 

0.2g 
国药准字 

H20059302 

化

学

药 

是 是 未列入 

0.2g×6 片：江西（24.40）、四川

（8.45） 

0.2g×12 片：江西（47.60）、四

川（16.48） 

无规定 准备中 2023.12 - 

血容量

扩充剂

产品 

福他乐

复方右

旋糖酐

40 注射

液 

玻瓶，250ml/瓶 

 

降低血液粘滞

性、防止血栓

形成、改善微

循环、增强组

织灌流、渗透

性利尿、扩充

血容量的作

用，临床应用

广泛。 

国药准字 

H20060418 

化

学

药 

是 是 未列入 

海南(52.41)、湖北(39.66)、湖南

(39.66)、江西(99)、宁夏(40.05)、

新疆(直接挂网)、河南(39.66)、山

东(39.66)、四川(42.58)、云南

(41.36)、贵州(39.66)、广西(直接

挂网)、安徽(40.21)、北京(39.66)、

天津(39.66)、河北(40.21)、辽宁

(41)、山西(39.66)、内蒙古(直接

挂网) 

无规定 准备中 2023.12 
处方与原研

制剂一致，

工艺符合最

新注射剂工

艺要求，质

量上执行最

严 格 的 标

准，从而保

证产品质量

与疗效与原

研制剂一致 

非 PVC 多层共挤

输液袋，250ml/

袋 

 

国药准字 

H20060418 

化

学

药 

是 是 未列入 

海南(99.48)、湖北(79)、湖南(备

案采购)、江西(130.43)、江苏(79)、

陕西(89.16)、新疆(直接挂网)、河

南(直接挂网)、山东(79)、四川

(79.50)、重庆(79)、云南(89.16)、

西藏(79.50)、贵州(84.55)、广西

（直接挂网）、安徽(直接挂网)、

北京（79）、天津（79）、河北（89）、

黑龙江(89)、吉林(79)、山西(79) 

无规定 准备中 2023.12 

肠外营

养产品 

迈尔欣

丙氨酰

谷氨酰

胺注射

液 

非 PVC 多层共挤

输液袋，50ml：

10g  

 

输入人体后能

够迅速补充谷

氨酰胺，为免

疫细胞（淋巴

细胞、单核/

巨噬细胞、粒

细胞、NK细

胞）和肠粘膜

上皮细胞提供

能量，同时为

氨基酸、蛋白

质、核苷酸的

合成提供前体

国药准字 

H20045975 

化

学

药 

是 是 
国家医保

乙类 

湖南（备案采购）、江西（116）、

陕西（77.44）、新疆（79）、河南

（直接挂网）、山东（77.44）、四

川（77.44）、重庆（77.44）、西

藏（81.80）、安徽（直接挂网）、

北京（79）、天津（77.44）、吉林

（81.80）、山西（81.80） 

无规定 准备中 2023.12 

处方与参比

制剂一致，

工艺符合最

新注射剂工

艺要求，质

量上执行最

严 格 的 标

准，杂质谱

与参比制剂

一致，有些

杂质低于参

比制剂，且

已完成一致

非 PVC 多层共挤

输液袋，100ml：

20g 

国药准字 

H20143029 

化

学

药 

是 是 
国家医保

乙类 

湖南（备案采购）、江西（198）、

陕西（128.64）、山东（128.64）、

重庆（128.64）、西藏（133.80）、

安徽（直接挂网）、北京（128.64）、

天津（128.64）、吉林（133.80）、

山西（133.80） 

无规定 准备中 202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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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瓶，50ml：10g 

 

物质。 

国药准字 

H20045975 

化

学

药 

是 是 
国家医保

乙类 

海南（76.50）、广东（57.7529）、

陕西（直接挂网）、甘肃（61.41）、

新疆（直接挂网）、河南（59.50）、

重庆（61.41）、吉林（59.50） 

无规定 准备中 2023.12 

性评价的研

究工作，产

品质量与疗

效能够与参

比制剂保持

一致 

玻瓶，100ml：20g 
国药准字 

H20143029 

化

学

药 

是 是 
国家医保

乙类 

湖南（备案采购）、江苏（70.30）、

陕西（82.71）、重庆（104.83）、

云南（104.62）、河北（124.14）、

辽宁（98） 

无规定 

已 于

2021年 4

月 报 送

至 国 家

药 品 监

督 局 药

品 评 审

中心，已

获受理，

正 在 进

行 技 术

审评 

2021.12 

抗肿瘤

药及免

疫调节

剂 

司泰林

乌苯美

司片 

30mg×6 片/12

片/24 片 

 

本品可抑制肿

瘤细胞的生

长、侵袭和转

移，可配合放

疗及化疗用于

各种实体瘤患

者；可应用于

白血病、多发

性骨髓瘤、骨

髓增生异常综

合征及造血干

细胞移植后，

还可提高生活

质量，延长患

者生存周期。 

国药准字 

H20140117 

化

学

药 

是 是 未列入 

30mg×6 片：海南（136.56）、湖

北（122.21）、湖南（备案采购）、

江西（148）、上海（挂网议价）、

陕西（109.11）、甘肃（111.90）、

新疆（直接挂网）、山东（105.19）、

重庆（111.90）、西藏（116.07）、

贵州（111.90）、广西（79.98）、

安徽（直接挂网）、北京（111.90）、

天津（105.19）、河北（119.15）、

辽宁（122.46）、山西（111.90） 

30mg×12 片：海南（266.29）、江

西（288）、广东（219.82）、江苏

（205.13）、重庆（218.21）、西

藏（226.61）、贵州（218.21）、

广西（直接挂网）、安徽（直接挂

网）、黑龙江（236.24）、吉林

（218.20）、辽宁（240.13）、山

西（监控挂网） 

30mg×24 片：海南（519.27）、江

西（561）、山东（425.51）、贵州

（476.27）、广西（直接挂网） 

无规定 准备中 2023.06 批准文号少 

合苷易

生混合

核苷片 

20mg×12 片/36

片 

 

本品是合成人

体核算和多种

辅酶的前体物

质，为造血干

细胞提供充足

合成底物，提

高血小板和白

细胞计数；修

复受损造血干

细胞，促进造

血机能；火花

肝功能，加快

受损干细胞的

修复。 

国药准字 

H20057365 

化

学

药 

是 是 未列入 

20mg×12 片：海南（120.33）、湖

北（110.14）、湖南（备案采购）、

江西（110.14）、广东（110.14）、

甘肃（110.14）、上海（挂网议价）、

新疆（直接挂网）、河南（直接挂

网）、重庆（110.14）、云南（110.14）、

西藏（110.14）、贵州（110.14）、

广西（直接挂网）、黑龙江（110.14）、

辽宁（110.14）、吉林（110.13） 

20mg×36 片：海南（346.79）、江

西（346.79）、陕西（330.41）、

北京（330.41）、吉林（330.41）、

天津（317.31）、山东（317.39） 

国内独家品种

无需开展一致

性评价 

- - 

国内独家品

种，已完成

质量标准提

升工作，并

即将获药典

委批准，从

而保证产品

质 量 和 疗

效。 

抗过敏

产品 

非那康

盐酸非

索非那

定片 

60mg×12 片/18

片 

 

季节性过敏

性鼻炎、慢性

特发性荨麻

疹、接触性皮

炎、湿疹、过

敏性哮喘。 

国药准字 

H20080710 

化

学

药 

是 是 未列入 

60mg×12 片：海南(42.22)、江西

（79）、江苏（33.66）、浙江（33.66）、

上海（挂网议价）、陕西（33.66）、

甘肃（挂网议价）、新疆（直接挂

网）、河南（33.66）、山东（33.66）、

四川（已报价）、重庆（34.74）、

云南（34.826）、西藏（34.83）、

贵州（34.74）、广西（直接挂网）、

安徽（直接挂网）、北京（33.66）、

天津（监测挂网）、黑龙江（51.67）、

辽宁（33.66）、山西（33.66）、

内蒙古（直接挂网） 

60mg×18 片：海南（62.40）、江

西（116.60）、广西（直接挂网）、

安徽（直接挂网）、内蒙古（直接

挂网） 

无规定 

已 获 得

一 致 性

批 件 补

充 通 知

件 

2021.01 

通过一致性

评价品种。

处方、工艺

与参比制剂

一致，质量

标准执行最

严格标准，

从而更好保

证 产 品 质

量，且与参

比制剂疗效

一致。 

心脑血

管类产

品 

鑫妥盐

酸替罗

非班氯

化钠注

射液 

100ml:5mg:0.9g 

 

主要用于非

ST 段抬高型

急性冠脉综合

征（NSTE-ACS）

成年患者，预

防早期心肌梗

死。 

国药准字 

H20183306 

化

学

药 

是 是 
国家医保

乙类 

湖南（备案采购）、江西（50）、

江苏（284）、上海（挂网议价）、

陕西（284）、宁夏（正在申报）、

新疆（284）、河南（284）、山东

（284）、西藏（284）、北京（284）、

天津（284）、吉林（284）、山西

（289.17）、黑龙江（直接挂网）、

安徽（直接挂网）、广西（直接挂

网）、重庆（287.45） 

无规定 

已 完 成

一 致 性

评 价 研

究工作，

并 于

2021年 3

月 已 报

国 家 药

品 监 督

管 理 局

药 品 评

审 中 心

并 获 受

2021.12 

2018 年新

获批品种，

处方与参比

制剂一致，

工艺符合最

新注射剂工

艺要求，质

量上执行最

严 格 的 标

准。且已完

成一致性评

价的研究工

作，产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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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正在

进 行 技

术审评 

量与疗效能

够与参比制

剂保持一致 

专科中

成药产

品 

固精麦

斯哈片 

0.2g×36 片/72

片/盒 

 

增强肌体捏住

力，强身补脑，

固精缩尿，乌

发。用于遗精

遗尿，早泄，

体弱，头发早

白，神疲乏力

等。 

国药准字 

Z20063985 

中

药 
是 是 未列入 

0.2g×36 片：江西(188)、上海(挂

网议价)、陕西(102)、宁夏（已挂

网）、山东(102)、重庆(102)、安

徽(直接挂网)、北京(102)、黑龙江

（已申请增补） 

0.2g×72 片：江西(368)、上海(挂

网议价)、山东(198)、重庆(198)、

安徽(直接挂网)、北京(198)、天津

(198)、黑龙江（已申请增补） 

中药，不属于

一致性评价品

种范围 

- - 

国内独家规

格品种，处

方来源于维

药。 

乌龙散 
4g×10 袋/12 袋

/60 袋 

 补血益气、疏

肝理气、祛风

散邪、活血通

络、祛瘀生新 

国药准字 

B20020429 

中

药 
是 是 未列入 

4g×12 袋：江西（138）、广西（直

接挂网） 

中药，不属于

一致性评价品

种范围 

- - 

公司独家品

种，处方来

源于祖传秘

方并经临床

验证。 

原料药 

盐酸替

罗非班 
5×1kg/袋/桶 

 

原料药制品 CYHT1600722 

原

料

药 

是 是 未列入 - 

原料药，不属

于一致性品种

范围 

- - 

通过 GMP认

证，获得出

口欧盟销售

证书，且出

口多个国家

和地区 

乌苯美

司 
- 

 

原料药制品 
国药准字 

H20163417 

原

料

药 是 是 未列入 - 

原料药，不属

于一致性品种

范围 

- - 

目前国内先

进工艺，质

量优良。通

过 GMP 认

证。 

依帕司

他 
5×5kg/袋/桶 

 

原料药制品 CYHS1300485 

原

料

药 

是 是 未列入 - 

原料药，不属

于一致性品种

范围 

- - 

通过 GMP认

证，获得出

口欧盟销售

证书及日本

出口的工厂

认证，同时

出口多个国

家和地区。 

L-苹果

酸 
- 

 

原料药制品 CYHS1700569 

原

料

药 

是 是 未列入 - 

原料药，不属

于一致性品种

范围 

- - 

通过 GMP认

证，获得出

口欧盟销售

证书，且出

口多个国家

和地区，得

到全球最大

使用商贝朗

公司的认可 

右旋糖

酐 40 
25kg/桶 

 

原料药制品 CYHT1600661 

原

料

药 
是 是 未列入 - 

原料药，不属

于一致性品种

范围 

- - 

通过 GMP认

证，获得出

口欧盟销售

证书，且出

口多个国家

和地区，得

到全球最大

使用商印度

Mylan 公司

的供应商审

计 

右旋糖

酐 70 
25kg/桶 

 

原料药制品 CYHT1600722 

原

料

药 
是 是 未列入 - - - 

混合核

苷 
5kg×1 袋 

 

原料药制品 
国药准字 

H20057364 

原

料

药 

是 是 未列入 - 

原料药，不属

于一致性品种

范围 

- - 

国内独家品

种 ， 通 过

GMP 认证，

已完成质量

标准提升工

作，并即将

获药典委批

准，从而保

证产品质量

和疗效。 

注: 上述药品对应的中标地区和中标价格数据截至 2021年 6月 5日。 

相关产品对公司报告期内业绩的贡献情况。上述产品中，按产品种类划分，

抗感类药品（奥立妥奥硝唑氯化钠注射液、奎泰加替沙星氯化钠注射液、奥立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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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硝唑胶囊、奥必沙奥硝唑阴道泡腾片、奎尔泰加替沙星片）、血容量扩充剂产

品（福他乐复方右旋糖酐 40 注射液）以及肠外营养产品（迈尔欣丙氨酰谷氨酰

胺注射液）对公司报告期内业绩贡献最大；按产品剂型分，注射剂（奥立妥奥硝

唑氯化钠注射液、奎泰加替沙星氯化钠注射液、福他乐复方右旋糖酐 40注射液、

迈尔欣丙氨酰谷氨酰胺注射液、鑫妥盐酸替罗非班氯化钠注射液）和口服制剂（奥

立泰奥硝唑胶囊、奥必沙奥硝唑阴道泡腾片、奎尔泰加替沙星片、司泰林乌苯美

司片、合苷易生混合核苷片、非那康盐酸非索非那定片、固精麦斯哈片、乌龙散）

对公司报告期内业绩贡献最大。 

带量集中采购对药品销售价格的影响及变动趋势。2018年 11月 14日，中央

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试点方案》，

以北京、天津、上海、重庆、沈阳、大连、厦门、广州、深圳、成都、西安 11

个城市的公立医疗机构为集中采购主体。11 月 15 日联合采购办公室发布《4+7

城市药品集中采购文件》，公布了 31 个采购品种名录，均为通过一致性评价品

种。同时约定了 11个试点城市公立医疗机构的采购量，中选价格与试点城市 2017

年同种药品最低采购价相比平均降幅 52%。从产业链和变化趋势来看，下游终端

制剂由于购买方（医保）的议价能力逐步提升，且竞争厂家数量与日增多，在控

费的背景下绝大多数制剂价格未来将逐步下降。但是在上游的原料药制造产业，

一方面由于本身原料药产能的释放需要较高的资金、设施的投入，且呈现一定的

规模效应；另一方面由于环保的趋严，导致大量的不规范产能逐步被淘汰，行业

的准入壁垒提高。除此之外，在一致性评价要求下，规范的大型原料药厂家对于

下游制剂厂家的议价能力也将提升，仿制药竞争中原料药的重要性将越来越明显。

目前公司在售药品中，盐酸非索非那定片（60mg）已通过一致性评价，其他药品

已按照要求陆续提上药品一致性评价工作的开展日程。奥硝唑氯化钠注射液、丙

氨酰谷氨酰胺注射液、乌苯美司片被纳入带量采购药品范围，因此短期内不会受

到影响。长期来看，在我国医药采购领域提质降费的政策导向下，公司这类具备

化学制剂规模化工艺研发和原料药生产能力的企业，将在原料药市场拥有更大优

势。同时，由于公司制剂产品使用资产原料药生产，一方面原料药的产能、质量

和供应可以实现自我保障，可以避免被上游供应商掣肘，另一方面规模化生产成

本能够带来一定价格优势，原料药/制剂一体化优势将进一步显现。除了现有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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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药和制剂品种外，公司有多个原料药和制剂一体化品种在审，如能够顺利获批

上市，在集中采购招标竞价政策实施后公司在制药产业链中将更具有竞争力和话

语权。 

带量采购对医药制造业及公司的影响。首先，公司销售模式将逐步转变为带

量采购模式。随着带量采购的实施，更多仿制药品种将陆续被纳入带量采购名单，

整个行业销售价格下降将迫使公司大幅降低销售费用，改变传统招标采购中高销

售费用率的特征，以集采中标价进院，中标产品进入医院的可能性大幅提高，未

中标产品销售收入迅速下滑。其次，带量采购将导致整个仿制药行业药企优胜劣

汰，一致性评价和带量采购政策促使现有仿制药企业进行更大的调整，未通过一

致性评价或未能在带量采购中中标的企业将逐渐退出市场。因此，公司将积极开

展一致性评价，争取在带量采购中中选。第三，带量采购将迫使公司丰富产品数

量、有效控制成本、提升技术水平。以价换量的采购模式，迫使公司将提升自身

产品市场占有率和促进产品数量增长作为企业发展的增长驱动因素，迫使公司将

新产品上市速度、生产成本和技术水平作为支撑公司长期发展的核心竞争力。 

国家带量采购原则上从通过一致性评价的仿制药对应的通用名药品中遴选

品种。从截至 2020 年 8 月国家联合采购办公室发布的三批次共计 114 个品种来

看，入选品种多属于临床用量大、采购金额高、竞争充分的品种。除以上国家选

择品种以外，各省市根据上述原则自主选择地方带量采购品种。 

带量采购和一致性评价通过的情况。国家带量采购原则上从通过一致性评价

的仿制药对应的通用名药品中遴选品种。从截至 2020 年 8 月国家联合采购办公

室发布的三批次共计 114个品种来看，入选品种多属于临床用量大、采购金额高、

竞争充分的品种。除以上国家选择品种以外，各省市根据上述原则自主选择地方

带量采购品种。公司主要原料药和制剂品种中，奥硝唑氯化钠注射液、丙氨酰谷

氨酰胺注射液、乌苯美司片、复方右旋糖酐 40 注射液均有多家企业进行制剂销

售，市场竞争激烈。上述品种中除丙氨酰谷氨酰胺注射液在行业内已有厂家通过

一致性评价外，奥硝唑氯化钠注射液、乌苯美司片、复方右旋糖酐 40 注射液尚

未有通过一致性评价的生产厂家，被纳入国家带量采购名单的可能性较小。因此，

国家带量采购对公司整体的影响不大。 



 133 / 418 

由于公司抗感染类产品收入占报告期内的营业收入比例均在 60%以上，而玻

瓶奥硝唑氯化钠注射液收入占报告期内营业收入的比例均在 10%以上，因此报告

期内玻瓶奥硝唑氯化钠注射液是否被纳入省级带量采购对公司的业绩影响有限。

因报告期内公司奥硝唑系列制剂的营业收入主要来源于非PVC软袋奥硝唑氯化钠

注射液，占 2019年、2020年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54.88%和 50.27%，系报告期

内抗感染类药品的主要收入来源，因此玻瓶奥硝唑氯化钠注射液对公司经营业绩

的影响有限。上述品种销售量较大，市场竞争充分，因此被部分省市纳入带量采

购名单。目前公司其他原料药和制剂品种整体市场销售额较小，市场竞争相对缓

和，短期内对市场销售额影响不大。综上，公司上述市场竞争激烈的原料药和制

剂品种被纳入带量采购对公司经营业绩影响较小。 

综上所述，行业内集中带量采购、一致性评价等行业政策的实施，除会对公

司的业务模式产生影响外，对公司业务开展不会产生重大影响，对公司持续经营

能力的影响有限。 

2、关于“两票制”政策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影响的核查 

①两票制推行进度及影响： 

为了进一步规范药品流通秩序，压缩流通环节，降低药品价格，国务院医改

办会同国家卫计委等八部委于 2017年 1月联合下发《关于在公立医疗机构药品

采购中推行“两票制”的实施意见（试行）的通知》（国医改办发〔2016〕4号），

在公立医疗机构药品采购中逐步推行“两票制”。 

就公司所处细分领域而言，在公立医疗机构层面已基本全面推行两票制，在

私立等其他医疗机构层面，目前鼓励推行“两票制”，但仍存在多票制情况。 

两票制的实施使得公司销售模式发生改变，在增加销售收入的同时，销售费

用增加，并得到有效控制，使得公司的盈利能力有所增强。即通过减少药品流通

环节，有效减少药品流通成本，增强医药企业盈利能力。 

报告期内，公司一直采用两票制方式销售，即公司通过参与药品集中采购平

台或招投标采购平台的招标确定价格，然后销售给一级配送商，再由配送商销售

给医院等终端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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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公司一直采用两票制方式销售。因此，两票制的全面推行对公司

业务模式、销售渠道、销售价格、销售收入、销售费用、回款周期、应收账款管

理、税负不构成影响。 

②一票制推行进度及影响： 

2015年 2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完善公立医院药品集中采购工作的指

导意见》，指出：“鼓励医院与药品生产企业直接结算药品货款、药品生产企业与

配送企业结算配送费用。 

范围 文件 政策 

福建 《关于进一步改革完善药品生

产流通使用政策的实施意见》 

明确 17 项措施提高药品质量疗效，规范药品流通和

使用行为。 

浙江 《平台医疗卫生机构目录》 旨在建立“三流合一”（业务流、信息流、资金流）

新平台 

湖北 《关于深入推进价格机制改革

的实施意见》 

加快建立全省统一的医药产品电子交易平台，鼓励

医药产品购销实行“一票制”。 

陕西 《陕西省“十三五”深化医药

卫生体制改革实施方案》 

城市公立医疗机构要全面实行药品耗材“两票制”，

鼓励“一票制”，压缩配送企业数量。 

天津 《天津市深化医药卫生体制综

合改革 2017年重点工作任务》 

全面推行药品采购从生产企业到流通企业、从流通

企业到医疗卫生机构各开一次发票的“两票制”，探

索医疗卫生机构与生产企业直接结算药品和耗材货

款、生产企业与配送企业结算配送费用的“一票制”，

压缩中间环节，降低虚高价格。 

山东 《山东省公立医疗机构药品采

购推行“两票制”实施方案（试

行）》 

全面推行“两票制”，鼓励试点“一票制”，严格控

制“第三票”。在三级甲等综合医院选择部分用量较

大、市场供应渠道简单的药品，由生产企业自愿作

出承诺，医疗机构优先进行选择，试行“一票制”（医

疗机构与药品生产企业直接结算货款、药品生产企

业自行或委托配送，药品生产企业到医疗机构开一

次发票）。 

北京 《北京市公立医疗机构药品采

购推行“两票制”实施方案（试

行）》 

明确实行“两票制”，将探索通过第三方支付平台，

公立医疗机构与药品生产企业直接结算药品货款、

药品生产企业与流通企业结算配送费用。 

安徽 《安徽省公立医疗机构医用耗

材采购“两票制”实施意见（试

行）》 

鼓励“一票制”，支持医疗器械生产企业与公立医疗

机构之间直接结算医用耗材货款，医疗器械生产企

业与医疗器械经营企业之间只结算配送费用，并按

规定开具发票。 

山西 《关于印发山西省“十三五”

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规划暨

实施方案的通知》 

鼓励生产企业直接为医疗机构配送药品，实现“一

票制” 

江苏 《关于推进全省高值医用耗材 旨在建立“三流合一”（业务流、信息流、资金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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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采购工作的通知》 新平台 

报告期内，公司在试行“一票制”区域总体销售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省市 2020 年 2019 年 

福建省 
销售金额              1,050.92           1,293.77  
销售占比 1.89% 1.94% 

浙江省 
销售金额                131.58             437.72  
销售占比 0.24% 0.66% 

湖北省 
销售金额              2,877.12           3,535.68  
销售占比 5.16% 5.30% 

陕西省 
销售金额              4,233.72           6,170.78  
销售占比 7.60% 9.25% 

天津市 
销售金额 670.92  501.91  
销售占比 1.20% 0.75% 

山东省 
销售金额              4,889.87           5,708.85  
销售占比 8.77% 8.56% 

北京市 
销售金额 629.20  736.57  
销售占比 1.13% 1.10% 

安徽省 
销售金额              1,818.33           1,913.15  
销售占比 3.26% 2.87% 

山西省 
销售金额              1,332.45           1,283.44  
销售占比 2.39% 1.92% 

江苏省 
销售金额              4,900.53           6,794.57  
销售占比 8.79% 10.18% 

合计 
销售金额 22,534.64 28,376.44 
销售占比 40.33% 42.52% 

药品销售一票制，即由医疗机构与药品生产企业直接结算货款、药品生产企

业自行或委托配送，药品流通次数不得超过 1 次，药品生产企业到医疗机构开一

次发票，药品生产企业和商业公司直接结算配送费用，来减少流通费用。根据现

行政策，“一票制”目前仅处于部分地区的试点阶段，鼓励企业试行“一票制”，

并无强制要求，且均为政策性文件，并无详细的执行细则。 

对药品生产企业而言，“一票制”对生产企业影响不大，药品生产企业依然

是通过各地区招标确定药品销售价格，然后发货给配送商配送至医院，主要变动

为原来的药品货款是与配送商结算，“一票制”政策下，药品货款直接与医院结

算，这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影响药品生产企业的回款时间，除该影响外，不会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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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价格、销售模式及业务推广产生重大影响。 

因此，两票制的全面推行对公司业务模式、销售渠道、销售价格、销售收入、

销售费用、回款周期、应收账款管理、税负不构成影响，不会影响公司的持续经

营能力。现行的“一票制”政策不会对公司销售价格、销售模式及业务推广产生

重大影响，不会影响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 

  3、核查结论 

综上所述，主办券商、律师和会计师认为，行业内集中采购、带量采购、一

致性评价等行业政策的实施，除会对公司的业务模式产生影响外，对公司业务开

展不会产生重大影响，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的影响有限；两票制的全面推行对公

司业务模式、销售渠道、销售价格、销售收入、销售费用、回款周期、应收账款

管理、税负不构成影响，不会影响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现行的“一票制”政策

不会对公司销售价格、销售模式及业务推广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影响公司的持续

经营能力。 

  4、需补充披露的内容 

详见公司回复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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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已在公开转让说明书“第二节 公司业务”之“六、商业模式”中补充

披露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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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已在公开转让说明书“第二节 公司业务”之“六、商业模式”中补充

披露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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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公司主要经销商、配送商名称、各期对其销售内容和金额已在公

开转让说明书“第二节 公司业务”之“六、商业模式”中补充披露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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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与经销商、配送商合作的稳定性、产品定价原则、交易结算方式、物流、

信用政策、相关退换货政策等，报告期是否存在销售退换的情形，具体退换药品

种类、数量金额，对经销商、配送商的管理制度等问题已在问题（二）中予以回

复。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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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已在公开转让说明书“第二节 公司业务”之“六、商业模

式”中补充披露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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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已在公开转让说明书“第四节 公司财务”之“五、报告期利润形成的

有关情况”之“（一）营业收入分析”之“2、营业收入的主要构成”之“（4）

按销售方式分类”中补充披露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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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已在公开转让说明书“第四节 公司财务”之“五、报告期利润形成的

有关情况”之“（一）营业收入分析”之“2、营业收入的主要构成”之“（4）

按销售方式分类”中补充披露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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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券商回复】 

  1、尽调过程及事实依据 

序号 尽调过程 事实依据 

1 访谈管理层人员，查阅公司出具的相关说明 访谈记录、情况说明 

2 访谈报告期内主要经销商和配送商 访谈记录 

3 抽查报告期内主要经销商、配送商的资质证照 经销商、配送商的资质证照 

4 查阅报告期内公司主要经销商、配送商的股权控

制关系等方式 工商登记信息 

5 查阅公司报告期内与主要客户签署的销售合同 销售合同 

   2、分析过程 

Q¹Wp¬Ç<¥8·�åz{NOZ��z{34�Ì5øQ

1、报告期内经销商和配送商数量变化情况及原因，地域分布情况，主要经

销商各自覆盖的区域，是否为独家经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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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券商核查了公司与主要客户的销售合同，访谈了公司的销售负责人、财

务负责人，获取了公司的收入明细账。 

经主办券商核查，经销商和配送商数量变化情况及原因，地域分布情况，主

要经销商各自覆盖的区域，是否为独家经销具体如下： 

（1）经销商和配送商数量变化情况及原因 

报告期内经销商、配送商数量如下： 

单位：家 
类别 2020 年 2019 年 

经销商 283  304 

配送商 988  1101 

经销、配送商 72  65  

总计 1,373 1,470 

注：经销、配送商是指当年既是经销商同时又是配送商的客户。 

报告期内，经销商数量和配送商数量均有所下降，而既是经销商同时又是配

送商的客户有所增加，主要是随着“两票制”的实施，在配送模式下，原经销商获

得当地医院配送资质的直接转为配送商，此外，公司从经营资质、配送能力、信

用等多方面遴选优质、大型医药商业公司作为配送商向医院配送药品，对考核不

符合要求的配送商会将其移除出公司配送商行列。另外，2020 年受疫情因素的影

响，各地出台限制普通疾病患者到医院就诊的政策，加之病状较轻的患者避免医

院内交叉感染不选择到医院就医，造成医院诊疗量大幅度减少，公司销售给医疗

终端的产品销量减少，会直接导致公司经销商和配送商的数量减少。因此，由上

述原因导致公司经销商数量和配送商数量均有所减少。 

（2）经销商和配送商地域分布情况： 

单位：家数 

地区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经销商数量 配送商数量 经销商数量 配送商数量 

华东 64 213 73 219 

华中 61 127 71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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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北 47 238 46 265 

西北 36 94 34 118 

西南 36 211 40 239 

东北 39 105 40 113 

合计 283 988 304 1,101 

（3）主要经销商和配送商覆盖区域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前十名经销客户覆盖的销售区域情况，具体如下： 

序号 经销商客户名称 主要销售区域 

1 山东诺吉雅力医药有限公司 山东省 

2 河北国泰医药有限公司 河北省 

3 山东海王阳光信诺医药有限公司 山东省 

4 安徽阳光药业有限公司 江苏省 

5 河南君裕康医药有限责任公司 河南省 

6 湖南星浩医药物流有限公司 湖南省 

7 云南粤康医药有限公司 云南省 

8 湖南金六谷医药有限公司 湖南省 

9 陕西博爱济民医药有限公司 陕西省 

10 吉林省一顺药业有限公司 吉林省 

报告期内，公司前十名配送客户覆盖的销售区域情况，具体如下： 

序号 配送商客户名称 主要销售区域 

1 陕西华氏医药有限公司 陕西省 

2 国药控股广州有限公司 广东省 

3 南京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省 

4 陕西医药控股集团派昂医药有限责任公司 陕西省 

5 云南省医药有限公司 云南省 

6 瑞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省 

7 辽宁省医药对外贸易有限公司 辽宁省 

8 海王（武汉）医药有限公司 湖北省 

9 国药控股江苏有限公司南京分公司 江苏省 

10 广西柳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广西省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授权个别经销商作为公司特定产品全国总经销商，不

存在独家经销的情形。 

综上，主办券商认为，报告期内经销商和配送商整体布局、存续情况及增减

变动情况、地域分布及销售覆盖区域情况与公司实际情况相符，具有合理性。#

###2、经销协议以及配送协议约定的主要内容，管理政策、销售政策（包括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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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返点等激励政策）、信用政策以及退换货政策，是否为买断式销售，具体销

售流程，是否存在多级经销、多级配送，报告期内经销商数量变动及报告期内退

换金额和数量，报告期内经销商的相关政策是否发生变动，各主要经销商的经销

政策是否一致； 

（1）经销协议以及配送协议内容 

主办券商核查了公司与主要客户在报告期内签署的经销协议、配送协议，并

对经销协议、配送协议的主要内容进行了对比、总结和归纳。 

根据公司与合格经销商、配送商签署的现行有效的经销协议、配送协议，主

要包括以下条款： 

①产品及价格：公司结合各经销商、配送商的市场资源及往年销售情况、公

司产品的指导价格、销售区域的终端销售价格等因素，与经销商、配送商约定具

体经销的产品、供货价格、终端市场销售指导价格等； 

②销售区域和销售目标：公司向经销商、配送商授权具体的销售区域和销售

目标，特定区域内的产品销售均由特定签约经销商、配送商执行，同时，双方协

商确定授权期限内的销售指标； 

③销售流程和政策：公司与经销商、配送商约定了订单、交货、包装、运输、

货款结算、信用政策、退换货政策、验收、风险报酬转移时点等具体销售流程和

政策； 

④权利义务及违约责任：公司与经销商、配送商约定双方在产品供应和销售、

市场维护和管理、反不正当竞争、反商业贿赂等方面的权利和义务，以及违约责

任等。  

⑤交易结算方式：经销商、配送商可使用电汇、汇票等银行结算方式向公司

指定账户支付货款。若经销商、配送商将现金或支票交给公司销售人员或他人代

为办理，经销商、配送商将承担公司不能收到货款的风险，而公司则有权要求经

销商、配送商再次付款。 

⑥运输方式：由公司负责办理托运，如买方未能选择并通知卖方运输路线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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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输方式，卖方可以选择地点以恰当方式交运合同所规定的货物。如买方在合理

时间内书面通知卖方，且卖方认为其选择路线和运输方式是合理的，卖方需按买

方指定之路线和运输方式交运产品，产品在陆运、水运或空运的运输途中，为承

运人占有或控制，卖方对其任何损失不承担责任。 

主办券商认为，公司经销协议、配送协议主要内容包含产品及价格、销售区

域和销售目标、销售流程和政策、权利义务及违约责任、交易结算方式、运输方

式等，合同内容较为完善，与公司业务实际情况相符。 

（2）经销商、配送商管理政策 

主办券商访谈了公司销售负责人、财务负责人，并对报告期内各期前五大客

户进行了访谈。 

经主办券商核查，公司建立了切实有效的制度对经销商、配送商进行管理，

具体内容如下： 

①关于经销商、配送商开发和遴选 

a.经销商选择标准 

在经销商模式下，公司经销商的选择由省区经理、招商经理负责初步筛选，

通过筛选的经销商候选人接受销售总监的二次筛选考察。经销商根据经销协议及

自身市场推广能力、市场容量制定当年的《年度经销协议》，并根据下游客户或

终端医院的采购订单等向公司下达采购订单并签署产品《销售合同》，公司根据

《销售合同》向经销商发货。公司在选择经销商过程中，主要考虑的筛选标准如

下所示： 

序号 项目 选择标准 

1 年销售额 100 万以上 

2 公司销售人员数量 20 人以上 

3 现销售品种数量 销售 10个大品种及以上 

4 
从业时间，法人代表任职履

历 
从业 10 年以上 

5 办公面积 300平米以上 

6 法人代表业内口碑 口碑良好 

7 覆盖医院 三甲以上医院 20 家以上，二级以上医院 50 家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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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 选择标准 

8 用药科室 主要品种须覆盖每家医院 3个以上科室 

b.配送商选择标准 

在配送商模式下，原经销商获得当地医院配送资质的直接转为配送商，此外，

公司一般将大型医药流通企业作为备选配送商，公司从经营资质、配送能力、信

用等多方面遴选优质、大型医药商业公司作为配送商向医院配送药品。配送商根

据所在区域的采购订单向公司下发订单，并签署产品《销售合同》，公司根据产

品《销售合同》向配送商发货。 

②关于经销商、配送商授权和市场管理 

为加强对经销商、配送商及其下游市场管理，公司与经销商、配送商签订经

销协议、配送协议，规范对经销商、配送商的授权范围和市场行为。 

公司在经销协议、配送协议或授权书中明确授权经销商、配送商的销售范围，

并要求只能在界定的区域进行销售。未经公司书面允许，经销商、配送商及其分

销商不得向约定区域外推广、销售公司产品。同时，为维护市场良性发展，公司

对经销商、配送商的市场行为进行了规范要求： ①合法经营，经销商、配送商

须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不得进行任何形式的商业贿赂或不正当竞争； ②遵

守价格政策销售，经销商、配送商参照公司终端指导价格制定价格政策； ③产

品流向报备，经销商、配送商需定期反馈公司产品流向、用户资料及竞争动态等； 

④根据授权区域经营， 经销商、配送商须在公司授权范围内合规经营； ⑤不得

经销、配送竞品，经销商、配送商在销售公司产品期间，不得代理、推广其他厂

家的同类产品，否则，公司可根据实际情况，单方面取消经销商、配送商的产品

代理资格。 

③关于经销商、配送商业绩及合规经营情况考核 

公司对经销商、配送商进行持续、动态的考核，并每年根据经销商、配送商

的资质、业绩水平、增长情况、诚信及合规情况等对其进行星级评价。 

公司与经销商、配送商签署经销协议、配送协议明确约定各销售区域和销售

指标，并要求经销商、配送商合法经营等，每年年度终了，公司对经销商、配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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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的销售指标完成情况、市场开拓情况以及是否合法经营，履行协议约定条款等

方面进行考核。若经销商、配送商通过考核，公司与之继续合作；若未完成销售

目标的 80%，公司有权取消经销商、配送商对该品种的代理资格。 

④经销商、配送商相关政策 

a.信用政策：公司对经销商的信用政策为“先款后货”，对少部分信誉较好、

销售金额较大的经销商给予一定的信用额度；对配送商的信用政策为赊销，赊销

期限一般为 6个月内，因此应收账款回收情况较好。 

b.退换货政策：根据公司与经销商、配送商签订的经销协议、配送协议约定，

客户收到公司提供的产品后，在最终验收合格之前，因产品质量存在问题的，经

公司同意后，客户可以要求退换货；客户最终验收合格的，一般不得再要求进行

退换货，如遇特殊情况，经双方协商处理。 

c.报告期内经销商的相关政策是否发生变动及主要经销商政策是否一致：为

加强市场管理，公司制定了明确的经销商管理政策，针对经销商客户切实有效执

行，并在报告期内保持稳定。 

报告期内，公司每年根据各产品市场占有率情况、各经销商、配送商销售情

况及信用状况等，对当年的信用政策等进行适当调整，除上述情况外，公司针对

经销商、配送商的开发遴选标准、价格和市场管理政策、动态考核政策、退换货

政策等管理政策均未发生重大变化。 

综上所述，主办券商认为，公司已建立了完善的《经销商管理办法》、《配

送商管理办法》，公司每年根据各产品市场占有率情况、各经销商销售情况及信

用状况等，对当年的信用政策等进行适当调整，除上述情况外，公司针对经销商、

配送商的开发遴选标准、价格和市场管理政策、动态考核政策、退换货政策等经

销商管理政策均未发生重化。 

（3）经销、配送模式类型及具体销售流程 

经主办券商核查了报告期内主要客户的经销协议、配送协议，并对报告期内

各期前五名客户进行了访谈，公司经销、配送模式类型及具体销售流程具体如下： 

①经销、配送模式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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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销商、配送商采取买断式经销模式，即公司将产品销售给经销商、配送商，

再由经销商、配送商自主对外销售至下游或终端客户。根据公司与经销商、配送

商签订的经销协议、配送协议约定，公司产品交付运输公司后，公司的主要风险

报酬转移至经销商、配送商，若非因产品质量问题经销商、配送商最终未实现对

外销售，产品一般不允许退还给公司。 

②具体销售流程 

经销商模式下，公司经销商的选择由省区经理、招商经理负责初步筛选，通

过筛选的经销商候选人接受销售总监的二次筛选考察。经销商根据经销协议及自

身市场推广能力、市场容量制定当年的《年度经销协议》，并根据下游客户或终

端医院的采购订单等向公司下达采购订单并签署产品《销售合同》，公司收到订

单后录入系统，核实经销商信用政策及款项支付情况，并通知仓库进行备货及发

货。 

在配送商模式下，原经销商获得当地医院配送资质的直接转为配送商，此外，

公司一般将大型医药流通企业作为备选配送商，公司从经营资质、配送能力、信

用等多方面遴选优质、大型医药商业公司作为配送商向医院配送药品。配送商根

据所在区域的采购订单向公司下发订单，并签署产品《销售合同》，公司收到订

单后录入系统，核实经销商信用政策及款项支付情况，并通知仓库进行备货及发

货。 

（4）经销商、配送商层级情况 

经主办券商核查了公司报告期内收入明细表，查阅了销售合同、授权书，访

谈报告期内各期前五大客户，了解主要客户的下游情况，确认公司产品流向。 

公司与经销商签订经销协议，约定经销商的销售区域和终端客户，一般情况

下， 公司经销商直接面向终端客户，对于部分销售资源较多、覆盖区域较广或

销售金额较大的经销商，经双方协商，该等经销商可以进行分销，公司存在部分

二级、三级经销的情形。 

公司与配送商签订销售合同，约定配送商的销售区域和终端客户，配送商只

能直接面向终端医疗机构，不可以进行多级配送，不存在二级、三级配送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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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经销商、配送商变动情况 

主办券商核查了公司经销商、配送商清单，访谈了公司销售负责人，获取了

公司收入明细账，对主要经销商、配送商销售金额、往来款项余额执行函证程序。 

经主办券商核查，报告期内，与公司发生交易的经销商数量及其变化情况如

下： 

（1）经销商和配送商数量变化情况及原因 

报告期内经销商、配送商数量如下： 

单位：家 

类别 2020 年 2019 年 

经销商 283 304 

配送商 988 1,101 

经销、配送商 72 65 

总计 1,373 1,470 

注：经销、配送商是指当年既是经销商同时又是配送商的客户。 

报告期内，经销商数量和配送商数量均有所下降，而既是经销商同时又是配

送商的客户有所增加，主要是随着“两票制”的实施，在配送模式下，原经销商获

得当地医院配送资质的直接转为配送商，此外，公司从经营资质、配送能力、信

用等多方面遴选优质、大型医药商业公司作为配送商向医院配送药品，对考核不

符合要求的配送商会将其移除出公司配送商行列。另外，2020 年受疫情因素的影

响，各地出台限制普通疾病患者到医院就诊的政策，加之病状较轻的患者避免医

院内交叉感染不选择到医院就医，造成医院诊疗量大幅度减少，公司销售给医疗

终端的产品销量减少，会直接导致公司经销商和配送商的数量减少。因此，由上

述原因导致公司经销商数量和配送商数量均有所减少。 

主办券商认为，公司经销商、配送商布局、整体存续情况及报告期内数量变

化与公司业务发展规模及模式相符，具有合理性。 

（6）经销商、配送商销售退换货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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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券商核查了公司与主要客户签订的销售合同，核查了关于退换货、双方

权利义务及争议解决方式等条款，访谈了报告期各期前五大客户，了解并确认退

换货事项。 

报告期内，公司退货情况如下： 

（1）报告期内整体退货情况 

项目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退货金额（万元） 141.09 648.80 
当期营业收入（万元） 55,740.27 66,720.56 
退货金额占当期营业收入的比例 0.25% 0.97% 

（2）2020 年主要退货情况 

客户名称 
金额

（万

元） 
产品名称 

退货

原因 
所退货物

最终去向 退货合同条款 

大连市医药

物资有限公

司  
30.35 非 PVC 奥立妥(奥硝唑氯化钠

注射液)(单管双阀)100ml：0.5g  
运输

污染 销毁 质量异议期通常为买方

客户收货后的 5-30 日内 

（3）2019 年主要退货情况 

客户名称 
金额

（万

元） 
产品名称 退货原

因 
所退货物

最终去向 
退货合同条款 

江西汇仁医药

贸易有限公司  
43.99 非 PVC 奥立妥(奥硝唑氯

化钠注射液)100ml：0.5g  

包装物

印刷错

误 
返工 质量异议期通常为买方

客户收货后的 5-30 日内 

南京医药股份

有限公司  
33.20 司泰林（乌苯美司片）

30mg*12t  
运输污

染 销毁 质量异议期通常为买方

客户收货后的 5-30 日内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重大退货情形。报告期内发生的退换货主要是因包装物

印刷错误而召回返工、运输污染而销毁发生的退换货情形。 

主办券商认为，公司严格按照合同约定执行退换货政策，报告期内不存在大

规模退换货或期后大量退回的情形。 

3、主要经销商、配送商名称、各期对其销售内容和金额，公司与经销商、配

送商合作的稳定性、产品定价原则、交易结算方式、物流、信用政策、相关退换

货政策等，报告期是否存在销售退换的情形，具体退换药品种类、数量金额，对

经销商、配送商的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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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券商核查了主要经销商、配送商的销售合同，访谈了公司销售负责人、

财务负责人，获取了公司的收入明细账，，对主要经销商、配送商销售金额、往

来款项余额执行函证程序。 

经主办券商核查，主要经销商、配送商名称、各期对其销售内容和金额具体

如下： 

公司报告期各期前五名经销客户销售情况具体如下： 

2020 年 
序

号 经销商名称 销售内容 销售金额（元） 
占经销收

入的比例 

1 山东诺吉雅力医

药有限公司 
奥立泰 12S、18S、奥立妥 0.25、0.5，
非 PVC奎泰 0.2、非索 4,247,323.00 6.52% 

2 
上药科园信海吉

林医通医药有限

公司 
非 PVC 奥立妥 0.5 2,502,254.89 3.84% 

3 河北国泰医药有

限公司 奥立妥 0.5，奥立泰 12S 2,463,902.66 3.79% 

4 河南君裕康医药

有限责任公司 

奥立妥 0.5，非 PVC 奥立妥 0.5，非
PVC 奥立妥 0.25单管双阀、非 PVC
奥立妥 0.5双层无菌、非 PVC福他

乐、非那康、福他乐、司泰林 6P、
鑫妥 

1,815,973.33 2.79% 

5 安徽阳光药业有

限公司 

奥立妥 0.5、非 PVC 奥立妥 0.25、
0.5、非 PVC福他乐、合苷易生 36P、
迈尔欣 20G、司泰林 12P、鑫妥 

1,451,468.97 2.23% 

合计 - 12,480,922.85 19.17
% 

2019 年 
序

号 
经销商名称 销售内容 销售金额（元） 占经销收

入的比例 

1 山东诺吉雅力医

药有限公司 
奥立泰 12S、18S、奥立妥 0.25、0.5，
非 PVC奎泰 0.2、非索 4,104,884.70 5.97% 

2 河北国泰医药有

限公司 奥立妥 0.5，奥立泰 12S 2,290,297.50 3.33% 

3 山东海王阳光信

诺医药有限公司 
奥立泰 12S、18S、奥立妥 0.5，非

索 2,147,632.36 3.13% 

4 安徽阳光药业有

限公司 

奥立泰 12S、18S、非 PVC 奥立妥

0.25、0.5、非 PVC福他乐、迈尔欣

20G、司泰林 12P、鑫妥、非 PVC
奎泰 0.2、奎泰 0.2 

1,686,892.70 2.46% 

5 河南君裕康医药

有限责任公司 

奥立妥 0.5，非 PVC 奥立妥 0.5，非
PVC 奥立妥 0.25单管双阀、非 PVC
奥立妥 0.5双层无菌、非 PVC福他

乐、非那康、福他乐、司泰林 6P、
鑫妥、乌龙散 12 袋、奥立泰 18S、

1,617,072.57 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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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 PVC迈尔欣 10G\20G 
合计 - 11,846,779.83 17.24% 

公司报告期各期前五名配送客户销售情况具体如下： 

2020 年度 
序

号 
配送商名称 销售内容 销售金额（元） 占配送收

入的比例 

1 广西柳州医药股份

有限公司 

奥立泰 36S、非 PVC 奥立妥

0.25、0.5，非 PVC 奥立妥 0.5
单管双阀、非 PVC福他乐、

司泰林 6P、鑫妥 

9,982,806.80 2.03% 

2 云南省医药有限公

司 

奥立妥 0.5、0.25、非 PVC 奥

立妥 0.25、0.5、非 PVC福他

乐、合苷易生 12P 
9,549,027.16 1.94% 

3 南京医药股份有限

公司 

非 PVC 奥立妥 0.5、0.25、非

PVC福他乐、迈尔欣 20G、

司泰林 12P 
8,404,136.22 1.71% 

4 陕西华氏医药有限

公司 

非 PVC 奥立妥 0.25、非 PVC
奥立妥 0.5双层无菌、非 PVC
福他乐、非那康、迈尔欣 20G 

8,220,193.65 1.67% 

5 瑞康医药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非 PVC 奥立妥 0.5、0.25单管

双阀、非那康 7,270,540.55 1.48% 

合计 - 43,426,704.38 8.82% 
2019 年度 

序

号 
配送商名称 销售内容 销售金额（元） 占配送收

入的比例 

1 陕西华氏医药有限

公司 

非 PVC 奥立妥 0.25、非 PVC
奥立妥 0.5双层无菌、非 PVC
奥立妥 0.25单管双阀非 PVC
福他乐、非那康、福他乐、

迈尔欣 20G 

11,565,256.75 1.93% 

2 国药控股广州有限

公司 

奥必沙 14P、奥立泰 12S、奥

立妥 0.5、非 PVC 奥立妥 0.5、
非 PVC福他乐、合苷易生

12P\36P、迈欣欣 10G、司泰

林 12P 

10,959,880.12 1.83% 

3 南京医药股份有限

公司 

奥立泰 36S、非 PVC 奥立妥

0.5、0.25、非 PVC福他乐、

迈尔欣 20G、司泰林 12P 
10,605,688.61 1.77% 

4 
陕西医药控股集团

派昂医药有限责任

公司 

非 PVC 奥立妥 0.25、非 PVC
奥立妥 0.5双层无菌、非 PVC
奥立妥 0.25单管双阀、非

PVC福他乐、非那康、福他

乐、迈尔欣 20G 

9,060,897.94 1.51% 

5 云南省医药有限公

司 

奥立妥 0.5，非 PVC 奥立妥

0.5、0.25、非 PVC福他乐、

非那康、福他乐、司泰林 12P、
合苷易生 12P 

8,629,805.14 1.44% 

合计 - 50,821,528.56 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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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券商认为，报告期内经销商、配送商名称、销售产品内容、销售金额真

实准确，与公司实际情况相符，具有合理性。 

公司与经销商、配送商合作的稳定性、产品定价原则、交易结算方式、物流、

信用政策、相关退换货政策等，报告期是否存在销售退换的情形，具体退换药品

种类、数量金额，对经销商、配送商的管理制度等问题已在本题上文中予以回复。 

4、补充披露报告期内经销商、配送商是否具备相应资质，是否存在违规经

营的情形； 

主办券商核查了经销商、配送商的资质证照，查询了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

系统了解经销商、配送商的工商信息。 

经主办券商核查，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向资质不齐全或资质证照不在有效

期内的经销商、配送商销售药品。公司在选择经销商、配送商时，将提前审查经

销商、配送商持有的资质证照，包括但不限于在有效期范围内的营业执照、国家

药品监督管理局颁发的《药品经营许可证》、《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认证证书》、

采购单位加盖印章的《质量保证体系评审表》以及当年印章备案图等资料，方可

符合公司选择经销商和配送商的要求。在实际签订业务合同时，再次审核公司相

应资质证照是否存在需续期的情形，并要求经销商和配送商补充提供续期后的有

关资质证照。 

主办券商认为，报告期内公司的经销商、配送商均具备相应资质，资质证照

齐全，不存在违法违规经营的情形。 

5、补充披露两种模式下毛利率情况，结合经销和配送业务流程、销售内容、

产品定价、成本构成等进一步详细说明毛利率差异的原因及合理性，与可比公司

是否存在较大差异，说明原因； 

公司两种模式下毛利率情况： 

公司产品主要通过经销商或配送商完成对医院终端的销售。两种模式下毛利

率情况： 

单位：元 

销售

模式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主营业务 主营业务 毛利率 主营业务 主营业务 毛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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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 成本 收入 成本 
经 销

商 模

式 
65,093,819.53 39,655,593.31 39.08% 68,707,593.62 27,519,533.99 59.95% 

配 送

商 模

式 
492,150,339.00 57,352,192.89 88.35% 598,497,996.71 57,333,401.50 90.42% 

合计 557,244,158.53 97,007,786.19 82.59% 667,205,590.33 84,852,935.49 87.28% 

公司配送商模式下毛利率整体高于经销商模式，两种模式业务流程、销售内

容、产品定价、成本构成等对比情况如下： 

（1）业务流程 

在配送商模式下，公司产品向配送商销售药品，并向其开具销售发票，由配

送商销售给医院或终端客户，对配送商的销售价格较高，毛利率较高，销售费用

率较高。配送商模式与直销模式较为相似，制药企业对配送商的销售价格通常为

在直销模式销售价格的基础上扣除一定的配送费。 

经销商模式下，公司经销商销售药品，向其开具销售发票，并收取货款，再

由经销商进行分销，终端客户主要由经销商直接维护和服务，该种模式的特点是

制药企业销售价格较低，毛利率较低，销售费用率较低。 

 

（2）销售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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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各类制剂通过经销商和配送商模式销售，公司 2019 年其他药品中开始

逐渐有少量原料药销售，原料药全部通过经销商模式销售，具体情况如下： 

项目 

2020 年度  

配送商销量（瓶/
袋/粒） 

配送商收入

（元） 

经销商销量

（瓶/袋/粒/千
克） 

经销商收入

（元） 

奥硝唑系列制剂 13,912,616 303,120,129.53 17,061,007 49,871,876.73 
其中：非 PVC 奥硝唑

注射液          
10,901,100 267,562,519.02 2,436,800 13,318,707.48 

玻瓶奥硝唑注射液 2,263,760 35,032,558.44 7,772,207 34,250,762.14 
奥硝唑胶囊 747,756 525,052.07 6,852,000 2,302,407.11 
其他输液类药品 2,767,408 158,718,056.76 316,970 4,191,831.68 
其中：复方右旋糖酐 40
注射液         

2,204,883 118,360,355.53 222,390 2,897,150.29 

丙氨酰谷氨酰胺 555,325 40,253,984.41 58,280 1,188,672.54 
加替沙星注射液 7,200 103,716.82 36,300 106,008.85 
中成药制剂 40,320 100,812.76 2,200,860 1,963,292.05 
其他药品 4,203,818 30,211,339.95 5,494,427.55 9,066,819.07 
其中：乌苯美司片               1,207,230 18,484,250.18 363,786 1,490,290.20 

合计 20,924,162 492,150,339.00 25,073,264.55 65,093,819.53 

（续） 

项目 

2019 年度  

配送商销量（瓶/
袋/粒） 

配送商收入

（元） 

经销商销量

（瓶/袋/粒/千
克） 

经销商收入

（元） 

奥硝唑系列制剂 22,131,100 397,336,478.69 35,023,560 56,571,121.34 
其中：非 PVC 奥硝唑

注射液          
14,025,414 348,603,080.01 3,389,800 17,634,370.85 

玻瓶奥硝唑注射液 2,914,486 45,137,623.24 7,161,800 32,149,935.60 
奥硝唑胶囊 5,191,200 3,595,775.44 24,471,960 6,786,814.89 
其他输液类药品 2,825,831 153,731,292.97 405,280 3,774,531.60 
其中：复方右旋糖酐 40
注射液         

2,073,987 103,172,399.05 172,260 2,245,369.91 

丙氨酰谷氨酰胺 729,944 50,247,566.29 54,620 1,124,143.79 
加替沙星注射液 21,900 311,327.63 178,400 405,017.90 
中成药制剂 24,480 109,550.45 1,529,628 1,859,781.37 
其他药品 5,584,815 47,320,674.60 5,066,802 6,502,159.31 
其中：乌苯美司片               2,434,164 37,781,101.36 844,356 3,500,680.36 

合计 30,566,226 598,497,996.71 42,025,270 68,707,59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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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产品定价方式 

①经销商产品定价政策 

公司主要产品出厂价格确定依据为：首先公司计算生产成本，在确保 50%以

上毛利率的基础或参考市场行情与经销商进行谈判。 

其次，由于公司奥硝唑产品是硝基咪唑类抗菌药物的最新一代，生产厂家较

少，非 PVC软袋奥硝唑产品目前只有两家生产企业，因此，公司在与经销商的谈

判过程中处于主导地位，能确保较高的毛利率； 

再次，公司出厂价格如大幅偏离竞争对手出厂价格，必然引起市场销量的波

动。由于公司与竞争对手中标价基本相当，也就是市场零售价相当，出厂价的高

低直接影响经销环节的利润空间，出厂价较高则促使经销商转向竞争对手，反之

公司销量快速增长，从报告期销售情况看，公司主要产品销量总体平稳。 

综上，公司产品定价是通过与各经销商充分博弈，与竞争对手充分竞争的结

果，在报告期内保持相对稳定。 

②配送商定价政策 

配送商的定价政策主要为各省份中标价格扣除配送费用。配送费比例根据各

省政策不同、以及配送区域大小、集中度等因素进行谈判，一般在 5%至 15%之间。

此外，小部分配送商为医院药房托管单位，销售价格较低，但高于对经销商的销

售价格。 

（4）成本构成 

两种模式下，公司产品成本构成情况一致。2019 年度产品成本主要由直接

材料、直接人工、制造费用构成，2020年度产品成本除直接材料、直接人工、制

造费用外，运输费用也构成产品成本。 

综上，由于配送商模式下由公司自行主导推广活动，因此配送商模式下销售

定价高于经销商模式。 

公司与可比公司产品毛利率比较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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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科伦药业（002422） 54.25% 61.04% 

赛升药业（300485） 83.79% 85.15% 

海辰药业（300584） 75.71% 79.76% 

辰欣药业（603367） 57.24% 57.54% 

哈三联（002900） 63.31% 78.38% 

天泉药业（872952） 84.66% 90.84% 

鹏海制药（870773） 29.37% 50.48% 

同业可比均值 69.83% 71.88% 

万隆制药 82.59% 87.28% 

注 1：数据来源：同行业上市公司及新三板公司年报 

注 2：因鹏海制药（870773）2020年度财务报表被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其 2020 年的财务数据不能真实反映公司的财务

状况及经营成果，故在计算 2020年可比公司平均毛利率时将其从样本中剔除。 

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及新三板挂牌公司大多同时拥有医药商业、原料销售等

毛利率相对较低的业务，从而降低了其主营业务综合毛利率。公司主要收入来源

于治疗性输液产品，其药物配制复杂，生产工艺和技术要求高，生产控制过程技

术难度大，因此附加值高，毛利率也更高。 

2020 年度、2019 年度，同行业上市公司及新三板挂牌公司平均毛利率分别

为 69.83%、71.88%，公司产品的综合毛利率分别为 82.59%、87.28%，报告期内

同行业上市公司及新三板挂牌公司平均毛利率与公司产品毛利率变化趋势一致，

均呈现下降趋势。公司产品综合毛利率高于同行业平均毛利率，主要原因为在销

售模式转变后，公司通过“配送商”模式实现的销售比例进一步提高，药品出厂

价格上升，加之主导产品奥硝唑系列制剂属于窄谱抗菌药，可替代性较小，奥硝

唑产品进入的技术壁垒较高，目前市场上生产的厂家较少，玻瓶奥硝唑注射液全

国仅有 4家企业拥有该生产批件，非 PVC软袋奥硝唑注射液全国只有 2家企业拥

有该生产批件。公司在销售过程中具有较强议价能力，通过“配送商”模式实现

的销售提高了公司对销售渠道的掌控力，“配送商”模式较“经销商”模式的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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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出厂价格有较大幅度提高。因此导致公司产品综合毛利率高于上市公司及新三

板挂牌公司平均毛利率。 

综上所述，公司产品毛利率符合当前行业毛利率整体趋势。 

主办券商认为，公司两种模式下毛利率情况与公司经销和配送业务流程、销

售内容、产品定价、成本构成等因素相符，与可比公司不存在较大差异。 

Q

6、补充披露两种模式下收入确认时点、原则。 

两种模式下收入确认时点、原则： 

报告期内，公司的销售模式分为经销商模式和配送商模式。两种模式下销售

流程如下： 

（1）经销商模式：在经销商模式下，公司与经销商签订区域经销合同，并

主要由经销商完成协议区域市场的产品推广。由经销商组建销售团队、开发终端、

开展各种学术推广和促销活动，销售公司产品并承担相关费用。经销商根据经销

协议及自身市场推广能力、市场容量制定当年的经销协议，并根据下游客户或终

端医院的采购订单等向公司下采购订单并签署《产品销售合同》，公司根据销售

合同向经销商发货。 

（2）配送商模式：在配送商模式下，配送商只负责产品的销售工作，由公

司主导各种学术推广工作，具体推广工作由公司销售部门结合外部合作推广服务

商进行。公司主导各地的药品招标，中标后通常按照各地区招标文件的规定，公

司从经营资质、配送能力、信用等多方面遴选优质、大型医药商业公司作为配送

商向医院配送药品。配送商根据所在区域的采购订单向公司下发订单，并签署《产

品销售合同》，公司根据产品销售合同向配送商发货。 

公司收入确认会计政策（原则）规定：以下收入确认会计政策适用于 2020

年度及以后： 

公司与客户之间的合同同时满足下列条件时，在客户取得相关商品控制权时

确认收入：合同各方已批准该合同并承诺将履行各自义务；合同明确了合同各方

与所转让商品或提供劳务相关的权利和义务；合同有明确的与所转让商品相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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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条款；合同具有商业实质，即履行该合同将改变公司未来现金流量的风险、

时间分布或金额；公司因向客户转让商品而有权取得的对价很可能收回。 

在合同开始日，公司识别合同中存在的各单项履约义务，并将交易价格按照

各单项履约义务所承诺商品的单独售价的相对比例分摊至各单项履约义务。在确

定交易价格时考虑了可变对价、合同中存在的重大融资成分、非现金对价、应付

客户对价等因素的影响。 

对于合同中的每个单项履约义务，如果满足下列条件之一的，公司在相关履

约时段内按照履约进度将分摊至该单项履约义务的交易价格确认为收入：客户在

公司履约的同时即取得并消耗公司履约所带来的经济利益；客户能够控制公司履

约过程中在建的商品；公司履约过程中所产出的商品具有不可替代用途，且公司

在整个合同期间内有权就累计至今已完成的履约部分收取款项。履约进度根据所

转让商品的性质采用投入法或产出法确定，当履约进度不能合理确定时，公司已

经发生的成本预计能够得到补偿的，按照已经发生的成本金额确认收入，直到履

约进度能够合理确定为止。 

如果不满足上述条件之一，则公司在客户取得相关商品控制权的时点将分摊

至该单项履约义务的交易价格确认收入。在判断客户是否已取得商品控制权时，

公司考虑下列迹象：企业就该商品享有现时收款权利，即客户就该商品负有现时

付款义务；企业已将该商品的法定所有权转移给客户，即客户已拥有该商品的法

定所有权；企业已将该商品实物转移给客户，即客户已实物占有该商品；企业已

将该商品所有权上的主要风险和报酬转移给客户，即客户已取得该商品所有权上

的主要风险和报酬；客户已接受该商品；其他表明客户已取得商品控制权的迹象。 

公司境内销售产品业务通常仅包括转让商品的履约义务，公司在产品发出并

取得物流公司运输交接单，商品所有权及控制权转移，且相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

流入时公司在该时点确认收入实现；境外销售业务以产品报关出口离境时，商品

的控制权转移，公司在该时点确认收入实现。 

以下收入确认政策适用于 2019年度： 

商品销售收入确认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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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已将商品所有权上的主要风险和报酬转移给买方，既没有保留通常与所有

权相联系的继续管理权，也没有对已售商品实施有效控制，收入的金额能够可靠

地计量，相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企业，相关的已发生或将发生的成本能够可

靠地计量时，确认商品销售收入的实现。 

公司收入确认依据主要风险报酬已经转移，并已取得收取货款权利的当期；

具体为： 

境内销售业务：公司在产品发出并取得物流公司运输交接单，且相关的经济

利益很可能流入时确认收入。 

境外销售业务：以产品报关出口离境，且相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时确认

收入。 

综上，由于两种模式下公司与客户签订的《产品销售合同》中约定的产品风

险及控制权转移条款不存在差异，均为：产品一旦发货，所有权即转移。且实际

发货时，经销商和配送商均提交了发货申请单，公司根据发货申请单安排发货。

因此，两种模式下，公司确认收入的时点和原则不存在差异。 

主办券商认为，公司两种模式下收入确认时点、原则与公司实际经营情况相

符，能真实反映公司的收入情况，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 

经核查，主办券商认为，公司经销协议、配送协议主要内容包含产品及价格、

销售区域和销售目标、销售流程和政策、权利义务及违约责任、交易结算方式、

运输方式等，合同内容较为完善，与公司业务实际情况相符。公司已建立了完善

的《经销商管理办法》、《配送商管理办法》，公司每年根据各产品市场占有率

情况、各经销商销售情况及信用状况等，对当年的信用政策等进行适当调整，除

上述情况外，公司针对经销商、配送商的开发遴选标准、价格和市场管理政策、

动态考核政策、退换货政策等经销商管理政策均未发生重化。公司严格按照合同

约定执行退换货政策，报告期内不存在大规模退换货或期后大量退回的情形。公

司的经销商、配送商均具备相应资质，资质证照齐全，不存在违法违规经营的情

形。公司两种模式下毛利率情况与公司经销和配送业务流程、销售内容、产品定

价、成本构成等因素相符，与可比公司不存在较大差异。公司两种模式下收入确

认时点、原则与公司实际经营情况相符，能真实反映公司的收入情况，符合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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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准则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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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券商核查了公司与经销商、配送商签订的合同，访谈了公司销售负责人、

财务负责人，对报告期内各期前五大客户进行了访谈。 

经核查，主办券商认为，公司已根据业务模式特点，建立了一套完善的经销、

配送模式业务流程和相应的经销商、配送商内部控制制度。对经销协议以及配送

协议约定的主要内容，管理政策、销售政策、信用政策以及退换货政策、产品定

价原则、交易结算方式、物流、信用政策等进行明确约定并由相关的内部制度进

行约束，在实际业务中公司按照相关制度严格执行，与经销商与配送商相关内部

控制制度可以得到有效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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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主办券商对公司销售收入及产品是否实现最终销售情况进行了如下

核查： 

1、获取并检查了公司与主要客户签订的销售合同，与公司物流系统发货明

细、账务处理情况进行比对，同时抽查发货申请单、销售出库单、销售发票、运

输交接单等资料，判断收入确认的真实性，具体核查数据如下： 

年份 
主营业务收入金额 

（元） 
核查户数 
（家） 

核查金额（元） 核查比例 

2020 年度 557,244,158.53 361 451,586,914.70 81.04% 

2019 年度 667,205,590.33 381 546,591,898.40 81.92% 

2、 对公司所有客户回款明细账中单笔金额较大的会计凭证进行逐笔检查，

核对银行流水、银行回单显示信息与账务处理的一致性，具体核查数据如下： 

年度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元） 核查金额（元） 核查比例 

2020 年度 596,360,819.29 537,563,142.44 90.14% 

2019 年度 712,294,779.35 647,367,375.00 9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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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向销售额及应收账款余额较大的客户进行函证，包括销售额、应收账款

期末余额及发往对方的产品期末库存情况等，根据回函信息进一步判断收入确认

的真实性，同时对于未回函项目执行替代程序，主要检查资产负债表日后收回的

货款；检查相应的销售合同、销售出库单等原始资料。函证信息如下： 

年份 
函证

数量 
函证销售额 
（元） 

主营业务 
收入金额 
（元） 

回函 
数量 

回函销售额 
（元） 

回函占发

函金额比

例 
2020
年度 

227 396,981,320.36 557,244,158.53 193 349,738,991.09 88.10% 

2019
年度 

218 447,747,880.28 667,205,590.33 188 385,711,207.46 86.14% 

4、选取了不同地区发生额较大、收入增长额较大的客户进行实地访谈，了

解双方的合同执行情况，结合访谈情况确认销售收入的真实性，访谈客户的销售

收入数据如下： 

年份 访谈数量 
访谈客户销售额 

（元） 
主营业务收入金额 

（元） 
访谈比例 

2020 年度 7 55,933,308.56 557,244,158.53 10.04% 

2019 年度 7 65,259,133.86 667,205,590.33 9.78% 

公司部分客户为大型医药流通集团，下属子公司较多，主办券商对其主要子

公司进行访谈。 

综上，主办券商通过检查公司销售合同、物流系统发货明细等资料，核查公

司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对销售额较大的客户函证或访谈等核查程序，

对公司申报期收入的核查比例为 2019 年度 81.92%、2020 年度 81.04%。 

经核查，主办券商及会计师认为：公司收入确认时点合理，收入列报真实、

准确、完整，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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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券商及会计师通过访谈公司管理层人员及报告期内公司主要经销商和

配送商，查阅报告期内公司主要经销商、配送商的股权控制关系，查阅公司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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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细账，核查了各期前五名经销客户和配送客户的工商登记资料及和公司签订的

业务合同等资料等方式，履行了核查程序。 

经主办券商核查，报告期内，公司各期前五名经销客户基本情况具体如下： 

2020 年 

序号 经销客户名称 成立时间 注册资本 股权结构 关联关系 

1 山东诺吉雅力

医药有限公司 
2015 年 4 月 28

日 9,000 万 武洲（52%）；武铁

梁（30%）；武军（18%） 无 

2 
上药科园信海

吉林医通医药

有限公司 

2016 年 10 月

27 日 1,000 万 
上药科园信海医药吉

林有限公司（70%）；

孙俊鹏（30%） 
无 

3 河北国泰医药

有限公司 
2005 年 10 月

19 日 1,600 万 蒲佳宁（70%）；蒲

贞国（30%） 无 

4 
河南君裕康医

药有限责任公

司 

1998 年 12 月

11 日 800 万 信礼荣（56.25%）；

顾茜（43.75%） 无 

5 安徽阳光药业

有限公司 
2005 年 4 月 22

日 4592 万 都标（100%） 无 

2019 年 
序号 经销客户名称 成立时间 注册资本 股权结构 关联关系 

1 山东诺吉雅力

医药有限公司 
2015 年 4 月 28

日 9,000 万 武洲（52%）；武铁

梁（30%）；武军（18%） 无 

2 河北国泰医药

有限公司 
2005 年 10 月

19 日 1,600 万 蒲佳宁（70%）；蒲

贞国（30%） 无 

3 
山东海王阳光

信诺医药有限

公司 

2018 年 2 月 12
日 3,000 万 

苏鲁海王医药集团有

限公司（70%）；靳

勇（30%） 
无 

4 安徽阳光药业

有限公司 
2005 年 4 月 22

日 4,592 万 都标（100%） 无 

5 
河南君裕康医

药有限责任公

司 

1998 年 12 月

11 日 800 万 信礼荣（56.25%）；

顾茜（43.75%） 无 

报告期内，公司各期前五名配送客户基本情况具体如下： 

2020 年 
序

号 
配送客户名称 成立时间 注册资

本 
股权结构 关联

关系 

1 广西柳州医药股

份有限公司 
1981 年 12 月

23 日 
25,905
万 

朱朝阳（27.88%）；上海高毅

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高毅邻山 1 号远望基金

（4.69%）；华泰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中庚价值领航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2.63%）；其余股

东（64.80%） 

无 

2 云南省医药有限

公司 
2002 年 2 月 7

日 
69,234
万 

云南白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00%）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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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南京医药股份有

限公司 
1994 年 1 月 25

日 
104,161

万 

南京医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3.22%）；Alliance Healthcare 
Asia Pacific Limited（13.88%）；

南京新工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8.22%）；其余股东（54.68%） 

无 

4 陕西华氏医药有

限公司 
2003 年 8 月 11

日 
15,000
万 

重庆医药集团（天津）医药商

业有限公司（51%）；陕西华

易欣医疗科技有限公司（49%） 
无 

5 瑞康医药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2004 年 9 月 21

日 
150,471

万 

张仁华（19.13%）；韩旭

（12.46%）；荆州招商慧泽医

药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其余股东（63.41%） 

无 

2019 年 
序

号 配送客户名称 成立时间 注册资

本 股权结构 关联

关系 

1 陕西华氏医药有

限公司 
2003 年 8 月 11

日 
15,000
万 

重庆医药集团（天津）医药商

业有限公司（51%）；陕西华

易欣医疗科技有限公司（49%） 
无 

2 国药控股广州有

限公司 
2003 年 9 月 28

日 
153,000

万 
国药集团一致药业股份有限公

司（100%） 无 

3 南京医药股份有

限公司 
1994 年 1 月 25

日 
104,161

万 

南京医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3.22%）；Alliance Healthcare 
Asia Pacific Limited（13.88%）；

南京新工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8.22%）；其余股东（54.68%） 

无 

4 
陕西医药控股集

团派昂医药有限

责任公司 

2005 年 3 月 24
日 

18,783
万 

陕西药金投资有限公司

（41.43%）；陕西医药控股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29.86%）；

陕西医药硅谷天堂股权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24.01%）；

西安奇达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4.68%） 

无 

5 云南省医药有限

公司 
2002 年 2 月 7

日 
69,234
万 

云南白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00%） 无 

经访谈报告期内的主要经销商和配送商，报告期内公司主要经销商、配送商

及主要人员与公司、主要股东、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相互投资、任

职高管、亲属关系等关联关系，亦不存在交叉持股、关联交易、资金占用、同业

竞争、利益输送情形。 

综上，主办券商认为，公司报告期各期前五名经销商客户及配送商客户及其

股东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监高及其他核心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Q?W23��ßà¿ÀáhÚ�Áôb�äÆbj'qÆåxo¯9�äZ

i8·�åNO�Q

报告期内，公司的销售模式分为经销商模式和配送商模式。两种模式下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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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如下： 

（1）经销商模式：在经销商模式下，公司与经销商签订区域经销合同，并

主要由经销商完成协议区域市场的产品推广。由经销商组建销售团队、开发终端、

开展各种学术推广和促销活动，销售公司产品并承担相关费用。经销商根据经销

协议及自身市场推广能力、市场容量制定当年的经销协议，并根据下游客户或终

端医院的采购订单等向公司下采购订单并签署《产品销售合同》，公司根据销售

合同向经销商发货。 

（2）配送商模式：在配送商模式下，配送商只负责产品的销售工作，由公

司主导各种学术推广工作，具体推广工作由公司销售部门结合外部合作推广服务

商进行。公司主导各地的药品招标，中标后通常按照各地区招标文件的规定，公

司从经营资质、配送能力、信用等多方面遴选优质、大型医药商业公司作为配送

商向医院配送药品。配送商根据所在区域的采购订单向公司下发订单，并签署《产

品销售合同》，公司根据产品销售合同向配送商发货。 

公司收入确认会计政策（原则）规定：以下收入确认会计政策适用于 2020

年度及以后： 

公司与客户之间的合同同时满足下列条件时，在客户取得相关商品控制权时

确认收入：合同各方已批准该合同并承诺将履行各自义务；合同明确了合同各方

与所转让商品或提供劳务相关的权利和义务；合同有明确的与所转让商品相关的

支付条款；合同具有商业实质，即履行该合同将改变公司未来现金流量的风险、

时间分布或金额；公司因向客户转让商品而有权取得的对价很可能收回。 

在合同开始日，公司识别合同中存在的各单项履约义务，并将交易价格按照

各单项履约义务所承诺商品的单独售价的相对比例分摊至各单项履约义务。在确

定交易价格时考虑了可变对价、合同中存在的重大融资成分、非现金对价、应付

客户对价等因素的影响。 

对于合同中的每个单项履约义务，如果满足下列条件之一的，公司在相关履

约时段内按照履约进度将分摊至该单项履约义务的交易价格确认为收入：客户在

公司履约的同时即取得并消耗公司履约所带来的经济利益；客户能够控制公司履

约过程中在建的商品；公司履约过程中所产出的商品具有不可替代用途，且公司

在整个合同期间内有权就累计至今已完成的履约部分收取款项。履约进度根据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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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让商品的性质采用投入法或产出法确定，当履约进度不能合理确定时，公司已

经发生的成本预计能够得到补偿的，按照已经发生的成本金额确认收入，直到履

约进度能够合理确定为止。 

如果不满足上述条件之一，则公司在客户取得相关商品控制权的时点将分摊

至该单项履约义务的交易价格确认收入。在判断客户是否已取得商品控制权时，

公司考虑下列迹象：企业就该商品享有现时收款权利，即客户就该商品负有现时

付款义务；企业已将该商品的法定所有权转移给客户，即客户已拥有该商品的法

定所有权；企业已将该商品实物转移给客户，即客户已实物占有该商品；企业已

将该商品所有权上的主要风险和报酬转移给客户，即客户已取得该商品所有权上

的主要风险和报酬；客户已接受该商品；其他表明客户已取得商品控制权的迹象。 

公司境内销售产品业务通常仅包括转让商品的履约义务，公司在产品发出并

取得物流公司运输交接单，商品所有权及控制权转移，且相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

流入时公司在该时点确认收入实现；境外销售业务以产品报关出口离境时，商品

的控制权转移，公司在该时点确认收入实现。 

以下收入确认政策适用于 2019 年度： 

商品销售收入： 

在已将商品所有权上的主要风险和报酬转移给买方，既没有保留通常与所有

权相联系的继续管理权，也没有对已售商品实施有效控制，收入的金额能够可靠

地计量，相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企业，相关的已发生或将发生的成本能够可

靠地计量时，确认商品销售收入的实现。 

公司收入确认依据主要风险报酬已经转移，并已取得收取货款权利的当期；

具体为： 

境内销售业务：公司在产品发出并取得物流公司运输交接单，且相关的经济

利益很可能流入时确认收入。 

境外销售业务：以产品报关出口离境，且相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时确认

收入。 

由于两种模式下公司与客户签订的《产品销售合同》中约定的产品风险及控

制权转移条款不存在差异，均为：产品一旦发货，所有权即转移。且实际发货时，

经销商和配送商均提交了发货申请单，公司根据发货申请单安排发货。因此，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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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模式下，公司确认收入的时点和原则不存在差异。 

主办券商通过检查产品销售合同、发票、公司收款银行流水，对销售额较大

的客户进行函证，对销售收入执行了截止性测试等方式履行了核查程序。 

经核查，主办券商认为，公司不存在利用经销商与配送商模式提前确认收入

的情形。 

  3、核查结论 

 经核查，主办券商及会计师认为，报告期内经销商和配送商整体布局、存续

情况及增减变动情况、地域分布及销售覆盖区域情况与公司实际情况相符，具有

合理性；公司经销商、配送商布局、整体存续情况及报告期内数量变化与公司业

务发展规模及模式相符，具有合理性；报告期内经销商、配送商名称、销售产品

内容、销售金额真实准确，与公司实际情况相符，具有合理性；公司已根据业务

模式特点，建立了一套完善的经销、配送模式业务流程和相应的经销商、配送商

内部控制制度。对经销协议以及配送协议约定的主要内容，管理政策、销售政策、

信用政策以及退换货政策、产品定价原则、交易结算方式、物流、信用政策等进

行明确约定并由相关的内部制度进行约束，在实际业务中公司按照相关制度严格

执行，与经销商与配送商相关内部控制制度可以得到有效执行。公司收入确认时

点合理，收入列报真实、准确、完整，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公司

报告期各期前五名经销商客户及配送商客户及其股东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董监高及其他核心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公司不存在利用经销商与配送商模

式提前确认收入的情形。 

  4、需补充披露的内容 

详见公司回复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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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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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已在公开转让说明书“第四节 公司财务”之“五、报告期利润形成的

有关情况”之“（一）营业收入分析”之“1、各类收入的具体确认方法”中补

充披露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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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已在公开转让说明书“第四节 公司财务”之“三、报告期内采用的主

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之“（二十四）收入（新收入准则适用）”和“第四节

公司财务”之“五、报告期利润形成的有关情况”之“（一）营业收入分析”之

“1.各类收入的具体确认方法”中修改披露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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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已在公开转让说明书“第四节 公司财务”之“三、报告期内采用的主

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之“（二十五）收入（原收入准则适用）”中修改披露

如下： 

!�þ�£��_%"S{RSûs�§¥iN��h¨£hÊv'o>ß

õãp¦tÌ

�®5ü�ÿt?���6dâ�h¨¿ù?�67)~�NÂÛ)>§'

o�ª°äù�5�_£�gÌ

�Æ5ü�ÿtÃ�6û)âÔ>�NÂÛ)>§'o�ª°äù�5�_

£�g"#

【主办券商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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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尽调过程及事实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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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尽调过程 事实依据 

1 高管访谈，对部分经销商进行现场或视频访谈，了

解公司医药产品的销售情况 访谈记录 

2 查阅了公司的销售内部控制制度，执行了控制测试 销售相关的各项制度 

3 检查了主要客户的销售合同、发货申请单、销售发

票、销售出库单、运输交接单 

销售合同、发货申请单、销售

发票、销售出库单、运输交接

单 

4 抽查了公司的账务处理凭证 账务凭证 

5 抽查主要客户的回款凭证，获取并检查报告期及期

后公司物流系统退换货的记录 回款凭证，退货记录 

6 销售收入执行截止性测试 收入截止性程序 

    2、分析过程 

主办券商通过查阅公司的销售内部控制制度，执行了控制测试，检查主要客

户的销售合同、发货申请单、销售发票、销售出库单、运输交接单；抽查了公司

的账务处理凭证；抽查主要客户的回款凭证，获取并检查报告期及期后公司物流

系统退换货的记录；向报告期末应收账款余额较大的客户、报告期大额销售客户

进行包括销售额、应收账款期末余额等进行函证并收到回函；对销售收入执行截

止性测试；同时对部分经销商进行现场或视频访谈，了解公司医药产品的销售情

况，查询基药中标省份药品集中采购网站公示的采购公司产品的公开信息，核查

公司基药产品在上述省份的销售情况等方式，履行了核查程序。。 

公司的销售模式：公司在具体销售时，由客户下达发货申请单，公司根据发

货申请单开具销售出库单、销售发票，发货后即取得物流公司出具的运输交接单，

依据销售合同、货物运输合同相关的条款约定，公司的产品在发出后已将商品的

控制权转移进行转移，及所有权上的主要风险和报酬转移给买方。且收入成本能

够可靠计量，公司据此确认收入。 

同行业可比公司收入确认原则对比情况如下： 

序号 可比公司名称 证券代码 收入确认原则 资料来源 

1 科伦药业 （002422） 

本集团在履行了合同中的履约义务，

即在客户取得相关商品的控制权时，

确认收入。一般情况下，当产品运送

至销售客户指定的地点并由客户验收

后，输液、非输液及其他产品控制权

被认为已转移给客户，本集团据此确

2020 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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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营业收入本集团按因向客户转让商

品而预期有权收取的对价金额（不包

括代第三方收取的款项）确定销售商

品收入金额。 

2 赛升药业 （300485） 
以药品销售为收入主要来源，收入确

认的具体方法为：开具出库单并发出

商品、并在客户签收后确 认收入。 
2020 年报 

3 哈三联 （002900） 

境内销售：公司医药境内销售业务属

于在某一时点履行的履约义务，在客

户自提或公司将产品运送至合同/协议
约定的到货地点，且相关的经济利益

很可能流入时确认收入。 
境外销售：公司医药境外销售业务属

于在某一时点履行的履约义务，在公

司完成报关，相应的报关单显示已出

关，且相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时

确认收入。 

2020 年报 

4 天泉药业 （872952） 

商品销售出库且客户已收到货物，商

品销售收入金额已确定，已收讫货款

或预计可以收回货款，商品的成本能

够可靠地计量。 

2020 年报 

5 鹏海制药 （870773） 

对已将商品所有权上的主要风险或报

酬转移给购货方，不再对该商品实施

继续管理权和实际控制权，相关的收

入已经取得或取得了收款的凭据，且

与销售该商品有关的成本能够可靠地

计量时，本公司确认商品销售收入的

实现。 

2020 年报 

6 康缘药业 （600557） 

本公司生产的药品主要销售给各地区

医药商业公司,公司按照与医药商业单

位签订销售合同并将商品所有权风险

转移至商业医药单位或配送公司且开

具销售发票后确认销售收入。 

2020 年报  

7 万隆制药  

境内销售：由客户下达发货申请单，

公司根据发货申请单开具销售发票及

销售出库单，货运公司至公司仓库处

提货，并对出库数量及包装情况进行

验收后，货运公司及仓库保管人员共

同签署货物运输交接单，公司据此确

认收入。 
境外销售：公司完成报关，相应的报

关单显示已出关，且相关的经济利益

很可能流入或已流入时确认收入。 

会计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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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内销售业务：由于公司与客户签订的《产品销售合同》约定：“产品一旦发

货，其所有权及风险即转移给买方”，且公司根据客户下达的发货申请单开具发票

并安排发货，因此产品发货时风险和所有权即转移，公司在产品发货后且取得运

输公司的运输交单后确认收入。 

境外销售业务，公司完成报关，相应的报关单显示已出关，且相关的经济利

益很可能流入或已流入时确认收入。 

综上所述，公司发货确认收入合理、准确；与同行相比，公司的收入确认原

则不存在较大差异；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提前确认收入的情形，公司收入确认

的时点和方法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 

3、核查结论 

综上核查，主办券商和会计师认为，公司发货确认收入合理、准确；与同行

相比，公司的收入确认原则不存在较大差异；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提前确认收

入的情形，公司收入确认的时点和方法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 

4、需补充披露的内容 

详见公司回复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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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已在公开转让说明书“第四节 公司财务”之“四、报告期内的主要财

务指标分析”之“（一）盈利能力分析”之“2、波动原因分析”中补充披露如

下： 

Pë��±&6M®]5�]23n�¬n¿ÀÀà BCBC F?�£�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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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已在公开转让说明书“第四节 公司财务”之“四、报告期内的主要财

务指标分析”之“（五）其他分析”中补充披露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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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已在公开转让说明书“第四节 公司财务”之“五、报告期利润形成的

有关情况”之“（三）毛利率分析”之“4、其他事项”中补充披露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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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已在公开转让说明书“第四节 公司财务”之“五、报告期利润形成的

有关情况”之“（三）毛利率分析”之“2.与可比公司毛利率对比分析”中修改

披露如下：“ 

公司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申请挂牌公司 82.59% 8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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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伦药业（002422） W[VPW¤' 61.04% 
赛升药业（300485） 83.79% 85.15% 
海辰药业（300584） ]WV]R¤' 79.76% 
辰欣药业（603367） W]VP[¤' 57.54% 
哈三联（002900） A\V\R¤' 78.38% 
天泉药业（872952） £[VAA¤' 90.84% 
鹏海制药（870773） PSV\]¤' 50.48% 

平均 ASV£\¤' ]R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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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及新三板挂牌公司大多同时拥有医药商业、原料销售等

毛利率相对较低的业务，从而降低了其主营业务综合毛利率。公司主要收入来源

于治疗性输液产品，其药物配制复杂，生产工艺和技术要求高，生产控制过程技

术难度大，因此附加值高，毛利率也更高。 

BCBC F�]BCDE F�N4Y�¢y?�]sü¥¦§?�dÂ�o7#²

¦ �E%�H8]�D%��8N?��6>ð��o7#²¦ �B%«E8]��%B�8N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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Â¤qÁ�¢£g公司产品综合毛利率高于同行业平均毛利率，主要原因为在销

售模式转变后，公司通过“配送商”模式实现的销售比例进一步提高，药品出厂

价格上升，加之主导产品奥硝唑系列制剂属于窄谱抗菌药，可替代性较小，奥硝

唑产品进入的技术壁垒较高，目前市场上生产的厂家较少，玻瓶奥硝唑注射液全

国仅有 4家企业拥有该生产批件，非 PVC软袋奥硝唑注射液全国只有 2家企业拥

有该生产批件。公司在销售过程中具有较强议价能力，通过“配送商”模式实现

的销售提高了公司对销售渠道的掌控力，“配送商”模式较“经销商”模式的药

品出厂价格有较大幅度提高。因此导致公司产品综合毛利率高于上市公司及新三

板挂牌公司平均毛利率。 

综上所述，公司产品毛利率符合当前行业毛利率整体趋势。” 

【主办券商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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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尽调过程及事实依据 

序号 尽调过程 事实依据 

1 高管访谈、查阅公司出具的相关说明 访谈记录、情况说明 

2 

获取并检查了公司与主要客户签订的销售合

同，对公司物流系统发货明细、账务处理情况

进行比对，同时抽查发货申请单、销售出库单、

销售发票、运输交接单等资料，判断收入确认

的真实性 

销售合同、发货申请单、销售出库

单、销售发票、运输交接单等资料 

3 
对公司所有客户回款明细账中单笔金额较大

的会计凭证进行逐笔检查，核对银行流水、银

行回单显示信息与账务处理的一致性 
会计凭证、银行流水 

4 
向销售额及应收账款余额较大的客户进行函

证，包括销售额、应收账款期末余额及发往对

方的产品期末库存情况等 
函证 

5 检查相应的销售合同、销售出库单等原始资料 销售合同、销售出库单 

6 
选取了不同地区发生额较大、收入增长额较大

的客户进行访谈，了解双方的合同执行情况，

结合访谈情况确认销售收入的真实性 
客户访谈 

2、分析过程 

Q¹WÝÞz{23'·k÷¿Ày~ZiOÂ'o¯¿ÀÖíeß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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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司业绩波动情况 

公司报告期 2020 年度收入较 2019 年营业总收入下降 108,550,319.41元，下

降 16.27%，主要系主营业务收入下降，其中主要产品波动明细如下： 

项目 变动金额（元） 变动金额占总变动金额比例 

非 PVC软袋奥硝唑注射液                           -85,356,224.36 78.63% 

玻瓶奥硝唑注射液 -8,004,238.26 7.37% 

奥硝唑胶囊 -7,555,131.15 6.96% 

复方右旋糖酐 40 注射液                       15,839,736.86 -14.59% 

乌苯美司片          -21,307,241.34 19.63% 

小计 -106,383,098.25 107.15% 

注：变动金额“-”表示减少，“+”表示增加。 

报告期公司业绩波动主要原因：奥硝唑系列制剂、乌苯美司片等收入下降、

复方右旋糖酐 40 注射液收入上升。 

奥硝唑系列制剂收入下降原因系：①各省市严格执行《国家基本药物目录》，

公司非 PVC软袋奥硝唑注射液未在《国家基本药物目录》中，且非 PVC软袋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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硝唑注射液在西南四省的区域集中采购招投标中落标使得非 PVC 软袋奥硝唑注

射液终端销售下降；②2020 年度玻瓶奥硝唑注射液配送商销量比例下降，使得玻

瓶奥硝唑注射液销售收入下降；③奥硝唑胶囊产量的降低导致奥硝唑胶囊销量的

下降，进而导致奥硝唑胶囊销售收入下降。 

乌苯美司片收入下降原因系：2020 年乌苯美司片被移除出国家医保目录，导

致乌苯美司片在医疗终端的销量大幅度减少，因而乌苯美司片的收入也大幅度减

少。 

复方右旋糖酐 40 注射液收入上升原因系：公司于 2016 年取得非 PVC 软袋

复方右旋糖酐 40 注射液的生产批件，2017 年公司在原有玻瓶规格的基础上开发

非 PVC软袋规格，2019 年公司加大力度在各医疗终端的市场开发，使得 2020 年

血容量扩充剂复方右旋糖酐 40 注射液在终端医疗机构销售量有所增长。故血容

量扩充剂复方右旋糖酐 40 注射液收入有所上升。 

报告期内，其他药品 2020 年收入较 2019 年下降了 14,544,674.89元，下降了

27.02%。其他药品主要为乌苯美司片、混合核苷片以及原料药等。其他药品收入

比重下降主要是乌苯美司片销量下降所致，乌苯美司片销量下降的原因系 2020

年乌苯美司片被移除出国家医保目录，导致乌苯美司片在医疗终端的销量大幅度

减少，因而乌苯美司片的收入也大幅度减少。 

2、营业收入是否稳定、期后业绩是否回升 

随着新冠疫情逐步得到控制，公司产品销量较上年同期有明显上升，2021

年 1-5 月，公司主营业务收入较上年同期增长 11.59%，净利润减少 296.74%，经

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增长 76.33%。 

3、主办券商执行的程序 

主办券商通过：①了解医药行业的相关政策，特别是“两票制”政策对公司经

营情况的影响，以评价销售收入变动的合理性；②获取公司收入确认政策，判断

收入确认政策是否与企业会计政策规定一致；会计政策是否在报告期保持一致；

③了解并测试了公司销售与收款循环相应的政策和相关内部控制，以评价销售与

收款循环相关的内部控制设计和运行有效性；④获取并检查了公司与主要客户签

订的销售合同、发货申请单、销售出库单、销售发票、运输交接单、物流系统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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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明细以及财务处理凭证、主要客户的销售回款凭证，判断收入确认的真实性；

⑤选取报告期内不同地区发生额较大、收入增长额较大及新增的客户函证，了解

双方的合同执行情况、经销商的合理库存等，确认销售收入的真实性；⑥获取报

告期销售明细表，比较分析报告期毛利变动原因及真实性；⑦我们获取了公司物流

系统本期及期后退换货的记录并进行检查，确认是否存在影响收入确认的重大异常退货情况；

⑧获取 2021 年销售订单、财务报表，分析期后业绩回升情况等方式，履行了核查程序。 

经核查，主办券商认为，公司业绩波动符合实际情况；2021 年随着新冠疫情

得到控制，公司 2021 年 1-5 月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有所上升；公司营业收入核算

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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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主办券商对公司销售收入及产品是否实现最终销售情况进行了如下

核查： 

1、获取并检查了公司与主要客户签订的销售合同，与公司物流系统发货明

细、账务处理情况进行比对，同时抽查发货申请单、销售出库单、销售发票、运

输交接单等资料，判断收入确认的真实性，具体核查数据如下： 

年份 
主营业务收入金额 

（元） 
核查户数 
（家） 

核查金额（元） 核查比例 

2020 年度 557,244,158.53 361 451,586,914.70 81.04% 

2019 年度 667,205,590.33 381 546,591,898.40 81.92% 

2、 对公司所有客户回款明细账中单笔金额较大的会计凭证进行逐笔检查，

核对银行流水、银行回单显示信息与账务处理的一致性，具体核查数据如下： 

年度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元） 核查金额（元） 核查比例 

2020 年度 596,360,819.29 537,563,142.44 90.14% 

2019 年度 712,294,779.35 647,367,375.00 90.88% 

3、向销售额及应收账款余额较大的客户进行函证，包括销售额、应收账款

期末余额及发往对方的产品期末库存情况等，根据回函信息进一步判断收入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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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真实性，同时对于未回函项目执行替代程序，主要检查资产负债表日后收回的

货款；检查相应的销售合同、销售出库单等原始资料。函证信息如下： 

年份 
函证

数量 
函证销售额 
（元） 

主营业务收入金

额（元） 
回函 
数量 

回函销售额 
（元） 

回函占发函

金额比例 
2020
年度 

227 396,981,320.36 557,244,158.53 193 349,738,991.09 88.10% 

2019
年度 

218 447,747,880.28 667,205,590.33 188 385,711,207.46 86.14% 

4、选取了不同地区发生额较大、收入增长额较大的客户进行访谈，了解双

方的合同执行情况，结合访谈情况确认销售收入的真实性，访谈客户的销售收入

数据如下： 

年份 访谈数量 
访谈客户销售额 

（元） 
主营业务收入金额 

（元） 
访谈比例 

2020 年度 7 55,933,308.56 557,244,158.53 10.04% 

2019 年度 7 65,259,133.86 667,205,590.33 9.78% 

公司部分客户为大型医药流通集团，下属子公司较多，会计师对其主要子公

司进行访谈。 

经核查，主办券商认为，公司收入确认时点合理，收入列报真实、准确、完

整，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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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20 年公司收入下降成本上升主要原因 

报告期成本按照费用性质构成情况： 

项目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金额（元） 
占比

（%） 
剔除会计政策核算影响后 

金额（元） 
占比

（%） 金额 占比（%） 
直接材料 63,538,915.87 65.34 63,538,915.87 70.41 59,523,267.18 70.12 
直接人工 9,205,722.67 9.47 9,205,722.67 10.20 8,499,861.83 10.01 
制造费用 17,262,001.53 17.75 17,262,001.53 19.13 16,829,806.48 19.83 
运输费用 7,001,146.12 7.2         
其他业务成本 229,487.99 0.24 229,487.99 0.25 35,689.01 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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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97,237,274.18 100 90,236,128.06 100.00 84,888,624.50 100 

说明：公司从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根据新收入准则规定运

输费构成合同履约成本因此计入成品销售成本。 

扣除因新收入准则会计政策规定后，报告期成本构成结构未见明显波动。 

2020 年公司收入下降成本上升的主要原因是： 

①奥硝唑系列制剂：主要产品奥硝唑系列制剂生产使用的原材料奥硝唑原料

药价格上升使得直接材料上升；产量下降使得分配的单位直接人工、制造费用上

升，作用使得奥硝唑系列制剂单位成本有所上升； 

②其他输液类产品：其他输液类产品中，复方右旋糖酐 40 注射液生产使用

的原材料右旋糖酐 40 原料药由外购逐渐过渡为自产，原料药生产初期产量较少

成本较高，使得复方右旋糖酐 40 注射液单位直接材料成本上升；该产品销量上

升使得复方右旋糖酐 40 注射液主营业务成本上升； 

③其他药品：其他药品中原料药 2020 年度销量较 2019 年大幅上涨，使得相

关而原料药均属于投产初期，产量较低，分摊的直接人工和制造费用较高，因此

单位成本较高，且 2020 年度销量较 2019 年度大幅上升，使得 2020 年度销售成

本大幅上升。后续随着公司生产工艺逐渐成熟、生产人员操作逐渐熟练以及产量

上升，原料药成本将进一步下降。 

2、成本归集、分配及结转情况 

公司产品成本按照液体、固体、合成一车间、合成二车间等生产部门进行成

本归集。成本分为直接材料、直接人工、制造费用、水电及燃料构成。直接材料

归集生产过程中领用的原材料、自制半成品等，直接人工归集车间人员的职工薪

酬，制造费用归集生产管理人员薪酬、房屋设备折旧、低值易耗品、设备的日常

维修费等费用、水电及燃料成本按照车间实际耗用归集。 

直接材料成本占产品总成本比例较高，期末在制品按照成本按照直接材料成

本结转，当月发生的直接人工、制造费用、水电及燃料等成本在当月完工产品成

本中进行分摊。 

当月完工成品经检验合格后，将完工产品成本按照类别明细结转到库存商品；

完成销售的库存商品按照月度加权平均结转主营业务成本。 

3、收入确认和成本结转是否匹配 

公司确认收入、结转成本时以权责发生制为基础，遵循配比原则。具体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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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产品销售出库后达到收入确认条件时，公司确认销售收入；月末根据各种产

品实际销量，结合当月该产品生产完工成本月末一次加权平均结转主营业务成本。

公司收入确认和成本结转相匹配。 

4、主办券商执行的程序 

①了解被审计单位的生产工艺流程和成本核算方法，检查成本核算方法与生

产工艺流程是否匹配，前后期是否一致并作出记录； 

②对原材料收发计价进行测试、对月度成本计算单进行测试、完工成本构成

进行分析，对库存商品发出进行了发出计价测试。 

③获取完工产品与在产品的生产成本分配标准和计算方法，检查生产成本在

完工产品与在产品之间、以及完工产品之间的分配是否正确，分配标准和方法是

否适当，与前期比较是否存在重大变化，该变化是否合理； 

④抽查成本计算单，检查直接材料、直接人工及制造费用的计算和分配是否

正确，并与有关佐证文件（如领料记录、生产工时记录、人工费用分配汇总表等）

相核对： 

⑤获取并复核生产成本明细汇总表的正确性，将直接材料与材料耗用汇总表、

直接人工与职工薪酬分配表、制造费用总额与制造费用明细表及相关账项的明细

表核对； 

⑥对存货执行监盘程序； 

⑦结合产量、原材料采购价格等分析单位成本变动的合理性。 

经核查，主办券商认为，公司成本上升的原因合理，与相关原材料采购成本

变动、产品销量变动相匹配；公司成本归集、分配、结转准确；不存在收入确认

和成本结转不匹配或者通过成本调节业绩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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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券商执行的程序：（1）结合公司销量、产量的变化情况，分析各产品

销售单价、单位成本变动的合理性；（2）分析各产品毛利率变动的原因及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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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3）分析公司毛利率水平和同行业上市公司平均水平差异原因是否合理。 

1、毛利率波动情况： 

毛利率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变动额 

综合毛利率 82.60% 87.28% -4.68% 

主营毛利率 82.59% 87.28% -4.69% 

主要产品类别毛利变动情况： 

产品类别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变动额 

非 PVC软袋奥硝唑注射液                           90.04% 91.65% -1.61% 
玻瓶奥硝唑注射液 72.55% 79.69% -7.14% 
复方右旋糖酐 40 注射液                       81.45% 84.63% -3.18% 
丙氨酰谷氨酰胺 83.46% 84.23% -0.77% 
加替沙星注射液 56.55% 60.55% -4.00% 
中成药制剂 27.61% 32.57% -4.96% 
其他药品 56.21% 86.12% -29.91% 
其中：乌苯美司片          85.12% 86.90% -1.78% 

注：主要产品指收入大于营业总收入 5%以上的产品。 

（1）奥硝唑系列制剂毛利率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奥硝唑系列制剂毛利率分别为 86.15%、88.65%，呈下降趋

势，主要原因：①奥硝唑原料药价格上涨导致奥硝唑系列制剂产品成本上升；②

2020 年各省完全严格执行《国家基本药物目录》，而公司奥硝唑注射液未在《国

家基本药物目录》中，因此公司与经销商的议价能力降低，玻瓶奥硝唑注射液通

过经销商方式销售的平均单价有所下降；③奥硝唑系列制剂 2020 年在部分省份

的挂网中标价格较 2019 年有所下降。以上原因导致奥硝唑系列制剂产品毛利率

呈现下降趋势。 

（2）中成药制剂毛利率分析 

报告期内，主要原因系公司中成药制剂包括乌龙散和固精麦斯哈片，公司于

2018 年取得固精麦斯哈片的生产批件，是国内取得该产品生产批件的两家企业之

一。2020 年公司利用现有的生产设备及工艺对固精麦斯哈片进行小批量的生产并

开始进行市场销售，但由于其处于生产初期产品毛利率较低，因而导致中成药制

剂产品毛利率呈现下降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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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其他药品毛利率分析 

报告期内，其他药品毛利率下降的主要原因是：（1）产品毛利率较高的乌

苯美司片因被移除出国家医保目录销量下降所致；（2）产品毛利率较低的原料

药 2020 年销量增加所致。 

2、毛利率和同行业水平 

公司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科伦药业（002422） 54.25% 61.04% 

赛升药业（300485） 83.79% 85.15% 

海辰药业（300584） 75.71% 79.76% 

辰欣药业（603367） 57.24% 57.54% 

哈三联（002900） 63.31% 78.38% 

天泉药业（872952） 84.66% 90.84% 

鹏海制药（870773） 29.37% 50.48% 

同业可比均值 69.83% 71.88% 

万隆制药 82.59% 87.28% 

注：因鹏海制药（870773）2020年度财务报表被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

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其 2020年的财务数据不能真实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故在计算 2020

年可比公司平均毛利率时将其从样本中剔除。 

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及新三板挂牌公司大多同时拥有医药商业、原料销售等

毛利率相对较低的业务，从而降低了其主营业务综合毛利率。公司主要收入来源

于治疗性输液产品，其药物配制复杂，生产工艺和技术要求高，生产控制过程技

术难度大，因此附加值高，毛利率也更高。 

2020 年度、2019 年度，同行业上市公司及新三板挂牌公司平均毛利率分别

为 69.83%、71.88%，公司产品的综合毛利率分别为 82.59%、87.28%，报告期内

同行业上市公司及新三板挂牌公司平均毛利率与公司产品毛利率变化趋势一致，

均呈现下降趋势。公司产品综合毛利率高于同行业平均毛利率，主要原因为在销

售模式转变后，公司通过“配送商”模式实现的销售比例进一步提高，药品出厂价

格上升，加之主导产品奥硝唑系列制剂属于窄谱抗菌药，可替代性较小，奥硝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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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进入的技术壁垒较高，目前市场上生产的厂家较少，玻瓶奥硝唑注射液全国

仅有 4 家企业拥有该生产批件，非 PVC 软袋奥硝唑注射液全国只有 2 家企业拥

有该生产批件。公司在销售过程中具有较强议价能力，通过“配送商”模式实现的

销售提高了公司对销售渠道的掌控力，“配送商”模式较“经销商”模式的药品出厂

价格有较大幅度提高。因此导致公司产品综合毛利率高于上市公司及新三板挂牌

公司平均毛利率。 

综上所述，公司产品毛利率符合当前行业毛利率整体趋势。 

3、核查结论 

经核查，主办券商及会计师认为，（1）公司业绩波动符合实际情况；2021

年随着新冠疫情得到控制，公司 2021 年 1-5 月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有所上升；公

司营业收入核算真实、准确、完整。（2）公司收入确认时点合理，收入列报真

实、准确、完整，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3）公司成本上升的原

因合理，与相关原材料采购成本变动、产品销量变动相匹配；公司成本归集、分

配、结转准确；不存在收入确认和成本结转不匹配或者通过成本调节业绩的情形；

（4）公司毛利率波动符合行业整体变动趋势，符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司毛利率

核算真实、准确，随着公司原料药逐渐达到量产，毛利率将会进一步提升，公司

毛利率具有可持续性，不存在调节毛利率的情形，毛利率水平符合行业特点。 

4、需补充披露的内容 

详见公司回复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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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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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¹WÝÞúû��ß£ß�`ö÷¼Ä|ë3¼Äc�b¼Ä�;¿�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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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Àáh;Ù;,øQ

QQQQ公司已在《公开转让说明书》“第四节 公司财务”之“五、报告期利润形

成的有关情况”之“（四）主要费用、占营业收入的比重和变化情况”之“2、

期间费用主要明细项目”之“（1）销售费用”部分补充披露如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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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公司已在《公开转让说明书》“第四节 公司财务”之“五、报告期利润形

成的有关情况”之“（四）主要费用、占营业收入的比重和变化情况”之“2、

期间费用主要明细项目”之“（1）销售费用”部分补充披露如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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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已在《公开转让说明书》“第四节 公司财务”之“五、报告期利润形

成的有关情况”之“（四）主要费用、占营业收入的比重和变化情况”之“2、

期间费用主要明细项目”之“（1）销售费用”部分补充披露如下内容: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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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已在《公开转让说明书》“第四节 公司财务”之“五、报告期利润形成

的有关情况”之“（四）主要费用、占营业收入的比重和变化情况”之“2、期

间费用主要明细项目”之“（1）销售费用”部分补充披露如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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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已在《公开转让说明书》“第二节 公司业务”之“六、商业模式”之“（三）

销售模式”部分披露如下： 

 “公司产品主要通过经销商或配送商完成对医院终端的销售。经销商模式与

配送商模式同属于经销模式。在经销商模式下，制药企业向经销商销售药品，向

其开具销售发票，并收取货款，再由经销商进行分销，终端客户主要由经销商直

接维护和服务，该种模式的特点是制药企业销售价格较低，毛利率较低，销售费

用率较低。在配送商模式下，制药企业产品向配送商销售药品，并向其开具销售

发票，由配送商销售给医院或终端客户，对配送商的销售价格较高，毛利率较高，

销售费用率较高。配送商模式与直销模式较为相似，制药企业对配送商的销售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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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通常为在直销模式销售价格的基础上扣除一定的配送费。“两票制”的实施，

不影响原来采用直销模式和配送商模式的制药企业，但对采用经销商模式的药企

影响较大。“两票制”的实施，使采用经销商模式的药企逐渐向配送商模式或直

销模式转变，但由于销售费用率和毛利率将同时上升将倒逼公司提高产品价格，

因此该商业模式的转变仍需要一定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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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已在《公开转让说明书》“第二节 公司业务”之“六、商业模式”之

“（三）销售模式”部分补充披露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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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商业贿赂等不良行为 

根据《药品管理法》、《反不正当法》、《关于禁止商业贿赂行为的暂行规

定》及《关于建立医药购销领域商业贿赂不良记录的规定》等有关要求，公司制

定了《西安万隆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反商业贿赂制度》，公司制定了《西安万隆制

药股份有限公司反商业贿赂制度》，明确禁止员工进行商业贿赂活动，并规定对

违反公司反商业贿赂政策的经销商、配送商及推广服务商将采取中止或终止商业

合作、追究相关单位或个人违约责任、请求赔偿等措施。经自查，公司不存在利

用第三方规避相关风险、变相商业贿赂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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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rsKg公司与推广服务商签署的《反商业贿赂协议》约定：“一、乙方应严

格按照公司规定开展相关销售活动，严格遵守所有适用的法律、法规，包括但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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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于《刑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关于禁止商业贿赂行为的暂行规定》等

国家法律、法规规定，严禁采取违法、违规、商业贿赂等不正当竞争方式进行销

售业务；二、若乙方违反上述约定，即视为乙方构成重大违约，甲方有权立即终

止与乙方的劳动关系并追究乙方相应的违约责任”，以此规范相关机构和人员的

行为。Ì

此外，公司在与外部推广服务商签订的《推广服务协议》中明确约定：“乙

方承诺其推广行为应符合国家相关法律规定，严禁采取违法、违规、商业贿赂等

不正当竞争方式进行推广，如有此类不合规行为，乙方承担全部法律、经济责任。

同时，甲方取消乙方的推广资格。乙方有责任维护甲方信誉及价格机密，不得损

坏甲方的企业形象和利益。p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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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公司建立健全了销售环节的财务、合同和人员的内部控制制度，

对公司的销售环节进行有效的控制和监督，严格遵守廉洁从业的有关规定，不存

在商业贿赂的情形。Ì

û@®N§¼áP0$M³+f·pAö÷÷øóøøùúûüöý%þÿý!÷%"ÿ#%þûJ]

P0$zY,-?··p$ö÷÷øóøø%&"'%þÿý!÷%"ÿ#%þû(Ã]ÇÈ·)?·,-N

Ã]S7TUâã>Wg9gL`àN�_û@®?�V$�XY\�uv8

g9gLY¦y$?ä]»¼³)8S7TU/�*¼þYÞKL>g9¶¬N

µV$�}~þ�~\�uv8g9gLY¦y��>JK¶¬gÌ

ð¢ùúN?��./5üÆn0ÞßK\]Â)\�uvÛ)®T@��

�NzY¿ÀÃ1gû@®?�>ÞßK\]&65ü8Y¦LÈNV$�g

9gLY¦g” 

【主办券商回复】 

1、尽调过程及事实依据 

序号 尽调过程 事实依据 

1 访谈高级管理人员、查阅公司出具的相

关说明 访谈记录、情况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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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查阅推广服务商工商信息 推广服务商工商信息截图 

3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

（业务）人员及其近亲属对外投资及任

职情况，公司及董事、监事、高管人员

和核心技术（业务）人员、主要关联方

或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在主要

供应商中所占权益的说明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

务）人员及其近亲属对外投资及任职情况，

公司及董事、监事、高管人员和核心技术（业

务）人员、主要关联方或持有公司 5%以上
股份的股东在主要供应商中所占权益的说

明 

4 对主要推广服务商执行函证程序 函证 

5 获取公司关于商业贿赂的内部控制制

度及有关说明 
《反商业贿赂制度》、《关于报告期内不存

在商业贿赂的情况说明》 

6 检查公司大额推广费相关协议、银行流

水、发票等是否一致 公司大额推广费相关协议、银行流水、发票 

7 获取主管部门的无违法违规证明文件 无违法违规证明文件 

2、分析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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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销售推广基本情况 

公司产品主要通过经销商或配送商完成对医院终端的销售。在配送商模式下，

公司产品向配送商销售药品，由配送商销售给医院或终端客户，该过程中公司主

导各种学术推广和促销活动，因此产生推广相关费用。 

公司销售部采用多层次的营销推广方式，由驻地推广、会议推广等宣传推广

方式构成，通过信息搜集、客户筛选、意向客户汇总、客户见面核实与洽谈成交、

销售分析与销售辅导结合会议营销，客户收发货的管理，保证了公司产品宣传、

客户资料积累与客户及时成交和销量的提升。 

报告期内，公司聘请推广服务商为公司提供市场推广服务和药品推广服务，

服务内容包括学术推广、营销服务、市场调研等多种形式，各种服务实质上均是

为公司特定药品的宣传推广进行服务。服务范围为各区域的终端医院等医药市场，

推广对象主要为医院医生、专家及其他医护人员等。 

2、公司对反商业贿赂行为的管理情况 

根据《药品管理法》、《反不正当法》、《关于禁止商业贿赂行为的暂行规

定》及《关于建立医药购销领域商业贿赂不良记录的规定》等有关要求，公司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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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了《西安万隆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反商业贿赂制度》，明确禁止员工进行商业贿

赂活动，并规定对违反公司反商业贿赂政策的经销商、配送商及推广服务商将采

取中止或终止商业合作、追究相关单位或个人违约责任、请求赔偿等措施。 

公司与推广服务商在签订合同前均签署了《反商业贿赂协议》，约定“一、

乙方应严格按照公司规定开展相关销售活动，严格遵守所有适用的法律、法规，

包括但不限于《刑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关于禁止商业贿赂行为的暂行

规定》等国家法律、法规规定，严禁采取违法、违规、商业贿赂等不正当竞争方

式进行销售业务；二、若乙方违反上述约定，即视为乙方构成重大违约，甲方有

权立即终止与乙方的劳动关系并追究乙方相应的违约责任”，以此规范相关机构

和人员的行为。 

此外，公司在与外部推广服务商签订的《推广服务协议》中明确约定：“乙

方承诺其推广行为应符合国家相关法律规定，严禁采取违法、违规、商业贿赂等

不正当竞争方式进行推广，如有此类不合规行为，乙方承担全部法律、经济责任。

同时，甲方取消乙方的推广资格。乙方有责任维护甲方信誉及价格机密，不得损

坏甲方的企业形象和利益。” 

报告期内，公司建立健全了销售环节的财务、合同和人员的内部控制制度，

对公司的销售环节进行有效的控制和监督，严格遵守廉洁从业的有关规定，不存

在商业贿赂的情形。 

3、执行的核查程序及比例 

（1）检查了公司费用预算和费用报销相应的内控制度及其执行情况； 

（2）针对报告销售推广费，检查并核对相关协议、发票及付款银行流水，同

时检查会议签到表、会场照片，核查比例如下： 

项目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宣传推广费（元）    353,325,767.99          434,393,086.85  
核查金额（元）    337,850,430.68          410,702,715.97  
核查比例 95.62% 94.55% 

（3）特别关注资产负债表日前后确认的相关费用，以评价相关销售费用是否

发生及财务核算记录在正确的会计期间； 

（4）对大额推广费的发生实施函证确认，函证比例如下： 

项目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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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推广费（元）  353,325,767.99   434,393,086.85  
发函金额（元）   299,088,145.00   313,030,285.00  
发函比例 84.65% 72.06% 
回函金额（元）  273,523,945.00   273,659,485.00  
回函比例 91.45% 87.42% 

（5）查询了推广服务商工商信息和公司董、监、高对外投资、兼职等情况，

判断是否存在关联方关系； 

（6）查询了裁判文书网、检索检察院案件信息公开数据，报告期内公司不存

在因商业贿赂所致的刑事处罚；同时，登录国家卫计委官网并查询“商业贿赂不良

记录”专栏，不存在公司、公司销售人员、公司经销商及其主要销售人员、公司推

广服务商及其主要人员的信息。 

经核查，主办券商认为，公司披露的宣传推广费真实完整，系开展的真实推

广活动，公司不存在将商业贿赂支出计入费用的情形。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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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报告期前十名推广商基本情况：  

2020 年度： 

序号 公司名称 推广费用（元） 成立时间 
推广 
区域 

合作历史 
是否存

在关联

关系 

1 
南京市鼓楼区鑫思芹

商务信息咨询中心 
3,886,100.00 2019-3-4 江苏省 2019 年 3 月 否 

2 
泰兴市友华劳务分包

中心 
3,712,200.00 2019-1-30 四川省 2019 年 7 月 否 

3 
安阳林轩医药科技有

限公司 
3,591,600.00 2019-12-5 陕西省 2020 年 3 月 否 

4 
泰兴市梅金企业管理

服务中心 
3,516,800.00 2019-3-13 江苏省 2019 年 9 月 否 

5 
泰兴市华苏劳务分包

中心 
3,450,500.00 2019-1-30 广东省 2019 年 7 月 否 

6 
泰兴市永静商务咨询

服务中心 
3,398,800.00 2018-8-21 重庆市 2019 年 5 月 否 

7 
新泰市青云街道春聚

企业策划服务中心 
3,330,900.00 2019-3-25 四川省 2019年 11月 否 

8 
昆明枢韵商务信息有

限公司 
3,286,700.00 2018-9-26 四川省 2019 年 7 月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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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安阳台越医药科技有

限公司 
3,273,100.00 2019-2-2 重庆市 2020 年 3 月 否 

10 
通江县东悦商务服务

中心 
3,242,400.00 2018-12-17 江苏省 2019 年 7 月 否 

合计 34,689,100.00 - - - - 

2019 年度： 

序

号 
公司名称 

推广费用 
（元） 

成立时间 
推广区

域 
合作历

史 

是否存

在关联

关系 

1 
泰兴市兰发商务咨询

服务中心 
4,515,900.00 2018-7-19 江苏省 

2019年 3
月 

否 

2 
深圳万维医药贸易有

限公司 
4,422,700.00 2006-8-27 广东省 

2018年 5
月 

否 

3 
通江县杰进商务服务

中心 
4,371,800.00 2018-12-17 四川省 

2019年 7
月 

否 

4 
陕西康诺顺医疗科技

有限公司 
4,168,400.00 2015-2-6 陕西省 

2018年 7
月 

否 

5 
南京市鼓楼区鑫思芹

商务信息咨询中心 
4,057,500.00 2019-3-4 江苏省 

2019年 3
月 

否 

6 
重庆厚叙营销策划中

心 
3,804,242.72 2019-2-26 重庆市 

2019年 3
月 

否 

7 
泰兴市永静商务咨询

服务中心 
3,803,800.00 2018-8-21 江苏省 

2019 年 5
月 

否 

8 
泰兴市永静商务咨询

服务中心 
3,803,800.00 2018-8-21 江苏省 

2019年 5
月 

否 

9 
通江县东悦商务服务

中心 
3,629,600.00 2018-12-17 四川省 

2019年 7
月 

否 

10 
通江县炬进商务服务

中心 
3,583,800.00 2018-12-17 四川省 

2019年 7
月 

否 

合计 39,888,810.67 - - - - 

公司宣传推广费主要根据推广区域、推广次数、推广内容协商确定推广费用，

定价方式合理，定价公允，不存在利益输送情形。公司主要推广服务商不存在因

违法违规行为受到处罚的情形。 

2、主办券商执行的程序： 

（1）获取并检查主要推广商的相关协议、公司付款银行流水、发票等资料； 

（2）查询了上述推广商的工商信息，分析与公司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3）向大额推广费服务商执行函证程序，对推广区域、推广费用、以及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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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存在关联关系、资金往来情形进行函证； 

（4）了解推广费定价方式及合理性，判断是否存在利益输送情形； 

（5）获取了主要推广商未曾因违法违规行为受到处罚的声明。 

经核查，主办券商认为，公司主要推广服务商基本情况真实，不存在因违法

违规行为受到处罚且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公司向推广服务商支付宣传推广费

定价依据合理，定价公允，不存在利益输送的情形。Q

QÖW�gA~þÅZôõ¿�¿À$�õý¾°±Zz{23ôõ¿�Ú

�lv'È%23¿ÀáhÝ$89Z¿Àªºv'�õZ¿Àáh;ÙE_�

h;ÙEd23þÿ³�_¶!ôõ¿�9�äZ¿Àáhc�b¼ÄK¥�þ

ÿ9c�©òä9��øQ

1、随着国家医药流通行业“两票制”的改革及实施，公司根据各省市实施进度，

适时调整与之相匹配的推广和销售模式，公司主导负责产品的专业化推广并承担

相应费用。报告期宣传推广费发生情况如下： 

单位：元 

项   目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宣传推广费 353,325,767.99 434,393,086.85 

2020 年度推广费下降 81,067,318.86元、下降 18.66%，与主营业务收入下降

16.48%基本匹配。 

2、销售费用率与同行业可比公司情况 

可比公司名称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销售费用（元） 销售费用率 销售费用（元） 销售费用率 
科伦药业（002422） 4,882,545,136.00 29.66% 6,550,305,225.00 37.14% 
赛升药业（300485） 626,671,107.57 57.27% 763,060,063.01 64.07% 
海辰药业（300584） 385,431,559.89 54.57% 531,194,538.17 57.46% 
辰欣药业（603367） 1,183,980,078.75 32.22% 1,303,353,557.02 31.69% 
哈三联（002900） 605,065,777.60 45.19% 1,153,617,926.65 54.88% 
天泉药业（872952） 189,111,396.13 67.79% 384,790,711.78 76.11% 
同业可比均值 1,312,134,175.99 33.42% 1,781,053,670.27 40.37% 
万隆制药 362,021,455.35 64.79% 454,246,473.90 68.07% 

公司销售费用率 2020 年度较 2019 年度处于下降趋势，与同行业可比公司趋

势一致。报告期销售费用率高于同行业可比公司平均值，主要原因为公司配送模

式下销售比例较高所致，公司销售费用率数据符合行业特点。 



 225 / 418 

3、公司制定的推广服务商的选取标准和推广活动的管理 

（1）对推广服务商的选取标准： 

公司在对推广服务商的资质、推广能力、合规记录等多种因素进行综合考量

后，选取推广服务商时，主要选取标准如下： 

①推广服务商的经营范围中包含与提供推广服务相关的内容，其对外提供推

广服务在其合法经营范围之内，具备开展推广服务的条件；  

②推广服务商在其推广服务的区域具有一定的资源，能够对接当地医疗机构

及其他专业机构，且相关服务人员拥有与公司推广服务内容相匹配的专业能力和

经验；  

③推广服务商能够合规经营，不得具有商业贿赂等不良行为，不存在因商业

贿赂等问题被行政处罚的情形。 

（2）推广活动的管理： 

①推广服务商依据与公司签署的推广协议，实施学术会议推广活动。推广服

务商开展的学术活动主要以科室会、院内会为主。支付服务商的费用仅限于与活

动相关的劳务费、场地租赁费、交通费、餐饮费、住宿费等。 

②在开展相关学术推广活动前，公司市场部根据服务商本次推广的品种、科

室会规模、院内会规模，提供学术会议相关的学术资料（产品宣传彩页、论文汇

编、产品标准 PPT等）、竞品信息资料、临床应用资料及其他宣传资料。 

③推广服务商在会议结束后，对学术会开展过程中相关资料进行整理、汇总，

包括学术会议议程、会议签到表、学术会议内容并对学术会议召开过程进行拍照

留底备查，确保学术推广工作的真实性。相关学术会议资料整理完毕后，提交销

售管理部、市场部、客服部，进行审核，财务部门根据审核结果及服务协议约定

付款结算。 

④市场部按季度对各省区的推广活动效果进行评价，并提交报告，内容涵盖

各省区新增终端医院数量，原有终端医院的销量变化，医护人员对产品的认知情

况、规范安全用药情况，推广过程中的合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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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主办券商执行的程序 

（1）查询了推广服务商工商信息的出资人、高管和公司的董、监、高及其

公司的人员是否存在兼职情况，检查公司的董、监、高等对外投资、兼职等情况，

不存在关联方关系或潜在关联方。 

（2）审阅了公司实际控股之人控制的其他企业西安新城万隆诊所、陕西丽

晶实业有限公司、陕西万祥物业有限责任公司的财务报表、明细账及银行流水，

不存在为公司承担成本或代垫销售费用的情形。 

经核查，主办券商认为，两票制实施后，销售费用是增长趋势与两票制下销

售收入趋势相匹配，公司销售费用率与同行业可比公司不存在较大差异，符合行

业特征；不存在关联方或潜在关联方为公司承担成本或代垫销售费用的情形，不

存在服务商推广能力与承担的服务不匹配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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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根据公司内部组织结构设置，公司按照部门的职能划分对应的费用、支

持核算。营销中心负责公司的市场扩展、产品销售等，与该部门相关的费用、摊

销等计入销售费用。 

公司设置原料工厂、制剂工厂等。原料工厂负责公司原料工厂生产计划，保

质、保量、按时完成生产任务；审核批准产品的工艺规程、操作规程文件；确保

药品按照批准的工艺规程和操作标准进行生产和储存；确保严格执行与生产操作

相关的各种操作规程；确保批生产记录和批包装记录经过制定人员审核并送交质

量保证部门；负责厂房和设备的维护保养等。制剂工厂负责制定工厂生产计划，

下达生产指令，并确保生产操作严格执行；负责建立生产监控制度，对生产全过

程、工艺要求、卫生规范等进行管理和监督；制定工艺规程、批记录；合理调配

各车间人员以保证生产的正常进行等。与原料工厂、制剂工厂等部门相关的支出、

摊销等计入成本核算。 

销售费用与成本核算的划分依据相关业务发生目的及受益对象进行划分，该

划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会计科目和主要账务处理的相关规定。 

2、销售费用与营业收入、销售模式匹配性及真实合理 

报告期销售费用主要发生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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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金额（元） 比例 金额（元） 比例 
宣传推广费 353,325,767.99 97.60% 434,393,086.85 95.63% 
职工薪酬 6,921,850.61 1.91% 8,886,456.21 1.96% 
其他费用 1,773,836.75 0.49% 2,812,881.24 0.62% 
运输费    8,154,049.60 1.80% 

合  计 362,021,455.35 100.00% 454,246,473.90 100.00% 

报告期销售费用发生额绝大多数是宣传推广费。公司从 2020 年 1 月 1 日起

执行新收入准则，根据新收入准则规定运输费构成合同履约成本因此计入主营业

务成本。 

如本回复 18.（3）所述， 销售费用率与同行业可比公司比较，及公司的销

售模式。经主办券商核查，公司的销售费用与营业收入、销售模式相匹配性，销

售费用发生真实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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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根据《药品管理法》、《反不正当法》、《关于禁止商业贿赂行为的暂

行规定》及《关于建立医药购销领域商业贿赂不良记录的规定》等有关要求，制

定了《西安万隆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反商业贿赂制度》，明确禁止员工进行商业贿

赂活动，并规定对违反公司反商业贿赂政策的经销商、配送商及推广服务商将采

取中止或终止商业合作、追究相关单位或个人违约责任、请求赔偿等措施。 

公司与推广服务商在签订合同前均签署了《反商业贿赂协议》，约定“一、

乙方应严格按照公司规定开展相关销售活动，严格遵守所有适用的法律、法规，

包括但不限于《刑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关于禁止商业贿赂行为的暂行

规定》等国家法律、法规规定，严禁采取违法、违规、商业贿赂等不正当竞争方

式进行销售业务；二、若乙方违反上述约定，即视为乙方构成重大违约，甲方有

权立即终止与乙方的劳动关系并追究乙方相应的违约责任”，以此规范相关机构

和人员的行为。 

此外，公司在与外部推广服务商签订的《推广服务协议》中明确约定：“乙

方承诺其推广行为应符合国家相关法律规定，严禁采取违法、违规、商业贿赂等

不正当竞争方式进行推广，如有此类不合规行为，乙方承担全部法律、经济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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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甲方取消乙方的推广资格。乙方有责任维护甲方信誉及价格机密，不得损

坏甲方的企业形象和利益。” 

公司建立健全了销售环节的财务、合同和人员的内部控制制度，对公司的销

售环节进行有效的控制和监督，严格遵守廉洁从业的有关规定，不存在商业贿赂

的情形。 

经核查，主办券商认为，公司销售活动中宣传推广及防止商业贿赂相关内部

控制制度设计合理并得到有效执行，公司不存在商业贿赂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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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券商和律师通过查阅公司在与推广服务商签订的《推广服务协议》以及

《反商业贿赂协议》，查阅报告期内公司所有在售药品的 GMP认证、药品生产批

件及取得的相应批文，以及公司制定的《西安万隆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反商业贿赂

制 度 》 ， 访 谈 公 司 管 理 层 人 员 ， 通 过 查 询 “ 中 国 裁 判 文 书 网 ”

（http://wenshu.court.gov.cn）、“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http://zxgk.court.gov.cn)

以及其他网站公开信息对公司的处罚记录，以及主管部门出具的无违法违规证明，

对报告期内的推广服务商执行函证程序等方式，履行了核查程序。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广告宣传行为。公司学术推广、药（产）品销售行为合

法合规。 
报告期内，公司建立健全了销售环节的财务、合同和人员的内部控制制度，

对公司的销售环节进行有效的控制和监督，严格遵守廉洁从业的有关规定，药品

销售和宣传推广等行为合法合规。 

公司在与推广服务商签订合作协议时，要求推广服务商同时签订《反商业贿

赂协议》。公司与推广服务商签署的《反商业贿赂协议》约定：“一、乙方应严

格按照公司规定开展相关销售活动，严格遵守所有适用的法律、法规，包括但不

限于《刑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关于禁止商业贿赂行为的暂行规定》等

国家法律、法规规定，严禁采取违法、违规、商业贿赂等不正当竞争方式进行销

售业务；二、若乙方违反上述约定，即视为乙方构成重大违约，甲方有权立即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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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与乙方的劳动关系并追究乙方相应的违约责任；……”，以此规范相关机构和

人员的行为。 

此外，公司在与推广服务商签订的《推广服务协议》中明确约定：“乙方承

诺其推广行为应符合国家相关法律规定，严禁采取违法、违规、商业贿赂等不正

当竞争方式进行推广，如有此类不合规行为，乙方承担全部法律、经济责任。同

时，甲方取消乙方的推广资格。乙方有责任维护甲方信誉及价格机密，不得损坏

甲方的企业形象和利益。” 

因此，报告期内公司已在售药品已全部取得相应批文，公司报告期内的宣传

推广、药品销售等行为规范，不存在违法违规行为，学术推广、药（产）销售等

行为合法合规。Ì

公司制定了《西安万隆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反商业贿赂制度》，明确禁止员工

进行商业贿赂活动，并规定对违反公司反商业贿赂政策的经销商、配送商及推广

服务商将采取中止或终止商业合作、追究相关单位或个人违约责任、请求赔偿等

措施。 

报告期内，经查询“中国裁判文书网”（http://wenshu.court.gov.cn）、“中

国执行信息公开网”(http://zxgk.court.gov.cn)以及其他网站公开信息，以及主管部

门出具的无违法违规证明，确认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进行商业贿赂等违法违规行

为而被公安、检查机关等主管部门立案侦查或行政处罚的违法记录，亦不存在直

接或间接商业贿赂等违法违规行为而产生的诉讼记录。 

因此，报告期内公司市场推广、药（产）品销售等行为合法合规，不存在商

业贿赂、给予医疗工作人员回扣等情形。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违法违规行为。 

主办券商和律师通过查阅公司在与推广服务商签订的《推广服务协议》以及

《反商业贿赂协议》，查阅报告期内公司所有在售药品的 GMP 认证、药品生产

批件及取得的相应批文，以及公司制定的《西安万隆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反商业贿

赂制 度 》 ，访谈公 司 管 理层人员， 通 过 查 询 “ 中 国裁判文书网”

（http://wenshu.court.gov.cn）、“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http://zxgk.court.gov.cn)

以及其他网站公开信息对公司的处罚记录，以及主管部门出具的无违法违规证明，

对报告期内的推广服务商执行函证程序等方式，履行了核查程序。主办券商及律

师认为，上述核查程序较为充分。 

3、核查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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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核查，主办券商及会计师认为，公司披露的宣传推广费真实完整，系开展

的真实推广活动，公司不存在将商业贿赂支出计入费用的情形。（2）公司主要

推广服务商基本情况真实，不存在因违法违规行为受到处罚且与公司不存在关联

关系，公司向推广服务商支付宣传推广费定价依据合理，定价公允，不存在利益

输送的情形。（3）两票制实施后，销售费用是增长趋势与两票制下销售收入趋

势相匹配，公司销售费用率与同行业可比公司不存在较大差异，符合行业特征；

不存在关联方或潜在关联方为公司承担成本或代垫销售费用的情形，不存在服务

商推广能力与承担的服务不匹配的情况。（4）公司的销售费用与营业收入、销

售模式相匹配性，销售费用发生真实合理。（5）公司销售活动中宣传推广及防

止商业贿赂相关内部控制制度设计合理并得到有效执行，公司不存在商业贿赂的

情形。公司报告期内不存在广告宣传行为，发生的学术推广、药品销售行为合法

合规，在售药品已取得相应批文，不存在商业贿赂、给予医疗工作人员回扣的情

形，公司报告期内不存在违法违规行为。 

4、需补充披露的内容 

详见公司回复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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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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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已在公开转让说明书“第四节 公司财务”之“六、报告期内各期末主

要资产情况及重大变动分析”之“（八）存货”之“3、公司存货跌价准备计提

情况分析”中补充披露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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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已在公开转让说明书“第四节 公司财务”之“六、报告期内各期末主

要资产情况及重大变动分析”之“（八）存货”中补充披露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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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已在公开转让说明书“第四节 公司财务”之“六、报告期内各期末主

要资产情况及重大变动分析”之“（八）存货”中补充披露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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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已在公开转让说明书“第四节 公司财务”之“六、报告期内各期末主

要资产情况及重大变动分析”之“（八）存货”中补充披露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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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已在公开转让说明书“第四节 公司财务”之“六、报告期内各期末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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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券商回复】 

1、尽调过程及事实依据 

序号 尽调过程 事实依据 

1 

获取并检查了公司内控制度中“公司内部控制-采购”内容，“公司

内部控制-存货”和“公司内部控制-合同”中有关与采购相关的内

容，并对采购控制进行了穿行控制测试，检查了采购中的大额

货币资金支付 

采购控制测试 

2 

与采购部门员工访谈，审阅了审计部门工作报告中对采购流程

检查情况及评价。公司制定了采购、存货、订货合同等管理制

度。各相关部门严格按照所授权限订立采购合同，并保留采购

申请、采购合同、采购通知、验收证明、入库凭证、商业票据、

款项支付等相关记录。同时公司财务部门对上述记录进行验

证，以确保会计记录、采购记录和仓储记录保持一致 

访谈记录 

3 分析存货各项目变动原因，是否与公司生产模式、备货周期等

相匹配 存货明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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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检查了公司月度盘点表及各年 12 月的周转材料盘点表，印证

存货真实性及库存管理情况 存货盘点表 

5 对存货执行监盘程序，验证存货真实性。 监盘程序 

6 
检查原材料、周转材料的入账凭证，分析外购原材料和周转材

料入账价值是否真实准确； 
账务凭证 

7 
对原材料、周转材料、库存商品进行计价测试程序，分析是否

存在重大差异；检查原材料领料单、周转材料领料单，分析原

材料和周转材料出库核算是否真实； 
计价测试 

8 检查生产成本计算，分析直接材料、直接人工、制造费用的归

集和分配是否准确 生产成本计算表 

9 

检查产品销售出库单和运输交接单据，结合存货盘点情况，分

析产品销售出库是否真实，依据前述检查结果，综合分析存货

各项目的发生、计价、分配与结转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

的规定，是否与实际生产流转一致，以及分配及结转方法是否

合理、计算是否准确 

销售出库单 

10 检查报告期各期存货明细变动与收入成本的匹配性，判断是否

存在利用存货科目跨期调节收入、利润的情形。 存货变动明细表 

2、分析过程 

Q¹WáÓ��ßàõý�239C]9òä½Z£�üG÷9º'½Zá

Óy~½e�å½eA�½øQ

主办券商执行的程序：（1）获取并检查了公司内控制度中“公司内部控制-

采购”内容，“公司内部控制-存货”和“公司内部控制-合同”中有关与采购相关的内

容，并对采购控制进行了穿行控制测试，检查了采购中的大额货币资金支付。（2）

与采购部门员工访谈，审阅了审计部门工作报告中对采购流程检查情况及评价。

公司制定了采购、存货、订货合同等管理制度。各相关部门严格按照所授权限订

立采购合同，并保留采购申请、采购合同、采购通知、验收证明、入库凭证、商

业票据、款项支付等相关记录。同时公司财务部门对上述记录进行验证，以确保

会计记录、采购记录和仓储记录保持一致。（3）分析存货各项目变动原因，是

否与公司生产模式、备货周期等相匹配；（4）检查了公司月度盘点表及各年 12

月的周转材料盘点表，印证存货真实性及库存管理情况；（5）对存货执行监盘

程序，验证存货真实性。 

1、报告期各期末，公司存货构成情况如下表所示： 

项  目 
2020.12.31 2019.12.31 变动情况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变动比例 
原材料 39,708,299.05 47.29% 29,446,220.34 41.46% 10,262,078.71 34.85% 
在产品 422,320.50 0.50% 2,274,866.99 3.20% -1,852,546.49 -8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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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存商品 41,206,346.80 49.08% 37,551,114.72 52.88% 3,655,232.08 9.73% 
自制半成品 32,232.26 0.04% 40,551.05 0.06% -8,318.79 -20.51% 
发出商品 18,268.23 0.02%   0.00% 18,268.23   
周转材料 2,571,754.42 3.06% 1,702,379.80 2.40% 869,374.62 51.07% 
 合  计  83,959,221.26 100.00% 71,015,132.90 100.00% 12,944,088.36 18.23% 

2020 年存货账面价值较 2019 年增长 15.06%，主要原因系原材料增加

10,668,754.42 元，库存商品增加 3,002,392.20 元，在产品减少 1,852,546.49 元，

自制半成品减少 996,107.84元，周转材料增加 869,374.62元。 

原材料增加的原因为：（1）受原材料市场供需关系影响，公司为保证生产

正常进行加大对原材料奥硝唑的储备；（2）随着公司右旋糖酐原料药自产规模

逐步扩大，公司加大对生产右旋糖酐原料药必备原材料白砂糖的储备；（3）由

于作为生产所需的辅料五层共挤输液用膜的供应商因更换产品配方需要向药监

局备案，可能导致无法向公司正常供应，因此公司加大对辅料五层共挤输液用膜

的采购量。 

库存商品增加的原因主要系随着公司业务发展以及战略布局的扩张，复方右

旋糖酐 40 注射液已成为公司新的收入增长点，公司加大对复方右旋糖酐 40 注射

液的投入生产，故导致期未库存较上年增长；另公司原料药产量、销量逐渐增加，

公司自产原料药备货增加所致。 

自制半成品减少主要系 2019 年末自制半成品中用于生产右旋糖酐原料药的

前期合成物质在 2020 年已全部生产为右旋糖酐原料药，故导致 2020 年自制半成

品大幅减少。 

2、公司存货盘点情况如下： 

公司为了加强对存货的管理和控制，保证存货的安全完整，提高存货运营效

率，保证合理确认存货价值，防止并及时发现和纠正存货业务中的各种差错和舞

弊，根据《会计法》、《公司内部控制制度—基本制度》以及国家有关法律法规，

制定了存货管理制度。根据制度要求，公司期末制定严格的盘点计划，并在盘点

前布署盘点要点。会计师事务所人员对公司的盘点过程全程监盘，并形成监盘记

录。经过整理后将监盘结果与账面记录核对，公司账面存货真实、完整。 

报告期各期末盘点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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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点基准日 监盘时间 企业盘点人员 监盘人员 备注 

2020.12.31 2021.1.6 
邓姣、张红姣、付艺伟、

谢洋、郭凯君、刘源、李

妍、闫璞、段超、张云云 

郭凯君、李杰、

郑艳超、李伟伟 

对存货执行监盘程序，

并追溯至2020年12月
31日，未见重大差异 

2019.12.31 2020.1.6 

马鹏、邓姣、杜国强、杨

国平、周晓娟、段超、张

云云、高苗苗、李研、闫

璞 

郭凯君、李杰、

郑艳超、李伟伟 
对存货执行监盘程序，

并追溯至2019年12月
31日，未见重大差异 

监盘结果： 

项目 
2020 年 12 月 31 日  

账面余额（元） 抽盘金额（元） 抽盘比例 是否发现重大差异 
原材料 41,079,310.27 33,906,266.32  82.54%  否 
在产品 422,320.50      
库存商品 45,328,463.24 45,261,589.07  99.85%  否 
自制半成品 67,766.17 67,766.17  100.00%  否 
发出商品 18,268.23       
周转材料 2,571,754.42       

合计 89,487,882.83 79,235,621.56  88.54%    

（续） 

项目 
2019/12/31 

账面余额（元） 抽盘金额（元） 抽盘比例 是否发现重大差异 
原材料 30,410,555.85 26,634,539.86 87.58% 否 

在产品 2,274,866.99      
库存商品 42,326,071.04 42,326,071.04 100.00% 否 

自制半成品 1,063,874.01 1,063,874.01  100.00%  否 

周转材料 1,702,379.80      
合计 77,777,747.69 70,024,484.91 90.03%   

3、销售订单情况 

公司一般在年初与各经销商签订年度供货合同，经销商根据自身销售情况，

向公司提出发货申请，公司一般按月向经销商小批量、多批次发货。根据历史销

售记录，公司存货周转处于良性循环状态，原材料及产成品的期末库存量为公司

满足正常生产、销售的最低库存量，公司产成品期末存货基本为公司一到三个月

的销售量。 

经核查，主办券商认为，存货报告期内增长与公司的订单有一定匹配性，各

明细变动的合理性，存货科目核算及列报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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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方法： 

公司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期末对存货进行减值测试。具体的测试方法

为：库存商品按照各产品库存数量与预计销售单价确定未来的预计售价，根据一

段时间（一般是 1 年期）的销售费用和业务税金及附加占业务收入的比例预计未

来销售的相关税费，以各产品预计收入减去对应的成本及预计税费后如果出现负

值，就考虑计提减值准备。由于公司的原材料基本是用生产产品的，在对原材料

减值进行测试时，先根据一定期间产品成本中原材料占比将原材料折算为产成品，

扣除按照一段时间（一般是 1 年期）的销售费用和业务税金及附加占业务收入的

比例预计未来销售的相关税费，以各产品预计收入减去对应的成本及预计税费后

如果出现负值，就考虑计提减值准备。在上述基础上，对原材料及产成品中有时

效要求的存货，按该存货距有效期限长短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具体比例如下： 

（1）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有效期为 1.5 年的原材料及产成品 

距效期时间 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比例(%) 

6个月以上（含 6个月） 0 

6个月以内—2个月（含 2个月） 30 

2个月以内 90 

（2）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有效期为 2 年的原材料及产成品 

距效期时间 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比例(%) 

1年以上（含 1年） 0 

1年以下—6个月（含 6个月） 30 

6个月以下—2个月（含 2个月） 50 

2个月以内 90 

经对存货期末账面价值进行减值测试，根据公司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政策及估

计，对公司存货按照近效期计提比例或按照可变现净值低于账面余额的金额计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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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减值准备，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共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5,528,661.57元，不

存在期末应计提存货跌价准备未充分计提的情形。 

2、企业会计准则关于存货跌价准备的规定 

《企业会计准则——存货》关于计提跌价的主要规定： 

第十五条 资产负债表日，存货应当按照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计量。 

存货成本高于其可变现净值的，应当计提存货跌价准备，计入当期损益。 

可变现净值，是指在日常活动中，存货的估计售价减去至完工时估计将要发

生的成本、估计的销售费用以及相关税费后的金额。 

第十六条 企业确定存货的可变现净值，应当以取得的确凿证据为基础，并

且考虑持有存货的目的、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的影响等因素。 

为生产而持有的材料等，用其生产的产成品的可变现净值高于成本的，该材

料仍然应当按照成本计量；材料价格的下降表明产成品的可变现净值低于成本的，

该材料应当按照可变现净值计量。 

第十八条 企业通常应当按照单个存货项目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对于数量繁多、单价较低的存货，可以按照存货类别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第十九条 资产负债表日，企业应当确定存货的可变现净值。以前减记存货

价值的影响因素已经消失的，减记的金额应当予以恢复，并在原已计提的存货跌

价准备金额内转回，转回的金额计入当期损益。 

公司的存货跌价计提方法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3、同行业可比公司存货跌价准备相关政策 

公司名称 存货可变现净值的确认依据 
跌价准备的具

体计提方法 

科伦药业

（002422） 

资产负债表日，存货按照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计量。  
可变现净值，是指在日常活动中，存货的估计售价减去至完工时估

计将要发生的成本、估计的销售费用以及相关税费后的金额。为生

产而持有的原材料，其可变现净值根据其生产的产成品的可变现净

值为基础确定。为执行销售合同或者劳务合同而持有的存货，其可

未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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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现净值以合同价格为基础计算。当持有存货的数量多于相关合同

订购数量的，超出部分的存货的可变现净值以一般销售价格为基础

计算。  
按单个存货项目计算的成本高于其可变现净值的差额，计提存货跌

价准备，计入当期损益。 

赛升药业

（300485） 

存货可变现净值是按存货的估计售价减去至完工时估计将要发生的

成本、估计的销售费用以及相关税费后的金额。在确定存货的可变

现净值时，以取得的确凿证据为基础，同时考虑持有存货的目的以

及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的影响。  
资产负债表日，存货成本高于其可变现净值的，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本公司通常按照单个存货项目计提存货跌价准备，资产负债表日，

以前减记存货价值的影响因素已经消失的，存货跌价准备在原已计

提的金额内转回。 

未披露 

海辰药业

（300584） 

存货可变现净值按存货的估计售价减去至完工时估计将要发生的成

本、估计的销售费用以及相关税费后的金额确定。  
期末，按照单个存货成本高于可变现净值的差额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计入当期损益；以前减记存货价值的影响因素已经消失的，减记的

金额应当予以恢复，并在原已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金额内转回，转

回的金额计入当期损益。对于数量繁多、单价较低的存货，按存货

类别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未披露 

辰欣药业

（603367） 

资产负债表日，存货按照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计量，并按单个存

货项目计提存货跌价准备。但对于数量繁多、单价较低的存货，按

照存货类别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存货可变现净值的确定依据：①产成品可变现净值为估计售价减去

估计的销售费用和相关税费后金额；②为生产而持有的材料等，当

用其生产的产成品的可变现净值高于成本时按照成本计量；当材料

价格下降表明产成品的可变现净值低于成本时，可变现净值为估计

售价减去至完工时估计将要发生的成本、估计的销售费用以及相关

税费后的金额；③持有待售的材料等，可变现净值为市场售价。 

未披露 

哈三联    
（002900） 

期末对存货进行全面清查后，按存货的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提取

或调整存货跌价准备。产成品、库存商品和用于出售的材料等直接

用于出售的商品存货，在正常生产经营过程中，以该存货的估计售

价减去估计的销售费用和相关税费后的金额，确定其可变现净值；

需要经过加工的材料存货，在正常生产经营过程中，以所生产的产

成品的估计售价减去至完工时估计将要发生的成本、估计的销售费

用和相关税费后的金额，确定其可变现净值；为执行销售合同或者

劳务合同而持有的存货，其可变现净值以合同价格为基础计算，若

持有存货的数量多于销售合同订购数量的，超出部分的存货的可变

现净值以一般销售价格为基础计算。  
期末按照单个存货项目计提存货跌价准备；但对于数量繁多、单价

较低的存货，按照存货类别计提存货跌价准备；与在同一地区生产

未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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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销售的产品系列相关、具有相同或类似最终用途或目的，且难以

与其他项目分开计量的存货，则合并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天泉药业

（872952） 

资产负债表日按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计量，存货成本高于其可变

现净值的，计提存货跌价准备，计入当期损益。在确定存货的可变

现净值时，以取得的可靠证据为基础，并且考虑持有存货的目的、

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的影响等因素。 

①产成品、商品和用于出售的材料等直接用于出售的存货，在正常

生产经营过程中，以该存货的估计售价减去估计的销售费用和相关

税费后的金额确定其可变现净值。为执行销售合同或者劳务合同而

持有的存货，以合同价格作为其可变现净值的计量基础；如果持有

存货的数量多于销售合同订购数量，超出部分的存货可变现净值以

一般销售价格为计量基础。用于出售的材料等，以市场价格作为其

可变现净值的计量基础。 

②需要经过加工的材料存货，在正常生产经营过程中，以所生产的

产成品的估计售价减去至完工时估计将要发生的成本、估计的销售

费用和相关税费后的金额确定其可变现净值。如果用其生产的产成

品的可变现净值高于成本，则该材料按成本计量；如果材料价格的

下降表明产成品的可变现净值低于成本，则该材料按可变现净值计

量，按其差额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③存货跌价准备一般按单个存货项目计提；对于数量繁多、单价较

低的存货，按存货类别计提。 

④资产负债表日如果以前减记存货价值的影响因素已经消失，则减

记的金额予以恢复，并在原已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的金额内转回，

转回的金额计入当期损益。 

未披露 

本公司 

在日常活动中，存货的估计售价减去至完工时估计将要发生的成本、

估计的销售费用以及相关税费后的金额。在确定存货的可变现净值

时，以取得的确凿证据为基础，同时考虑持有存货的目的以及资产

负债表日后事项的影响。在资产负债表日，存货按照成本与可变现

净值孰低计量。当其可变现净值低于成本时，提取存货跌价准备。

存货跌价准备通常按单个存货项目的成本高于其可变现净值的差额

提取。对于数量繁多、单价较低的存货，按存货类别计提存货跌价

准备；对在同一地区生产和销售的产品系列相关、具有相同或类似

最终用途或目的，且难以与其他项目分开计量的存货，可合并计提

存货跌价准备。 
对原材料及产成品中有时效要求的存货，按该存货距有效期限长短

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对原材料及产

成品中有时效

要求的存货，

具体计提比例

详见本题 19、
二、（二） 

比较本公司与同行业可比公司的存货减值计提政策，均是按照存货成本与可

变现净值孰低计量，公司确认存货可变现净值的确认依据与同行业可比公司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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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比例与同行业上市公司对比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比例 

2020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科伦药业（002422） 0.86% 0.80% 

赛升药业（300485） 0.59% 0.00% 

海辰药业（300584） 4.09% 3.17% 

辰欣药业（603367） 5.11% 4.22% 

哈三联（002900） 2.63% 4.07% 

天泉药业（872952） 0.98% 0.67% 

平均计提比例 1.54% 1.45% 

本公司 6.18% 8.69% 

经对比，公司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比例高于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平均水平，存

货跌价准备已充分计提。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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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券商执行的程序：（1）检查原材料、周转材料的入账凭证，分析外购

原材料和周转材料入账价值是否真实准确；（2）对原材料、周转材料、库存商

品进行计价测试程序，分析是否存在重大差异；检查原材料领料单、周转材料领

料单，分析原材料和周转材料出库核算是否真实；（3）检查生产成本计算，分

析直接材料、直接人工、制造费用的归集和分配是否准确；（4）检查产品销售

出库单和运输交接单据，结合存货盘点情况，分析产品销售出库是否真实，依据

前述检查结果，综合分析存货各项目的发生、计价、分配与结转是否符合《企业

会计准则》的规定，是否与实际生产流转一致，以及分配及结转方法是否合理、

计算是否准确；（5）检查报告期各期存货明细变动与收入成本的匹配性，判断

是否存在利用存货科目跨期调节收入、利润的情形。 

1、存货取得和发出的计价方法 

存货在取得时按实际成本计价，存货成本包括采购成本、加工成本和其他成

本。领用和发出时按加权平均法计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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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原材料成本核算 

原材料主要为公司外购的药品原料、生产原料药的原料、辅料、备品备件以

及包装材料等。原材料进厂后进行取样、检验，检验合格后，符合公司原材料内

控标准的原材料填写入库单后准予入库，否则进行销毁或退货处理。 

原材料入库按照实际成本计价，发出采用加权平均价格。 

（2）生产成本核算 

产品成本由直接材料、直接人工、制造费用构成，直接材料核算产品生产过

程中领用的原料药和包装材料等，直接人工核算车间人员的职工薪酬，制造费用

主要核算辅助生产部门职工薪酬及各项费用（低耗费用、通讯费、维修检验费等）、

厂房设备折旧、水电气耗用、车间公共领料费用以及归集的其他费用等。 

成本计算的归集和分配： 

①直接材料归集与分配：各生产部门依据经车间负责人签字的生产计划到仓

库领料，生产计划中已列明材料名称、规格、型号、领料数量、材料用途等，统

计员对生产计划进行审核，审核无误后按产品用途在成本系统归集到对应产品的

生产领料单中，并打印领料单，领料人、领料部门主管签字确认无误后由领料人

拿领料单到库房领料。领用材料时，领料人同发料仓库工作人员当面点交清楚，

并在领料单上签字。月末成本会计对系统领料单进行核对、组织财务会计人员、

库管人员对期末存货进行盘点、核对，在确保账务记载与实物相符的情况下对当

月领料情况进行账务处理，材料领用可直接归集到对应的产品中。 

②直接人工成本归集与分配：生产人员工资主要是由人力资源部计算，人力

资源部每月依据财务部下属的统计员统计的各车间产量，以及公司单个产量的工

资单价标准，计算出车间当月工资总额后上报财务部，财务部计算每月生产产品

的材料单位成本与标准产品的单位材料成本进行比较，若大于标准材料成本，表

明耗损率超过了正常耗损，对车间工资进行扣款，若节省则给予奖励。人力资源

部将核算好的工资总额，依据车间提供的工人考勤、岗位、岗位考核等因素进行

二次分配，然后传递财务部核算工资及社会保险等。工资核算会计根据复核后的

工资总额，进行人工成本账务处理，月末系统自动将当月人工成本依据实际完工

产量在完工产品中分配，由成本会计检查后记账，财务部经理复核凭证，检查是

否与后附原始单据一致，确保人工成本归集及分配凭证编制正确后签章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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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制造费用归集与分配：制造费用中的费用由各车间及辅助生产部门经过审

批后在财务部门报销，财务部门按车间入账归集，通过“制造费用”科目归集。

凡能直接认定用于产品生产的制造费用，直接计入各产品成本；不能直接认定的，

按产量进行合理分配。月末系统自动将当月制造费用依据实际完工产量在完工产

品中分配，由成本会计检查后记账，财务部经理复核凭证，检查是否与后附原始

单据一致，确保制造费用归集分配及分配凭证编制正确后签章确认。 

（3）产成品销售成本核算 

产品完工后经检验合格，填报产品入库单，财务根据当月完工产品的数量将

成本由生产成本结转到库存商品。 

月末按照实际成本结转当月销售产品的成本，产品出库后公司按照发货量结

转主营业务成本。 

2、生产流转与成本分配及结转一致性 

公司主要成品生产工艺流程：①非 PVC软袋生产工艺流程 

 
②玻瓶输液产品工艺 

原辅料

称量

稀配

浓配

印字

精滤

C级 质量控制点说明

灯检

灭菌

盖热合

灌装

入库、检验

贴签、包装

药液经0. 45um及0. 22um微
孔滤膜；起泡点检测

胫热合

QA取样、中间产品检验

检验报告单

袋成型

C级背景下的A级

搅拌时间

原料

色带

接口

非PVC膜

印字内容完整，清晰；袋
成型、胫热合、切边及挂
钩孔等外观质量合格

钛棒脱碳过滤

湿润的活性碳

一更洗手

二更

手消毒

组合盖

外包装印刷内容、生产批
号、生产日期、有效期

逐袋检查可见异物

按产品灭菌参数

中间产品质量控制、
可见异物、热合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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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成本核算流程： 

公司生产成本按照生产车间进行归集，分配到具体的产品上，财务核算通过

生产成本归集及分配，具体核算如下： 

产品成本由直接材料、直接人工、制造费用构成，直接材料核算产品生产过

程中领用的原料药和包装材料等，直接人工核算车间人员的职工薪酬，制造费用

主要核算辅助生产部门职工薪酬及各项费用（低耗费用、通讯费、维修检验费等）、

厂房设备折旧、水电气耗用、车间公共领料费用以及归集的其他费用等。 

成本计算的归集和分配： 

①直接材料归集与分配：各生产部门依据经车间负责人签字的生产计划到仓

库领料，生产计划中已列明材料名称、规格、型号、领料数量、材料用途等，统

计员对生产计划进行审核，审核无误后按产品用途在成本系统归集到对应产品的

生产领料单中，并打印领料单，领料人、领料部门主管签字确认无误后由领料人

拿领料单到库房领料。领用材料时，领料人同发料仓库工作人员当面点交清楚，

称量

投料

稀配

搅拌

理瓶

控制水压，

经0.22um滤器过滤

注射用水经
0. 22um滤器过滤

灌封

C级洁净区

一般生产区D级洁净区

5μ m钛棒过滤脱碳

灯检

灭菌

轧盖

上塞

入库、检验

贴签、包装

漂洗

注射用水精洗

润湿的活性炭

胶塞

注射用水

输液瓶

粗洗

C级下的A级区

精滤
药液经0. 45um及0. 22um微
孔滤膜；起泡点检测

QA取样、中间产品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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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在领料单上签字。月末成本会计对系统领料单进行核对、组织财务会计人员、

库管人员对期末存货进行盘点、核对，在确保账务记载与实物相符的情况下对当

月领料情况进行账务处理，材料领用可直接归集到对应的产品中。 

②直接人工成本归集与分配：生产人员工资主要是由人力资源部计算，人力

资源部每月依据财务部下属的统计员统计的各车间产量，以及公司单个产量的工

资单价标准，计算出车间当月工资总额后上报财务部，财务部计算每月生产产品

的材料单位成本与标准产品的单位材料成本进行比较，若大于标准材料成本，表

明耗损率超过了正常耗损，对车间工资进行扣款，若节省则给予奖励。人力资源

部将核算好的工资总额，依据车间提供的工人考勤、岗位、岗位考核等因素进行

二次分配，然后传递财务部核算工资及社会保险等。工资核算会计根据复核后的

工资总额，进行人工成本账务处理，月末系统自动将当月人工成本依据实际完工

产量在完工产品中分配，由成本会计检查后记账，财务部经理复核凭证，检查是

否与后附原始单据一致，确保人工成本归集及分配凭证编制正确后签章确认。 

③制造费用归集与分配：制造费用中的费用由各车间及辅助生产部门经过审

批后在财务部门报销，财务部门按车间入账归集，通过“制造费用”科目归集。凡

能直接认定用于产品生产的制造费用，直接计入各产品成本；不能直接认定的，

按产量进行合理分配。月末系统自动将当月制造费用依据实际完工产量在完工产

品中分配，由成本会计检查后记账，财务部经理复核凭证，检查是否与后附原始

单据一致，确保制造费用归集分配及分配凭证编制正确后签章确认。 

3、产成品销售成本核算 

产品完工后经检验合格，填报产品入库单，财务根据当月完工产品的数量将

成本由生产成本结转到库存商品。 

月末按照实际成本结转当月销售产品的成本，产品出库后公司按照发货量结

转主营业务成本。 

4、对成本准确性的测试 

①对原材料的计价进行测试 

检查原材料的入账基础和计价方法是否正确， 公司原材料以实际成本计价

时，将其单位成本与购货发票核对，并确认原材料成本中不包含增值税； 

原材料发出按照加权平均计价的方法是否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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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对生产成本核算进行测试 

了解被审计单位的生产工艺流程和成本核算方法，检查成本核算方法与生产

工艺流程是否匹配，前后期是否一致并作出记录； 

获取完工产品与在产品的生产成本分配标准和计算方法，检查生产成本在完

工产品与在产品之间、以及完工产品之间的分配是否正确，分配标准和方法是否

适当，与前期比较是否存在重大变化，该变化是否合理； 

抽查成本计算单，检查直接材料、直接人工及制造费用的计算和分配是否正

确，并与有关佐证文件（如领料记录、生产工时记录、人工费用分配汇总表等）

相核对； 

获取并复核生产成本明细汇总表的正确性，将直接材料与材料耗用汇总表、

直接人工与职工薪酬分配表、制造费用总额与制造费用明细表及相关账项的明细

表核对。 

5、报告期各期存货明细变动与收入成本的匹配性 

报告期存货明细变动情况如下： 

项  目 
2020.12.31 2019.12.31 变动情况 

金额（元） 比例 金额（元） 比例 金额（元） 变动比例 
原材料 39,708,299.05 47.29% 29,446,220.34 41.46% 10,262,078.71 34.85% 
在产品 422,320.50 0.50% 2,274,866.99 3.20% -1,852,546.49 -81.44% 
库存商品 41,206,346.80 49.08% 37,551,114.72 52.88% 3,655,232.08 9.73% 
自制半成品 32,232.26 0.04% 40,551.05 0.06% -8,318.79 -20.51% 
发出商品 18,268.23 0.02%  0.00% 18,268.23  

周转材料 2,571,754.42 3.06% 1,702,379.80 2.40% 869,374.62 51.07% 
合  计 83,959,221.26 100.00% 71,015,132.90 100.00% 12,944,088.36 18.23% 

公司库存商品增加的原因主要系随着公司业务发展以及战略布局的扩张，复

方右旋糖酐 40 注射液已成为公司新的收入增长点，公司加大对复方右旋糖酐 40

注射液的投入生产，故导致期未库存较上年增长；另公司原料药产量、销量逐渐

增加，公司自产原料药备货增加所致。 

公司报告期内复方右旋糖酐 40 注射液、原料药销售处于增长趋势，存货明细

变动与收入成本变动相匹配。 

综上所述，公司存货各项目的发生、计价、分配与结转符合《企业会计准则》

的规定，并与实际生产流转一致、分配及结转方法合理、计算准确，报告期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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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货明细变动与收入成本相匹配，不存在利用存货科目跨期调节收入、利润的情

形。 

3、核查结论 

经核查，主办券商及会计师认为，（1）报告期内存货增长与公司的订单具

有匹配性，各明细变动的合理性，存货科目核算及列报真实、准确、完整。（2）

公司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比例高于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平均水平，存货跌价准备已

充分计提。（3）公司存货各项目的发生、计价、分配与结转符合《企业会计准

则》的规定，并与实际生产流转一致、分配及结转方法合理、计算准确，报告期

各期存货明细变动与收入成本相匹配，不存在利用存货科目跨期调节收入、利润

的情形。Q

4、需补充披露的内容 

详见公司回复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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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已在公开转让说明书“第四节 公司财务”之“六、报告期内各期末主

要资产情况及重大变动分析”之“（十九）固定资产”中补充披露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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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资产情况及重大变动分析”之“（十九）固定资产”中补充披露如下： 

!D]vd0ºCÑÌ]}ð���CÑ� BCDE Fd�¬n]Õ½Ì

?� BCDE F�½M#�Õú¬n¿ÀtÌ

kl¥u 

I'''J' ðñ�ò½' 0�óÈ'
à)�BCó

È'
%&óÈ' v''�'

;Ôãä,å� � � � � � � � � �

ËÔ¥£ËÉæË¥æ¨Ë çè� ¨£ËéÈ¥¨é¥ÊÈ¤ªÈ� Ë©Ïé¨ªÈé©£È¤¥¨� ÉéÈÊÏéÏ¨ª¤©Ï� ªéËÏ¥é¨ÊË¤£Ë� ÏÉ¥é¨ÈÈé©Êª¤©ª�

¥Ô¥£ËÈ I¬êëè� Ï¥é©Ê£é©ÊË¤ÊÉ� ÉéÈÉÈéËËÊ¤©Ë� ªéªÊÉéÊÏ£¤ÈÉ� Ê¨ÊéÉÈÊ¤©Ï� ÊÈéÈ¨Ïé¥£¨¤ÉË�

ìËíîï� � � ¥é©¥ËéªË©¤¥©� ªéªÊÉéÊÏ£¤ÈÉ� ¨©ªéÈ¨Ë¤£Ï� Ë£éªÏÉéËÉÉ¤¥É�

ì¥íðñeò/ó� Ï¥é©Ê£é©ÊË¤ÊÉ� ©é¨©ªé¨ÈÈ¤¨Ê� � � � � ÏÈé£ËÉé£Ê£¤È¨�

ì¨íbô¬ê� � � � � � � Ë©ªéÈ©Ï¤©£� Ë©ªéÈ©Ï¤©£�

¨Ô¥£ËÈ Iõöëè� ËÉéÉÏ©éÈÊÉ¤ª£� ¥ÊéËªÉéÏ©Ï¤ÈÊ� � � ª£Ëé©ÈË¤ÊÈ� ÏÏéª¥ªéËËÊ¤¥Ï�

ìËíáï÷øù� ËÉéÉÏ©éÈÊÉ¤ª£� ¥ÊéËªÉéÏ©Ï¤ÈÊ� � � ª£Ëé©ÈË¤ÊÈ� ÏÏéª¥ªéËËÊ¤¥Ï�

ÏÔ¥£ËÈæË¥æ¨Ë çè� ¨¥Êéª¥©éÈÊ¥¤©ª� ËÏÉéËÈ£é¥ÊÈ¤ÉÈ� Ë©éªË¥éÈªÉ¤©¥� ©éÈª©éÊÊÊ¤£©� ÏÈªé©£©éªÏ©¤¥Ï�

BCDE F��.x¡¬n¿ÀtÌ

kl¥u 

IJno' PQR£@RP@\R' O�ô$rs'
O�+°õ�
júrs'

O�®
ö÷rs'

PQRS@RP@\R'

vNé`aùúí

7â�'

' R]¡£P\¡A£\VRS' ' 'R]¡£P\¡A£\VRS'

rv�Åj~øð7

��ù'

[¡R£R¡S]SVQA' P\¡WR£¡£WSVQ£'P]¡A[[¡£\£VR[' ' WA¡QQQVQQ'

úûKz�ù' ' SP£¡QQQVQQ' ' ' SP£¡QQQVQQ'

BCùúüã' ' [¡[R]¡[\£V[[' [¡[R]¡[\£V[[' ' '

¡�¿�7H�ù' ' S¡\]£¡]R\V]P' S¡\]£¡]R\V]P' ' '

BCEFG7H�

ù'

R¡]]Q¡QQQVQQ' \¡S\P¡ASWV£Q' W¡]QP¡ASWV£Q' ' '

Ý�Ô�7H�ù' ' R¡QRA¡WAAVAA' R¡QRA¡WAAVAA' ' '

ÍýFþ�ù' ' £W]¡]S£VR]' £W]¡]S£VR]' ' '

v'�' W¡SWR¡S]SVQA' AR¡£]\¡]WWVQA'[S¡QR£¡QWQVS\' 'R£¡£Q]¡A£\VRS'

vd0ºCÑ5}ð���CÑ¬n¿ÀwÁ�ù©tÌ

júno' op�a' ð�oprs#u&' opðñ'



 261 / 418 

�U¿�w�' PQRS ê' S¡\]£¡]R\V]P' 7â�+°¬��ù'

é�rv^_w�' PQRS ê' RR¡[P\¡]Q]VWQ' 7â�+°¬��ù'

T¥?�§¨���ì>q�|ýN?��Õ�*Îäy¸sªs¹x�º

esf « I>�ìvd0ºCÑ]}ð���CÑ� BCDE FXYÄSpÎ´

ÆÇÈ�.�>.g¤*vd0ºCÑ5}ð���CÑ�>.S{}vd5

YÞÖ?|ýNö?���§Å¿ÀÛæ Nö�äÚqW)gÌ

B]?�3?ÇÈ³ø�-�Ú��.x¡>Õ½]¦{WÌ

Ä�.x¡¥�ÆN?�û@3?>ÇÈS{³ø�-àèwÁtÌ

BCBC F�tÌ

júno' xâ¨' ýþ=ø' óÈð�#u&'

Bÿ!"£óÈ' ~�#$L�ê¡ÈËÐÄ)D' vN5`a' R¡P\W¡\S£VPW'

%£&'
J~ê&|'ëXA±(�ùÐ

Ä)D'
d�=' W\Q¡S]\V[W'

ÙÕ)*&' ~�v+,�ê�&�ÐÄ)D' ùú¡�=' W\Q¡S]\V[['

-ã.' àµN/^�óÈÐÄ)D' ðq@@éð' [AS¡QPAVW['

&'û'�' J~0��ÕóÈÐÄ)D' 1%=' PPA¡[AQVRS'

]�&' J~2´Áü0Bê¡ÐÄ)D' d�=' R]A¡SSRVRA'

3456�'
J~ê&|'ëXA±(�ùÐ

Ä)D'
&'�7=' R]W¡PPRVP['

º©�*&'
J~ê&|'ëXA±(�ùÐ

Ä)D'
d�=' RWW¡]WPVPP'

8·9Y:;â.'Ð�<�0�óÈ^HÐÄ)D' vN5`a' R\W¡\S£VP['

=ª'7&' =°·��ê¡ÐÄ)D' &Ù`a' RR\¡P][V\['

BCDE F�tÌ

júno' xâ¨' ýþ=ø' óÈð�#u&'

>=>?@'
J~ê&|'ëXA±(�ùÐ

Ä)D'
d�=' WW]¡WPPVRQ'

}piq0' ³´�Aê¡ÐÄ)D' vNB`a' WR\¡P][V\P'

�CDÏ@'
J~ê&|'ëXA±(�ùÐ

Ä)D'
d�=' PAW¡[£AV]P'

EûFG0' àµHiF"0�^HÐÄ)D' õ"`a' R£S¡AWWVR£'

BpI`' ~�JK½ûóÈÐÄ)D' 1%=' RPS¡PQ\VW['

LMNFLMOP

Q8RSL'
TÁ�ULMNOPQÐÄ)D' óÈK£=' S[¡P[]V]S'

VlÿWc&'
J~ê&|'ëXA±(�ùÐ

Ä)D'
&'�7=' £\¡APQVAS'

LMNFLMOP

Q8RSL'
TÁ�ULMNOPQÐÄ)D' óÈK£=' £R¡[RWVS\'



 262 / 418 

XúûY=Z' ,�Ç[Y=óÈÈËÐÄ)D' vNB`a' ]\¡[WRV\\'

&'û'�' J~\]¨ÒÐÄ)D' 1%=' ]R¡\WSVPP'

^ã0' J~¹u_îL�ê¡ÐÄ)D' *ïK£=' P\¡£S\V£R'

9`Y:;âa' ~�bÕ�9Õ�óÈÐÄ)D' vN�`a' PP¡][\V\A'

?�3?ÇÈ³ø�-S{}�TU!"��§ÅÆn-Ö!{ªâ23

bcN¤23TUZ 23gÌ

?�Ú��.x¡>Õ½]¦{WtÌ

�ùno' PQPQ êô$#u&'PQRS êô$#u&' ¬��ùô$ðñ-.'

O=EFG7H�ù' [R\¡]P[V]]' ' âL�=øÃc¯*EFG

7H'

d10eYã-1.ä

�ù'
P[Q¡QQQVQQ' ' Àfg)Dú�U^Ù«h

�Õ��«hic'

vNé`aùúí7â

�'
A¡RSS¡£[RV[A' R]¡£P\¡A£\VRS'

)Dj±ôklÑÒÓðq

�mn�ô$ÑÒÓðq�

ùúíi°'

rv�Åj~øð7��

ù'
P¡Q\S¡[A£V]A' P\¡WR£¡£WSVQ£'

)D7ø*ïK£=øà)

Lo¯*7H'

úûKz�ù' R\A¡PPQVR£' SP£¡QQQVQQ'

)D£ôepî~Ån^N

OåLo�(5qóúûK

z'

BCùúüã' [AQ¡PWAVRW' [¡[R]¡[\£V[['
voB`adËóÈ_��

ùl[ô'_I'

¡�¿�7H�ù' ' S¡\]£¡]R\V]P'
)D7ø�U=øà)Lo

¯*7H'

BCEFG7H�ù' ' \¡S\P¡ASWV£Q'
âL�=øÃc¯*EFG

7H'

Ý�Ô�7H�ù' ' R¡QRA¡WAAVAA'
)D7øÝ�rsLo(s

t¯*7H'

ÍýFþ�ù' ' £W]¡]S£VR]'
âL�=øÃc¯*EFG

7H'

v�' S¡[£S¡WRRV\P' AR¡£]\¡]WWVQA' '

H]?�K?U=½M#�>Õ½Ì

?�½M#�ÕúÌÁ0N¿Ã.Ä¿ÌÁS{¦Õð�Ñ]vdCÑ�>

.¥��.x¡N¤*x¡�mt]rCÑSpx¡N¶�r½M#�|ýFéN

½¾?��Õ#��?®ú¥��.x¡Nö�mYý �¥½N�ÓÔs>ù

¹Fé�ªù¹g¤*�>.>¿Ã¦YÞ78TU|ý>ð�Ö?ÑNþvd



 263 / 418 

0º|ý>vd0ºCÑNö-Ö��~�W)N½¾½M#�0¿Ã.Ä¿Ì

Áö-Ö�äW}~):gÌ

½M#�ÕúÌÁ0NBCDE F³ø�-ÌÁCT#}Îäìª�ªéù¹

>³ø�-NK?Õú¦ B«3D��3Õ�Õ%E«�N�ú¦ D3HÕÕ3CBÕ%«E�N�?®

ú¦Õú> «%HÕ8õBCBC F³ø�-ÌÁ��}ßà�&³ø�-N�?�ßà

�&³ø�- BCBC FÃÒS{ý*vdÆnNBCBC F½ßà2`�"Tbc�

åæ�&ÆªÖ?NÕ;�-��ªéù¹NÜÃK?Nßàìª³ø�-K?

~?��äV��ÊËgÌ

Õ]�m#=½M#�¬nö�±�6�äÚq]��§Å¿À}Çæ Ì

û@�=½M#�Ú�¿ÀwÁtÌ

��ó�Ì

êª' ðñ�ò½' 0�óÈ' à)�BCóÈ' %&óÈ' v�'

PQPQ ê' P¡WWW¡]P[VSR' PS¡W\[¡[]WV£\' £\S¡[S]V££' ' '\P¡SPS¡AS£VAP'

PQRS ê' [P¡AWQ¡AWRVW£' £¡S£S¡RRWVAR' ]¡]W£¡W[QVS£' W\W¡£SWVA[' WS¡S\[¡PQ\V£R'

û@½M#�Ú�0N¿Ã.Ä¿]Ö?]ä��-]67�-Ú�Â!

"?�-Ö!{XYNö?���§Å¿ÀÛæ g³ø�-Ú�0NÄ�~�

��³ø�->Ú�ÆN�n}~��>.�nkNÕò&���ä¶F�Ú�

��Vg"#

Q

QÖWÝÞYN-íÅÊ$ñô¾(â|�üZàá¿©/< ýeFãe

�µ�þQ45eÜÊe67W2ø¡.5Ð�üZàá¿©/<ÅÊ^Teó

¯)ceîïE^Teó¯°¦e8ôÕ/e9mÌàeì¦eÎ��<ÜÊÊ

Ë9^TøQ

公司已在公开转让说明书“第四节 公司财务”之“六、报告期内各期末主

要资产情况及重大变动分析”之“（十九）固定资产”中补充披露如下： 

P[� BCBC F DB P HD QN?�¿Ã.Ä¿5³ø�-àèwÁtÌ

D]¿Ã.Ä¿àètÌ

klßu'

h

U'
júno' lu' æPð�' �òPáTv' �"þw'



 264 / 418 

R' ðq5`a' BC' S¡A£W¡]Q\VP[' P¡RQQV£S' ùú`a'

P' õ"^_`a' BC' P[¡P[[¡£S\V[W' A¡\PPV\£' ùú`a'

\' x_`a' BC' [R¡£RS¡P£AV£A' A¡[ASVP[' ùú`a'

[' &Ù`a' BC' RS¡]\R¡PP]V£S' A¡A]£V£Q' ùú`a'

W' ðqyé`a' BC' A¡QA]¡RS\VP]' P¡RPWV\A' ùú`a'

A' ðqy�`a' BC' £¡QS\¡PW]V]£' P¡RPWV\A' ùú`a'

]' %z`a' BC' ]¡SRQ¡A\RVQ£' R¡£[]VA]' ùú`a'

£' ðqyB`a' BC' RR¡£AR¡W]QV[S' [¡WWSVSQ' ùú`a'

S' �U¿�w��{|' tk' P\¡R[]¡SSQVPW' W¡RPSVAR' �Uà)'

RQ' *ïà)�' BC' W¡RP£¡\SQVQ\' P¡\[RVW[' *ïà)'

RR' rvà)�{|' tk' P\¡S£[¡£[£V[\' P¡[AQV\P' *ïà)'

RP' éð' tk' ]£[¡RP\V\P' P]AVAA' }1'

R\' ~��Ù"é' BC' ]WA¡\\WV]P' \[PVRS' }1'

R[' õ"é' BC' S\Q¡\]\V[W' \[PV[S' }1'

RW' ð]qN�é' BC' R¡AR[¡£WRVR[' ]A]VR]' }1'

RA' /]é' BC' R¡AR[¡£WRVR[' ]A]VR]' }1'

R]' }éé' BC' RS¡SWA¡PR£V]R' [¡AQWVRP' }1'

R£' }é�' BC' RP¡Q£A¡WPRVW£' [¡][PV££' }1'

RS' ðqéð' BC' S¡RPP¡]S\V£P' [¡PW£VQA' }1'

PQ' %�é' BC' ]][¡P\£V]W' [RQV£]' }1'

PR' *ïéð' tk' RP¡Q£]¡AQRVAR' [¡WWQVQQ' }1'

PP' ø/ë�' tk' P[A¡PP£V££' S]VRP' ®{|'

P\' ø/ëé' BC' PRW¡£SQVR]' £\V]Q' ®{|'

P[' ø/ë5' BC' PRW¡£SQVR]' £\V]Q' ®{|'

PW' st' BC' P¡AWW¡SSAV£P' R¡QSQVWA' ®{|'

PA' yäë©zR��' BC' PS¡R£Q¡A]AV[]' 9:Pá' ®{|'

P]' �x��' BC' RA¡QA£¡RWRV\S' £¡QW\VWW' ®{|'

P£' ��ð' BC' W¡WSR¡SA\VQA' R¡S\RVPW' ®{|'

PS' p±G' BC' P¡SQS¡]£PVS£' R¡QSWV£P' ®{|'

\Q' ø/ë' tk' WQA¡[£AV][' \SV]W' ®{|'

\R' ø/ë' tk' PWQ¡[£QV[[' RSVAA' ®{|'

\P' st' tk' P¡WQA¡£SPVRQ' 9:Pá' ®{|'

\\' yäî�' BC' R¡P\A¡\£RVA\' ' ®{|'

\[' ���%.' BC' PRP¡S£\VSP' ' ®{|'

\W' `e' BC' [R]¡R]RVS£' ' ®{|'

\A' EF"£G�{|' BC' W¡£PP¡[\£VQ\' 9:Pá' ®{|'

\]' yäzR�ó' tk' [¡P\R¡£\]V\S' ' ®{|'

\£' yäzR�ó' ��' SR\¡QQQVQQ' ' ®{|'

\S' yäî�' tk' R¡SP£¡]RPV£A' ' ®{|'

[Q' yð' ��' S¡RW£¡S[\VP]' 9:Pá' �Ù�u'

[R' éð' ��' P¡AQS¡£A]VP]' 9:Pá' �Ù�u'

B]³ø�-àètÌ



 265 / 418 

kl¥u'

!"# $%&'# ()*+# ,-.# /0# $%12# 3456# 72#
89:

;#
<%%=&'#

># ?@ABCDEF# GH>IJ>GJK>#
LMNOPQRS

TU;VW#
># XYXZ[Y\Z]^H[# KYKXHY]H>^XK# [Y[>[YKZG^GG# >GH _# V`#

G#
a bcd efPQgh

ijk#
GH>IJ>GJK>#

lmnopqrs

tuVW#
G# [Y>HGYG]\^Z]# >YZKXYX[]^K># KY>IKYKZK^IK# >GH _#

a bcd vwxya bcd

z{|ya bcd }~ya

bcd ���#

K# kDEF# GH>IJ>GJK>#
LMol�EU;

VW#
># [YH\]YKGI^HX# >YZGXYG]K^ZI# KY>]IYHXG^>G# >GH _# ����#

]#
1����+PQR

���g��#
GHGHJHZJKH#

���U���U

;VW#
># ]YG[]YG]X^H]# >H>YG[G^[[# ]Y>[GYZZ[^]Z# >GH _# V`#

[# ��C���# GH>IJ>GJK>#
���o�g�E

FVW#
G# KYXGKYZIX^>I# >Y][KY>H\^X\# GYK\HYXIH^GZ# >GH _# ��V`#

I# fPQ��k# GH>IJ>GJK>#
�b� ¡�^¢^£¤¥¡b¦¢�

§¥�£¦#
># KY][GYI]Z^HH# >YK>GYHHI^II# GY>]HYI]G^K]# >GH _#

}~yvwxyz{|y

¨xy���#

\# D©Dª# GH>IJ>GJK>#
M«DªtuU;

VW#
># KYG\ZYIZ\^Z># >YG]IYGX[^KG# GYHKKY]>G^[Z# >GH _# V`#

X#
S¬PQ�g®�

�#
GH>ZJHKJK>#

¯�°±²³g�

ST�´U;VW#
># KYG[[YI\]^\H# []>YG[[^XZ# GY\>]Y]>X^X># >GH _# V`#

Z# µ¶·¸¹º»# GH>IJ>GJK>#
LMN¼½¾ST

U;VW#
G# GYXX>YHKZ^[># >YHZ]Y\Z[^HK# >Y\XIYG]]^]X# >GH _# V`#

>H# PQ¿À�Á��# GH>IJ>GJK>#
lmnopqrs

tuVW#
># GY]]XYX]>^>G# ZKHY[[Z^I[# >Y[>XYGX>^]\# >GH _#

a bcd vwxya bcd

z{|ya bcd }~ya

bcd ���#

>># ÂÃÄÅÃÆÇ��# GHGHJHZJKH#
ÈÉÊËÌp�R

SSTU;VW#
># GY>HZYZ]H^]\# [HY>>>^>H# GYH[ZYXGZ^K\# >GH _# V`#

>G# SÍÎÏ# GH>ZJHKJK>#
LMol�EU;

VW#
># GY>HXY>XX^]G# K[HY]XI^KK# >Y\[\Y\HG^HZ# >GH _# V`#

>K#
ÐÑÒÓ��ÔÕÖ

EF#
GH>ZJHZJKH#

lm×ØÙÚÛt

uU;VW#
># >YI]GY\[X^\I# KZHY>[[^G># >YG[GYIHK^[[# IH _# V`#

>]#
ÐÑÒÓ��EFJJJ

ÜÝÞß-àá#
GH>ZJHZJKH#

lm×ØÙÚÛt

uU;VW@LMâ

ã�ESTU;V

W#

># >YI>ZYZ\]^[\# >ZGYK\>^ZX# >Y]G\YIHG^[Z# >GH _# V`#

>[# äåæçèéEF# GH>ZJHKJK>#
êëìíks��

U;VW#
># >Y[\HY\\K^]]# GI>Y>]>^HZ# >YKHZYIKG^K[# >GH _# îïðñ ]Hy\H#

>I# [HHH£yòÄçóÇÑk#GH>IJ>GJK>#
���o�g�E

FVW#
G# >Y]Z>Y\][^KK# [IIYXIK^G># ZG]YXXG^>G# >GH _# ��V`#

>\# ôõö÷øùk# GH>ZJHKJK>#
úûÊüýøùk

þ#
># >Y]X>Y[H]^]H# G]IYKHH^>># >YGK[YGH]^GZ# >GH _# îïðñ ]Hy\H#

>X# Dÿ��# GH>ZJHKJK>#
LMol�EU;

VW#
># >Y]I>YZXI^\G# G]KYH[[^GZ# >YG>XYZK>^]K# >GH _# V`#

>Z#

!C��Ü"RÑ!C

�� [I>#J£§§b$%

Ñ!C�� [I>á#

GHGHJHZJKH#
&'o�p�EF

U;VW#
># >YK][YHX\^H[# K>YZ][^XK# >YK>KY>]>^GG# >GH _# V`#

GH# 7RST# GHGHJHZJKH#
Mºã()7�´

STU;VW#
># >YKKHYG\[^GG# K>Y[Z]^H[# >YGZXYIX>^>\# >GH _# V`#

G>#
>[HHH£yò �Ôß*+

"ÑgF#
GH>IJ>GJK>#

���o�g�E

FVW#
># >YKHHYZ]H^IZ# ]Z]YK[\^K\# XHIY[XK^KG# >GH _# ��V`#

GG# 7R��# GH>ZJHKJK>#
LM)7ST�E

U;VW#
># >YG\[YHIG^[]# G>>YZ\Z^>[# >YHIKYHXK^KZ# >GH _# V`#

GK#

,h°��Ñ-./

r012./r�g�

�3#

GH>IJ>GJK>#
lmnopqrs

tuVW#
># >YG[ZY]H]^HH# ]\XY[\K^]X# \XHYXKH^[G# >GH _#

a bcd vwxya bcd

z{|ya bcd }~ya

bcd ���#

G]# D*4ÒÓEF# GHGHJ>>JH]#
Mº56ÚÛ��

tuU;VW#
># >YGK[YKZX^G[# ZY\XH^G]# >YGG[YI>X^H># >GH _# V`#

G[# ôõk# GHGHJHZJKH#
789Ê:;ks

U;VW#
>H# >YGK]YI]\^>G# GZYKGG^X\# >YGH[YKG]^G[# >GH _#

v<=@>?@A?@

B#

GI#
,h°��Ñ-./

�#
GH>IJ>GJK>#

lmnopqrs

tuU;VW#
>\# >Y>\>YZ][^KZ# ]][YKKZ^GG# \GIYIHI^>\# >GH _#

a bcd vwxya bcd

z{|ya bcd }~ya

bcd ���#

G\# ÐÑÒÓCEFDE# GH>IJ>GJK># MºFÉÚGST ># >YH\\YHGX^HZ# ]HZYG\H^IG# II\Y\[\^]\# >GH _# V`#



 266 / 418 

!"# $%&'# ()*+# ,-.# /0# $%12# 3456# 72#
89:

;#
<%%=&'#

U;VW#

GX#

H<IJKLijM

QN O£PGJGHJdJH<

IJi»QRkÜS

ká#

GH>IJ>GJK>#
&'��tuU;

VW#
># >YHH[Y\\]^HK# KXGY>Z]^>Z# IGKY[\Z^X]# >GH _# TU�+Vø<%N#

GZ# ôõö÷øùk# GH>IJ>GJK>#
úûÊ�WøùE

FU;VW#
># Z]]Y[[K^HH# \>\YXIH^GG# GGIYIZG^\X# IH _# ����#

KH#
>^[XYZ[\]^_

`�ÜabcdDeá#
GH>IJ>GJK>#

Mºfg¿ÀEF

U;VW#
G# Z]>YH[]^I[# K[\YIHH^XI# [XKY][K^\Z# >GH _# V`#

K>#
\hijkÿlM`

#
GH>XJ>>JG>#

Mºim!4r

U;VW#
># ZK>YHK]^[H# >ZHY>[>^KX# \]HYXXK^>G# >GH _# V`#

KG#
Dno�pôqrl

s#
GH>XJ>GJ>X#

LM���U;

VW#
># ZK>YHK]^[H# >\IYXZI^[I# \[]Y>K\^Z]# >GH _# V`#

KK#

���+tJPQ1

»<%NJPQ»uk

Üvw���xyzá#

GH>IJ>GJK>#
{É|}²ÃEF

tuVW#
G# XIGYK]>^Z># KG\YIXZ^X]# [K]YI[G^H\# >GH _#

}~yvwxyz{|y

¨xy���#

K]#
~j��k���k

�#
GHGHJHZJKH#

LMüOÚGST

U;VW#
># XKHY\XZ^H[# >ZY\K>^G]# X>>YH[\^X># >GH _# V`#

K[# "RÑ��º»# GH>IJ>GJK>#
���o�g�E

FVW#
># \Z[YX\K^K\# KHGY]K>^\X# ]ZKY]]>^[Z# >GH _# ��V`#

KI# $%`Ñ��º»# GH>IJ>GJK>#
���o�g�E

FVW#
># \Z[YX\K^K\# KHGY]K>^\X# ]ZKY]]>^[Z# >GH _# ��V`#

K\# �!à# GH>ZJHKJK>#
Nm±�g�ks

U;VW#
]# \XHY]GK^X]# >GZY\][^]\# I[HYI\X^K\# >GH _# îïðñ ]Hy\H#

KX#
����kÔ��E

FJ����k#
GH>IJ>GJK>#

lmn�g�»F

U;VW#
># \IXY>]X^ZX# GZ>YXZI^IK# ]\IYG[G^K[# >GH _# v<=��#

KZ# ���g=D�# GH>IJ>GJK>#
LM�~�¬U;

VW#
># \[HYHHH^HH# [\HYHHH^HH# >XHYHHH^HH# IH _# V`#

]H# ���# GHGHJHZJKH#
��×�S¬��

U;VW#
[# \G[YGZG^H]# >\YGG[^\H# \HXYHII^K]# >GH _#

v<=�>?@A?@

B#

]># �t�ß-�# GHGHJHZJKH#
��×�S¬��

U;VW#
[# \G[YGZG^H]# >\YGG[^\H# \HXYHII^K]# >GH _#

v<=�>?@A?@

B#

]G# �t�ß-�# GHGHJHZJKH#
��×�S¬��

U;VW#
K# IZIYGXH^K[# >IY[KI^II# I\ZY\]K^IZ# >GH _#

v<=�>?@A?@

B#

]K#
t�J°��Ñ-.

/r#
GH>IJ>GJK>#

lmnopqrs

tuVW#
># IZ>YHZ\^Z[# GIGYI>\^>\# ]GXY]XH^\X# >GH _#

}~yvwxyz{|y

¨xy���#

]]# �t�ß-�# GHGHJHZJKH#
��×�S¬��

U;VW#
[# I[ZYK[I^]H# >[YI[Z^\H# I]KYIZI^\H# >GH _#

v<=�>?@A?@

B#

][# ��à# GH>ZJHKJK>#
Nm±�g�ks

U;VW#
G# I[GYIXI^K># >HXY[HZ^>H# []]Y>\\^G># >GH _# îïðñ ]Hy\H#

]I# ÄçóÇÑk# GHGHJHZJKH#
&'o�p�EF

U;VW#
># IKGYZXG^>]# >[YHKK^KK# I>\YZ]X^X># >GH _# V`#

]\#
�r�+a »u<

%NJ?¡»uk#
GH>IJ>GJK>#

¢£¤¥ksU;

VW#
># IGZY\HG^H># GKZYGXI^\]# KZHY]>[^G\# >GH _# v<=��ya¦ã#

]X# !§à# GHGHJHZJKH#
��×�S¬��

U;VW#
]# IGGY]KG^]]# >]Y\XG^\\# IH\YI]Z^I\# >GH _# V`#

]Z# !§à# GHGHJHZJKH#
��×�S¬��

U;VW#
]# IGGY]KG^]]# >]Y\XG^\\# IH\YI]Z^I\# >GH _#

v<=�>?@A?@

B#

[H# a ¨©1»k# GH>IJ>GJK>#
¢£¤¥ksU;

VW#
># [\\YGGI^X[# G>ZYK]I^>]# K[\YXXH^\># >GH _#

vª«yv<=��ya

¦ãy��¬<yW~�

y�Æ®¯°#

[># '0C���# GH>IJ>GJK>#
v±g�EFÜ²8

³áU;VW#
># [[\YZX[^Z[# G>GYHK]^IZ# K][YZ[>^GI# >GH _# V`#

[G# ´È´µ¶# GH>ZJ>>J>Z#

LM�·¸¹�

�º»STU;V

W#

># [[\Y[GG^>H# >>]Y\[I^[Z# ]]GY\I[^[># IH _# V`#

[K# �¼½¾��# GH>ZJHKJK>#
LMol�EU;

VW#
># [KXYI[H^>\# XZY[[H^[Z# ]]ZYHZZ^[X# >GH _# V`#

[]# ¿À# GHGHJ>HJ>G#

LM�·¸¹�

�º»STU;V

W#

># [KHYZ\K^][# >IYX>]^>I# [>]Y>[Z^GZ# IH _# V`#



 267 / 418 

!"# $%&'# ()*+# ,-.# /0# $%12# 3456# 72#
89:

;#
<%%=&'#

[[# �ÁÂs# GHGHJHXJ>]#
Mº�ÃÄÅ�Æ

rU;VW#
G# [KHYZ\K^]]# KKYIGX^KG# ]Z\YK][^>G# IH _# V`#

[I# ?ç�ÁÂs# GH>IJHXJGZ#
LM��wÀÇU

;ÈÉVW#
G# [G]Y\XI^KG# ]KGYH\]^G]# ZGY\>G^HX# IH _# V`#

[\# PQÊ�k# GH>ZJ>HJG]#
hËºÌ��U;

VW#
># [>KYG\]^KG# [IYXX\^XX# ][IYKXI^]]# >GH _# îïðñ ]Hy\H#

[X#
TU�+Ñ��J"R

Ñ��#
GH>IJ>GJK>#

Í�m�ÑÒÓS

TU;VW#
># [HZY[Z]^]]# >ZKYI][^ZH# K>[YZ]X^[]# >GH _# TUV`#

[Z# wÎÆKk# GH>IJ>GJK>#
&'��tuU;

VW#
G# ]XXYH>Z^H[# >X[Y]]\^>]# KHGY[\>^Z># >GH _#

}~yvwxyz{|y

¨xy���#

IH# �!à# GH>ZJHKJK>#
Nm±�g�ks

U;VW#
G# ]X]Y\HG^\H# XHY[X>^XG# ]H]Y>GH^XX# >GH _# îïðñ ]Hy\H#

I>#

�r�+æÀ�?¡

B°kÔ��EFJæ

À�?¡B°k#

GH>\J>GJK>#
¢£'ÏksU;

VW#
># ]X>Y[]\^>G# >K\YG]H^ZX# K]]YKHI^>]# >GH _#

ÐÑW�°y�Æ®

¯°#

IG#

�r�+æÀ�?¡

B°kÔ��EFJæ

À�?¡B°k#

GH>IJ>GJK>#
¢£'ÏksU;

VW#
># ]\[YKK\^[[# >XHYIGX^GZ# GZ]Y\HZ^GI# >GH _#

ÐÑW�°y�Æ®

¯°#

IK#

�r�+½¾k�J�

r�+Ò�Î�kÎ

Ñ½k�#

GH>IJ>GJK>#
ÍÓ'Q½¾EF

U;VW#
># ]\]Y[[H^]G# >XHYKGZ^GG# GZ]YGG>^GH# >GH _# �rV`#

I]# ÔÕà# GHGHJ>HJKH#
NmÖ×g�EF

U;VW#
># ]IZYHGI^[]# \Y]GI^GI# ]I>YIHH^GX# >GH _# V`#

I[# �t�ß-�# GHGHJHZJKH#
��×�S¬��

U;VW#
G# ]I]Y>XI^ZH# >>YHG]^]K# ][KY>IG^]\# >GH _#

v<=�>?@A?@

B#

II#
ÐØÙÚEFÛÜÿÒ

Ó�� GÝ#
GHGHJHZJKH#

��ÞßÚÛ��

U;VW#
># ]]ZYI>G^X[# >HYI\X^KG# ]KXYZK]^[K# >GH _# V`#

I\# ¿À# GH>\JHZJ>Z#
LM���U;

VW#
># ]]]Y]]]^][# GI\Y]H\^[G# >\\YHKI^ZK# IH _# V`#

IX#

H<IJKLijM

QN O£PGJGHJdJàÏ

Î./øùkÜSká#

GH>IJ>GJK>#
&'��tuU;

VW#
># ]]>YII[^ZZ# >I\YXKK^HG# G\KYXKG^Z\# >GH _# TU�+Vø<%N#

IZ#
�r�+a »u<

%NJa ¨©1»k#
GH>IJ>GJK>#

¢£¤¥ksU;

VW#
># ]KZYZ>I^XG# >I\Y>IX^GX# G\GY\]X^[]# >GH _#

vª«yv<=��ya

¦ãy��¬<yW~�

y�Æ®¯°#

\H# ?ç�ÁÂs# GH>IJHKJK>#
LM���U;

VW#
># ]K[YXZ\^][# KZKYKZ\^]\# ]GY]ZZ^ZX# IH _# V`#

\># ¿Àá# GH>XJHZJ>X#
LM��wÀÇU

;ÈÉVW#
># ]K>YHK]^]\# XZY]G>^>Z# K]>YI>K^GX# >GH _# V`#

\G#

���+,hPQ1

»<%NJwÎPQ»

¶k#

GH>IJ>GJK>#
lmnopqrs

tuVW#
G# ]H\YGZ]^\[# >[]Y\\G^HX# G[GY[GG^I\# >GH _#

a bcd vwxya bcd

z{|ya bcd }~ya

bcd ���#

\K# fPQÿÁÂs# GH>IJHXJK>#
LM��wÀÇU

;ÈÉVW#
># ]HKY\\I^>H# KG\Y]ZX^I># \IYG\\^]Z# IH _# V`#

\]# "RÑEF# GH>ZJHKJK>#
âÉ'ÖÑÒÓE

FSTU;VW#
># ]HGY]HH^KZ# IIYXZZ^HI# KK[Y[H>^KK# >GH _# îïðñ ]Hy\H#

\[# Ü�éãà# GH>ZJHKJK>#
Nm±�g�ks

U;VW#
]# KZXYZI>^H\# IIYKG\^GX# KKGYIKK^\Z# >GH _# îïðñ ]Hy\H#

\I# $%`Ñà# GH>IJ>GJK>#
���o�g�E

FVW#
># KZXY[]X^XZ# >[>Y]]X^I># G]\Y>HH^GX# >GH _# ��V`#

\\#
���+Ò�ÎÑ½

�kk�#
GH>IJ>GJK>#

ÍÓ'Q½¾EF

U;VW#
># KZ[YZ[>^K\# >[HY]I>^I]# G][Y]XZ^\K# >GH _# ��V`#

\X#
TU�+Ñ��JóÇ

Ñk#
GH>IJ>GJK>#

Í�m�ÑÒÓS

TU;VW#
># KXXY[H\^KX# >]\YIKG^\G# G]HYX\]^II# >GH _# TUV`#

\Z# ºäijkÜSká# GH>IJ>GJK>#
&'��tuU;

VW#
># KXKYHIX^\G# >][Y[II^>X# GK\Y[HG^[]# >GH _# v<=$%�#

XH# àÏÎ./øùk# GH>IJ>GJK>#
&'��tuU;

VW#
># KX>YK>Z^[[# >]]YZH>^]K# GKIY]>X^>G# >GH _# v<=$%�#



 268 / 418 

!"# $%&'# ()*+# ,-.# /0# $%12# 3456# 72#
89:

;#
<%%=&'#

X>#
�r�+"RÑ��J

�r�+"RÑ#
GH>IJ>GJK>#

Í�m�ÑÒÓS

TU;VW#
># KXHY\Z]^\Z# >]]Y\HG^>K# GKIYHZG^II# >GH _# �rV`#

XG#
�r�+gå<%NJ

�æçKC#
GH>IJ>GJK>#

¯�èÍ��tu

U;VW#
># K\KYZHK^HI# >]GYHXK^GI# GK>YX>Z^XH# >GH _#

ÐÑW�°y�Æ®

¯°#

XK# Vøk# GH>IJ>GJK>#
lmnopqrs

tuU;VW#
># K\>YIZ>^GG# >]>YG]G^\\# GKHY]]X^][# >GH _# TU�+Vø<%N#

X]#
1�i�+��àJÑ

éàJê1���#
GH>\J>GJK>#

¢£æMRSg�

ksU;VW#
G# KI\YKGI^>X# >H]YIX\^ZZ# GIGYIKX^>Z# >GH _# îïðñ ]Hy\H#

X[#
�r�+gå<%NJ

fPQçKC#
GH>IJ>GJK>#

¯{ëìíksE

FU;VW#
># KI\YKGI^>\# >KZY[XK^Z\# GG\Y\]G^GH# >GH _#

vª«yv<=��ya

¦ãy��¬<yW~�

y�Æ®¯°#

XI# æîèïð½øùk# GHGHJHZJKH#
��±±øùEF

U;VW#
G# KI]YGGX^]\# XYI[H^]]# K[[Y[\X^HK# >GH _# V`#

X\#
�r�+gå<%NJ

ñògåk#
GH>IJ>GJK>#

¯�èÍ��tu

U;VW#
># KIHYKHI^\]# >KIYZ>I^IH# GGKYKZH^>]# >GH _#

ÐÑW�°y�Æ®

¯°#

XX#
���+tJPQ1

»<%NJPQ»¶k#
GH>IJ>GJK>#

{É|}²ÃEF

tuVW#
># K]ZYXK]^]]# >KGYZK\^HG# G>IYXZ\^]G# >GH _#

}~yvwxyz{|y

¨xy���#

XZ#
ÐØÙÚEFÛÜÿÒ

Ó�� >Ý#
GHGHJHZJKH#

��ÞßÚÛ��

U;VW#
># K]IYX]]^>Z# XYGK\^[[# KKXYIHI^I]# >GH _# V`#

ZH#
�r�+gå<%NJ

óåµô��gåk#
GH>IJ>GJK>#

¯�èÍ��tu

U;VW#
># KKZYZ>I^I]# >GZY>IX^]H# G>HY\]X^G]# >GH _#

ÐÑW�°y�Æ®

¯°#

Z># fPQÿÁÂs# GH>IJHXJGZ#
LM��wÀÇU

;ÈÉVW#
># KKKY[XZ^\I# G\]YI[[^IX# [XYZK]^HX# IH _# V`#

ZG#
���+½B��Jú

õ�k½Bk#
GH>IJ>GJK>#

F�B�kÜNm3

U;VW#
># KG[YK]I^HK# >GKYIK>^[Z# GH>Y\>]^]]# >GH _# ��V`#

ZK#
�r�+gå<%NJ

ÀQ§1ök#
GH>IJ>GJK>#

¯{ëìíksE

FU;VW#
># K>]YX[>^HH# >>ZYI]K^K\# >Z[YGH\^IK# >GH _#a¦ãy�Æ®¯°#

Z]#
÷ø�+"RÑ��J

÷ø�+"RÑ#
GH>IJ>GJK>#

Í�m�ÑÒÓS

TU;VW#
># K>>YZI]^X\# >>XY[]I^IH# >ZKY]>X^G\# >GH _# ÷ø<%NV`#

Z[#
ºùwÎ5úûçK

k#
GH>IJ>GJK>#

&'��tuU;

VW#
># K>>YK[G^II# >>XYK>]^>G# >ZKYHKX^[]# >GH _# v<=$%�#

ZI# �RçKk# GH>IJ>GJK>#
ÈÉü¥ksgý

U;VW#
># KHIY>H[^>]# >>IYK>Z^ZH# >XZY\X[^G]# >GH _#

}~yvwxyz{|y

¨xy���#

Z\#

�r�+gå<%NJ

ñògåkÜþÿgå

ö!Çá#

GH>IJ>GJK>#
¯{ëìíksE

FU;VW#
># KHIY>H[^>]# >>IYK>Z^ZH# >XZY\X[^G]# >GH _#

vª«yv<=��ya

¦ãy��¬<y�Æ

®¯°#

ZX#
�r�+gå<%NJ

æw"÷#��k#
GH>IJ>GJK>#

¯{ëìíksE

FU;VW#
># GZ\YK[Z^GX# >>GYZZI^]G# >X]YKIG^XI# >GH _#

vª«yv<=��ya

¦ãy��¬<yW~�

y�Æ®¯°#

ZZ#
ÑT�+Ò�ÎÑ½

�kk�#
GH>IJ>GJK>#

ÍÓ'Q½¾EF

U;VW#
># GZKYGGG^]X# >>>Y]G]^]K# >X>Y\ZX^H[# >GH _# TUV`#

>HH# i»QRk# GH>IJ>GJK>#
&'��tuU;

VW#
># GZ>YGK\^>X# >>HYI\H^>X# >XHY[I\^HH# >GH _#

}~yvwxyz{|y

¨xy���#

>H>#

H<IJKLijM

QN O£PGJGHJdJH<

IJwÎ5úûç#

GH>IJ>GJK>#
&'��tuU;

VW#
># GXXYI>K^]G# >HZYI\K^>Z# >\XYZ]H^GK# >GH _# TU�+Vø<%N#

>HG# �r$%à# GH>ZJHKJK>#
Nm±�g�ks

U;VW#
G# GXIYZ\G^HH# ]\Y\HZ^HZ# GKZYGIG^Z># >GH _# V`#

>HK#
GXHHH&KyòÜÿÒÓ�

�#
GH>IJ>GJK>#

��ÞßÚÛ��

U;VW#
># GXIYXI]^G[# >HZYHHX^][# >\\YX[[^XH# >GH _# V`#

>H]#
>HHHO'yò"ó(�<

r#
GH>IJ>GJK>#

���o�g�E

FVW#
># GXIYGHI^Z[# >HXY\[X^\I# >\\Y]]X^>Z# >GH _# ��V`#

>H[# )*%à# GHGHJHZJKH#
NmÖ×g�EF

U;VW#
># GXKY[\I^HH# IY\K]^Z]# G\IYX]>^HI# >GH _# >?@A?@B#

>HI# )�%à# GHGHJHZJKH#
NmÖ×g�EF

U;VW#
># GXKY[\I^HH# IY\K]^Z]# G\IYX]>^HI# >GH _# >?@A?@B#



 269 / 418 

!"# $%&'# ()*+# ,-.# /0# $%12# 3456# 72#
89:

;#
<%%=&'#

>H\# �+�,%à IHHHH£# GHGHJHZJKH#
NmÖ×g�EF

U;VW#
># GXKY[\I^HH# IY\K]^Z]# G\IYX]>^HI# >GH _# V`#

>HX# "RÑ��# GH>IJ>GJK>#
Í�m�ÑÒÓS

TU;VW#
># GXGYZ>Z^ZX# >H\Y[HZ^[G# >\[Y]>H^]I# >GH _# ����#

>HZ#
GXDQØ-h`�

ÜabcdDeá#
GH>IJ>GJK>#

Mºfg¿ÀEF

U;VW#
G# G\ZYXI\^[[# >HIYK]Z^\G# >\KY[>\^XK# >GH _# V`#

>>H#
1�\�+�AÈ½

Ñk�Ôk.Ñ��#
GH>IJ>GJK>#

ÍÓ/Wg½ã0

U;VW#
># G\IYKIZ^G># >H[YHGH^GK# >\>YK]X^ZX# >GH _# ����#

>>>#

���+,hPQ1

»<%NJæ§���

Ák#

GH>IJ>GJK>#
lmnopqrs

tuVW#
G# GIIYGG]^H># >H>Y>I[^GH# >I[YH[X^X># >GH _#

a bcd vwxya bcd

z{|ya bcd }~ya

bcd ���#

>>G# ¥123¶# GH>ZJ>>J>Z#

LM�·¸¹�

�º»STU;V

W#

># GI[Y]XI^\G# []YI]I^HG# G>HYX]H^\H# IH _# V`#

>>K# "RÑà# GH>IJ>GJK>#
���o�g�E

FVW#
># GI]YZZZ^[Z# >HHYIZZ^\I# >I]YGZZ^XK# >GH _# ��V`#

>>]# ôq4567��# GH>ZJHKJK>#
ÈÉÊËÌp�R

SSTU;VW#
># GI]Y\K\^>H# ]]YH>G^[[# GGHY\G]^[[# >GH _# îïðñ ]Hy\H#

>>[# �8à# GH>ZJHKJK>#
Nm±�g�ks

U;VW#
># GIKYK]Z^KH# ]KY\X>^XG# G>ZY[I\^]X# >GH _# îïðñ ]Hy\H#

>>I# ?ç�ÁÂs# GH>IJH>JK>#
LM��wÀÇU

;ÈÉVW#
># GIGYKZK^>I# G][Y>>Z^H]# >\YG\]^>G# IH _# V`#

>>\#
fPQ9:;<ð½

1»k#
GH>IJ>GJK>#

lm=ãksU;

VW#
># GIGYK\[^X]# ZZY\HG^\\# >IGYI\K^H\# >GH _# V`#

>>X# ½>��º»# GH>ZJHKJK>#
Nm?Í½Vks

U;VW#
># G[ZYZ>[^ZK# ]KYG>>^HK# G>IY\H]^ZH# >GH _# îïðñ ]Hy\H#

>>Z# ?ç�ÁÂs# GH>>JH]JKH#
LM@g���A

U;VW#
># G[\YHGK^ZX# GK>YI]H^GZ# G[YKXK^IZ# >GH _# V`#

>GH# ���Ñ¶# GHGHJHZJKH#
LMüOÚGST

U;VW#
G# G[IYK>X^>Z# IYHX\^[\# G[HYGKH^IG# >GH _# V`#

>G># BeC# GHGHJHZJKH#
MºD@kDEF

U;VW#
X# G[[Y[[[^ZX# XYHZG^IH# G]\Y]IK^KX# IH _# V`#

>GG# )¼�# GHGHJHZJKH#
��×�S¬��

U;VW#
G# G[KY>ZG^XI# IYH>K^KG# G]\Y>\Z^[]# >GH _#

v<=�>?@A?@

B#

>GK# EÙEF��# GHGHJHZJKH#
LMGºEÙST

U;VW#
># G]\Y[G]^\[# IYGK]^ZZ# G]>YGXZ^\I# >GH _# V`#

>G]# HQð½./r# GH>IJ>GJK>#
lmnopqrs

tuVW#
G# G]IYXZ[^II# ZKYXGH^K]# >[KYH\[^KG# >GH _# ��V`#

>G[#
�r�+gå<%NJ

µôgåk#
GH>IJ>GJK>#

¯{ëìíksE

FU;VW#
># G]]YXX]^>># ZKYH[I^HI# >[>YXGX^H[# >GH _#

vª«yv<=��ya

¦ãy��¬<yW~�

y�Æ®¯°#

>GI# ºùÑ-./r# GH>IJ>GJK>#
lmnopqrs

tuVW#
># GKZYXZX^Z\# Z>Y>I>^IH# >]XY\K\^K\# >GH _# v<=$%�#

>G\#
Ö=I$ÜI$DáJ

KR¼½LCk�#
GH>IJ>GJK>#

ÍÓ'Q½¾EF

U;VW#
># GK[YHH>^GZ# XZYKHH^[I# >][Y\HH^\K# >GH _# V`#

>GX# MÀÎ���½>í# GH>IJ>GJK>#
NÉOP½>EF

U;VW#
]# GK]YHKZ^GH# XXYZK]^XZ# >][Y>H]^K># >GH _# ��V`#

>GZ#
ÜJGHQá�kÎg½

k�#
GH>IJ>GJK>#

ÍÓ'QhS½V

EFVW#
># GKKY[>]^]Z# >HIY]XG^II# >G\YHK>^XK# >HH _# V`#

>KH# R¼�� >Ý@GÝ# GH>ZJHKJK>#
��ÞßÚÛ��

U;VW#
G# GK>YX[G^KX# KXY[][^]I# >ZKYKHI^ZG# >GH _# îïðñ ]Hy\H#

>K>#

H<IJKLijM

QN O£PGJGHJdJH<

IJSTkÜSká#

GH>IJ>GJK>#
&'��tuU;

VW#
># GK>Y\I[^KG# XXYH\H^X[# >]KYIZ]^]\# >GH _# TU�+Vø<%N#

>KG# l0À04# GHGHJH]J>\#
LMUO²REF

U;VW#
K# GGIY]IH^>Z# GXYIX]^ZI# >Z\Y\\[^GK# IH _# V`#

>KK#
�r�+gå<%NJ

UV1ök#
GH>IJ>GJK>#

¯�èÍ��tu

U;VW#
># GG]YK]>^XK# X[YG]Z^Z># >KZYHZ>^ZG# >GH _#

ÐÑW�°y�Æ®

¯°#

>K]# 5?BWûEé# GH>XJ>>JG>#
ºmÑÜNmá.X

U;VW#
># GGKYG\[^XI# ][YIH>^GH# >\\YI\]^II# >GH _# V`#

>K[# PQ÷#�æ��k# GH>IJ>GJK>#
¯�èÍ��tu

U;VW#
># GGHYXKK^HH# XKYZ>I^[># >KIYZ>I^]Z# >GH _#

ÐÑW�°y�Æ®

¯°#



 270 / 418 

!"# $%&'# ()*+# ,-.# /0# $%12# 3456# 72#
89:

;#
<%%=&'#

>KI#
>[HHH&KyòÜÿÒÓ�

�#
GH>IJ>GJK>#

��ÞßÚÛ��

U;VW#
># GGHYKZ[^\H# XKY\[H^KX# >KIYI][^KG# >GH _# V`#

>K\# æç��r# GH>IJ>GJK>#
¯�ÈYksZ¬

U;VW#
># G>XYGZI^IZ# XGYZ[G^IZ# >K[YK]]^HH# >GH _#[Þ\y�Æ®¯°#

>KX# ]/^_I`a# GH>XJH\JH]#

�bcde<¿p

Æ��ÜfÓáU;

VW#

># G>[Y[>\^GK# ZXYZ[X^]]# >>IY[[X^\Z# IH _# V`#

>KZ#
TU�+Ñ��J"R

Ñ�ÁÎÏ >#
GH>IJ>GJK>#

Í�m�ÑÒÓS

TU;VW#
># G>>YZXI^ZI# XHY[[[^H]# >K>Y]K>^ZG# >GH _# TUV`#

>]H# Wghijj`k# GHGHJHZJKH#
lÍ\m�²·¸

rU;VW#
># GHXYX]Z^[I# ZYZGH^K]# >ZXYZGZ^GG# IH _# V`#

>]>#
�r�+gå<%NJ

PQ÷#�æ��k#
GH>IJ>GJK>#

¯�èÍ��tu

U;VW#
># GHKYZ]I^]X# \\Y]ZZ^\[# >GIY]]I^\K# >GH _#

ÐÑW�°y�Æ®

¯°#

>]G# Ñ½�kk�# GH>ZJHKJK>#
Nm?Í½Vks

U;VW#
># GHGYZI[^>># KKY\]G^Z[# >IZYGGG^>I# >GH _# îïðñ ]Hy\H#

>]K# t�J°��nok# GH>IJ>GJK>#
pÍqlg�ks

tuVW#
G# GH>Y>[]^X># \IY]KX^ZK# >G]Y\>[^XX# >GH _#

}~yvwxyz{|y

¨xy���#

>]]# ·¸¹rsCE»F# GH>IJ>GJK>#
LM�t��u»

FU;VW#
># GH>Y>[]^\Z# \IY]KX^ZK# >G]Y\>[^XI# >GH _# V`#

>][# ÄÅÃ÷øà# GH>IJ>GJK>#
¯�ÈYksZ¬

U;VW#
G# >ZXY[K>^H[# \[Y]]>^\H# >GKYHXZ^K[# >GH _#[Þ\y�Æ®¯°#

>]I# "RÑSÍÎÏ# GH>ZJHKJK>#
âÉ'ÖÑÒÓE

FSTU;VW#
># >Z\YI\H^K\# KGYXIG^\H# >I]YXH\^I\# >GH _# îïðñ ]Hy\H#

>]\# L¼vÚL¶ w¢JG\# GHGHJHZJKH#
��±±øùEF

U;VW#
G# >ZIYGG]^]I# ]YIIH^KG# >Z>Y[I]^>]# >GH _# V`#

>]X# ´È´µ¶# GH>IJH]JGX#
MºxyRSr

EFU;VW#
K# >Z]YX\>^\X# >\GY\XI^KG# GGYHX[^]I# IH _# V`#

>]Z# Äjz{k�# GH>IJ>GJK>#
'|Ê}m¨~g

�EFU;VW#
># >Z]YHI\^I[# \KY\][^\K# >GHYKG>^ZG# >GH _#[Þ\y�Æ®¯°#

>[H# ÿÀz{k# GH>ZJH]JH]#
NmRlzrks

gýU;VW#
># >XZYI[[^>X# KHYHGX^XH# >[ZYIGI^KX# >GH _# ÐÑW�°#

>[># 5úû�Kk# GH>IJ>GJK>#
&'��tuU;

VW#
G# >X\Y>I>^]K# \>Y>G>^GK# >>IYH]H^GH# >GH _#

}~yvwxyz{|y

¨xy���#

>[G#

���+,hPQ1

»<%NJæÏ,h®

��Ñk#

GH>IJ>GJK>#
lmnopqrs

tuVW#
># >XIYZXI^[># \>YH[]^XX# >>[YZK>^IK# >GH _#

a bcd vwxya bcd

z{|ya bcd }~ya

bcd ���#

>[K#
TU�+Ñ��J"ó

(�<r#
GH>IJ>GJK>#

Í�m�ÑÒÓS

TU;VW#
># >X]Y>H>^HI# IZYZ[X^]X# >>]Y>]G^[X# >GH _# TUV`#

>[]# ��ð½øùk# GH>ZJHKJK>#
��±±øùkE

FU;VW#
G# >XKY\KG^H\# KHY[][^]I# >[KY>XI^I># >GH _# V`#

>[[# �j�qà# GH>ZJHKJK>#
Nm±�g�ks

U;VW#
G# >XHYGKG^]># GZYZIK^I]# >[HYGIX^\\# >GH _# îïðñ ]Hy\H#

>[I# ôõk# GHGHJHZJKH#
789Ê:;ks

U;VW#
G# >\XY]G>^X]# ]YGK\^[K# >\]Y>X]^K># >GH _#

v<=�>?@A?@

B#

>[\# g�EF# GH>IJ>GJK>#
�É�7Û»ÿ�

U;VW#
># >\\Y>HK^IX# I\YGZZ^KX# >HZYXH]^KH# >GH _# V`#

>[X# ï¥# GHGHJHXJH]#
LM�~��kD

��U;VW#
># >\IYZZ>^>I# >>YGHZ^]]# >I[Y\X>^\G# IH _# V`#

>[Z# ���`r# GHGHJHZJ>]#

LM�·¸¹�

�º»STU;V

W#

># >\[YGG>^G]# XYKGK^HG# >IIYXZX^GG# IH _# V`#

>IH#
TU�+½B��Jú

õ�k½Bk#
GH>IJ>GJK>#

F�B�kÜNm3

U;VW#
># >I\YZGH^[K# IKYXHZ^\X# >H]Y>>H^\[# >GH _# TUV`#

>I>#
�r�+a »u<

%NJ'h#
GH>IJ>GJK>#

¢£¤¥ksU;

VW#
># >IIY>\>^KI# IKY>][^H]# >HKYHGI^KG# >GH _# v<=��ya¦ã#

>IG# STk# GH>IJ>GJK>#
&'��tuU;

VW#
># >I]Y]GG^>Z# IGY]XH^[]# >H>YZ]>^I[# >GH _#

}~yvwxyz{|y

¨xy���#

>IK# "RÑEF# GH>IJ>GJK>#
Mº|�~ÑÒÓ

U;VW#
># >I>Y\ZX^]K# I>Y]XK^KH# >HHYK>[^>K# >GH _# V`#



 271 / 418 

!"# $%&'# ()*+# ,-.# /0# $%12# 3456# 72#
89:

;#
<%%=&'#

>I]# �ê¥s# GHGHJHZJHK#

LM�·¸¹�

�º»STU;V

W#

># >[[Y\[G^GG# \YKZX^G]# >]XYK[K^ZX# IH _# V`#

>I[#
b��XHH�Ø�Îôõ

kÜK>I£^� ���á#
GH>ZJHKJK>#

��@�ôõkg

ýU;VW#
K# >[[YK>G^]K# G[YXGH^IZ# >GZY]Z>^\]# >GH _# îïðñ ]Hy\H#

>II# Q�ß-�# GH>IJ>GJK>#
�mRSksU;

VW#
># >[KYH[G^[\# >>IYK>Z^ZH# KIY\KG^I\# IH _# [*�W#

>I\# ú/�¸Bô��# GH>IJ>GJK>#
ÈÉº�<¿·¸

EFU;VW#
G# >[HYXII^>H# >>]YI[X^>I# KIYGH\^Z]# IH _# V`#

>IX# MÀÎ���½>í# GH>IJ>GJK>#
NÉOP½>EF

U;VW#
K# >]ZY[[]^GH# [IYXKH^[X# ZGY\GK^IG# >GH _# ��V`#

>IZ# �ÀÎ���½>í# GH>IJ>GJK>#
NÉOP½>EF

U;VW#
K# >]ZYGZG^HH# >>KY]I>^ZG# K[YXKH^HX# IH _# �rV`#

>\H# )�40à# GHGHJHZJKH#
NmÖ×g�EF

U;VW#
[# >]XY\[H^XH# KY[KG^XK# >][YG>\^Z\# >GH _# >?@A?@B#

>\># )�40à# GHGHJHZJKH#
NmÖ×g�EF

U;VW#
[# >]XY\[H^XH# KY[KG^XK# >][YG>\^Z\# >GH _# >?@A?@B#

>\G#
����Î½ÿÒÓ

k�#
GH>IJ>GJK>#

ÍÓ'Q½¾EF

U;VW#
># >]XYI\Z^I]# I\Y\ZX^HH# XHYXX>^I]# >HH _# ����#

>\K# �ÀÎ���½>í# GH>IJ>GJK>#
NÉOP½>EF

U;VW#
K# >]XY[H]^IZ# [IY]K>^\K# ZGYH\G^ZI# >GH _# ��V`#

>\]# �ÀÎ���½>í# GH>IJ>GJK>#
NÉOP½>EF

U;VW#
K# >]XY[H]^II# [IY]K>^\K# ZGYH\G^ZK# >GH _# TUV`#

>\[#
1�I$ÜI$�áJ

KR¼½LCk�#
GH>IJ>GJK>#

ÍÓ'Q½¾EF

U;VW#
># >]IYZKH^]\# [[YXKK^[Z# Z>YHZI^XX# >GH _# V`#

>\I#
���+,hPQ1

»<%NJ�Î1»k#
GH>IJ>GJK>#

lmnopqrs

tuVW#
G# >]IYX]K^H># [[YXHH^]># Z>YH]G^IH# >GH _#

a bcd vwxya bcd

z{|ya bcd }~ya

bcd ���#

>\\#
TU�+Ñ��J"R

Ñ!C�� >#
GH>IJ>GJK>#

Í�m�ÑÒÓS

TU;VW#
># >][Y\Z>^XH# [[Y]H>^HH# ZHYKZH^XH# >GH _# TUV`#

>\X#
TU�+Ñ��J$%

Ñ�ÁÎÏ#
GH>IJ>GJK>#

Í�m�ÑÒÓS

TU;VW#
># >]]YX]]^GG# [[YH]H^\G# XZYXHK^[H# >GH _# TUV`#

>\Z#
�(Î�=�aj·

¸¹#
GH>\JHXJHZ#

Mº��g�tu

U;VW#
># >]KYH\I^ZG# Z[Y[KI^KH# ]\Y[]H^IG# IH _# V`#

>XH# ¾zà# GH>ZJHKJK>#
Nm±�g�ks

U;VW#
G# >]>Y\KI^>\# GKY[IK^I]# >>XY>\G^[K# >GH _# îïðñ ]Hy\H#

>X># g�k��# GHGHJHZJKH#
{Éý�7REF

U;VW#
># >]>YKHI^I\# KYK[I^H]# >K\YZ[H^IK# >GH _# V`#

>XG# æa�¥1»k# GH>XJHIJ>]#
Mº��g�tu

U;VW#
># >KZYK>I^KX# IIY>\[^GH# \KY>]>^>X# IH _# vª«#

>XK# ÛÈà# GH>ZJHKJK>#
Nm±�g�ks

U;VW#
G# >KXYGKI^[># GGYZX>^XG# >>[YG[]^IZ# >GH _# îïðñ ]Hy\H#

>X]# ��ð½øù¶# GH>IJ>GJK>#
ÍÓ� øùEF

þ#
G# >K[Y[IH^XI# >HKYHGI^G[# KGY[K]^I># IH _# V`#

>X[# "ó(��º»# GH>IJ>GJK>#
���o�g�E

FVW#
># >K[Y[>\^>G# [>Y]ZI^]># X]YHGH^\># >GH _# ��V`#

>XI# �Ê�t�ß-à# GHGHJ>HJKH#
¢ÅâÅksEF

gýU;VW#
># >K[YKZX^G]# GY>]K^XH# >KKYG[]^]]# >GH _# ����#

>X\# )�Ü�à# GHGHJHZJKH#
NmÖ×g�EF

U;VW#
G# >K]Y>ZG^G># KY>X\^HX# >K>YHH[^>K# >GH _# >?@A?@B#

>XX# ´È´µ¶# GH>IJH]JGZ#

LMýb�s��

U;VWÜýbp�

¡�á#

G# >KKYKKK^K]# >>XYGGG^>I# >[Y>>>^>X# IH _# V`#

>XZ# �R�# GH>IJ>GJK>#
�mRSksU;

VW#
># >K>Y>X\^ZG# ZZY\HG^\\# K>Y]X[^>[# IH _# [*�W#

>ZH# ¼½JKk�# GH>IJ>GJK>#
ÍÓ'Q½¾EF

U;VW#
G# >K>Y>X\^ZG# ]ZYX[>^KX# X>YKKI^[]# >GH _# ��V`#

>Z>#
�(Î�=�aj·

¸¹#
GH>\JHXJHZ#

Mº��g�tu

U;VW#
># >KHY]G\^K[# X\YGG>^\K# ]KYGH[^IG# IH _# V`#

>ZG# [HH&¢NJ£# GH>IJ>GJK># lmnopqrs G# >KHYGG[^X\# ]ZY]X[^\G# XHY\]H^>[# >GH _# ¤+�¥�¦$%�#



 272 / 418 

!"# $%&'# ()*+# ,-.# /0# $%12# 3456# 72#
89:

;#
<%%=&'#

tuVW#

>ZK# DQ`�# GH>ZJHIJG\#
Mºfg¿ÀEF

U;VW#
># >GZYGHK^[]# >XY]>>^]X# >>HY\ZG^HI# >GH _# V`#

>Z]# �t�ß-�# GHGHJHZJKH#
��×�S¬��

U;VW#
># >GIY[ZI^]K# KYHHI^II# >GKY[XZ^\\# >GH _#

v<=�>?@A?@

B#

>Z[# ÄÅÃ§÷à# GH>IJ>GJK>#
Nm±�g�ks

U;VW#
># >G[YHI[^XG# ]\Y[G]^Z># \\Y[]H^Z># >GH _# ����#

>ZI# )*%à# GHGHJHZJKH#
NmÖ×g�EF

U;VW#
G# >G]YHI]^[H# GYZ]I^[]# >G>Y>>\^ZI# >GH _# >?@A?@B#

>Z\# G[H&¢NJ£# GH>IJ>GJK>#
lmnopqrs

tuVW#
G# >GKYZGX^X[# ]\YHZG^XX# \IYXK[^Z\# >GH _# a bcd ���#

>ZX# ú��ö÷½>í# GH>ZJHKJK>#
lmv�ÚÛEF

U;VW#
G# >GKY[]K^ZX# GHY[KZ^>Z# >HKYHH]^\Z# >GH _# îïðñ ]Hy\H#

>ZZ# øLL¶# GH>IJ>GJK>#
lmnopqrs

tuVW#
># >GKY]H]^>H# ]IYXZK^[X# \IY[>H^[G# >GH _# ��V`#

GHH# °��./r#j# GH>IJ>GJK>#
lmnopqrs

tuVW#
G# >GKY]H]^>H# ]IYXZK^[X# \IY[>H^[G# >GH _# ��V`#

GH># HQð½./r# GH>IJ>GJK>#
lmnopqrs

tuU;VW#
># >GGY]]G^H[# ]IY[G\^Z># \[YZ>]^>]# >GH _# v<=$%�#

GHG#
TU�+Ñ��J"ó

(�ÁÎÏ#
GH>IJ>GJK>#

Í�m�ÑÒÓS

TU;VW#
># >GGYKXX^IZ# ]IY[H\^IZ# \[YXX>^HH# >GH _# TUV`#

GHK# )*40à# GHGHJHZJKH#
NmÖ×g�EF

U;VW#
K# >G>Y[KG^[\# GYXXI^KZ# >>XYI]I^>X# >GH _# >?@A?@B#

GH]# ¥�¨�¿�Cgà# GHGHJHZJKH#
NmÖ×g�EF

U;VW#
># >GHYXZZ^[Z# GYX\>^KI# >>XYHGX^GK# >GH _# V`#

GH[# >HH&¢NJ£# GH>IJ>GJK>#
lmnopqrs

tuVW#
G# >GHYHXH^I\# ][YIKH^IZ# \]Y]]Z^ZX# >GH _#

a bcd vwxya bcd

z{|ya bcd }~#

GHI# �!8©¿éãà# GH>ZJHKJK>#
Nm±�g�ks

U;VW#
G# >>XYZXX^KZ# >ZY\X>^XG# ZZYGHI^[\# >GH _# îïðñ ]Hy\H#

GH\#

���+tJPQ1

»<%NJí�

Ü¥¨�ª«¨¬á#

GH>IJ>GJK>#
{É|}²ÃEF

tuVW#
G# >>XYZ]K^\># ][Y>ZX^I\# \KY\][^H]# >GH _#

}~yvwxyz{|y

¨xy���#

GHX# \º1»k# GH>IJ>GJK>#
¢£¤¥g�»F

tuU;VW#
># >>XYHIZ^>K# ]]YXII^>\# \KYGHG^ZI# >GH _# v<=��ya¦ã#

GHZ# )�%à# GHGHJHZJKH#
NmÖ×g�EF

U;VW#
G# >>\Y\K]^IX# GY\ZI^G># >>]YZKX^]\# >GH _# >?@A?@B#

G>H# "RÑ�ÁÎÏ# GH>IJ>GJK>#
Í�m�ÑÒÓS

TU;VW#
># >>[YI\G^KX# ]KYZ[[^[># \>Y\>I^X\# >GH _# ����#

G>>#

�r�+½¾k�J�

r O]��Î½ÿÒÓ

k�#

GH>IJ>GJK>#
ÍÓ'Q½¾EF

U;VW#
># >>]Y>H[^[H# ]KYKIH^G># \HY\][^GZ# >GH _# �rV`#

G>G#

�r�+æÀ�?¡

B°kÔ��EFJð

½N�k#

GH>\J>GJK>#
¢£'ÏksU;

VW#
G# >>KYIZI^GH# KGY]HK^KH# X>YGZG^ZH# >GH _#

ÐÑW�°y�Æ®

¯°#

G>K# Èá¸# GHGHJ>GJHK#
®¯Ê°S��U

;VW#
># >>KYG\]^K]# J# >>KYG\]^K]# >GH _# ��V`#

G>]# ¥�¨�¿�40à# GHGHJHZJKH#
NmÖ×g�EF

U;VW#
K# >>GYHK\^X]# GYIIH^Z># >HZYK\I^ZK# >GH _# V`#

G>[#

�r�+½¾k�J�

r O[��Î½ÿÒÓ

k�Üï±�µká#

GH>IJ>GJK>#
ÍÓ'Q½¾EF

U;VW#
># >>>Y\H\^KZ# ]GY]]X^XH# IZYG[X^[Z# >GH _# �rV`#

G>I#
<%NDq²Î³´

³��#
GH>IJ>GJK>#

fÓ }��tu

U;VW#
># >>HYG[I^]G# XKY\Z]^X]# GIY]I>^[X# IH _# �rV`#

G>\# øLL¶# GH>IJ>GJK>#
lmnopqrs

tuVW#
># >HZY\IH^[I# ]>Y\HZ^H\# IXYH[>^]Z# >GH _# ��V`#

G>X#
�Ö�+ OJ>��Î

¼½7Rk�#
GH>IJ>GJK>#

ÍÓ'Q½¾EF

U;VW#
># >HXY[IG^K\# ]>YG[K^I[# I\YKHX^\G# >GH _# V`#

G>Z#
���%µ40EFJ

¿�Cgà#
GH>IJ>GJK>#

{É\Ìp�RS

EFVW#
K# >HXYKI>^GG# XGYK[]^[]# GIYHHI^IX# IH _#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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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GH# PQw¶r# GH>>JH[JKH#
LM���U;

VW#
># >HIYXK\^IH# Z\YGI\^HH# ZY[\H^IH# >GH _# V`#

GG># øLL¶# GH>IJ>GJK>#
lmnopqrs

tuU;VW#
># >H[YXG]^ZG# ]HYG>K^][# I[YI>>^]\# >GH _# v<=$%�#

GGG#

�r�+gå<%NJ

ÀR·÷#óåDr

k#

GH>IJ>GJK>#
¯{ëìíksE

FU;VW#
># >H]YZ[H^KK# KZYXX>^GH# I[YHIZ^>K# >GH _#

vª«yv<=��ya

¦ãy��¬<y�Æ

®¯°#

GGK# ��%à# GH>ZJHKJK>#
Nm±�g�ks

U;VW#
># >H]Y>>]^X]# >\YKHZ^HZ# XIYXH[^\[# >GH _# îïðñ ]Hy\H#

GG]#

�r�+½¾k�J�

r OG��Î½ÿÒÓ

k�#

GH>IJ>GJK>#
ÍÓ'Q½¾EF

U;VW#
># >HKY]ZK^G\# KZYKG\^]H# I]Y>I[^X\# >GH _# �rV`#

GG[# )*¸"RÑCgà# GHGHJHZJKH#
NmÖ×g�EF

U;VW#
># >HKY>\I^HZ# GY][H^]K# >HHY\G[^II# >GH _# >?@A?@B#

GGI# )*¸"RÑCgà# GHGHJHZJKH#
NmÖ×g�EF

U;VW#
># >HKY>\I^HZ# GY][H^]K# >HHY\G[^II# >GH _# >?@A?@B#

GG\# �Ãz{k# GHGHJHZJKH#
��±±øùEF

U;VW#
># >HGYKKG^>># GY]KH^KZ# ZZYZH>^\G# >GH _# V`#

GGX#
�r�+gå<%NJ

�a÷#óåï�k#
GH>IJ>GJK>#

¯�èÍ��tu

U;VW#
># >H>YZ\]^>G# KXY\[H^GX# IKYGGK^X]# >GH _#

ÐÑW�°y�Æ®

¯°#

GGZ# ?Ñ%à# GHGHJHZJKH#
NmÖ×g�EF

U;VW#
># >H>YG\\^>]# GY]H[^K]# ZXYX\>^XH# >GH _# >?@A?@B#

GKH# �Î5Lr# GH>IJ>GJK>#
LM57½¾ST

U;VW#
># >HHYHHH^HH# \[YZZZ^ZG# G]YHHH^HX# IH _# V`#

GK># ghNJ£# GH>XJ>GJ>Z#
¹Åº».XU;

VW#
># ZZY>K\^ZK# K\YI\G^KG# I>Y]I[^I># IH _#

a bcd vwxya bcd

z{|ya bcd }~ya

bcd ���#

GKG#
>HH&¢¼[HH&¢�`ZJ

£#
GH>IJ>GJK>#

lmnopqrs

tuVW#
G# ZXY[I[^XI# K\Y][]^Z[# I>Y>>H^Z># >GH _#

a bcd vwxya bcd

z{|ya bcd }~#

GKK# B©ÎÏ# GHGHJ>>JKH#
LM�m�EST

U;VW#
># ZIY\]\^GZ# \I[^ZG# Z[YZX>^K\# >GH _# V`#

GK]# B©ÎÏ# GHGHJ>>JKH#
LM�m�EST

U;VW#
># ZIY\]\^GZ# \I[^ZG# Z[YZX>^K\# >GH _# V`#

GK[# B©ÎÏ# GHGHJ>>JKH#
LM�m�EST

U;VW#
># ZIY\]\^GZ# \I[^ZG# Z[YZX>^K\# >GH _# V`#

GKI# B©ÎÏ# GHGHJ>>JKH#
LM�m�EST

U;VW#
># ZIY\]\^GZ# \I[^ZG# Z[YZX>^K\# >GH _# îïðñ ]Hy\H#

GK\# B©ÎÏ# GHGHJ>>JKH#
LM�m�EST

U;VW#
># ZIY\]\^GZ# \I[^ZG# Z[YZX>^K\# >GH _# V`#

GKX# B©ÎÏ# GHGHJ>>JKH#
LM�m�EST

U;VW#
># ZIY\]\^GZ# \I[^ZG# Z[YZX>^K\# >GH _# V`#

GKZ# B©ÎÏ# GHGHJ>>JKH#
LM�m�EST

U;VW#
># ZIY\]\^GZ# \I[^ZG# Z[YZX>^K\# >GH _# V`#

G]H# B©ÎÏ# GHGHJ>>JKH#
LM�m�EST

U;VW#
># ZIY\]\^GZ# \I[^ZG# Z[YZX>^K\# >GH _# �rV`#

G]># B©ÎÏ# GHGHJ>>JKH#
LM�m�EST

U;VW#
># ZIY\]\^GZ# \I[^ZG# Z[YZX>^K\# >GH _# V`#

G]G# B©ÎÏ# GHGHJ>>JKH#
LM�m�EST

U;VW#
># ZIY\]\^GZ# \I[^ZG# Z[YZX>^K\# >GH _# V`#

G]K# B©ÎÏ# GHGHJ>>JKH#
LM�m�EST

U;VW#
># ZIY\]\^GX# \I[^ZG# Z[YZX>^KI# >GH _# V`#

G]]# ¤�ÎbÎ5Lr# GH>IJ>GJK>#
���o�g�E

FVW#
K# ZIY\K\^Z\# KIY\IH^K\# [ZYZ\\^IH# >GH _# ��V`#

G][#
æ½K¾LDrkÜó

(�3#
GH>IJ>GJK>#

Nmf{ksU;

VW#
># ZIYGH]^]\# KIY[[\^\K# [ZYI]I^\]# >GH _# ��V`#

G]I# ��æîøùr# GH>IJ>GJK>#
ÍÓ¿vøùEF

U;VW#
G# ZIYGH]^]\# \KY>>[^]I# GKYHXZ^H># IH _# V`#

G]\#

���+,hPQ1

»<%NJ»¶�g�

�#

GH>IJ>GJK>#
lmnopqrs

tuVW#
># Z[YKGZ^XZ# KIYGG[^]X# [ZY>H]^]># >GH _#

a bcd vwxya bcd

z{|ya bcd }~ya

bcd ���#

G]X# ��5¥�`r# GH>ZJHGJ>Z#
Mº�ÃÄÅ�Æ

rU;VW#
># Z]YXG\^[X# KKYHK>^IX# I>Y\Z[^ZH# IH _# V`#

G]Z#
���+½B��JW

õ�k½Bk#
GH>IJ>GJK>#

F�B�kÜNm3

U;VW#
># Z]Y][[^KH# K[YXZG^ZZ# [XY[IG^K># >GH _#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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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H# Ñéà# GH>IJ>GJK>#
Nm±�g�ks

U;VW#
># Z]Y][[^KH# K[YXZG^ZZ# [XY[IG^K># >GH _# ����#

G[>#
ÀÁÂÑÚÎð½C

�ÃvÚ#
GH>ZJ>GJG[#

��oÄÀÁÂð

½CU;VW#
K# Z]YG]\^\Z# >\YZH\^>># \IYK]H^IX# IH _# V`#

G[G#
"RÑ%à¸ÅÞ¸Æ

ê�#
GHGHJHZJKH#

NmÖ×g�EF

U;VW#
># ZKYIX>^KI# GYGG]^ZG# Z>Y][I^]]# >GH _# V`#

G[K# ôõk# GH>IJ>GJK>#
��@�ôõkg

ýU;VW#
G# ZKY]H[^XH# \HYZXX^[G# GGY]>\^GX# IH _# V`#

G[]# ôõk# GH>IJ>GJK>#
��@�ôõkg

ýU;VW#
G# ZKY]H[^XH# \HYZXX^[G# GGY]>\^GX# IH _# V`#

G[[# G[H&¢ZJ£# GH>IJ>GJK>#
lmnopqrs

tuVW#
G# ZGYGIX^X]# K[YHIG^>G# [\YGHI^\G# >GH _# a bcd ���#

G[I# )�40à >HHH£# GHGHJHZJKH#
NmÖ×g�EF

U;VW#
]# ZGY>IG^GH# GY>XX^XI# XZYZ\K^K]# >GH _# >?@A?@B#

G[\#

�r�+a »u<

%NJÇÈ�`ÔÜ�

É�#

GH>IJ>GJK>#
¢£¤¥ksU;

VW#
># Z>YXK>^[]# K]YXZ[^ZZ# [IYZK[^[[# >GH _#

vª«yv<=��ya

¦ãy��¬<yW~�

y�Æ®¯°#

G[X#
���+ OJK��Î

½ÿÒÓk�#
GH>IJ>GJK>#

ÍÓ'Q½¾EF

U;VW#
># Z>YK[H^[G# K]Y\>K^>I# [IYIK\^KI# >GH _# ��V`#

G[Z# ¿éà# GH>ZJHKJK>#
Nm±�g�ks

U;VW#
># ZHYZZ>^>G# >[Y>G\^GX# \[YXIK^X]# >GH _# îïðñ ]Hy\H#

GIH# ¾Âà# GH>ZJHKJK>#
Nm±�g�ks

U;VW#
># ZHYZZ>^>G# >[Y>G\^GX# \[YXIK^X]# >GH _# îïðñ ]Hy\H#

GI># LÑà# GH>ZJHKJK>#
Nm±�g�ks

U;VW#
G# ZHYZZ>^>G# >[Y>G\^GX# \[YXIK^X]# >GH _# îïðñ ]Hy\H#

GIG# WûEé# GH>>JHZJGX#
LMýb�s��

U;VW#
># ZHYZ]H^>]# \ZYZ>K^K]# >>YHGI^XH# >GH _# V`#

GIK# g�k��# GH>ZJHKJK>#
{Éý�7REF

U;VW#
># ZHYXZK^H\# >[Y>>H^Z\# \[Y\XG^>H# >GH _# îïðñ ]Hy\H#

GI]# �!8©¿éãà# GH>ZJHKJK>#
Nm±�g�ks

U;VW#
># XXYKII^KX# >]YIZH^Z># \KYI\[^]\# >GH _# îïðñ ]Hy\H#

GI[#
��÷ø�+JKR

¼½LCk�#
GH>IJ>GJK>#

ÍÓ'Q½¾EF

U;VW#
># XXYH\H^XG# KKY]II^ZX# []YIHK^X]# >GH _# ÷ø<%NV`#

GII# ��7R�� >Ý# GH>ZJHKJK>#
��ÞßÚÛ��

U;VW#
># X\Y]Z>^]I# >]Y[][^][# \GYZ]I^H># >GH _# îïðñ ]Hy\H#

GI\# Êç��r@Ñéà# GH>IJ>GJK>#
Nm±�g�ks

U;VW#
># X\Y][X^I># KKYGK]^GI# []YGG]^K[# >GH _# ����#

GIX#

���+,hPQ1

»<%NJËÌÎÍ¶

�Ák#

GH>IJ>GJK>#
lmnopqrs

tuVW#
G# X\Y>ZI^G]# KKY>K]^]X# []YHI>^\I# >GH _#

a bcd vwxya bcd

z{|ya bcd }~ya

bcd ���#

GIZ#
ÑT�+ OJ]��Î

½ÿÒÓk�#
GH>IJ>GJK>#

ÍÓ'Q½¾EF

U;VW#
># XIYX]]^I[# KKYHHH^ZI# [KYX]K^IZ# >GH _# TUV`#

G\H#
���+ OJG��Î

½ÿÒÓk�#
GH>IJ>GJK>#

ÍÓ'Q½¾EF

U;VW#
># XIYKG>^I[# KGYXHG^GK# [KY[>Z^]G# >GH _# ��V`#

G\># ÷ø�%à# GH>IJ>GJK>#
¯�ÈYksZ¬

U;VW#
G# X[YXX]^KI# KGYIKI^>># [KYG]X^G[# >GH _#[Þ\y�Æ®¯°#

G\G# ÎNÑ!`a# GHGHJHZJKH#
��±±øùEF

U;VW#
G# X[YX]X^GH# GY\>X^[G# XKY>GZ^IX# IH _# V`#

G\K# HQð½./r# GH>IJ>GJK>#
lmnopqrs

tuU;VW#
># X]YXK]^X[# KGYGK\^GI# [GY[Z\^[Z# >GH _# TU�+Vø<%N#

G\]# PQNJk# GH>IJ>GJK>#
lmnopqrs

tuVW#
># X]YI[Z^Z]# KGY>\H^I\# [GY]XZ^G\# >GH _#

}~yvwxyz{|y

¨xy���#

G\[# æîð½øùk# GH>ZJHKJK>#
NÉÊÏÐøùE

FU;VW#
># XKYXKK^]># >KYZK\^KH# IZYXZI^>># >GH _# îïðñ ]Hy\H#

G\I# L¼vÚL¶# GH>IJ>GJK>#
ÍÓÑÒksEF

U;VW#
># XKYXH>^ZK# K>YX]]^IZ# [>YZ[\^G]# >GH _#[Þ\y�Æ®¯°#

G\\# óÇà# GH>IJ>GJK>#
ÓÉÔ±RSEF

U;VW#
K# XKY\I[^[X# IKYII>^XX# GHY>HK^\H# IH _# V`#

G\X# ÕÖ*+B# GH>ZJHKJ>K#
LM�·¸¹�

�º»STU;V
># XKYIGH^IZ# G\YXHK^\Z# [[YX>I^ZH# IH _#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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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G\Z#
�r�+a »u<

%NJ÷#k#
GH>IJ>GJK>#

¯{ëìíksE

FU;VW#
># XKYHX[^IX# K>Y[\G^[G# [>Y[>K^>I# >GH _# V`#

GXH#

�r�+½¾k�J�

r O>��Î½ÿÒÓ

k�#

GH>IJ>GJK>#
ÍÓ'Q½¾EF

U;VW#
># XGY]XK^Z\# K>YK]K^Z[# [>Y>]H^HG# >GH _# �rV`#

GX># ghZJ£# GH>XJ>GJ>Z#
¹Åº».XU;

VW#
># X>YXZI^[[# K>Y>GH^XH# [HY\\[^\[# IH _#

a bcd vwxya bcd

z{|ya bcd }~ya

bcd ���#

GXG#
ÀÁÂÑÚÎð½C

�ÃvÚ#
GH>ZJ>GJG[#

��oÄÀÁÂð

½CU;VW#
># X>Y]>[^ZK# >[Y]IZ^H\# I[YZ]I^XI# IH _# V`#

GXK# )*40à# GHGHJHZJKH#
NmÖ×g�EF

U;VW#
G# X>YHG>^\># >YZG]^GI# \ZYHZ\^][# >GH _# >?@A?@B#

GX]#
���%µ40EFJ

¿�Cgà#
GH>IJ>GJK>#

{É\Ìp�RS

EFVW#
K# XHYIKI^X]# I>YGX]^HH# >ZYK[G^X]# IH _# V`#

GX[# Q�ß-�# GH>IJ>GJK>#
�mRSksU;

VW#
># XHY]I>^ZG# I>Y>[>^H[# >ZYK>H^X\# IH _# ×ØaÙ#

GXI#
TU�+Ñ��J$%

Ñ!C��#
GH>IJ>GJK>#

Í�m�ÑÒÓS

TU;VW#
># \ZY]I>^G\# KHY>Z[^KG# ]ZYGI[^Z[# >GH _# TUV`#

GX\# ÕÔà# GHGHJHZJKH#
NmÖ×g�EF

U;VW#
[# \ZY>GG^\\# >YX\Z^>\# \\YG]K^IH# >GH _# V`#

GXX#
æ½K¾LDrkÜó

(�3#
GH>IJ>GJK>#

Nmf{ksU;

VW#
># \XY\>G^\[# GZYZ>H^\X# ]XYXH>^Z\# >GH _# ��V`#

GXZ# Dj�qà# GH>ZJHKJK>#
Nm±�g�ks

U;VW#
G# \IYZZG^]Z# >GYXHH^HH# I]Y>ZG^]Z# >GH _# îïðñ ]Hy\H#

GZH# LÑà# GH>IJ>GJK>#
Nm±�g�ks

U;VW#
># \IYZIK^[X# GZYG]I^GX# ]\Y\>\^KH# >GH _# ����#

GZ># �¼��# GH>XJHXJHI#
LM�t��u»

FU;VW#
># \IYKIH^K]# KKYX[K^>G# ]GY[H\^GG# IH _# V`#

GZG#
���+ OJ>��Î

½ÿÒÓk�#
GH>IJ>GJK>#

ÍÓ'Q½¾EF

U;VW#
># \[YZ[G^[I# GXYXI>^Z[# ]\YHZH^I># >GH _# ��V`#

GZK# ½>í# GHGHJHZJKH#
LMüOÚGST

U;VW#
># \[Y[>I^\K# >Y\ZK^[G# \KY\GK^G># >GH _# V`#

GZ]# ÚÛÎ�áÜnr# GH>IJ>GJK>#
ÈÉº�<¿·¸

EFU;VW#
># \[Y]KK^H[# [\YKGZ^GH# >XY>HK^X[# IH _# V`#

GZ[# ÚE`h# GH>IJ>GJK>#
ÈÉº�<¿·¸

EFU;VW#
># \[Y]KK^H[# [\YKGZ^GH# >XY>HK^X[# IH _# V`#

GZI# PQZJk# GH>IJ>GJK>#
lmnopqrs

tuVW#
># \[YG>]^]># GXY[X>^[]# ]IYIKG^X\# >GH _#

}~yvwxyz{|y

¨xy���#

GZ\#
���+½B��JW

õ�k½Bk#
GH>IJ>GJK>#

F�B�kÜNm3

U;VW#
># \]YKKZ^XG# GXYG]Z^H[# ]IYHZH^\\# >GH _# ��V`#

GZX#
�r�+a »u<

%NJMNÜÁÝ#
GH>IJ>GJK>#

¢£¤¥g�»F

tuU;VW#
># \]YKKZ^XG# GXYG]Z^H[# ]IYHZH^\\# >GH _#

vª«yv<=��ya

¦ãy��¬<yW~�

y�Æ®¯°#

GZZ#
�r�+a »u<

%NJJ£ÔyÞ#
GH>IJ>GJK>#

¢£¤¥g�»F

tuU;VW#
K# \]YKKZ^XG# GXYG]Z^H[# ]IYHZH^\\# >GH _#

vª«yv<=��ya

¦ãy��¬<yW~�

y�Æ®¯°#

KHH#
æîèïð½øù�

�k#
GH>IJ>GJK>#

NÉD�øùEF

U;VW#
># \]YKKZ^XG# GXYG]Z^H[# ]IYHZH^\\# >GH _# ����#

KH># L¼vÚL¶# GHGHJHZJKH#
��±±øùEF

U;VW#
># \KY[X]^>\# >Y\]\^IG# \>YXKI^[[# >GH _# V`#

KHG#
fßà?¡zU1»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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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已在公开转让说明书“第四节 公司财务”之“六、报告期内各期末主

要资产情况及重大变动分析”之“（十九）固定资产”中补充披露如下：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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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已在公开转让说明书“第四节 公司财务”之“六、报告期内各期末主

要资产情况及重大变动分析”之“（十九）固定资产”中补充披露如下：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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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已在公开转让说明书“第四节 公司财务”之“六、报告期内各期末主

要资产情况及重大变动分析”之“（十九）固定资产”中补充披露如下：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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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券商回复】 

1、尽调过程及事实依据 

序号 尽调过程 事实依据 

1 执行公司人员访谈程序 访谈记录 

2 获取固定资产管理制度、实地查看固定资产 固定资产管理制度、固定资产盘点记

录 

3 了解公司当年在建工程的增加情况，并与获

取或编制的在建工程的明细表进行核对 在建工程的明细表 

4 
获取公司在建工程预算、公司相关会议决议

等，检查本期度增加的在建工程是否全部得

到记录 
在建工程预算、公司相关会议决议 

5 

检查本期度增加的在建工程的原始凭证是否

完整，如立项申请、工程借款合同、施工合

同、发票、工程物资请购申请、付款单据、

建设合同、验收报告等是否完整，计价是否

正确，是否混入与工程无关的费用支出 

立项申请、工程借款合同、施工合同、

发票、工程物资请购申请、付款单据、

建设合同、验收报告 

6 对期末在建工程进行盘点，确定其是否存在

及工程进度，关注是否存在停建等异常情况 盘点表 

7 查看报表日在建工程期后完工情况，结合验

收资料，判断转固时点是否合理 在建工程验收资料 

8 

检查了各期在建工程、固定资产的购置合同、

入账发票、银行付款流水，公司支付的工程

款根据工程施工方施工量协商确定，设备款

由设备供应商根据销货价格确定。 

购置合同、入账发票、银行付款流水 

2、分析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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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券商执行的程序： 

①了解公司当年在建工程的增加情况，并与获取或编制的在建工程的明细表

进行核对；②获取公司在建工程预算、公司相关会议决议等，检查本期度增加的

在建工程是否全部得到记录；③检查本期度增加的在建工程的原始凭证是否完整，

如立项申请、工程借款合同、施工合同、发票、工程物资请购申请、付款单据、

建设合同、验收报告等是否完整，计价是否正确，是否混入与工程无关的费用支

出；④对期末在建工程进行盘点，确定其是否存在及工程进度，关注是否存在停

建等异常情况；⑤查看报表日在建工程期后完工情况，结合验收资料，判断转固

时点是否合理。 

1、公司报告期内在建工程的归集内容 

工程名称 
2020 年增加

（元） 
2019 年增加

（元） 
归集内容 

本部污水站改造工程 413,724.77  污水站设备、污水站土建改

造款 

钢构雨棚与地埋储罐

区工程 
240,000.00  钢构雨棚材料款及安装款、

地埋罐材料款及安装款 

合成二车间生产线改

扩建 
6,199,841.46 17,823,683.19 

设备款、机电安装款、消防

工程款、车间净化工程款、

土建工程款 

综合楼、东西门房改建

工程 
2,039,468.76 23,518,859.08 

装修工程款、土建工程款、

设备款、工程监理费、工程

改造前办公楼账面价值等 

蒸汽管道工程 136,220.18 928,000.00 蒸汽管道材料款及安装款 

杨凌生产基地 460,256.15 4,417,438.44 土建工程款增项、设备款 

技术中心改造工程  9,378,713.72 
装修工程款，改造前研发大

楼账面价值 

杨凌污水站改造工程  3,932,695.80 
污水站设备款、污水站土建

工程款、工程监理费 

职工食堂改造工程  1,016,566.66 装修工程款、设备款 

消防水池工程  857,798.17 
消防泵房及水箱材料款和安

装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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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9,489,511.32 61,873,755.06  

2、合成二车间生产线改扩建，综合楼、东西门房改建工程等在建工程在报

告期内转固的依据是否充分 

公司综合楼、东西门房改建工程于 2019 年 12 月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公司

对其进行预转固处理，2020 年根据各主要承包方的工程竣工决算资料对增量工程

款进行确认，增加固定资产账面价值并补提累计折旧。 

公司合成二车间生产线改扩建项目主要是增加设备生产线购置以及少量的

土建工程款，于 2020 年 9 月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公司对其进行转固处理。  

3、补充核查在建工程期后进展情况，是否结转固定资产，核查报告期内及

期后转固作价依据及时点，是否经过工程决算，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

定，是否存在提前或推迟转固的情形 

2020 年末在建工程期后进展情况： 

��t� 

工程名称 
2020 年末在建工

程余额 
2021 年增加 

2021 年转入长期待

摊费用金额 
2021 年 5 月末在建

工程余额 
本部污水站改造

工程 
413,724.77   413,724.77 

钢构雨棚与地埋

储罐区工程 240,000.00 493,944.95 733,944.95 0 

合计 653,724.77 493,944.95 733,944.95 413,724.77 

注：由于钢构雨棚与地埋储罐区工程构造较为简单，完工后公司依据工程验收单将其转入长期待摊费

用核算，按资产受益期限进行摊销。 

公司报告期内及期后各项在建工程转固依据均根据工程验收单或工程决算

资料且工程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时转固，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4、在建工程减值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在建工程均为原有资产改扩建或新增加的构筑物等，均为实际

工程款或设备款支出。工程进度正常，且大多已投入使用，报告期在建工程不存

在闲置情形，在建工程不存在减值迹象。 

经核查，主办券商认为，公司在建工程主要归集各项工程款、设备款以及安

装费、监理费等，不存在混入无关费用支出或费用资本化的情形；各项在建工程

均依据工程验收单、设备验收单或工程决算资料转入固定资产，转固依据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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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提前或推迟转固的情形，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公司各项工程建

设周期合理，各期末在建工程不存在停建情形，不存在减值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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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主办券商监盘情况： 

固定资产监盘情况 

盘点基准日 监盘时间 监盘人员 盘点金额（元） 盘点比例 
是否存在

重大差异 

2020.12.31 2021.1.5 郭凯君、李杰 441,244,848.96 83.88% 否 

2019.12.31 2020.4.13 郭凯君、李杰 403,082,312.88 81.00% 否 

在建工程监盘情况 

盘点基准日 盘点时间 监盘人员 盘点金额（元） 盘点比例 
是否存在

重大差异 

2020.12.31 2021.1.5 郭凯君、李杰 653,724.77 100% 否 

2019.12.31 2020.4.13 郭凯君、李杰 15,882,574.13 84.45% 否 

经盘点，主办券商对公司固定资产和在建工程盘点过程进行监盘，经盘点，

公司各项资产保存情况良好，不存在账实不符的情形。 

2、对各期在建工程、固定资产购置交易真实性、定价公允性的核查程序 

主办券商检查了各期在建工程、固定资产的购置合同、入账发票、银行付款

流水，公司支付的工程款根据工程施工方施工量协商确定，设备款由设备供应商

根据销货价格确定。 

主办券商对新增的大额固定资产、在建工程进行函证，报告期函证比例如下： 

固定资产函证情况： 

项目 2020-12-31 2019-12-31 
固定资产增加（元） 32,929,698.62 59,934,203.81 

发函金额（元） 21,902,174.33 35,105,164.07 

发函比例 66.51% 58.57% 

回函金额（元） 19,382,455.16 34,237,907.44 

回函比例 88.50% 97.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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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建工程函证情况： 

项目 2020-12-31 2019-12-31 
在建工程余额（元） 653,724.77 18,807,683.19 

发函金额（元） 653,724.77 16,120,508.26 

发函比例 100.00% 85.71% 
回函金额（元） 653,724.77 13,678,030.38 

回函比例 100.00% 84.85% 

对于未回函的工程款项，会计师检查了合同、付款凭证、工程进度表、发票、

合同、验收单等资料。 

经核查，主办券商认为，公司在建工程、固定资产购置交易真实，资产定价

公允，购置资产均已正常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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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固定资产购置情况 

主办券商对报告期固定资产、在建工程执行函证程序，包括合同总额、报告

期付款金额、期末往来余额、截至资产负债表日的累计付款金额、累计开票金额，

交易对手方与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主要

股东等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根据回函情况，公司购置资产的交易对手方大部分对

函证内容进行了确认。对于未回函的公司，会计师查询了其实际控制人和主要人

员，并向万隆制药相关人员访谈，判断交易对手方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2、固定资产处置情况 

报告期公司对已不能使用的各项资产进行报废处理，对仍有使用价值的资产

予以处置。报告期处置资产情况如下： 
处置资产类

别 
处置资产原值 

（元） 
处置资产净值 

（元） 
不含税处置价

款（元） 
处置收益

（元） 
主要交易对

手方 
是否关

联方 

机器设备 25,028,616.98 1,251,430.89 534,304.73 -717,126.16 
西安市宏发

拆迁工程有

限公司 
否 

运输设备 271,347.59 13,567.38 50,610.07 37,042.69 
陕西欣辉报

废汽车回收

拆解有限公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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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合计 25,299,964.57 1,264,998.27 584,914.80 -680,083.47   

主办券商查询了公司处置资产主要交易对手方工商信息，并向公司经办人员

访谈，经核查，处置资产定价依据均参考市场行情协商确定，公司处置资产的交

易对手方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经核查，主办券商认为，公司购置、处置固定资产交易相关定价均依据市场

行情或施工方工程量协商确定，交易对手方与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主要股东等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利益安排。Q

3、核查结论 

经核查，主办券商和会计师认为，公司在建工程主要归集各项工程款、设备

款以及安装费、监理费等，不存在混入无关费用支出或费用资本化的情形；各项

在建工程均依据工程验收单、设备验收单或工程决算资料转入固定资产，转固依

据充分，不存在提前或推迟转固的情形，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公司各

项工程建设周期合理，各期末在建工程不存在停建情形，不存在减值情形。公司

在建工程、固定资产购置交易真实，资产定价公允，购置资产均已正常使用。公

司购置、处置固定资产交易相关定价均依据市场行情或施工方工程量协商确定，

交易对手方与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主要

股东等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利益安排。 

4、需补充披露的内容 

详见公司回复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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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已在公开转让说明书“第四节 公司财务”之“六、报告期内各期末主

要资产情况及重大变动分析”之“（二十一）无形资产”中补充披露如下：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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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已在公开转让说明书“第四节 公司财务”之“六、报告期内各期末主

要资产情况及重大变动分析”之“（二十一）无形资产”中补充披露如下：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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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已在公开转让说明书“第四节 公司财务”之“六、报告期内各期末主

要资产情况及重大变动分析”之“（二十一）无形资产”中补充披露如下：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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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券商回复】 

1、尽调过程及事实依据 

序号 尽调过程 事实依据 

1 
获取并检查了技术转让合同、土地出让合同及购买软件的

相关合同，结合发票、公司付款银行回单、会计凭证等资

料，判断各项无形资产入账的真实性及合理性 

技术转让合同、土地出

让合同 

2 

检查各项无形资产的产权证明、专利证书等，判断公司各

项无资产的摊销期限是否合理，结合同行业上市公司同类

资产的摊销期限、摊销方法，分析公司无形资产摊销政策

是否适当 

专利证书 

3 
了解目前无形资产的使用情况，以及对应产品的销售数据、

毛利贡献情况等，判断无形资产是否存在减值迹象以及计

提的减值准备是否充分 

无形资产计价政策、摊

销方法与摊销年限 

4 分析无形资产原值增加与现金流量表中“购建固定资产、无

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的勾稽关系是否准确 
现金流量表与利润表、

资产负债表勾稽记录 
5 执行公司人员访谈程序 访谈记录 

2、分析过程 

主办券商执行的程序： 

1、获取并检查了技术转让合同、土地出让合同及购买软件的相关合同，结

合发票、公司付款银行回单、会计凭证等资料，判断各项无形资产入账的真实性

及合理性； 

2、检查各项无形资产的产权证明、专利证书等，判断公司各项无资产的摊

销期限是否合理，结合同行业上市公司同类资产的摊销期限、摊销方法，分析公

司无形资产摊销政策是否适当； 

3、了解目前无形资产的使用情况，以及对应产品的销售数据、毛利贡献情

况等，判断无形资产是否存在减值迹象以及计提的减值准备是否充分； 

4、分析无形资产原值增加与现金流量表中“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

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的勾稽关系是否准确。 

公司无形资产分为土地使用权、专利及非专利技术、软件。其中，土地使用

权均以出让方式取得，软件以外购方式取得，专利及非专利技术均通过技术转让

方式外购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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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乌苯美司专利新型合成工艺的受让情况 

2018 年 9 月 11 日，公司与成都傲飞生物化学品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成

都傲飞）签订《乌苯美司新工艺专利授权及新工艺涉及原料供应长期战略合作协

议》，约定由成都傲飞将专利及专利中包含的技术独家转让给公司，转让费用为

200 万元人民币，该转让费用分摊进（2S,3R）-3-氨基-2-羟基-4-苯基丁酸单价中，

每公斤加 2,000元，即初始采购价格为 17,000元/千克，当公司采购满 1,000千克

后，该产品单价恢复为 15,000元/千克。 

公司未单独支付乌苯美司专利新型合成工艺的技术转让费，合同签订后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共采购 160千克（2S,3R）-3-氨基-2-羟基-4-苯基丁酸，

单价为 17,000 元/千克，合计 272 万元。公司按照该物料实际采购成本计入原材

料科目，实际领用时根据物料实际流向计入研发费用或生产成本。 

公司根据由成都傲飞获取的生产工艺文件等资料，于 2019 年 3 月 6 日向国

家知识产权局提出专利变更申请，于 2019 年 3 月 22 日获批。 

公司各项无形资产的入账成本及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账面成本如下： 

·单位：元 

无形资产

名称 类别 入账时间 入账成本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 

累计摊销 
金额 

减值准备

金额 账面价值 

万隆土地 
土地使用

权 
2003 年 1 月 6,232,837.50 2,357,780.81   3,875,056.69 

杨凌土地 
土地使用

权 
2011 年 10 月 34,210,542.00 6,328,950.27   27,881,591.73 

恩慈土地 
土地使用

权 
2004 年 11 月 8,971,560.39 2,606,259.98   6,365,300.41 

奥 硝 唑 等

系列产品 
专利及非

专利技术 
2013 年 9 月 3,000,000.00 2,200,000.00   800,000.00 

混 合 核 苷

系列产品 
专利及非

专利技术 
2014 年 9 月 9,000,000.00 5,700,000.00   3,300,000.00 

乌 苯 美 司

原料 
专利及非

专利技术 
2016 年 11 月 714,310.00 595,258.50   119,051.50 

右 旋 糖 酐

40/70 原料

药 

专利及非

专利技术 
2019 年 7 月 2,524,430.20 757,329.12   1,767,10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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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 脑 增 智

胶囊技术 
专利及非

专利技术 
2007 年 12 月 730,000.00 699,582.87 30,417.13 0.00 

乌 苯 美 司

片技术 
专利及非

专利技术 
2014 年 11 月 100,000.00 100,000.00   0.00 

博 华 制 药

奥 硝 唑 技

术 

专利及非

专利技术 
2001 年 9 月 2,500,000.00 2,500,000.00   0.00 

麦 迪 森 苦

参碱技术 
专利及非

专利技术 
2001 年 5 月 1,281,000.00 1,281,000.00   0.00 

复 方 右 旋

糖 酐 注 射

液技术 

专利及非

专利技术 
2002 年 1 月 300,000.00 300,000.00   0.00 

麦 迪 森 医

药 C-丙氨-
酰胺 

专利及非

专利技术 
2003 年 3 月 650,000.00 650,000.00   0.00 

示 差 折 光

检 测 器 增

配系统 

专利及非

专利技术 
2010 年 6 月 83,760.68 83,760.68   0.00 

金蝶 K3 软
件 

软件 2007 年 12 月 78,000.00 78,000.00   0.00 

金蝶 K3 软
件 1 

软件 2016 年 11 月 134,466.02 134,466.02   0.00 

金蝶 K3 软
件 2 

软件 2016 年 12 月 77,669.90 77,669.90   0.00 

色 谱 工 作

站 
软件 2007 年 4 月 2,560.00 2,560.00   0.00 

合计  70,591,136.69 26,452,618.15 30,417.13 44,108,101.41 

公司对无形资产按成本进行初始计量。上述使用寿命有限的无形资产自可供

使用时起，对其原值在其预计使用寿命内采用直线法分期平均摊销。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无形资产中除益脑增智胶囊技术、麦迪森苦

参碱技术对应产品报告期未生产，益脑增智胶囊技术已计提减值准备 30,417.13

元、麦迪森苦参碱技术已提足摊销，两项专利技术净值为零。其余各项无形资产

均正常使用。 

公司对使用寿命有限的无形资产自可供使用时起，对其原值在其预计使用寿

命内采用直线法分期平均摊销。使用寿命不确定的无形资产不予摊销。 

公司与同行业上市公司无形资产摊销方法对比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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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类别 公司名称 使用寿命（年） 摊销方法 

土地使用权 

公司 50 直线法 

科伦药业 50-70 直线法 

赛升药业 50 直线法 

海辰药业 50 直线法 

辰欣药业 50 直线法 

哈三联 50 直线法 

专利及非专利技术 

公司 5-10 直线法 

科伦药业 8-20 直线法 

赛升药业 5 直线法 

海辰药业 - - 

辰欣药业 - - 

哈三联 - - 

软件 

公司 10 直线法 

科伦药业 2 直线法 

赛升药业 5 直线法 

海辰药业 3-10 直线法 

辰欣药业 3-5 直线法 

哈三联 10 直线法 

公司各项无形资产使用寿命、摊销方法与同行业上市公司相比未有重大差异，

公司对各项使用寿命有限的无形资产自可供使用时起，对其原值在其预计使用寿

命内采用直线法分期平均摊销，无形资产摊销金额准确。 

无形资产减值测试过程： 

公司无形资产中，软件已全部摊销完毕，账面价值为零，不存在减值情形。

土地使用权、专利和非专利技术减值测试过程如下： 

1、土地使用权 

公司的无形资产主要是土地使用权，因公司西安地区厂区和杨凌地区均处于

当地较好地段，地价处于上升趋势，因此不存在减值迹象。 

2、专利及非专利技术 

目前公司账面的专利及非专利技术原值为 20,883,500.88 元，净值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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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86,152.58元，主要为奥硝唑等系列产品、混合核苷产品、右旋糖酐 40/70 原料

药、乌苯美司原料药等四类产品对应的生产批件，奥硝唑系列产品为公司主要产

品，每年贡献较高的毛利额；混合核苷产品于 2016 年开始小批量投产，随着市

场需求量的增多，产销量逐渐上升，未来带来的经济利益较高；乌苯美司原料、

右旋糖酐 40/70 原料药已经实现自产自用、很大程度改善了乌苯美司片、复方右

旋糖酐注射液等产品原料药采购紧缺问题，且右旋糖酐 40/70 原料药产量、销量

在报告期处于上升趋势，即便生产批件出售也会高于账面价值，因此不存在减值

迹象。 

2019年无形资产增加系公司外购的“右旋糖酐 40/70原料药生产技术”于 2019

年 7 月通过陕西省药品监督管理局验证，并获得药品 GMP 证书。公司于 2019 年

7 月将报告期以前预付的右旋糖酐 40/70 原料药技术转让款转入无形资产科目核

算。报告期公司未发生购建无形资产现金流。 

经核查，主办券商认为，公司各项无形资产的入账成本真实准确、后续核算

方式合理；期末账面无形资产使用情况良好；无形资产的摊销政策合理，与可比

公司不存在较大差异，各期摊销金额准确，减值准备计提充分，不存在应计提减

值准备未足额计提的情况；报告期无形资产原值增加与现金流量表中“购建固定资

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的勾稽关系准确。 

3、核查结论 

经核查，主办券商和会计师认为，公司各项无形资产的入账成本真实准确、

后续核算方式合理；期末账面无形资产使用情况良好；无形资产的摊销政策合理，

与可比公司不存在较大差异，各期摊销金额准确，减值准备计提充分，不存在应

计提减值准备未足额计提的情况；报告期无形资产原值增加与现金流量表中“购建

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的勾稽关系准确。 

4、需补充披露的内容 

详见公司回复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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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已在《公开转让说明书》“第二部分 公司业务”之“三、与业务相关

的关键资源要素”之“9、其他事项披露”部分补充披露如下内容： 

“«]û@®abvd³´¿ÀÌ

Å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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Ï�ÜNmá

�`�´U

;VW#

GHGHD# v<=$%�# ÐaNuj�

¸ÚÂGBÑ

@¬�`kÌ#

ÐaNuj�

¸ÚÂGBÑ

@¬�`kÌ#

¨©#

Ë��`FÔÄÒ?Ór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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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已在《公开转让说明书》“第二部分 公司业务”之“三、与业务相关

的关键资源要素”之“9、其他事项披露”部分补充披露如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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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Jq��}Çö�?�$�}~þN�>��):gAHJq���Ýy�'

���?>Z�5¬ìgAÕJq��>W®�}Ç�ígA«JÇÈ½Â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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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已在《公开转让说明书》“第二部分 公司业务”之“三、与业务相关

的关键资源要素”之“8、报告期内研发投入情况”部分补充披露如下内容： 

UAÕJû@®OSvdöabvd¿ÀÌ

klßtu 

eG('�

¥£¥£ I*� ¥£ËÈ I*�

k�eG�
k�eG
!"�

lmeG�
lmeG!
"�

^ÿ� k�eG�
k�eG
!"�

lmeG�
lmeG
!"�

^ÿ�

nopqprs¢� 604.71  98.28% 10.60  1.72% 615.31 562.98  54.11% 477.48  45.89% 1,040.46  

j34tzuZ[v� 250.44  74.88% 84.02  25.12% 334.46 231.65  97.04% 7.07  2.96% 23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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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wxpyzQ� 189.54  87.38% 27.39  12.62% 216.93 157.01  98.91% 1.72  1.09% 158.74  

{|}~|}�,5� 207.11  98.01% 4.21  1.99% 211.32 203.66  98.62% 2.84  1.38% 206.50  

�æ��o,5� 195.15  99.00% 1.96  1.00% 197.11 186.89  82.80% 38.81  17.20% 225.70  

�â���Z[v�� 178.66  99.17% 1.49  0.83% 180.15 197.31  84.80% 35.36  15.20% 232.67  
�â�ou�����

�Z[v�
170.48  97.04% 5.19  2.96% 175.67 163.43  80.32% 40.04  19.68% 203.47  

qrsn� 167.48  98.29% 2.91  1.71% 170.38 158.90  97.52% 4.04  2.48% 162.94  

{|}~|}�Z[v� 122.27  72.34% 46.75  27.66% 169.02 93.80  97.89% 2.02  2.11% 95.82  
�â���� Ï£ Z[

v�
101.89  70.03% 43.60  29.97% 145.49 65.78  84.29% 12.26  15.71% 78.04  

+�nô¢� 104.82  74.28% 36.29  25.72% 141.11 170.77  59.93% 114.20  40.07% 284.97  

�o�u�8Z[v� 130.72  97.98% 2.70  2.02% 133.42 132.88  69.41% 58.57  30.59% 191.45  

VQ

【主办券商回复】 

1、尽调过程及事实依据 

序号 尽调过程 事实依据 

1 对公司管理人员、研发部门负责人访谈，了解公

司研发项目的具体内容 访谈记录 

2 查阅报告期公司的技术委托合同 技术委托合同 

3 获取研发费用的明细账，取得并抽查相应原始凭

证，了解研发费用相关的关键内部控制设计 研发费用明细账、抽查的原始凭证 

4 查阅公司出具的合作研发的相关说明 情况说明 

2、分析过程 

（1）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将核心业务外包或委托给第三方研发机构实施

的情形。报告期内发生的委托研发业务不会对公司核心竞争力和持续经营能力产

生重大不利影响。报告期内，第三方机构均具备相应研发资质，公司与受托第三

方研发机构均不存在关联关系，公司与受托第三方研发机构的合作方式合法合规。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将重点研发项目或核心研发环节委托给第三方研发机

构实施的情形。公司按照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的有关规定，只是将在研发项目的

部分研发环节委托具备相应资质的第三方研发机构实施。报告期内，公司在项目

研发的参与分工中作为项目研发的实施主体，负责主要研发工作。 

报告期内，公司委托第三方实施的研发具体情况如下： 

受托方名称 合作年份 
所涉及的 

研发项目 

委托研发内

容 

委托研发 

合作背景 

合作方 

成立时间，

公司类型 

注册资本

（万元） 
主营业务 

研发人员

情况 
主要研发成果 

研发相关业

务资质 

是否

为关

联方 

是否具备

实际研发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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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百康医药

工业药理毒理

研究院 

2020 年 
奥硝唑注

射液 

非临床安全

性评价 

根据一致性评

价要求，公司相

关研发项目存

在开展特殊安

全性评价研究

需要。 

2002 年 6

月 3 日，民

营企业 

660.00 

新药开发

研究，实验

动物饲养

繁殖及销

售 

成都百康

80%的员工

拥有医药

及化学分

析专业教

育背景，

90%以上为

本科及以

上学历 

先后完成符合 GLP

规范的安全性评价

试验 200 余项，另有

20 余项新药已完成

临床前研究，获得临

床试验批件 

国家药品监

督管理局核

发的药物

GLP 认证 

否 

具备法律

法规及指

导原则要

求完成药

物特殊安

全性评价

研究的能

力 

2020 年 

盐酸替罗

非班氯化

钠注射液 

2020 年 

丙氨酰谷

氨酰胺注

射液 

长沙晶易医药

科技有限公司 
2020 年 依帕司他 科研 BE 试验 

依帕司他片已

完成药学研究，

针对一致性评

价的相关要求，

对制剂质量进

行评估以及对

正式 BE 试验成

功概率进行预

测 

2010 年 8

月 19 日，

民营企业 

58.77 

药品研发；

新特药的

研究与开

发；医疗器

械技术开

发；医学研

究和试验

发展；药用

辅料的技

术研发、咨

询、技术转

让等 

公 司 拥 有

药 学 研 发

专 业 技 术

人才 280 余

人，临床研

究人员 70

余人，博士

学 历 以 上

研究人员 5

名，硕士研

究 生 以 上

学 历 人 员

90 余人 

药学研究中心已完

成药学研究 70 余

项、反向工程与 BE

风险评估 100 余项；

临床评价中心已完

成 BE/I 期试验 200

余项。2018 年以来

连续荣获“中国医药

研发公司 20强”、

“湖南省专精特新

小巨人企业”、“国

家科技型中小企业”

和“国家高新技术企

业”等荣誉 

已通过 IPMS

知识产权管

理体系认证，

现有办公实

验 平 台

10,000 平

米，建有相当

于 GMP 条件

的药物合成、

制剂研发和

药物分析实

验室，其合作

方具备 GCP

和 GLP 认证

资质，具备科

研 BE 试验

及报告分析

的能力 

否 是 

陕西省微生物

研究所 
2020 年 

右旋糖酐

40/70原料

药 

右旋糖酐原

料药的工艺

优化改良研

究 

对右旋糖酐原

料药酶水解和

喷需干燥等技

术研究，改进右

旋糖酐生产工

艺，使其制备工

艺能够绿色化

完成并达到国

家标准、提高产

品质量。 

1979 年 10

月，事业单

位 

1,300.00 

研究领域

涉及微生

物资源收

集与保藏、

微生物天

然产物发

掘与利用、

功能发酵

产品开发、

经济真菌

全产业链

技术开发、

环境及农

业微生物

生态制剂

研发等。 

截至 2020

年 1 月，全

所在职人

数 81 人，

其中专业

技术人员

64人，包括

高级职称

技术人员

23 名、博士

9 名、硕士

32 名；拥有

国家级青

年突出贡

献专家 1

人，省级突

出贡献专

家 1 人，省

三五人才 2

人，省科技

新星 1 人，

三秦人才 1

人 

建有国内最大的秦

巴山区微生物资源

库及代谢产物库，建

立了微生物天然产

物及分子生物学研

发平台、微生物发酵

技术平台以及食用

菌技术研究示范基

地，形成了包括微生

物资源研究、微生物

活性物质研究、微生

物定向改造、微生物

发酵技术研究及经

济真菌技术研究推

广等完善的技术平

台体系。近年来，研

究所大力促进科技

成果转化，先后孵化

了多家微生物领域

科技企业，形成了以

研究所为技术开发

主体的创新科技成

果转化模式。 

该机构具备

研发能力，能

够提供符合

要求的技术。

国家相关部

门未对药学

实验室工艺

改进方面相

关资质作出

要求。 

否 是 

恩福（上海）

检测技术有限

公司 

2020 年 
奥硝唑注

射液 

将非常规性

检验环节委

托给专业检

测机构  

该项检测涉及

多个高端仪器

如 ICP-MS ，

GC-MS ，

HPLC-MS-MS，以

及 ICP-OES，

HPLC 等高端检

测设备，所用对

照品多达 150

种以上，考虑到

该类检测非常

规检测项目，只

是在研发阶段

进项评估，使用

次数较少，采购

费用较高造成

浪费，所以委托

专业检测机构

完成。 

2010 年 4

月 2 日，外

资控股 

美 元

1,080.00 

提供商品

的非法定

检测服务，

开发商品

检测技术，

销售技术

成果，企业

管理咨询，

环境保护

信息咨询，

公众健康

信息咨询

服务 

该 机 构 员

工约为 90

名。其中质

量 管 理 人

员 3 人，质

量 保 证 人

员 3 人，质

量 控 制 人

员 31 人，

中 级 职 称

以 上 人 员

占 50%以上 

包材相容性主要研

发成果：2013 年，

NSF在中国区开展

提取物与浸出物项

目的市场调查，同年

开始筹备该项目前

期所需资源，包括仪

器、人员、法规、培

训等；2014年，NSF

与上海信宜制药总

厂联合开展第一个

在中国区的提物与

浸出物研究项目，目

前该项目已获得临

床批件；2015 年至

今，NSF正式在中国

区进行市场推广。 

具备国家认

可的 CMA以

及 CNAS 第三

方检测资质 

否 是 

 

2020 年 

盐酸替罗

非班氯化

钠注射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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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科创质量

检测有限公司 
2020 年  

丙氨酰谷

氨酰胺注

射液  

该项检测涉及

多个高端仪器

如 ICP-MS ，

GC-MS ，

HPLC-MS-MS，以

及 ICP-OES，

HPLC 等高端检

测设备，所用对

照品多达 150

种以上，考虑到

该类检测非常

规检测项目，只

是在研发阶段

进项评估，使用

次数较少，采购

费用较高造成

浪费，所以委托

专业检测机构

完成。 

2015 年 7

月 29 日，

民营企业 

500.00 

该机构承

担实验室

技术检验

检测等服

务，是理化

检验、动物

实验、微生

物实验、研

发分析等

一站式服

务的专业

平台。 

该机构现

有专业技

术人员 500

多名，其中

博士学历

十余人，硕

士以上学

历占 30%以

上；聘请了

知名国家

科研机构、

高等院校

科研人员

及专业资

深人士组

成专家顾

问团队 

该机构是一家检测

能力涵盖药品医疗

器械、化妆品、保健

食品、消毒产品等领

域的检测机构、可提

供理化检测、动物实

验、微生物实验、研

发分析等一站式服

务的专业平台，近年

来已和 600 多家药

企建立合作关系，合

作项目达 2500 多

个，助力多家大型国

企与上市公司的产

品通过一致性评价 

具备国家认

可的 CMA以

及 CNAS 第三

方检测资质 

否 是 

 

 

上海微谱化工

技术服务有限

公司 

2020 年 

丙氨酰谷

氨酰胺注

射液 

将非常规性

检验环节委

托给专业检

测机构 

该项检测涉及

多个高端仪器

如 ICP-MS ，

GC-MS ，

HPLC-MS-MS，以

及 ICP-OES，

HPLC 等高端检

测设备，所用对

照品多达 150

种以上，考虑到

公司相关研发

项目所需进行

的该类检测属

于非常规检测

项目，只是在研

发阶段进行评

估，使用次数较

少，采购费用较

高造成浪费，所

以委托专业检

测机构完成。 

2010 年 12

月 6 日，民

营企业 

1,129.94 

检验检测

服务、进出

口商品检

验鉴定；商

品检测科

技，生物科

技，医药科

技；相容性

研究服务，

医疗器械

分析检测

服务、基因

毒性杂质

研究服务、

元素杂质

研究服务、

密封性研

究服务和

研发分析

测试服务 

该 机 构 现

有员工 350

余名，其中

技 术 员 工

300 余名，

硕 士 比 例

超过 50% 

该机构已经和 80多

家医药企业合作过，

和做过的相容性研

究项目达 100 余个，

字基因毒性杂质分

析、医疗器械分析、

密封性研究等方面

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助力多家企业通过

了国家药监局药品

评审中心审评 

具备国家认

可的 CMA 以

及 CNAS 第三

方检测资质 

否 是 

 

2020 年 

盐酸替罗

非班氯化

钠注射液 

 

2020 年 

复方电解

质醋酸钠

葡萄糖注

射液 

 

2020 年 
奥硝唑注

射液 
 

中国医学科学

院药物研究所 
2020 年 

复方右旋

糖酐 40 注

射液 

右旋糖酐原

料药及其注

射剂的类过

敏效应研究 

为了降低右旋

糖酐制剂使用

的副作用，特需

明确右旋糖酐

原料药及其注

射剂的类过敏

效应 

1958 年 8

月，事业单

位 

21,308.00 

该机构以

寻找和研

究严重危

害人民健

康的重大

疾病防治

药物为主

要方向，以

创新药物

为重点，以

天然产物

为特色，应

用基础研

究和创新

药物研发

并重，推进

产学研一

体化进程 

该 机 构 现

有职工 500

余名，其中

40%具有高

级职称，先

后 拥 有 六

名 两 院 院

士，以及百

余 名 国 家

各 级 专 家

及 人 才 称

号获得者。

该 机 构 下

设 合 成 药

物化学、天

然 药 物 化

学 、 药 理

学、药物分

析、生物合

成、药物筛

选、药物晶

型、药物制

剂、药物代

谢、新药开

发、安全评

价 等 研 究

科室，具有

较 强 的 药

物 研 发 能

力。 

该机构已研制上市

新药百余种, 获新

药证书及药品注册

批件 132 项，其中以

人工麝香、高三尖杉

酯碱、联苯双酯、双

环醇、丁苯酞、金水

宝、艾瑞昔布、丹参

多酚酸、桑枝总生物

碱等为代表的原创

新药 22 项。以药物

所作为第一完成单

位共获得科技成果

奖励 200 余项，其中

国际及国家级奖项

31 项（国家科技进

步一等奖 3 项）；持

有的有效专利 1200

余项，获得授权的国

内外专利 470 余项；

共编写著作 370 余

本。近年来，药物所

加强基础研究，在

cell 等杂志上发表

论文 3600 余篇。 

现建有天然

药物活性物

质与功能国

家重点实验

室，国家药物

及代谢产物

分析研究中

心、国家新药

开发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

重大新药创

制科技重大

专项药物创

新综合性平

台、科技部创

新人才培养

示范基地，7

个省部级重

点实验室，5

个院校级重

点实验室/中

心，同时拥有

6 家所属企

业，构建了完

整的产学研

用生态循环。 

否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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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方达生物

技术有限公司 
2019 年 

盐酸非索

非那定片 

生物等效性

试验  

按照药品注册

管理办法及一

致性评价要求，

申报口服固体

制剂仿制药及

一致性评价均

需开展生物等

效性试验。该机

构，在生物等效

性试验方面具

有丰富研发经

验，因此选择该

机构承接公司

研发项目的生

物等效性试验。 

2016 年 5

月 24日，

民营企业 

1,000.00 

创新药、仿

制药的药

品研发外

包服务提

供商 

作 为 一 家

跨 国  CRO 

公司，全球

员 工 约 

1000 人 ，

其 中 方 达

中 国 员 工

约  350 

人，均为全

职员工；其

中 方 达 生

物 分 析 试

验室（上海

和苏州）约 

200 人，方

达 郑 州 临

床 部 门 约 

80 人。方

达 员 工 本

科 及 以 上

学 历 约 占 

90%，硕士

以 上 学 历

约占 54% 

2015 年至今，该机

构承担的药物 BE 

项目 300 余项、单

独生物分析项目承

接 500 余项、单独

数据管理与统计项

目承接 150 余项；

有 65 个品规产品

由该机构中国中公

司提供 BE 临床试

验服务和生物分析

服务 

具有按照美

国 FDA标准

建立和运营

的中国 GLP

实验室，承接

临床试验的

共建临床中

心已完成药

物临床试验

机构备案管

理信息平台

备案，临床研

究相关人员

均取得 GCP

证书 

否 是 

 

依帕司他  

 

 

 

北京亦度正康

健康科技有限

公司 

2019 年 

碳酸氢钠

林格注射

液  

对国家药品

监督管理局

要求的补充

资料进行评

估咨询 

2019 年公司申

报项目任务重，

基于项目技术

参数和既往经

验，委托该机构

对国家药品监

督管理局要求

的补充资料进

行评估和给予

指导意见，并在

此基础上协助

完成发补资料 

2010 年 4

月 14日，

民营企业 

1,108.11 

药品研发

综合外包

服务 

公 司 现 有

员工 300 余

人，技术团

队 具 有 硕

士 研 究 生

以 上 学 历

的 超 过

39%，均接

受 过 严 格

的国家 GCP

和公司 SOP

培训 

截至 2021 年 5 月，

该机构共计为国内

外 230 余家客户提

供了超过 350 余项

药品注册或临床研

究服务，尤其是创新

药项目在经营中的

占比，在 CRO行业中

居于前列。该机构拥

有丰富的仿制药 BE

研 究 经 验 ，

2016-2021年5月间

已经成功开展过约

90 项 BE、PK试验。 

前述咨询委

托内容无需

取得特定的

前置许可和

资质认证 

否 是 

 

 

L-苹果酸

原料 
 

复方电解

质注射Ⅳ 
 

复方电解

质醋酸钠

葡萄糖注

射液 

 

杭州百诚医药

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2019 年 

碳酸氢钠

林格注射

液 

管路相容性

研究  

根据法规要求

委托该机构对

相关项目的管

路相容性进行

研究 

2011 年 6

月 28 日，

民营企业 

8,112.50 

医药技术

受托研发

和自主研

发技术成

果转化 

从 事 药 物

靶点跟踪、

化 合 物 设

计、药学研

究、临床研

究，以及产

品 国 内 国

际 注 册 上

市 与 产 业

化 的 新 型

国 家 高 新

技术企业 

该机构目前总人数

200 多人，其中教

授、高级工程师 11

人，本科以上学历占

比超过 90%，骨干技

术人员均有十年以

上的药品研发和注

册申报相关工作经

验 

仿制药开发、

一致性评价

以及创新药

开发无需取

得特定的前

置许可和资

质证书，若为

第三方提供

检测服务并

出具检测报

告时需取得

检验检测机

构资质认证 

否 是 

 

复方醋酸

钠葡萄糖

电解质注

射液 

 

复方电解

质注射Ⅳ 
 

淄博高新技术

产业开发区生

物医药研究院 

2019 年 

L-苹果酸

原料 

基因毒性杂

质检验研究 

  

相关项目研究

需要对基因毒

性杂质进行检

验研究 

2012 年 12

月，事业单

位 

100.00 

涵盖化学

药物、生物

技术制品、

天然药物

(含中药)

类别的研

发到中试

临床前研

究 

技 术 服 务

团队 100 余

人，以硕士

研 究 生 为

主，主要负

责 生 物 医

药 各 技 术

单 元 的 管

理与运营，

并 对 外 提

供 技 术 服

已先后为 1000 余家

制药企业、研发机

构、医疗机构等提供

专业技术服务；培育

孵化医药企业 30 余

家(其中高企 2 家、

瞪羚培育 1 家)；承

担国家和省部级以

上研发与建设项目

30 余项；医药科成

果实现产业化 11 项 

具备国家认

可的 CMA 以

及 CNAS 第三

方检测资质 

否 是 

 

复方电解

质注射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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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 

陕西省食品药

品监督检验研

究院 

2019 年 

奥硝唑氯

化钠注射

液 

药品注册检

验  

根据药品管理

法的要求，药品

注册检验由申

请人或者生产

企业所在地省

级药品检验机

构承担。 

1974年 8

月 1 日，事

业单位 

19,442.00 

承担食品、

药品、化妆

品的检验

检测等工

作 

全 院 现 有

在 编 职 工

122 人，编

外人员 124

人。享受国

务 院 特 殊

津贴专家 1

人，国家药

典 委 员 1

人，国家级

评 审 专 家

10 人，省级

评 审 专 家

37 人 

2015 年由该机构独

立申报完成的《药品

质量控制技术体系

的构建与标准提升

的研究》项目被评为

陕西省科学技术奖

一等奖。由该机构牵

头申报的《药物制剂

中抑菌效力检查标

准的构建与研究》和

独立申报的《食品安

全关键快检方法开

发和质量控制技术

的研究与应用》分获

2017年度和2018年

度陕西省科学技术

二等奖。 

2004 年 3 月

通过国家认

可委实验室

认可，是全国

第 7 家通过

认可获得亚

太实验室认

可合作组织

（APLAC）和

国际实验室

认可合作组

织（ILAC）成

员国互认的

省级食品药

品检验机构。 

否 

具 备 药

品、食品、

保 健 食

品、保健

用品、化

妆品、生

物制品、

药包材、

兽药毒理

和洁净度

检 测 共

3961 个

参数（品

种）的检

验能力。 

 

右旋糖酐

70 原料药 
 

盐酸非索

非那定片 
 

固精麦斯

哈片 
 

消渴灵胶

囊 
 

报告期内，公司与受托研发机构合作的业务背景，是根据国家药品监督管理

部门的要求，公司研发项目中存在一部分需要由具备相应研发资质的第三方研发

机构来完成的研发环节，如临床前药效、药代研究涉及的动物实验环节，委托给

具备《实验动物使用许可证》的研发机构来实施；公司将临床前涉及安全性评价

的环节委托给国家认证的、具备 GLP资质的研究机构来完成；在遵守《药物试验

质量管理规范》的前提下，公司将研发项目中涉及临床研究的环节委托给具备资

质的第三方研究机构实施。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公司的研发团队全程参与相关方

案设计与过程管理，以保证研发进度及研究过程的合规可靠。除上述研发活动外，

在部分产品的研发过程中，对于结构确证、包材相容性测试等需要使用专业检测

设备的研发活动，为节约成本，公司将所需要的价格昂贵、运行维护费用高、公

司使用频率不高的相关专业检测设备进行检测的活动，也会委托给第三方检测机

构实施。报告期内，公司未将核心业务外包或委托给第三方研发机构实施，因此，

报告期内发生的委托研发业务不会对公司核心竞争力和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

不利影响。报告期内，第三方机构均具备相应研发资质，公司与受托第三方研发

机构均不存在关联关系。报告期内，公司已取得当地市场监督管理局、药品监督

管理局等主管部门的证明，证明公司报告期内不存在违法违规情形，公司与受托

第三方研发机构的合作方式合法合规。 

综上所述，报告期内发生的委托研发业务不会对公司核心竞争力和持续经营

能力产生重大不利影响。报告期内，第三方机构均具备相应研发资质，公司与受

托第三方研发机构均不存在关联关系。公司与受托第三方研发机构的合作方式合

法合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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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将核心业务外包或委托给第三方研发机构实施

的情形。报告期内，公司委托第三方研发机构协助实施产生的知识产权均归公司

所有，不存在使用期限或限制。 

受托方名称 合作年份 
所涉及的 

研发项目 

委托研发内

容 

委托研

发投入

金额 

（万元） 

研发环节中公司的主

要贡献情况 

合作研

发项目

的进度 

是否形

成产品 

药品上

市和生

产相关

资质许

可的权

属 

合作产生的

权益分配 

公司

能否

独家

支配

合作

研发

产生

的知

识产

权 

是否

应用

到公

司生

产经

营中 

是否

存在

使用

期限

或限

制 

与合作方的责任分配及利益

分配情况 

成都百康医药

工业药理毒理

研究院 

2020 年 
奥硝唑注射

液 

非临床安全

性评价 

16.98 

除相关研发项目的药

物安全性评价方案及

试验由受托方实施，

整个项目研发环节主

要实施主体为公司 

已实施

完成 
否 

归属于

公司 

受托方依据

合作协议收

取服务费用，

合作产生的

技术、专利等

研发收益均

归属公司所

有 

是 否 否 
责任分配：受托方负责非临

床研究方案的制定、实施及

管理非临床研究工作，对非

临床研究的质量负责。公司

提供 GMP 条件下生产的样

品，最终获取非临床研究总

结报告及相关资料。利益分

配：公司向受托方支付委托

研发费用，研发成果归公司

所有。 

2020 年 

盐酸替罗非

班氯化钠注

射液 

9.43 
已实施

完成 
否 

归属于

公司 
是 否 否 

2020 年 
丙氨酰谷氨

酰胺注射液 
9.43 

已实施

完成 
否 

归属于

公司 
是 否 否 

长沙晶易医药

科技有限公司 
2020 年 依帕司他 科研 BE 试验 32.08 

除相关研发项目试验

方案的制定和试验全

过程的实施及管理，

包括临床研究、样本

检测、数据管理及统

计分析由受托方实

施，整个项目研发环

节主要实施主体为公

司。 

已实施

完成 
否 

归属于

公司 

受托方依据

合作协议收

取服务费用，

合作产生的

技术、专利等

研发收益均

归属公司所

有 

是 否 否 

责任分配：受托方负责研究

方案的制定、实施及管理科

研 BE 研究工作，根据研究结

果对药学研究进行反相评

估。公司负责提供研究用样

品及支付研发费用，最终取

得研究报告并结合受托方意

见对药学研究进行改进。利

益分配：公司向受托方支付

委托研发费用，研发成果归

公司所有。 

陕西省微生物

研究所 
2020 年 

右旋糖酐

40/70 原料

药 

右旋糖酐原

料药的工艺

优化改良研

究 

28.00 

除提供技术资料清

单，提供酶解工艺的

初步试验方案由受托

方实施外，整个项目

研发环节主要实施主

体为公司。 

正在实

施中 
否 

归属于

公司 

改进的右旋

糖酐生产工

艺归属公司

所有 

是 否 否 

责任分配：公司完成酶解中

试放大试验以及完成右旋糖

酐品质提升任务。受托方负

责改进右旋糖酐的生产工

艺，确保制备工艺能够绿色

化完成，产品满足国家标准。 

利益分配：公司向受托方支

付委托研发费用，研发成果

归公司所有。 

恩福（上海）

检测技术有限

公司 

2020 年 
奥硝唑注射

液 
将非常规性

检验环节委

托给专业检

测机构 

16.07 
除将非常规性检验环

节委托给受托方以

外，整个项目研发环

节主要实施主体为公

司。 

已实施

完成 
否 

归属于

公司 

技术服务研

究成果归公

司所有 

是 否 否 

责任分配：公司按照合同条

款及时支付费用，并提供实

验样品给受托方。受托方按

照公司应遵循的国家相关法

规要求完成相容性研究实

验，并提供实验报告。 

利益分配：公司向受托方支

付委托研发费用，研发成果

归公司所有。 

2020 年 

盐酸替罗非

班氯化钠注

射液 

10.37 
已实施

完成 
否 

归属于

公司 
是 否 否  

青岛科创质量

检测有限公司 
2020 年 

丙氨酰谷氨

酰胺注射液 

将非常规性

检验环节委

托给专业检

测机构 

23.78 

除将非常规性检验环

节委托给受托方以

外，整个项目研发环

节主要实施主体为公

司。 

正在实

施中 
否 

归属于

公司 

技术服务研

究成果归公

司所有 

是 否 否 

责任分配：公司按照合同条

款及时支付费用，并提供实

验样品给受托方。受托方按

照公司应遵循的国家相关法

规要求完成相容性研究实

验，并提供实验报告。 

利益分配：公司向受托方支

付委托研发费用，研发成果

归公司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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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微谱化工

技术服务有限

公司 

2020 年 
丙氨酰谷氨

酰胺注射液 

将非常规性

检验环节委

托给专业检

测机构 

0.22 

除将非常规性检验环

节委托给受托方以

外，整个项目研发环

节主要实施主体为公

司。 

已实施

完成 
否 

归属于

公司 

技术服务研

究成果归公

司所有 

是 否 否 责任分配：公司按照合同条

款及时支付费用，并提供实

验样品给受托方。受托方按

照公司应遵循的国家相关法

规要求完成相容性研究实

验，并提供实验报告。 

利益分配：公司向受托方支

付委托研发费用，研发成果

归公司所有。 

 

2020 年 

盐酸替罗非

班氯化钠注

射液 

0.22 
已实施

完成 
否 

归属于

公司 
是 否 否  

2020 年 

复方电解质

醋酸钠葡萄

糖注射液 

1.70 
已实施

完成 
否 

归属于

公司 
是 否 否  

2020 年 
奥硝唑注射

液 
14.15 

已实施

完成 
否 

归属于

公司 
是 否 否  

中国医学科学

院药物研究所 
2020 年 

复方右旋糖

酐 40 注射液 

右旋糖酐原

料药及其注

射剂的类过

敏效应研究 

14.15 

除将安全性评价方案

及试验委托给受托方

以外，整个项目研发

环节主要实施主体为

公司。 

正在实

施中 
否 

归属于

公司 

技术服务研

究成果归公

司所有 

是 否 否 

责任分配:公司生产 5 批右

旋糖酐40原料药和5批右旋

糖酐 40 注射剂，作为实验样

品提供给受托方。受托方进

行细胞实验，考察右旋糖酐

原料药及其注射剂的类过敏

效应，以及其初步机制并出

具研究报告。 

利益分配：公司向受托方支

付委托研发费用，研发成果

归公司所有。 

 

上海方达生物

技术有限公司 
2019 年 

盐酸非索非

那定片 生物等效性

试验 

458.92 

除将盐酸非索非那定

片和依帕司他片生物

等效性试验的实施与

管理工作，包括临床

研究、样本检测及数

据管理与统计分析工

作委托给受托方以

外，整个项目研发环

节主要实施主体为公

司。 

已实施

完成并

取得国

家药品

监督管

理局下

发的批

件 

是 
归属于

公司 

托方依据合

作协议收取

服务费用，合

作产生的技

术、专利等研

发收益均归

属公司所有 

是 是 否 

责任分配：受托方负责试验

方案的制定及试验全过程的

实施与管理，对试验质量负

责，在试验全部结束后提供

临床部分申报资料；公司负

责提供 GMP 条件下生产的样

品，最终需取得项目的临床

部分申报资料。利益分配：

公司向受托方支付委托研发

费用，研发成果归公司所有。 

 

依帕司他 108.01 
已实施

完成 
否 不适用 是 否 

不适

用 
 

北京亦度正康

健康科技有限

公司 

2019 年 

碳酸氢钠林

格注射液 

对国家药品

监督管理局

要求的补充

资料进行评

估咨询 

36.81 

除将按照国家药品监

督管理局要求的补充

资料进行评估和给予

指导意见的工作委托

给受托方以外，整个

项目研发环节主要实

施主体为公司。 

已实施

完成 

否，形成

报告已

上报过

国家药

品监督

管理局 

归属于

公司 

技术服务研

究成果归公

司所有 

是 否 否 

责任分配：公司给予支持，

及时提供与项目有关的资

料，对相关资料的真实、准

确、完整承担责任；配合受

托方调研和收集有关资料。

受托方依据国家药监局的相

关规定和技术要求，对提供

的项目注册资料和补充资料

进行专业技术评估，形成项

目评估报告和指导意见，在

此基础上协助完成发补资料

并上报。必要时咨询专家来

确认补充资料的完整性和科

学性。 

利益分配：受托方将依据合

作协议收取委托费用，项目

及咨询结果归公司所有。 

 

L-苹果酸原

料 
10.23 

已实施

完成 

否，形成

报告已

上报过

国家药

品监督

管理局 

归属于

公司 
是 否 否  

复方电解质

注射Ⅳ 
10.23 

已实施

完成 

否，形成

报告已

上报过

国家药

品监督

管理局 

归属于

公司 
是 否 否  

复方电解质

醋酸钠葡萄

糖注射液 

4.09 
已实施

完成 

否，形成

报告已

上报过

国家药

品监督

管理局 

归属于

公司 
是 否 否  

杭州百诚医药

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2019 年 

碳酸氢钠林

格注射液 

管路相容性

研究 

14.10 

除了将根据国家药监

局相关法规要求对研

发项目的管路相容性

进行研究的环节委托

给受托机构以外，整

个项目研发环节主要

实施主体为公司。 

已实施

完成 

否，已形

成报告 

归属于

公司 

技术服务研

究成果归公

司所有 

是 否 否 

责任分配：公司给予支持，

及时提供与项目有关的资

料，对相关资料的真实、准

确、完整承担责任；配合受

托方调研和收集有关资料。

受托方依据国家药监局的相

关规定和技术要求，对提供

的项目注册资料和补充资料

进行专业技术评估，形成项

目评估报告和指导意见，在

此基础上协助完成发补资料

并上报。必要时咨询专家来

确认补充资料的完整性和科

学性。 

 

复方醋酸钠

葡萄糖电解

质注射液 

14.10 
已实施

完成 

否，已形

成报告 

归属于

公司 
是 否 否  

复方电解质

注射Ⅳ 
14.10 

已实施

完成 

否，已形

成报告 

归属于

公司 
是 否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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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分配：受托方将依据合

作协议收取委托费用，项目

及咨询结果归公司所有。 

淄博高新技术

产业开发区生

物医药研究院 

2019 年 

L-苹果酸原

料 

基因毒性杂

质检验研究 

26.41 

除了将有关研发项目

中需要对基因毒性杂

质进行研究的环节委

托给受托机构以外，

整个项目研发环节主

要实施主体为公司。 

已实施

完成 

否，已形

成报告 

归属于

公司 

技术服务研

究成果归公

司所有 

是 否 否 

责任分配：公司给予支持，

及时提供与项目有关的资

料，对相关资料的真实、准

确、完整承担责任；配合受

托方调研和收集有关资料。

受托方依据国家药监局的相

关规定和技术要求，对提供

的项目注册资料和补充资料

进行专业技术评估，形成项

目评估报告和指导意见，在

此基础上协助完成发补资料

并上报。必要时咨询专家来

确认补充资料的完整性和科

学性。 

利益分配：受托方将依据合

作协议收取委托费用，项目

及咨询结果归公司所有。 

 

复方电解质

注射Ⅳ 
3.88 

已实施

完成 

否，已形

成报告 

归属于

公司 
是 否 否  

陕西省食品药

品监督检验研

究院 

2019 年 

奥硝唑氯化

钠注射液 

药品注册检

验 

1.20 根据国家药品管理法

以及药品检验注册的

相关规定，药品注册

检验工作由申请人或

者生产企业所在地省

级药品检验机构承

担，整个项目研发环

节主要实施主体为公

司。 

已实施

完成 
是 

归属于

公司 
标准复核或

样品检验结

果申报国家

药品监督管

理局药品评

审中心是药

企项目申报

的一部分，知

识产权归公

司所有 

不适

用 
否 否 责任分配：对申请人（公司）

提交的检验用样品及资料等

进行审核，作出是否接收的

决定，同时告知药品审评中

心。需要补正的，应当一次

性告知申请人（公司）。利

益分配：标准复核或样品检

验结果申报 CDE，是公司项

目申报的一部分，为公司所

有。 

 

右旋糖酐 70

原料药 
1.00 

已实施

完成 
是 

归属于

公司 

不适

用 
否 否  

盐酸非索非

那定片 
11.98 

已实施

完成 
是 

归属于

公司 

不适

用 
否 否  

固精麦斯哈

片 
0.75 

已实施

完成 
是 

归属于

公司 

不适

用 
否 否  

消渴灵胶囊 0.75 
已实施

完成 
是 

归属于

公司 

不适

用 
否 否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将核心业务外包或委托给第三方研发机构实施的情形。

公司报告期内各期的合作研发投入金额主要为依照国家药监局规定将部分研发

研发环节委托给第三方研发机构而支付给受托第三方研发机构的金额。报告期内，

公司在项目研发中均作为项目研发的实施主体，负责主要研发工作。因此，报告

期内发生的委托研发业务不会对公司核心竞争力和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不利

影响。报告期内，公司委托第三方研发机构协助实施产生的知识产权均归公司所

有，合作中第三方受托机构只按合作协议收取研发所需的委托费用，第三方受托

机构实施研发产生的知识产权均归公司所有。 

公司根据与受托方签订的技术服务合同支付款项时的会计处理方式为：借记：

研发费用，贷记：银行存款。 

公司在报告期内均能够独家使用第三方受托机构研发生产的知识产权，在使

用上不存在期限或限制。Q

综上所述，公司在报告期内发生的委托研发业务不会对公司核心竞争力和持

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不利影响。报告期内，公司委托第三方研发机构协助实施产

生的知识产权均归公司所有，不存在使用期限或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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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报告期内公司与第三方受托研发机构均保持较融洽的合作关系，在公

司需要开展有关安全性评价检测、生物等效性试验或正式 BE 试验等需要委托第

三方研发机构协助实施时，公司将继续与报告期内建立合作关系的第三方研发机

构保持长期合作关系。报告期内，公司与受托第三方中介服务机构的历次签署及

续签均不存在实质性障碍，公司对受托方均不存在技术依赖，公司主要通过关注

国内非临床服务机构的发展，筛选多家机构作为非临床研究的备选承接机构，以

上措施具备有效可行性。 

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受托方名称 
合作 
年份 

所涉及的 
研发项目 

委托研发 
内容 

合作关系 
紧密程度 

历次合作协议签署背景 

是否存在

与公司长

期合作规

划 

历次签署

及续签是

否存在实

质性障碍 

对合作机构是否

存在技术依赖 
应对措施及有效性 

成都百康医

药工业药理

毒理研究院 

2020 年 奥硝唑注射液 

非临床安全性

评价 

融洽 
根据一致性评价要求，公司相关

研发项目存在开展特殊安全性评

价研究需要。 

是 否 

否 

关注国内非临床服务机构的

发展，筛选多家机构作为非

临床研究的备选承接机构，

以上措施具备有效性。 

2020 年 
盐酸替罗非班氯

化钠注射液 融洽 
根据一致性评价要求，公司相关

研发项目存在开展特殊安全性评

价研究需要。 
否 

关注国内非临床服务机构的

发展，筛选多家机构作为非

临床研究的备选承接机构，

以上措施具备有效性。 

2020 年 丙氨酰谷氨酰胺

注射液 
融洽 

根据一致性评价要求，公司相关

研发项目存在开展特殊安全性评

价研究需要。 
否 

关注国内非临床服务机构的

发展，筛选多家机构作为非

临床研究的备选承接机构，

以上措施具备有效性。 

长沙晶易医

药科技有限

公司 
2020 年 依帕司他 科研 BE 试验 融洽 

依帕司他片已完成药学研究，为

对制剂质量进行评估以及对正式

BE 试验成功概率进行预测，委托

该机构进行依帕司他片的科研

BE 试验。 

是 否 否 

关注国内非临床服务机构的

发展，筛选多家机构作为非

临床研究的备选承接机构，

以上措施具备有效性。 

陕西省微生

物研究所 2020 年 
右旋糖酐 40/70

原料药 

右旋糖酐原料

药的工艺优化

改良研究 
融洽 

对右旋糖酐原料药酶水解和喷需

干燥等技术研究，改进右旋糖酐

生产工艺，使其制备工艺能够绿

色化完成并达到国家标准。 

是 否 否 

当前主管部门尚未对该研究

领域具备资质认证作出要

求，国内具备开展相关研究

的机构较多，公司有能力可

自行开展研究，只是耗费人

力、物力、财力较多。以上

措施具备有效性。 

恩福（上海）

检测技术有

限公司 

2020 年 奥硝唑注射液 

将非常规性检

验环节委托给

专业检测机构 
将非常规性检

验环节委托给

专业检测机构 

融洽 

该项检测涉及多个高端仪器如

ICP-MS ， GC-MS ，

HPLC-MS-MS，以及 ICP-OES，
HPLC 等高端检测设备，所用对

照品多达 150 种以上，考虑到该

类检测非常规检测项目，只是在

研发阶段进项评估，使用次数较

少，采购费用较高造成浪费，所

以委托专业检测机构完成。 

是 否 

否 当前主管部门尚未对该研究

领域具备资质认证作出要

求，国内具备开展相关研究

的机构较多，公司有能力可

自行开展研究，只是耗费人

力、物力、财力较多。以上

措施具备有效性。 
2020 年 

盐酸替罗非班氯

化钠注射液 融洽 否 

青岛科创质

量检测有限

公司 
2020 年 

丙氨酰谷氨酰胺

注射液 融洽 

该项检测涉及多个高端仪器如

ICP-MS ， GC-MS ，

HPLC-MS-MS，以及 ICP-OES，
HPLC 等高端检测设备，所用对

照品多达 150 种以上，考虑到该

类检测非常规检测项目，只是在

研发阶段进项评估，使用次数较

少，采购费用较高造成浪费，所

以委托专业检测机构完成。 

是 否 否 

当前主管部门尚未对该研究

领域具备资质认证作出要

求，国内具备开展相关研究

的机构较多，公司有能力可

自行开展研究，只是耗费人

力、物力、财力较多。以上

措施具备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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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微谱化

工技术服务

有限公司 

2020 年 丙氨酰谷氨酰胺

注射液 

将非常规性检

验环节委托给

专业检测机构 

融洽 该项检测涉及多个高端仪器如

ICP-MS ， GC-MS ，

HPLC-MS-MS，以及 ICP-OES，
HPLC 等高端检测设备，所用对

照品多达 150 种以上，考虑到该

类检测非常规检测项目，只是在

研发阶段进项评估，使用次数较

少，采购费用较高造成浪费，所

以委托专业检测机构完成。 

是 否 

否 
当前主管部门尚未对该研究

领域具备资质认证作出要

求，国内具备开展相关研究

的机构较多，公司有能力可

自行开展研究，只是耗费人

力、物力、财力较多。以上

措施具备有效性。 

2020 年 盐酸替罗非班氯

化钠注射液 
融洽 否 

2020 年 复方电解质醋酸

钠葡萄糖注射液 
融洽 否 

2020 年 奥硝唑注射液 融洽 否 

中国医学科

学院药物研

究所 
2020 年 复方右旋糖酐 40

注射液 

右旋糖酐原料

药及其注射剂

的类过敏效应

研究 

融洽 
为了降低右旋糖酐制剂使用的副

作用，特需明确右旋糖酐原料药

及其注射剂的类过敏效应 
是 否 否 

当前主管部门尚未对该研究

领域具备资质认证作出要

求，国内具备开展相关研究

的机构较多，公司有能力可

自行开展研究，只是耗费人

力、物力、财力较多。以上

措施具备有效性。 

上海方达生

物技术有限

公司 
2019 年 

盐酸非索非那定

片 
生物等效性试

验 

融洽 
按照药品注册管理办法及一致性

评价要求，申报口服固体制剂仿

制药及一致性评价均需开展生物

等效性试验。该机构在生物等效

性试验方面具有丰富研发经验，

因此选择该机构承接公司研发项

目的生物等效性试验。 

是 否 

否 

关注国内非临床服务机构的

发展，筛选多家机构作为非

临床研究的备选承接机构，

以上措施具备可行性。 

依帕司他 融洽 否 

关注国内非临床服务机构的

发展，筛选多家机构作为非

临床研究的备选承接机构，

以上措施具备可行性。 

北京亦度正

康健康科技

有限公司 
2019 年 

碳酸氢钠林格注

射液 

对国家药品监

督管理局要求

的补充资料进

行评估咨询 

融洽 
2019 年公司申报项目任务重，基

于项目技术参数和既往经验，委

托该机构对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要求的补充资料进行评估和给予

指导意见，并在此基础上协助完

成发补资料 

 是 否 

否 
当前主管部门尚未对该研究

领域具备资质认证作出要

求，国内具备开展相关研究

的机构较多，公司有能力可

自行开展研究，只是耗费人

力、物力、财力较多。以上

措施具备有效性。 

L-苹果酸原料 融洽 否 

复方电解质注射
Ⅳ 融洽 否 

复方电解质醋酸

钠葡萄糖注射液 
融洽 否 

杭州百诚医

药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2019 年 

碳酸氢钠林格注

射液 

 管路相容性研

究 

融洽 

根据法规要求委托该机构对相关

项目的管路相容性进行研究 是 否 

否 
当前主管部门尚未对该研究

领域具备资质认证作出要

求，国内具备开展相关研究

的机构较多，公司有能力可

自行开展研究，只是耗费人

力、物力、财力较多。以上

措施具备有效性。 

复方醋酸钠葡萄

糖电解质注射液 融洽 否 

复方电解质注射
Ⅳ 融洽 否 

淄博高新技

术产业开发

区生物医药

研究院 

2019 年 

L-苹果酸原料 

基因毒性杂质

检验研究 

融洽 

相关项目研究需要对基因毒性杂

质进行检验研究 是 否 

否 
当前主管部门尚未对该研究

领域具备资质认证作出要

求，国内具备开展相关研究

的机构较多，公司有能力可

自行开展研究，只是耗费人

力、物力、财力较多。以上

措施具备有效性。 

复方电解质注射
Ⅳ 融洽 否 

陕西省食品

药品监督检

验研究院 
2019 年 

奥硝唑氯化钠注

射液 

药品注册检验 

融洽 

根据药品管理法的要求，药品注

册检验由申请人或者生产企业所

在地省级药品检验机构承担。 
是 否 

药品注册管理办

法规定：除了境

外生产药品的药

品注册检验，其

他药品的注册检

验，由申请人或

者生产企业所在

地省级药品检验

机构承担。因此，

境内药企均无法

避免。 

药品注册管理办法规定：除

了境外生产药品的药品注册

检验，其他药品的注册检验，

由申请人或者生产企业所在

地省级药品检验机构承担。

因此，境内药企均无法避免。 

右旋糖酐 70 原料

药 融洽 

盐酸非索非那定

片 融洽 

固精麦斯哈片 融洽 

消渴灵胶囊 融洽 

 

（4）公司依照制定并严格执行的内控制度选择第三方受托研发机构，报告

期内，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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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与报告期内发生合作关系的第三方受托研发机构及其关联方均不存在关联

关系。报告期内，公司与受托研发机构除了存在上述委托业务关系之外，不存在

其他业务及资金往来的情形。报告期内，公司与受托研发机构的合作定价依据充

分，定价公允，不存在利益输送的情形。 

公司对于受托研发机构的选择机制：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将自身核心业务

委托给受托研发机构实施的情形。在选择第三方受托研发机构时，由技术研发部

发布招标公告，并与候选第三方受托研发机构监理联系，发放《项目竞标邀请书》

及相关材料。参与竞标的候选受托方应在制定期限之内提交《投标书》及相关材

料，主要内容包括项目解决方案、实施计划、资源配置、报价等。公司由技术研

发部负责对候选受托方进行资质审核，评估候选人的综合能力。评估因素主要包

括如下 5 个方面：（1）投标方类似项目的经验、服务能力、资格认证和信誉。

（2）投标方是否与本公司存在直接或潜在的竞争关系。（3）投标方在知识产权

保护方面的力度和效果。（4）投标方的性价比是否合适。（5）其他因素。公司

在确定标底后进行公开招标，并组织公司其他职能部门进行开标、评标和定标。

技术研发部给出候选方的综合竞争力排名，会同相关管理层及其他职能部门负责

人分析与候选方签订《技术服务委托合同》的风险，并根据实际情况挑选出一家

或几家公司作为业务委托方。技术研发部与中标受托机构就委托协议的主要条款

进行谈判，达成共识后签订《技术服务委托合同》。技术研发部根据合同约定，

为中标的受托研发机构提供必要的协作条件，并指定专人定期检查和评估项目的

进展情况。项目结束或合同到期时，技术研发部负责对委托项目进行验收。如中

标受托研发机构最终提供的试验或检测等服务（或产品）与合同约定内容不一致，

技术研发部将及时告知受托机构进行调整。公司在与受托机构就最终服务（或产

品）达成一致后，由受托方提交费用支付申请，技术研发部对申请书进行审核。

通过审核后，开具付款证明，按公司规定程序审批并支付受托方费用。 

报告期内，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核心技术人员与报告期内发生合作关系的第三方受托研发机构及其关联方均不

存在关联关系。 

报告期内，公司与受托研发机构除了存在上述委托业务关系之外，不存在其

他业务及资金往来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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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研发费用的定价依据：报告期内，公司与受托研发机构的定价综合考量

以下因素最终确定：（1）综合不同服务机构的报价，并结合往期项目开发费用

和同期业内平均水平；（2）受托研发机构如为政府部门（如陕西省食品药品监

督检验研究院）的，需遵循政府部门相关收费标准执行；（3）与受托研发机构

协商。报告期内，公司与受托研发机构的合作定价依据充分，定价公允，不存在

利益输送的情形。 

3、核查结论 

经核查，主办券商、律师及会计师认为，（1）报告期内发生的委托研发业

务不会对公司核心竞争力和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不利影响。报告期内，第三方

机构均具备相应研发资质，公司与受托第三方研发机构均不存在关联关系。公司

与受托第三方研发机构的合作方式合法合规。（2）公司在报告期内发生的委托

研发业务不会对公司核心竞争力和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不利影响。报告期内，

公司委托第三方研发机构协助实施产生的知识产权均归公司所有，不存在使用期

限或限制。（3）报告期内公司与第三方受托研发机构均保持较融洽的合作关系，

在公司需要开展有关安全性评价检测、生物等效性试验或正式 BE 试验等需要委

托第三方研发机构协助实施时，公司将继续与报告期内建立合作关系的第三方研

发机构保持长期合作关系。报告期内，公司与受托第三方中介服务机构的历次签

署及续签均不存在实质性障碍，公司对受托方均不存在技术依赖，公司主要通过

关注国内非临床服务机构的发展，筛选多家机构作为非临床研究的备选承接机构，

以上措施具备有效可行性。（4）公司依照制定并严格执行的内控制度选择第三

方受托研发机构，报告期内，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与报告期内发生合作关系的第三方受托研发机构及其

关联方均不存在关联关系。报告期内，公司与受托研发机构除了存在上述委托业

务关系之外，不存在其他业务及资金往来的情形。报告期内，公司与受托研发机

构的合作定价依据充分，定价公允，不存在利益输送的情形。 

4、需补充披露的内容 
详见公司回复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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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已在公开转让说明书“第二节 公司业务”之“三、与业务相关的关键

资源要素”之“（二）主要无形资产”之“8、报告期内研发投入情况”部分补

充披露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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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已在公开转让说明书“第四节 公司财务”之“五、报告期利润形成的

有关情况”之“（四）主要费用、占营业收入的比重和变化情况”之“2.期间费

用主要明细项目”之“（3）研发费用”部分补充披露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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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已在公开转让说明书“第四节 公司财务”之“五、报告期利润形成的

有关情况”之“（四）主要费用、占营业收入的比重和变化情况”之“2.期间费

用主要明细项目”之“（3）研发费用”部分补充披露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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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券商回复】 

1、尽调过程及事实依据 

序号 尽调过程 事实依据 

1 获取并检查了公司报告期内各研发项目的投资金额及费用明细，

与各期取得的阶段性成果相匹配 研发项目明细 

2 获取并查看公司花名册，分析研发人员人数、薪资水平与研发投

入的匹配性 公司花名册 

3 获取并检查大额研发费用相关合同、发票、付款银行回单、会计

凭证，结合公司研发费用科目设置，判断研发费用是否合理记账 入账凭证 

4 选择重要或异常的研发费用，检查费用的开支标准是否符合有关

规定 入账凭证 

5 对研发费用发生实施截止性测试，分析各项费用是否计入正确的

会计期间 
研发费用的截止

性测试 

2、分析过程 

Q¹Wz{R¬<¥i8·�åNOøQ

主办券商通过获取并检查了公司报告期内各研发项目的投资金额及费用明

细，与各期取得的阶段性成果相匹配，分析各研发项目不同阶段对公司技术指标

的影响，以及对应产品的具体情况等；获取并查看公司花名册，分析研发人员人

数、薪资水平与研发投入的匹配性；分析公司研发费用率与同行业上市公司相比

是否有重大差异及产生差异的原因；分析公司研发费用的会计处理方法是否符合

《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以及获取报告期内的主要研发项目投资金额、各期取

得的阶段性成果，量化分析已完成的研发项目、在研项目对公司技术指标的影响，

及对应公司现有产品及新产品的具体情况等方式，履行了核查程序。 

单位：元 

研发项目 研发模式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研发

进度 主要成果 
对公司技术指标

及产品影响情况 

盐酸非索非

那定片 
自主研发、

委托研发 6,153,113.00 10,404,626.51 结题 
取得一致性评

价补充申请批

件 

推动新品种开发

和原有品种质量

提高 

复方右旋糖

酐40注射液 
自主研发、

委托研发 1,454,918.63 780,444.95 在研 

已获得生产批

件，目前正在开

展一致性评价

研究 

提升主营产品工

艺水平，保证产

品生产稳定、质

量可控 

乌苯美司 自主研发、

委托研发 1,703,805.67 1,629,437.33 在研 已获得批件，目

前正在进行工

提升主营产品工

艺水平，保证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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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优化研究 品生产稳定、质

量可控 

丙氨酰谷氨

酰胺注射液 
自主研发、

委托研发 1,690,176.78 958,164.82 在研 

已获得生产批

件，目前正在开

展一致性评价

研究 

提升主营产品工

艺水平，保证产

品生产稳定、质

量可控 

依帕司他片 自主研发、

委托研发 1,411,092.61 2,849,667.65 在研 
已获得临床批

件，正在进行生

物等效性试验 

推动新品种开发

和原有品种质量

提高 

复方电解质

注射液Ⅳ 
自主研发、

委托研发 1,801,487.51 2,326,745.85 在研 
正在进行技术

审评，即将获得

生产批件 

新产品开发、持

续创新，为优化

产品结构提前布

局 

复方醋酸钠

葡萄糖电解

质注射液 

自主研发、

委托研发 1,756,666.24 2,034,738.53 在研 
正在进行技术

审评，即将获得

生产批件 

新剂型开发、持

续创新，为优化

产品结构提前布

局 

L-苹果酸原

料 
自主研发、

委托研发 1,971,127.34 2,257,023.15 在研 
已获得批件，目

前正在进行工

艺优化研究 

提升主营产品工

艺水平，保证产

品生产稳定、质

量可控 

盐酸替罗非

班系列 
自主研发、

委托研发 2,169,266.21 1,587,389.59 在研 

已获得批件，目

前正在进行工

艺优化研究及

制剂一致性评

价 

提升主营产品工

艺水平，保证产

品生产稳定、质

量可控 

奥硝唑氯化

钠注射液 
自主研发、

委托研发 3,344,596.83 2,387,216.18 结题 
已获得省局的

补充备案受理

通知书 

项目的实施对主

营产品的资源有

效供给、产品质

量的持续稳定、

进而疗效的提高

提供技术支持 

碳酸氢钠林

格注射液 
自主研发、

委托研发 1,334,201.27 1,914,543.75 在研 

已完成技术审

评及现场核查，

即将获得注册

批件 

新产品开发、持

续创新，为优化

产品结构提前布

局 

丙氨酰谷氨

酰胺原料 
自主研发、

委托研发 2,113,178.17 2,065,042.44 在研 

新产品开发，目

前已完成研究

工作，即将进行

备案登记 

项目的实施对主

营产品的资源有

效供给、产品质

量的持续稳定、

进而疗效的提高

提供技术支持 
其中：资本

化金额 - - - - - - 

当期研发投

入占收入的

比重（%） 
- 4.81 4.67 - - - 

合计 - 26,903,630.26 31,195,040.75 - - - 

①研发人员人数变化情况、研发人员薪资水平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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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研发人员工资（元） 7,567,241.78 6,829,741.98 
研发人员平均数量（人） 85.17 83.50 
研发人员平均工资（元/人） 88,852.15 81,793.32 

报告期内，公司研发人员数量稳定，人员薪酬合理。 

②研发费用投入与公司的研发项目匹配情况如下： 

单位：元 
研发项目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盐酸非索非那定片 6,153,113.00 10,404,626.51 
复方右旋糖酐 40 注射液 1,454,918.63 780,444.95 
乌苯美司 1,703,805.67 1,629,437.33 
丙氨酰谷氨酰胺注射液 1,690,176.78 958,164.82 
依帕司他片 1,411,092.61 2,849,667.65 
复方电解质注射液Ⅳ 1,801,487.51 2,326,745.85 
复方醋酸钠葡萄糖电解质注射液 1,756,666.24 2,034,738.53 
L-苹果酸原料 1,971,127.34 2,257,023.15 
盐酸替罗非班系列 2,169,266.21 1,587,389.59 
奥硝唑氯化钠注射液 3,344,596.83 2,387,216.18 
碳酸氢钠林格注射液 1,334,201.27 1,914,543.75 
丙氨酰谷氨酰胺原料 2,113,178.17 2,065,042.44 

合计 26,903,630.26 31,195,040.75 

报告期内公司研发项目共 12个，已完结项目 2个，在研项目 10个，上述研

发项目主要围绕技术创新、工艺改革以及新药品研发为主， 为公司药品的市场

推广方面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因此，公司研发投入与研发项目、技术创新、产品

储备相匹配。 

③公司研发费用率与同行业可比公司对比如下： 

项目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科伦药业（002422） 9.28% 7.29% 
赛升药业（300485） 6.55% 4.23% 
海辰药业（300584） 4.51% 3.90% 
辰欣药业（603367） 8.43% 7.55% 
哈三联（002900） 8.37% 5.35% 
天泉药业（872952） 3.69% 3.91% 
鹏海制药（870773） 16.96% 2.90% 
平均值 6.81% 5.02% 
本公司 4.81% 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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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因鹏海制药（870773）2020 年度财务报表被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其 2020 年的财务数据不能

真实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故在计算 2020 年可比公司研发费用率将

其从样本中剔除。 

公司研发费用率较同行业上市公司及新三板挂牌公司研发费用率相比略低，

主要原因是同行业上市公司的规模较大，研发实力强，研发资金投入多，公司目

前处于成长阶段，研发投入规模较上市公司相比有些差距。但与新三板挂牌公司

相比，公司的研发能力较强，公司研发费用率较新三板挂牌公司研发费用率相比

较高。 

④研发费用的会计处理 

公司研发费用核算包括研发项目相关研发人员工资薪酬、检验费、直接投入

的原料制剂、研发项目使用的固定资产及无形资产的折旧摊销等费用。研发费用

按研发项目归集，项目立项书对研发项目经费进行预算，以控制和指导研发费用

的发生及归集。 

由于公司研发活动为连续过程，研究阶段及开发阶段不能严格区分，故归属

于研发活动开发阶段的支出不能可靠计量。按照谨慎性原则，研发费用全部计入

当期损益，未予以资本化，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 6 号——无形资产》的相关

规定。 

经核查，主办券商认为，报告期内的主要研发项目投资金额、各期取得的阶

段性成果，已完成的研发项目、在研项目研发项目真实存在、研发投资支出真实；

报告期各期研发人员人数变化及薪资水平与研发费用-职工薪酬和公司研发项目

情况相匹配；公司研发费用率与同行业上市公司相比不存在重大差异；公司研发

项目主要出于研究阶段，发生的研发费用均予以费用化，符合《企业会计准则》

的规定。 

QÓWz{D8¿�93rüK|ñ�E»ZpD8¿�9åx¿Ày~e

�åeA�Z�;kmè'¿Àªº:&'km�ÌP¼íZi8·�åNOøQ

主办券商对研发费用主要实施以下核查程序：①获取并检查大额研发费用相关

合同、发票、付款银行回单、会计凭证，结合公司研发费用科目设置，判断研发费用是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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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记账；②判断对研发费用发生的合理性进行分析：分析研发费用中各项目发生额及占费用

总额的比率，将本期、上期研发费用各主要明细项目作比较分析，判断其变动的合理性；比

较本期各月份研发费用，对有重大波动和异常情况的项目分析是否合理；③选择重要或异

常的研发费用，检查费用的开支标准是否符合有关规定，计算是否正确，原始凭

证是否合规，会计处理是否正确。④对研发费用发生实施截止性测试，分析各项

费用是否计入正确的会计期间。 

公司设置技术中心，下设项目管理部、原料药工艺研究部、制剂工艺研究部、

质量研究部、临床研究部和注册综合部等六个部门，主要负责制定技术研发、新

产品研发策略及相关具体计划并组织实施；根据公司和客户要求负责新产品的开

发和组织坚定；负责组织设计、改进产品生产工艺；制定产品技术标准等。 

公司将该中心相关的费用支出计入研发费用，财务核算在研发费用科目下设

置二级费用项目进行核算，主要包括：①与研发人员工资相关的工资、社保、住

房公积金、福利费等；②与日常开展活动相关的对照药品费、技术中心取样的样

品费、低值易耗品、原料制剂、差旅费等；③技术中心相关资产折旧、无形资产

摊销、维修费等；④委托外部机构实施的检验费用等。 

公司的会计政策（研究与开发支出）规定：公司内部研究开发项目的支出分

为研究阶段支出与开发阶段支出。研究阶段的支出，于发生时计入当期损益。开

发阶段的支出同时满足一定条件的，确认为无形资产，不能满足下述条件的开发

阶段的支出计入当期损益。无法区分研究阶段支出和开发阶段支出的，将发生的

研发支出全部计入当期损益。报告期公司研发支出不存在资本化情况，全部支出

进行费用化处理计入当期损益。 

经核查，主办券商认为，公司研发费用归集合理，对研发费用的确认真实、

准确、完整，相关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规定。 

QÖW�;àÄ�AA�¿ÀÞ".�Zi8·�åNO�Q

公司制定了《无形资产管理制度》、《固定资产管理制度》、《人力资源管

理制度》等制度规范研发活动相关费用支出的归集和分类。 

主办券商执行的程序： 

①查阅公司《无形资产管理制度》、《固定资产管理制度》、《人力资源管

理制度》等内控制度；对技术中心、财务部、设备管理部相关人员进行访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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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公司研发活动管理及研发支出归集和核算方法。针对相关内控制度，抽取一定

样本，评价研发活动相关内控制度是否设计合理并得到有效执行； 

②查阅公司研发项目立项报告、研发完成验收文件等，检查了报告期内公司

研发各项目投入、进展、成果等相关情况；检查了各期研发人员变动情况； 

③核对报告期内公司账面研发费用金额与公司经主管税务机关认定的研发

费用加计扣除申报表金额是否存在差异； 

④获取并检查报告期内研发费用分配表、固定资产折旧、无形资产摊销表、

研发费用领料单以及委托研发的合同、发票、付款银行回单等资料，判断研发费

用入账是否真实、完整； 

⑤了解研发人员工作内容，判断其工作内容与研发活动是否相符；检查研发

人员工资表，结合应付职工薪酬分配结果，分析研发费用-职工薪酬是否合理； 

⑥对研发费用进行截止性测试以检查研发费用是否跨期。 

经核查，主办券商认为，公司研发活动相关的内部控制制度设计合理并得到

有效执行。 

3、核查结论 

经核查，主办券商认为，报告期内的主要研发项目投资金额、各期取得的阶

段性成果，已完成的研发项目、在研项目研发项目真实存在、研发投资支出真实；

报告期各期研发人员人数变化及薪资水平与研发费用-职工薪酬和公司研发项目

情况相匹配；公司研发费用率与同行业上市公司相比不存在重大差异；公司研发

项目主要出于研究阶段，发生的研发费用均予以费用化，符合《企业会计准则》

的规定。公司研发费用归集合理，对研发费用的确认真实、准确、完整，相关会

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规定。公司研发活动相关的内部控制制度设计合理

并得到有效执行。 

4、需补充披露的内容 

详见公司回复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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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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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已在公开转让说明书“第四节 公司财务”之“四、报告期内的主要财

务指标分析”之“（四）现金流量分析”之“2.现金流量分析”中补充披露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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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已在公开转让说明书“第四节 公司财务”之“四、报告期内的主要财

务指标分析”之“（四）现金流量分析”之“2.现金流量分析”中补充披露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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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已在公开转让说明书“第四节 公司财务”之“四、报告期内的主要财

务指标分析”之“（四）现金流量分析”之“2.现金流量分析”中补充披露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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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券商回复】 

1、尽调过程及事实依据 

序号 尽调过程 事实依据 

1 高管访谈 访谈记录 

2 复核了公司现金流量表的编制过程 现金流量表 

3 复核公司现金流明细项目列报情况，是否与

实际情况一致 现金流量表 

4 分析净利润和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不匹配

的原因是否合理，是否符合行业特点 
现金流量表与利润表、资产负债表勾

稽记录 

2、分析过程 

ADJ§ÅÆnq¯ù]àè=F}Çõ-](�]�N�o�ö§ÅÆ

n��>q¯ù���}Çæ �8Ì

主办券商通过复核公司现金流量表的编制过程；复核公司现金流明细项目列

报情况，是否与实际情况一致；分析净利润和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不匹配的原

因是否合理，是否符合行业特点等方式，履行了核查程序。 

报告期公司经营活动现金流量情况： 

单位：元 

项目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601,430,987.84     714,409,466.76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596,243,852.58     614,516,683.3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187,135.26       99,892,78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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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表可知，公司 2020 年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由 2019 年度的

99,892,783.39元，下降至 5,187,135.26元，主要系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减少的影响。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情况： 

单位：元 

项目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596,360,819.29 712,294,779.35 

收到的税费返还 15,096.68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5,055,071.87 2,114,687.41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601,430,987.84 714,409,466.76 

由上表可知，2019 年度、2020 年度公司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分别为

714,409,466.76元、601,430,987.84元。其中“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的

金额分别为 712,294,779.35元、596,360,819.29元，占营业收入比重分别为 106.72%、

106.74%，呈下降状态，主要原因为 2020 年初，国内爆发新冠疫情，公司产品在

湖北地区及全国其他地区销量大多呈现下降情形，相应销售回款金额也大幅减少，

2020 年第二季度以后销量逐渐回升，销售回款金额逐渐增多，但全年来看，销售

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仍减少了 115,933,960.06元，直接导致经营活动现金

流入减少 112,978,478.92元。  

另外，2019 年度、2020 年度公司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分别为

5,055,071.87 元、2,114,687.41 元，主要原因为 2020 年度收到关联方陕西丽晶实

业有限公司支付的资金拆借利息收入 1,363,052.05 元、收到政府补助收入

2,906,119.16 所致。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情况： 

单位：元 

项目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73,393,941.59 62,975,121.88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46,705,198.44 51,537,847.74 
支付的各项税费  69,727,283.53 93,020,692.07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406,417,429.02 406,983,021.68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596,243,852.58 614,516,68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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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表可知，2019 年度、2020 年度公司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分别为

614,516,683.37元、596,243,852.58元，其中“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金

额分别 62,975,121.88元、73,393,941.59元，呈上升趋势，主要原因为公司增加部

分原材料储备所致。  

截至 2020 年末，由于公司生产备货等原因，使得存货较期初增加

11,710,135.14元，与现金流量表中“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的变动趋势

一致，符合公司实际经营情况。 

综上，2020 年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下降 94.81%，主要原因为

2020 年多重因素影响，销售收入下降，相应地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有

所下降，而公司积极增加存货储备使得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有所上升，

综合作用导致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大幅下降。” 

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与净利润差异较大的原因主要是固定资

产折旧费用的增加、存货的增加、经营性应收项目减少以及经营性应付项目增加

所致。 

1、报告期内，公司固定资产折旧费用 2019 年、2020 年分别为 24,393,076.94

元、26,978,723.20元，主要原因为公司为应对原料药供应紧缺的不利局面，积极

投入原料药生产线的建设，以及为改善员工办公环境对原有资产进行改扩建，使

得固定资产原值增加，相应折旧费用也随之增加。 

2、报告内，公司存货持续增加，2019 年增加 24,378,602.85元、2020 年增加

11,710,135.14元，主要原因为应对制剂产品原材料供应紧缺的不利局面，且公司

自产的各类原料药逐渐投产，产量及销量增多，公司加强相应原材料储备所致。 

3、经营性应收项目减少 

公司 2019 年度、2020 年度经营性应收项目的减少分别为-33,370,554.59 元、

20,036,658.00 元，其中，2019 年度经营性应收项目增加 33,370,554.59 主要系应

收票据增加 18,173,407.84元、应收账款增加 5,619,209.71元以及其他经营性应收

项目有所增加，应收账款、应收票据增加的原因系公司收入规模扩大，配送商销

售比例有所上升，应收款项余额上升所致；2020 年度经营性应收项目减少

20,036,658.00元主要系应收票据减少 5,925,907.28元、应收账款减少 1,546,65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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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预付账款减少-5,525,943.38元及其他经营性应收项目有所减少，应收票据和

应收账款减少系公司 2020 年度加强应收款项的回收，使得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

余额减少，而预付账款减少系公司预付的原料款已结算所致。 

4、经营性应付项目增加 

公司 2019 年度、2020 年度经营性应付项目的增加分别为 88,081,196.57 元、

-60,965,258.74元，其中，2019 年度经营性应收项目增加 88,081,196.57元，主要

系应付账款增加 59,683,365.75元、其他流动负债中核算的不符合终止确认的应收

票据增加 13,882,304.18 元，应付账款增加 59,683,365.75 元主要系公司增加各类

原材料备货，且公司由于资金紧张延迟向推广商付款使得应付账款余额增加较多；

其他流动负债中核算的不符合终止确认的应收票据增加 13,882,304.18 元，公司

2020 年末应收票据已背书未到期的票据增多，公司按企业会计准则要求未将其终

止确认所致；2020 年度经营性应付项目减少 60,965,258.74元，主要系应付账款

减少 45,209,841.01 元、其他流动负债中核算的不符合终止确认的应收票据减少

7,184,576.52元，应付账款减少 45,209,841.01元系公司于 2020 年度积极支付前期

推广服务商欠款所致，其他流动负债减少系 2020 年末公司应收票据背书支付货

款未到期的票据减少所致。”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和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的明细

如下： 

①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单位：元 

项   目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资金拆借利息收入 1,363,052.05  

除税费返还外的其他政府补助收入 2,906,119.16 1,047,031.33 

利息收入 268,926.48 206,283.83 

履约保证金及其他 516,974.18 861,372.25 

合   计 5,055,071.87 2,114,687.41 

②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单位：元 
项   目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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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及研发费用 405,196,527.06 404,707,763.13 
保证金及备用金 1,186,455.24 2,238,283.00 
手续费及其他 34,446.72 36,975.55 

合   计 406,417,429.02 406,983,021.68 

经核查，主办券商认为，公司经营活动现金流及明细项目列报真实、准确、

完整，净利润与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差异原因合理，符合公司实际情况。 

ABJq#Æn]�#Æn��>q¯ù���S{´n]C�¬n>Õ½N

öÛ)��ñF}Çæ gÌ

1、公司投资活动现金流量情况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

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  12,788.00   601,203.00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30,000,000.00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30,012,788.00   601,203.00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

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26,874,214.37   77,049,947.47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25,000,000.00   5,000,000.00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51,874,214.37   82,049,947.47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1,861,426.37   -81,448,744.47  

公司投资活动现金流主要是购置、处置固定资产等长期资产支出或收到的现

金流，以及向关联方借款支付或收到的现金流。 

公司处置固定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较少，主要为报告期处置运输设备和机器

设备收到的现金，与固定资产、资产处置收益、营业外支出等科目相匹配。 

公司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为向

关联方丽晶实业提供借款和收到其偿还的现金，共 3,000 万元人民币，现金流与

其他应收款科目明细账相匹配。 

公司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主要为报告期购建

固定资产、在建工程以及长期待摊费用支付的现金，公司 2019 年度购建长期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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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的现金流较多，2020 年度逐渐减少，现金流与固定资产、在建工程、长期待

摊费用等科目变动相匹配。 

2、公司筹资活动现金流量情况如下： 

单位：元 

项   目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40,000,000.00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40,000,000.00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1,896,000.00   15,000,000.00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896,000.00   15,000,000.00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8,104,000.00   -15,000,000.00  

公司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主要是收到金融机构贷款及支付利息、分配股

利的现金流。 

公司 2020 年度因资金紧张，向金融机构申请 4,000 万元短期借款，同年向银

行支付 189.60 万元借款利息；2019 年度向股东分配股利 1,500 万元。 

公司筹资活动现金流与短期借款、财务费用科目相匹配。 

经核查，主办券商认为，公司投资活动及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主要

构成清晰、大额变动的原因合理，与相关会计科目相匹配。 

3、核查结论 

经核查，主办券商和会计师认为，公司经营活动现金流及明细项目列报真实、

准确、完整，净利润与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差异原因合理，符合公司实

际情况。公司投资活动及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主要构成清晰、大额变动

的原因合理，与相关会计科目相匹配。 

4、需补充披露的内容 

详见公司回复部分。 
 



 343 / 418 

Ó?e;<ðñ|îïb#º�452*�úûZ#B�(()./23p.

#B�QH�F0]=./23 ØÔè(ÉZ��ßà#B�QH�F0]=./

23d23îïbZ#B�(()./23d23ðñ�F23¸Q¹WÝÞú

û23��ß£ß #B�(()./23ôõ9àIZ #B�QH�F0]

=./23òó9àIZuJÛ��îïb|ðñ#º9°±¾º'½øQÓW

ÝÞúûo¯|2¯¿À¤[zqe¿Àáho2�!9��øQÖWæºlv

'È%23R¾23���[ZÝÞúû�ïkmè'E'�F`a^bekm

nz{i8·�åNO¸Q¹W23�#º] ¿Àáh;Ù;,eYZàIe

Ü+2Ý½e¬ÇYZ^�93X½¾º'½eòó|ôõ9y~½Z¿Àáh

ë3¬Ç] _õ'·9�äøQÓWðñ�îïb#º¿ÀáhuvÚÛ>\Z

¡áhZF&H¤Jz{p23��î�9LM�Q

【公司回复】 

Q¹WÝÞúû23��ß£ß #B�(()./23ôõ9àIZ #

B�QH�F0]=./23òó9àIZuJÛ��îïb|ðñ#º9°±

¾º'½øQ

公司已在《公开转让说明书》“第二节 公司业务”之“四、公司主营业务

相关的情况”之“（四）主要供应商与主要客户重合的情况”中补充披露如下内

容： 

“截至本公开转让说明书签署之日，公司主要供应商与主要客户重合情况如

下：Q

关联公司名称 与公司关系 ÊËTH b7'
采购额/销售额 |}ï_sT|}

�_s'

年度 金额（元） 占比 rs#u&'

国药集团化学

试剂陕西有限

公司 
供应商 

k'��Å'

Õ�k_0'

2019 年度 712,381.39 0.11% £[A¡P[AVA] 

2020 年度 799,139.24 0.94% £WA¡PW\VQ[ 

国药控股股份

有限公司 配送商 
½Ì'¶^_Å'

ã©�Ï^_Å'

Á7'â:_0'

2019 年度 86,213,710.58 12.92% S]¡[[\¡P£AVA[ 

2020 年度 73,261,498.07 13.11% £\¡QQW¡\\PV\W 

注D：工商登记资料显示，国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9$&þ�mK³�;

é?��~持有国药集团化学试剂陕西有限公司90%股权。$&@ççè;é?

�¦µ&��¢y?�q�N~Æq#?�ØUNùt�ÿJø\N?�öÇ)

��d��ÿã;�8Wgû@®N$&@ççè;é?��¦?�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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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5ü¯��ßF£�>��#²¦DB%EB85DH%DD8õy$&þ�mK³�Í

Î;é?��¦[Ü\NÇ23¯��ßF23Ò�>��ÂVéD8gû@®

?�$�B�T#>¸,5üö[Ü\23Âõ-d�N?�]Ç)��ö$&

@ççè;é?�]Ç)��$&þ�mK³�ÍÎ;é?�ÂV$�)�)

:NµV$�o�7¿¿Og除上述情况外，公司不存在主要供应商与主要客户

重合的情况。 

�Bt-Ö£"v¯�¦û@®?�£© ¿\5È"|[Ü\>-Ö¯

�NÂ¦È"ÚúÐ>ÐÒ¯�gû@®?�~$&@ççè;é?�5$&

þ�mK³�ÍÎ;é?�>£v5"v#·²êNV$�£"ÛI>¿Og” 

Q

QÓWÝÞúûo¯|2¯¿À¤[zqe¿Àáho2�!9��øQQ

公司已在《公开转让说明书》“第二节 公司业务”之“四、公司主营业务

相关的情况”之“（四）主要供应商与主要客户重合的情况”中补充披露如下内

容： 

“截至本公开转让说明书签署之日，公司主要供应商与主要客户重合情况如

下：Q

关联公司名称 与公司关系 ÊËTH b7'
采购额/销售额 |}ï_sT|}

�_s'

年度 金额（元） 占比 rs#u&'

国药集团化学

试剂陕西有限

公司 
供应商 

k'��Å'

Õ�k_0'

2019 年度 712,381.39 0.11% £[A¡P[AVA] 

2020 年度 799,139.24 0.94% £WA¡PW\VQ[ 

国药控股股份

有限公司 配送商 
½Ì'¶^_Å'

ã©�Ï^_Å'

Á7'â:_0'

2019 年度 86,213,710.58 12.92% S]¡[[\¡P£AVA[ 

2020 年度 73,261,498.07 13.11% £\¡QQW¡\\PV\W 

注D：工商登记资料显示，国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9$&þ�mK³�;

é?��~持有国药集团化学试剂陕西有限公司90%股权。$&@ççè;é?

�¦µ&��¢y?�q�N~Æq#?�ØUNùt�ÿJø\N?�öÇ)

��d��ÿã;�8Wgû@®N$&@ççè;é?��¦?�S{ ¿

\N5ü¯��ßF£�>��#²¦DB%EB85DH%DD8õy$&þ�mK³�Í

Î;é?��¦[Ü\NÇ23¯��ßF23Ò�>��ÂVéD8gû@®

?�$�B�T#>¸,5üö[Ü\23Âõ-d�N?�]Ç)��ö$&

@ççè;é?�]Ç)��$&þ�mK³�ÍÎ;é?�Â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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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µV$�o�7¿¿Og除上述情况外，公司不存在主要供应商与主要客户

重合的情况。 

�Bt-Ö£"v¯�¦û@®?�£© ¿\5È"|[Ü\>-Ö¯

�NÂ¦È"ÚúÐ>ÐÒ¯�gû@®?�~$&@ççè;é?�5$&

þ�mK³�ÍÎ;é?�>£v5"v#·²êNV$�£"ÛI>¿Og” 

QÖWæºlv'È%23R¾23���[ZÝÞúû�ïkmè'E'�Q

公司已在《公开转让说明书》“第二节 公司业务”之“四、公司主营业务

相关的情况”之“（四）主要供应商与主要客户重合的情况”中补充披露如下内

容： 

P4Y�°�?�-$�¸,ö[Ü\B�>¿ONÇö;±¸,A[Ü\J

d�>5üö23Â¦Xøw��)YN6Ð�#²ÓÔ5üþ23>�6pø

5ü�4þ23�4«Y�ÿþzY'oN��ÛÜ>Õ;ò5�n6®v n

RSNVË*ab�xþab�x>¿ON£���K82ý"�9XY�_N

������(�>Û){|gpÌ

【主办券商回复】 

1、尽调过程及事实依据 

序号 尽调过程 事实依据 

1 访谈公司管理层人员，查阅公司出具的相关

说明 访谈记录、情况说明 

2 访谈前五名客户中国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控

制的关联方 访谈记录 

3 查阅公司的审计报告及会计账目 审计报告 

4 抽查有关的销售合同、销售发票、收款凭证 销售合同、销售发票、收款凭证 

5 抽查有关的采购合同、采购发票、付款凭证 采购合同、采购发票、付款凭证 

2、分析过程 

Q¹W23�#º] ¿Àáh;Ù;,eYZàIeÜ+2Ý½e¬ÇY

Z^�93X½¾º'½eòó|ôõ9y~½Z¿Àáhë3¬Ç] _õ'

·9�äøQ

截至本反馈意见回复出具之日，公司主要供应商与主要客户重合情况如下： 

公司主要供应商与主要客户重合情况如下：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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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公司名称 与公司关系 采购/销售内容 
采购额/销售额 

实际收款额/实
际付款额 

年度 金额（元） 占比 金额（元） 
国药集团化学

试剂陕西有限

公司 
供应商 试验器具、 

化学试剂等 

2019 年度 712,381.39 0.11% 846,246.67 

2020 年度 799,139.24 0.94% 856,253.04 

国药控股股份

有限公司 
配送商 

抗感染类制剂、 
肠外营养制剂、 
血容量扩充剂等 

2019 年度 86,213,710.58 12.92% 97,443,286.64 

2020 年度 73,261,498.07 13.11% 83,005,332.35 

注1：工商登记资料显示，国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通过国药集团化学试剂有

限公司间接持有国药集团化学试剂陕西有限公司90%股权。国药控股股份有限公

司为医药企业上市公司龙头，对外投资公司众多，所涉业务领域广，公司与其关

联方发生业务具有合理性。报告期内，国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公司主要配送

商，销售金额占当年收入的比例分别为12.92%和13.11%；而国药集团化学试剂陕

西有限公司作为供应商，其采购金额占当年采购总额的比例均不足1%。报告期内

公司存在重合部分的客户销售与供应商采购均真实发生，公司及其关联方与国药

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国药集团化学试剂陕西有限公司均不存在关联关

系，亦不存在利益输送情形。除上述情况外，公司不存在主要供应商与主要客户

重合的情况。 

注2：实际收付款金额为报告期内公司收到配送商和支付给供应商的实际金

额，均为支付增值税的税前金额。报告期内公司对国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和国药

集团化学试剂陕西有限公司的收款和付款分开核算，不存在收付相抵的情形。 

国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为医药企业上市公司龙头，对外投资公司众多，所涉

业务领域广，公司在采购质量控制原则下，在市场上寻求符合公司自身采购标准

的供应商合作，因此，公司与国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发生的上述采购

与销售业务具有必要性和合理性。 

报告期内，国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公司主要配送商，公司向其销售金额

分别为 86,213,710.58 元和 73,261,498.07 元，占公司当年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12.92%和 13.11%；而国药集团化学试剂陕西有限公司作为供应商，公司与其发生

的采购金额分别为 712,381.39元和 799,139.24元，占公司当年采购总额的比例

均不足 1%。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利用上述单位虚增利润的情形。 

报告期内，国药集团化学试剂陕西有限公司作为公司供应商，主要向公司销

售试验器具、化学试剂等原材料，采购价格以市场价格确定，采购价格公允；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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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作为配送商，主要向公司采购抗感染类制剂、肠外营养制剂、

血容量扩充剂等产品，销售价格以市场价格确定，销售价格公允。 

经访谈配送商国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确认，主办券商认为，报告期内公司存

在重合部分的客户销售与供应商采购均真实发生，公司及其关联方与国药控股股

份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国药集团化学试剂陕西有限公司均不存在关联关系，亦不

存在利益输送情形。除上述情况外，公司不存在主要供应商与主要客户重合的情

况。 

综上所述，主办券商经核查认为，公司与重合单位不存在关联关系；报告期

内，国药集团化学试剂陕西有限公司作为公司供应商，主要向公司销售试验器具、

化学试剂等原材料，采购价格公允；国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作为配送商，主要向

公司采购抗感染类制剂、肠外营养制剂、血容量扩充剂等产品，销售价格公允。

上述交易具有必要性和合理性，采购和销售均真实发生，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通

过上述单位虚增业绩的情形。 

QÓWðñ�îïb#º¿ÀáhuvÚÛ>\Z¡áhZF&H¤Jz{

p23��î�9LM�Q

国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为医药企业上市公司龙头，对外投资公司众多，所涉

业务领域广，公司在采购质量控制原则下，在市场上寻求符合公司自身采购标准

的供应商合作，因此，公司与国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发生的上述采购

与销售业务具有必要性和合理性。 

报告期内，国药集团化学试剂陕西有限公司作为公司供应商，主要向公司销

售试验器具、化学试剂等原材料，采购价格以市场价格确定，采购价格公允；国

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作为配送商，主要向公司采购抗感染类制剂、肠外营养制剂、

血容量扩充剂等产品，销售价格以市场价格确定，销售价格公允。 

经访谈公司管理层人员，并查阅公司报告期内公司审计报告及会计账目，公

司客户与供应商重合的情况不存在其他利益安排。 

3、核查结论 

经核查，主办券商及会计师认为，公司与重合单位不存在关联关系；报告期

内，国药集团化学试剂陕西有限公司作为公司供应商，主要向公司销售试验器具、

化学试剂等原材料，采购价格公允；国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作为配送商，主要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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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采购抗感染类制剂、肠外营养制剂、血容量扩充剂等产品，销售价格公允。

上述交易具有必要性和合理性，采购和销售均真实发生，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通

过上述单位虚增业绩的情形，亦不存在其他利益安排的情形。 

4、需补充披露的内容 

详见公司回复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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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z{¸Q¹WR¬��Zi8·�åNOøQÓWor9`Ýaò�9kmåx

E»Zàá�ÅÊ�;99`Ýa|�oÛ�;99`Ýa"¤Ì5e�o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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ªº:&'km�ÌP9¼í8·�åNOøQÖWæº9`r�9ÝaGH|

23j�Û�;ÅÊ9ø5z{9`Ýa9y~½¾Èpz½Zi8·�åNO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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Õ4|8ÜcÚZ���Á�½+Û·9YNüK¿Ày~e�åeA��QQ

【公司回复】 

Q¹W��ß£ßor9�.9`Ýa�ü��¾����Zm¯Á�½+

Û��Á�½+Û99`ÝaÕ4øQ

公司已在公开转让说明书“第四节 公司财务”之“五、报告期利润形成的

有关情况”之“（九）非经常性损益情况”之“2、报告期内政府补助明细表”

中补充披露如下： 

“BCBC F�£©>ÞûZF¿ÀtÌ

9ÓIJ'

PQPQ êïS5

ïÝ9Órs

#u&'

YjúÕóT
Yï®Õó'

�°î�ß®
5rs#u&'

Í2êJT
ýþ²l'

���°

ø�*Ú

ß®'

BCùúüã^_IJ
'
YjúÕó' R¡W£R¡]SRV[Q'�àï®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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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已在公开转让说明书“第四节 公司财务”之“五、报告期利润形成的

有关情况”之“（九）非经常性损益情况”之“2、报告期内政府补助明细表”

中补充披露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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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券商回复】 

1、尽调过程及事实依据 

序号 尽调过程 事实依据 

1 查阅审计报告 审计报告 

2 

获取并检查报告期内政府补助文件，区分政府补助类型；检查

收到政府补助的相关会计处理、银行流水及相关补助车辆的行

驶证、发票等，分析政府补助的真实性；根据政府补助的性质

及获取条件，结合目前相关政策，分析政府补助的稳定性和可

持续性。 

政府补助文件 

3 

获取并检查报告期内政府补助文件及公司银行流水，区分政府

补助类型；检查收到政府补助的相关会计处理及银行流水、重

新测算递延收益的摊销金额，分析公司核算及列报是否符合《企

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政府补助文件 

4 

查阅《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

常性损益》文件，结合公司政府补助的类型，其他损益科目中

相关收益或支出的性质，判断是否属于非经常性损益；检查公

司非经常性损益的列报情况，分析是否符合前述文件的规定 

法律法规 

2、分析过程 

Q¹Wz{R¬��Zi8·�åNOQ

主办券商履行的核查程序：获取并检查报告期内政府补助文件，区分政府补

助类型；检查收到政府补助的相关会计处理及银行流水、重新测算递延收益的摊

销金额，分析公司核算及列报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复核政府补助

在各期净利润中的占比情况，结合公司报告期的盈利情况，分析报告期收到及确

认的政府补助对公司是否具有重大影响，是否影响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分析政府

补助的性质及获取条件，结合目前相关政策，分析政府补助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 

2020 年度收到的政府补助情况： 

补助项目 2020 年收到的

政府补助 

与资产相关

/与收益相
关 

计入当期损

益的金额 
列报科目/使

用情况 

是否计

入非经

常性损

益 

杨凌生产基地制剂项目补贴  与资产相关 1,581,791.40 递延收益/其
他收益 是 

产值增速奖励 924,000.00 与收益相关 924,000.00 其他收益 是 
2018 年度“三次创业”系列优

惠政策补贴资金 800,000.00 与收益相关 800,000.00 其他收益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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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西安市规上企业研发

奖补工程项目 570,000.00 与收益相关 570,000.00 其他收益 是 

“右旋糖酐40智能生产”项目  与资产相关 330,000.00 递延收益/其
他收益 是 

企业表彰大会奖励--先进制

造业优秀企业 300,000.00 与收益相关 300,000.00 其他收益 是 

西安市关于支持企业研发经

费投入补助奖励办法（试行） 164,000.00 与收益相关 164,000.00 其他收益 是 

低氮锅炉改造工程补贴  与资产相关 60,000.00 递延收益/其
他收益 是 

硬科技明星企业奖励（比亚

迪汽车）-2018  与资产相关 51,800.00 递延收益/其
他收益 是 

2019年外经贸发展专项资金

开拓国际市场项目资金 50,000.00 与收益相关 50,000.00 其他收益 是 

高质量发展明星企业奖励

（比亚迪汽车）-2019 
 与资产相关 47,450.00 递延收益/其

他收益 是 

杨凌示范区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中小微企业吸纳 2020
年应届高校毕业生一次性就

业补贴 

17,000.00 与收益相关 17,000.00 其他收益 是 

疫情就业补贴 14,000.00 与收益相关 14,000.00 其他收益 是 
示范区本级一次性见习留用

补贴 4,000.00 与收益相关 4,000.00 其他收益 是 

合计 2,843,000.00 —— 4,914,041.40  —— 
 

2019 年度收到的政府补助情况： 

补助项目 2019 年收到

的政府补助 
与资产相关/
与收益相关 

计入当期损

益的金额 
列报科目/使

用情况 

是否计入

非经常性

损益 
杨凌生产基地制剂项

目补贴   与资产相关 1,581,791.40 递延收益/其
他收益 是 

“右旋糖酐 40 智能生

产”项目   与资产相关 330,000.00 递延收益/其
他收益 是 

低氮锅炉改造工程补

贴 420,000.00 与资产相关   递延收益 是 

硬科技明星企业奖励

（比亚迪汽车）-2018   与资产相关 51,800.00 递延收益/其
他收益 是 

高质量发展明星企业

奖励（比亚迪汽车）
-2019 

189,800.00 与资产相关 3,954.17 递延收益/其
他收益 是 

高质量发展明星企业 300,000.00 与收益相关 300,000.00 其他收益 是 
西安市关于支持企业

研发经费投入补助奖

励办法（试行） 
246,000.00 与收益相关 246,000.00 其他收益 是 

合计 1,155,800.00 —— 2,513,545.57   —— 
 

2019 年度、2020 年度公司取得的政府补助金额分别为 2,513,545.57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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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14,041.40 元，计入损益的政府补助金额占当期净利润的比例分别为 6.98%、

20.60%，均未超过 50.00%，未对公司盈利情况产生重大影响，因此公司经营业

绩对政府补助不存在依赖，政府补助不影响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 

公司报告期内收到或确认的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主要为杨凌生产基地制

剂项目专项补助、“右旋糖酐 40 智能生产”项目补助、锅炉改造专项资金及补助

车辆等；收到的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主要为西安市工业产值增速奖励、研发经

费投入补助、开拓国际市场项目补助及吸纳应届生补贴等。其中工业产值与产能

和市场需求直接相关，研发补助与公司研发投入和研发成果相关，开拓国际市场

与公司对外销售情况等相关。由于公司获得的各类政府补助与宏观经济政策、当

地财政政策和政府扶持力度等息息相关，尽管目前公司产能稳定、技术研发能力

强，每年投入较多研发支出，但未来研发进度及结果、经营情况等因政府政策调

整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因此导致相关政府补助仍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但是，

预计行业支持政策在短期内不会发生重大变化，在产业政策的支持以及公司销售

和研发规模保持稳定或增加的前提下，公司未来将持续根据相关政策积极提出申

请，仍有较大可能继续获得各项政府补助。 

因此，公司所取得的政府补助具有一定的可持续性，但可能受政府政策调整

等不确定性影响。 

经核查，主办券商认为，公司列示的各期收到和确认的政府补助金额、使用

情况真实完整，且已根据要求计入经常性损益；各期计入损益的政府补助金额占

同期净利润的比例均不高于 50%，公司经营业绩对政府补助不存在依赖，相关政

府补助不影响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公司取得的政府补助具有一定的可持续性，但

可能受政府政策调整等不确定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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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券商履行的核查程序：获取并检查报告期内政府补助文件及公司银行流

水，区分政府补助类型；检查收到政府补助的相关会计处理及银行流水、重新测

算递延收益的摊销金额，分析公司核算及列报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将收到的各项政府补助进行

分类核算：将所取得的用于购建或以其他方式形成长期资产的政府补助界定为与

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其余政府补助界定为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确认为递延收益，并在相关资产的使用寿命内按照

合理、系统的方法分期计入当期损益。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用于补偿以后期

间的相关成本费用或损失的，确认为递延收益，并在确认相关成本费用或损失的

期间计入当期损益；用于补偿已经发生的相关成本费用或损失的，直接计入当期

损益。 

同时包含与资产相关部分和与收益相关部分的政府补助，区分不同部分分别

进行会计处理；难以区分的，将其整体归类为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与公司日常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按照经济业务的实质，计入其他收益或冲

减相关成本费用；与日常活动无关的政府补助，计入营业外收支。 

公司报告期取得的政府补助已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的

要求分类计入相关科目核算并按要求列报。 

经核查，主办券商认为，公司披露的各期收到和确认的政府补助金额准确完

整，核算和列报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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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券商履行的核查程序：获取并检查报告期内政府补助文件，区分政府补

助类型；检查收到政府补助的相关会计处理、银行流水及相关补助车辆的行驶证、

发票等，分析政府补助的真实性；根据政府补助的性质及获取条件，结合目前相

关政策，分析政府补助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 

根据政府出具的补助文件，公司的银行流水及相关车辆行驶证等资料，公司

报告期内收到或确认的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主要为杨凌生产基地制剂项目专

项补助、“右旋糖酐 40智能生产”项目补助、锅炉改造专项资金及补助车辆等；收

到的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主要为西安市工业产值增速奖励、研发经费投入补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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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拓国际市场项目补助及吸纳应届生补贴等。其中工业产值与产能和市场需求直

接相关，研发补助与公司研发投入和研发成果相关，开拓国际市场与公司对外销

售情况等相关。由于公司获得的各类政府补助与宏观经济政策、当地财政政策和

政府扶持力度等息息相关，尽管目前公司产能稳定、技术研发能力强，每年投入

较多研发支出，但未来研发进度及结果、经营情况等因政府政策调整具有一定的

不确定性，因此导致相关政府补助仍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但是，预计行业支持

政策在短期内不会发生重大变化，在产业政策的支持以及公司销售和研发规模保

持稳定或增加的前提下，公司未来将持续根据相关政策积极提出申请，仍有较大

可能继续获得各项政府补助。 

因此，公司所取得的政府补助具有一定的可持续性，但可能受政府政策调整

等不确定性影响。 

经核查，主办券商认为，公司列示的各期收到和确认的政府补助金额真实完

整，具有一定的可持续性，但可能受政府政策调整等不确定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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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券商履行的核查程序：查阅《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

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文件，结合公司政府补助的类型，其他损益科目中相

关收益或支出的性质，判断是否属于非经常性损益；检查公司非经常性损益的列

报情况，分析是否符合前述文件的规定。 

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

中非经常性损益的定义及项目，公司非经常性损益明细情况如下： 

单位：元 
项    目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非流动性资产处置损益 -270,711.40 -705,816.72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的税收返

还、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企业正常经营业

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

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4,973,587.78 2,513,545.57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1,285,898.16  



 356 / 418 

项    目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本集团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

成本小于取得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

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

资产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

分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年初至合并日

的当期净损益   

与本集团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

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

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

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

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

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和其他债权投资

取得的投资收益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合同资产减值准

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

公允价值变动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益

进行一次性调整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4,204.68 2,250.32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小计 5,992,979.22  1,809,979.17  

减：所得税影响额 927,181.47   275,996.88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合计 5,065,797.75 1,533,982.29 

公司非经常性损益主要包括：处置固定资产取得的损益、收到或确认的与资

产相关和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及个税手续费返还、收到的丽晶实业支付的借款

利息及其他营业外收支金额。 

公司发生的上述事项中，包括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直接关系的事项，以及



 357 / 418 

虽与正常经营业务相关，但由于其性质特殊和偶发性的事项，公司遵循谨慎性原

则，统一计入非经常性损益。 

经核查，主办券商认为，公司非经常性损益的列报真实、准确、完整，符合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的相关规

定。 

3、核查结论 

经核查，主办券商和会计师认为，公司列示的各期收到和确认的政府补助金

额、使用情况真实完整，且已根据要求计入经常性损益；各期计入损益的政府补

助金额占同期净利润的比例均不高于 50%，公司经营业绩对政府补助不存在依赖，

相关政府补助不影响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公司取得的政府补助具有一定的可持续

性，但可能受政府政策调整等不确定性影响。公司披露的各期收到和确认的政府

补助金额准确完整，核算和列报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公司列示的各期

收到和确认的政府补助金额真实完整，具有一定的可持续性，但可能受政府政策

调整等不确定性影响。公司非经常性损益的列报真实、准确、完整，符合《公开

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的相关规定。 

4、需补充披露的内容 

详见公司回复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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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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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已在公开转让说明书“第四节 公司财务”之“六、报告期内各期末主

要资产情况及重大变动分析”之“（五）应收账款”之“7.其他事项”部分补充

披露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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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券商回复】 

1、尽调过程及事实依据 

序号 尽调过程 事实依据 

1 查阅审计报告 审计报告 

2 获取主要客户信用政策以及对超出信用政策

的大额应收账款的分析 主要客户信用政策 

3 对比分析公司与同行业其他公司应收账款坏

账准备计提政策、坏账准备计提比例 
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政策列表、坏

账准备计提比例表 

4 对比分析应收账款周转率同行业比较及差异

说明 应收账款周转率差异说明 

5 查阅应收账款的期后回收的凭证 记账凭证 

2、分析过程 

Q¹Wz{R¬��Zi8·�åNOQ

主办券商执行的核查程序： 

查阅了公司信用政策，了解挂账 1 年以上款项的原因及应收账款期后收回情

况，结合报告期主营业务收入的变动情况，分析应收账款余额较高是否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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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同行业上市公司应收账款余额，分析是否存在较大差异及原因；分析公司提

高应收账款周转率的相关措施是否合理。 

信用政策：公司对经销商的信用政策为“先款后货”，对少部分信誉较好、

销售金额较大的经销商给予一定的信用额度；对配送商的信用政策为赊销，赊销

期限一般为 6个月内。 

信用期外的应收账款余额：截止至 2020 年末，公司应收账款余额中账龄在 1

年以上的金额合计为 3,159,774.26元，占应收账款余额的比例为 5.05%。 

同行业公司应收账款余额中账龄在 1 年以上余额占比如下： 

公司 账龄在 1年以上余额占比 

科伦药业（002422） 11.78% 

赛升药业（300485） 10.49% 

海辰药业（300584） 0.17% 

辰欣药业（603367） 6.17% 

哈三联（002900） 23.03% 

天泉药业（872952） 20.36% 

鹏海制药（870773） 52.74% 

本公司 5.05% 

 公司应收账款余额中账龄 1 年以上占比与同行业可比公司相比，除高于海

辰药业外均低于其他可比公司，公司应收账款余额中账龄 1 年以上占比较低，且

公司客户信誉良好，发生坏账的风险较低，不存在重大坏账风险。 

结算方式：公司与客户均采用银行转账的方式结算。 

收入变动：2020 年末、2019 年末，公司应收账款余额分别为 62,562,779.75

元、64,109,437.26 元，对应各期收入分别为 558,783,333.13 元、667,333,652.54

元，以应收账款平均余额计算的应收账款占营业收入的比重分别为 11.20%、9.61%，

即公司应收账款平均余额与营业收入的比例保持相对稳定。 

公司应收账款平均余额与营业收入的比重与同行业可比公司比较如下： 

公司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科伦药业（002422） 38.01% 35.28% 
赛升药业（300485） 13.50% 17.64% 
海辰药业（300584） 13.31% 9.81% 
辰欣药业（603367） 16.01% 14.39% 
哈三联（002900） 14.68% 10.36% 
天泉药业（872952） 10.26% 7.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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鹏海制药（870773） 256.32% 71.84% 
申请挂牌公司 11.20% 9.61% 

报告期内，公司应收账款平均余额占营业收入比重与同行业可比公司相比较

低，除鹏海制药（870773）2020 年度财务报表被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其数据不予考虑外，公司应收账

款平均余额占营业收入比重与其他可比公司相比无较大差异，应收账款规模处于

合理水平。 

应对措施及有效性：公司为降低应收账款规模，提高应收账款周转率，公司

将着重对潜在客户资质进行考察，从源头避免发生坏账损失；加强对应收账款的

管理，对不同客户根据其规模、信誉等给予不同的信用期，加强对到期款项的催

收等措施来提高应收账款周转率。 

经核查，主办券商认为，公司应收账款余额较高具有合理性，与公司销售情

况与信用政策相匹配；公司应收账款余额水平与同行业上市公司相比不存在重大

差异；公司为提高应收账款周转率制定的措施合理，符合公司实际情况。 

QÓWz{23ïo-¯¡ßßÅo¯��Z¿Àáhïo-¯�»o�ÿ

!Ziæºïo-¯ßÅo¯��z{o¯9y~½Z¿ÀáhqÆåxo¯9

�äZïo-¯&4ÝØ¿Àªºv'�[Zi8·�åNOQ

公司应收账款期后收款情况如下： 

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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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21 年 5 月 20 日，公司 2020 年末应收账款已通过银行存款和银行承兑

汇票的方式共回款 48,194,610.61 的元，期后回款比例为 77.03%，回款情况良好。

剩余 14,368,169.14元，公司正在积极催收。 

本公司对经销商的销售政策为“先款后货”，对少部分信誉较好、销售金额较

大的经销商给予一定的信用额度；对配送商的销售政策为“先货后款”，赊销期限

一般为 6个月内。由于报告期配送商销售比例较高，2019 年度和 2020 年度配送

商销售比例分别为 89.70%、88.32%，因此公司应收账款余额较高具有合理性，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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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和行业特点，不存在提前确认收入的情形。 

主办券商执行的程序： 

检查了公司应收账款的期后回款银行流水，对销售收入执行了截止性测试，

对比了公司与同行业上市公司的应收账款余额水平，分析应收账款余额的合理性。 

经核查，主办券商认为，公司应收账款余额合理，与公司销售情况与信用政

策相匹配，符合行业特点；应收账款期后回款情况良好，不存在提前确认收入的

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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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公司应收款项坏账准备的确认标准和计提方法： 

财政部于 2017 年颁布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

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 23 号——金融资产转移》、《企业会计准则第 24 

号——套期会计》及《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以下统称：“新

金融工具准则”），公司从 2019 年 1 月 1 日起对财务报表进行了相应的调整。 

1、减值准备的确认方法 

公司以预期信用损失为基础，对上述各项目按照其适用的预期信用损失计量

方法（一般方法或简化方法）计提减值准备并确认信用减值损失。 

信用损失，是指公司按照原实际利率折现的、根据合同应收的所有合同现金

流量与预期收取的所有现金流量之间的差额，即全部现金短缺的现值。其中，对

于购买或源生的已发生信用减值的金融资产，公司按照该金融资产经信用调整的

实际利率折现。 

预期信用损失计量的一般方法是指，公司在每个资产负债表日评估金融资产

（含部分财务担保合同等其他适用项目，下同）的信用风险自初始确认后是否已

经显著增加，如果信用风险自初始确认后已显著增加，公司按照相当于整个存续

期内预期信用损失的金额计量损失准备；如果信用风险自初始确认后未显著增加，

公司按照相当于未来 12 个月内预期信用损失的金额计量损失准备。公司在评估

预期信用损失时，考虑所有合理且有依据的信息，包括前瞻性信息。 

对于在资产负债表日具有较低信用风险的金融工具，公司不选择简化处理方

法，依据其信用风险自初始确认后是否已显著增加，而采用未来 12 月内或者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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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存续期内预期信用损失金额为基础计量损失准备。 

2、各类金融资产信用损失的确定方法 

（1）应收票据 

公司对于应收票据按照相当于整个存续期内的预期信用损失金额计量损失

准备。基于应收票据的信用风险特征，将其划分为不同组合： 
项  目 确定组合的依据 

银行承兑汇票 承兑人为信用风险较小的银行 
商业承兑汇票 根据承兑人的信用风险划分，应与“应收账款”组合划分相同 

（2）应收账款 

对于不含重大融资成分的应收款项，公司按照相当于整个存续期内的预期信

用损失金额计量损失准备。 

对于包含重大融资成分的应收款项和租赁应收款，公司不选择简化处理方法，

依据其信用风险自初始确认后是否已经显著增加，而采用未来 12 个月内或者整

个存续期内预期信用损失的金额计量损失准备。 

除了单项评估信用风险的应收账款外，基于其信用风险特征，将其划分为不

同组合： 
项  目 确定组合的依据 

账龄组合 本组合以应收款项的账龄作为信用风险特征 

报告期内起按照新的金融工具准则对应收账款坏账计提进行了测算，由于公

司应收账款回收情况良好，应收账款账龄大部分处于一年以内，按照预期信用损

失计算的信用损失远远小于原按照历史损失率计算的坏账准备，公司出于谨慎性

考虑，仍采用原历史损失率计提坏账准备。坏账准备计算比例如下： 

账   龄 应收账款计提比例（%） 

1 年以内（含 1 年，下同） 5 
1-2 年 10 
2-3 年 30 
3-4 年 50 
4-5 年 80 
5 年以上 100 

报告期公司应收账款坏账计提情况与同行业上市公司对比如下： 

企业名称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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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收账款账面余额

(元) 
坏账准备 

(元) 
计提比

例 
应收账款账面

余额(元) 
坏账准备 
(元) 

计提

比例 

科伦药

业（002422） 5,859,089,760.00 179,994,116.00 3.07% 6,657,045,667.00 176,386,940.00 2.65% 

赛升药业

（300485） 132,299,288.20 17,087,622.49 12.92% 163,048,225.55 9,191,114.59 5.64% 

海辰药业

（300584） 90,976,346.35 4,556,717.47 5.01% 97,006,367.56 4,854,877.93 5.00% 

辰欣药业

（603367） 533,541,533.16 34,639,720.91 6.49% 643,248,373.47 38,369,259.86 5.96% 

哈三联

（002900） 176,086,463.80 21,000,365.93 11.93% 217,062,826.97 17,233,331.97 7.94% 

天泉药业

（872952） 22,298,422.44 4,280,418.47 19.20% 34,955,092.50 2,421,831.56 6.93% 

平均  1,135,715,302.33   43,593,160.21  3.84%  1,302,061,092.18   41,409,559.32  3.18% 
申请挂牌 
公司 62,562,779.75 3,441,414.30 5.50% 64,109,437.26 3,285,800.15 5.13% 

由上表可知，公司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比例与同行业上市公司相比不存在

重大差异。 

经核查，主办券商认为，公司应收账款坏账计提政策符合公司实际情况，坏

账准备已充分计提。 

3、核查结论 

经核查，主办券商和会计师认为，公司应收账款余额较高具有合理性，与公

司销售情况与信用政策相匹配；公司应收账款余额水平与同行业上市公司相比不

存在重大差异；公司为提高应收账款周转率制定的措施合理，符合公司实际情况。

公司应收账款余额合理，与公司销售情况与信用政策相匹配，符合行业特点；应

收账款期后回款情况良好，不存在提前确认收入的情形。公司应收账款坏账计提

政策符合公司实际情况，坏账准备已充分计提。 

4、需补充披露的内容 

详见公司回复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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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回复】 

F23ÝÞúû23¾÷23��¡�5ý¾q[���Q

公司已在《公开转让说明书》中“第二节公司业务”之“三、与业务相关的

关键资源要素” 之“（六）公司员工及核心技术人员情况”之“1、员工情况”

部分补充披露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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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券商回复】 

1、尽调过程及事实依据 

序号 尽调过程 事实依据 

1 查看《公司法》、《会计法》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股票挂牌条件适用基本标准指引》等相关规定 
 法规文件 

2 查看公司组织架构中财务人员的设置情况  公司组织架构图 

3 查看公司与财务人员签订的劳动合同  劳动合同 

4 查看财务负责人工作简历及相关证书  简历及证书 

2、分析过程 

Q¹WæºÁÂ~�z{23¾÷23��¡�5ý¿Àªº:23»P9

XYZ��q[äý¿Àªº:km»P9XYZ¿ÀfM23ÁÂì'ÃX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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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设有财务部，具体职责为：（1）筹集资金和有效使用资金，监督资金

正常运行，维护资金安全，努力提高公司经济效益；（2）做好财务管理基础工

作，建立健全财务管理制度，认真做好财务收支的计划、控制、核算、分析和考

核工作；（3）加强财务核算的管理，以提高会计资讯的及时性和准确性；（4）

监督公司财产的购建、保管和使用，配合行政人事部定期进行财产清查；（5）

按期编制各类会计报表和财务说明书，做好分析、考核工作。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财务人员共十二名，为郭轩鸣、高静、王晓莉、刘艳、

张云云、曹晖、邓姣、付艺伟、李佳丽、高苗苗、李立存、师丽娟。郭轩鸣为主

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及会计机构负责人，高静为财务经理，王晓莉为财务副经理，

刘艳、张云云、曹晖为会计主管，邓姣、付艺伟、李佳丽、高苗苗会计，李立存

为出纳，师丽娟为统计员。郭轩鸣职业经历见本公开转让说明书第一节 基本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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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之“五、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高静 2000 年毕业于西安交通大

学会计学专业，毕业至今一直从事会计工作，具备财务管理岗位所需的专业能力；

王晓莉 2001 年毕业于西北大学金融学专业，毕业至今一直从事会计工作，具备

财务管理岗位所需的专业能力；刘艳 2006 年毕业于西安财经大学会计学专业，

毕业至今一直从事会计工作，具备会计主管岗位所需的专业能力；张云云 2013

年毕业于西安交通大学城市学院会计学专业，毕业至今一直从事会计工作，具备

会计主管岗位所需的专业能力；曹晖 2010 年毕业于西安财经大学会计学专业，

毕业至今一直从事会计工作，具备会计主管岗位所需的专业能力；邓姣 2013 年

毕业于陕西科技大学会计学专业，毕业至今一直从事会计工作，具备会计岗位所

需的专业能力；付艺伟 2020 年毕业于西安建筑科技大学会计学专业，毕业至今

一直从事会计工作，具备会计岗位所需的专业能力；李佳丽 2007 年毕业于西安

外国语大学英语专业，毕业至今一直从事会计工作，具备会计岗位所需的专业能

力；高苗苗 2014 年毕业于陕西财经职业技术学院财务管理专业，毕业至今一直

从事会计工作，具备会计岗位所需的专业能力；李立存 2013 年毕业于陕西工业

职业技术学院会计电算化专业，毕业至今一直从事会计工作，具备出纳岗位所需

的专业能力；师丽娟 2015 年毕业于西安翻译学院财务管理专业，毕业至今一直

从事会计工作，具备财务统计岗位所需的专业能力。 

公司财务岗位设置合理，所聘用人员具备相应的财务专业知识及工作经验，

能够胜任各自岗位工作，能够满足财务核算的需要。 

经核查，公司建立了正规健全的会计核算体系，主要运用财务软件进行日常

会计的核算，能够按照国家统一的会计准则规定设置账簿；公司拥有专职的财务

人员，财务人员素质较好，相关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运用恰当，会计人员对财务

软件的操作运用熟练，会计档案专人管理，财务报表能如实反映公司财务状况、

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公司制定了完善的财务管理制度以及各项内部控制制度，

独立进行会计核算和财务决策，财务报表按照中国《企业会计准则》 编制。公

司财务管理制度及各项内部控制制度执行良好且有效。 

综上，公司的财务部门设立和财务人员配备独立、规范。符合《会计法》的

要求，满足公司经营管理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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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查阅《会计法》，第三十八条规定：会计人员应当具备从事会计工作所需

要的专业能力。担任单位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的，应当具备会计师

以上专业技术职务资格或者从事会计工作三年以上经历。本法所称会计人员的范

围由国务院财政部门规定。 

经查阅《会计基础工作规范》，具体条款规定如下： 

第六条 各单位应当根据会计业务的需要设置会计机构；不具备单独设置会

计机构条件的，应当在有关机构中配备专职会计人员。 

第七条 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应当具备下列基本条件： 

（一）坚持原则，廉洁奉公； 

（二）具备会计师以上专业技术职务资格或者从事会计工作不少于三年； 

（三）熟悉国家财经法律、法规、规章和方针、政策，掌握本行业业务管理

的有关知识； 

（四）有较强的组织能力； 

（五）身体状况能够适应本职工作的要求。 

第十一条 各单位应当根据会计业务需要设置会计工作岗位。 

会计工作岗位一般可分为：会计机构负责人或者会计主管人员，出纳，财产

物资核算，工资核算，成本费用核算，财务成果核算，资金核算，往来结算，总

账报表，稽核，档案管理等。开展会计电算化和管理会计的单位，可以根据需要

设置相应工作岗位，也可以与其他工作岗位相结合。 

第十二条 会计工作岗位，可以一人一岗、一人多岗或者一岗多人。但出纳

人员不得兼管稽核、会计档案保管和收入、费用、债权债务账目的登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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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挂牌条件适用基本标准指引》的有关

规定，公司应设有独立财务部门进行独立的财务会计核算。 

公司财务负责人郭轩鸣，1998年 7月至 2004年 1月，任海南秦盛药业有限

公司财务经理；2004年 1月至 2011年 4月，历任西安万隆制药有限责任公司业

务经理、财务总监、副总经理；2011年 4月起历任西安万隆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副总经理、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2011年 8月至今任西安万隆制药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财务总监。郭轩鸣具有多年的企业财务管理的经验。 

综上，公司财务负责人具备相关规定的任职条件、符合《全国中小企业股份

转让系统股票挂牌条件适用基本标准指引》的相关规定。 

3、核查结论 

经核查，主办券商和会计师认为，公司的财务部门设立和财务人员配备独立、

规范。符合《会计法》的要求，满足公司经营管理需要。公司财务负责人具备相

关规定的任职条件、符合《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挂牌条件适用基本标

准指引》的相关规定。 

4、需补充披露的内容 

详见公司回复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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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回复】 



 370 / 418 

Q¹W�lJ�A7&'ºi9�µ��e3X½e,v94$eYZÕ4e

íÜÌ5ekm¾Á�è'ZoóÅp23'�¾ÁÂ9�µLMZi��oó

Ü¯932��eoó9kmè'øQ

公司已在公开转让说明书“第四节 公司财务”之“十三、公司控股子公司

或纳入合并报表的其他企业的基本情况”之“（一）恩慈制药”之“7、其他情

况”中补充披露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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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于 2010年 12月 10日支付了股权转让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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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已在公开转让说明书“第四节 公司财务”之“十三、公司控股子公司

或纳入合并报表的其他企业的基本情况”之“（一）恩慈制药”之“7、其他情

况”中补充披露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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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已在公开转让说明书“第四节 公司财务”之“十三、公司控股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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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纳入合并报表的其他企业的基本情况”之“（一）恩慈制药”之“7、其他情

况”中补充披露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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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券商回复】 

1、尽调过程及事实依据 

序号 尽调过程 事实依据 

1 查阅审计报告 审计报告 

2 查阅受让控股子公司相关决策性文件、股权

转让协议及支付凭证 股权转让协议 

3 查阅控股子公司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公

司章程、最近两年及一期的财务报表 营业执照、公司章程、财务报表 

2、分析过程 

Q¹Woó9íÜÌ5ZíÜ¿À2ÝZoó¿ÀáhÚÛ1ÆZ¿Àá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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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券商通过获取并检查了基准日恩慈制药的财务报表、陕西岳华德威评报

字（2010）第 310 号评估报告，查阅了 2010 年 11 月 18 日股东会纪要以及公司

支付股权转让款的银行流水，分析本次收购定价依据是否充分、定价是否公允等

方式，履行了核查程序。 

万隆制药收购恩慈制药股权时，以 2010 年 11 月 30 日为基准，聘请陕西岳

华德威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基准日恩慈制药的资产进行评估，并出具陕西岳华德

威评报字（2010）第 310 号评估报告，评估日账面净资产 8,761,332.78 元，评估

报告确认评估基准日恩慈制药 17,079,555.74元。本次收购在转让双方对该评估结

果确认的基础上完成。 

经核查，主办券商认为，收购价格经第三方评估确认公允价，收购价格低于

经评估的公允价，收购不存在利益输送，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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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共有两个全资子公司，恩慈制药报告期内子公司收入较小，主要是从中

国铁塔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市分公司取得的基站房租收入，费用发生主要是资产的

摊销等。历次审计过程中不存在大额审计调整，不存在财务核算不规范情形。 

英坤制药成立时间较短，目前仍处于前期筹备期，暂未开展实际业务，未发

生需财务核算事项，不存在核算不规范情形。 

《企业会计准则》中对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的主要规定： 

第十一条 购买方应当区别下列情况确定合并成本：一次交换交易实现的企

业合并，合并成本为购买方在购买日为取得对被购买方的控制权而付出的资产、

发生或承担的负债以及发行的权益性证券的公允价值。 

第十四条 被购买方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是指合并中取得的被购买方可

辨认资产的公允价值减去负债及或有负债公允价值后的余额。被购买方各项可辨

认资产、负债及或有负债，符合一定条件的，应当单独予以确认。 

第十五条 企业合并形成母子公司关系的，母公司应当设置备查簿，记录企

业合并中取得的子公司各项可辨认资产、负债及或有负债等在购买日的公允价值。

编制合并财务报表时，应当以购买日确定的各项可辨认资产、负债及或有负债的

公允价值为基础对子公司的财务报表进行调整。 

公司非同一控制下合并恩慈制药并形成母子关系，系一次交换交易实现的企

业合并，合并成本为购买方在购买日为取得对被购买方的控制权而付出的资产的

公允价值。公司出资 15,000,000.00元完成并购，该金额作为并购成本计入长期股

权投资。 

在合并报表时，将恩慈制药评估增值 8,318,222.96元（其中：固定资产

4,544,912.57元、无形资产评估增值 3,773,310.39元）调整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

符合《企业会计准则——企业合并》第 14/15条规定。 

综上，报告期内子公司恩慈制药和英坤制药不存在财务不规范的情形，公司

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会计核算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 

3、核查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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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核查，主办券商和会计师认为，收购价格经第三方评估确认公允价，收购

价格低于经评估的公允价，收购不存在利益输送，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形。

报告期内子公司恩慈制药和英坤制药不存在财务不规范的情形，公司非同一控制

下企业合并会计核算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 

4、需补充披露的内容 

详见公司回复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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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回复】 

公司已在公转书“第二节公司业务”之“四、公司主营业务相关情况”之“（五）

收付款方式”中补充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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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已在公转书“第四节公司财务”之“六、报告期内各期末主要资产情况

及重大变动分析”之“（一）货币资金”中补充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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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券商回复】 

1、尽调过程及事实依据 

序号 尽调过程 事实依据 

1 

执行了销售与收款业务循环测试，包括检查订单或合同审

批、产品出库审批、应收账款记录、销售回款记录等；采

购与付款循环测试，包括采购审批，验收入库，合同、入

库单、发票进行核对、付款审批记录等 

穿行测试程序 

2 访谈公司实际控制人、总经理、财务负责人、销售采购主

管，了解公司现金结算、个人卡结算、坐收坐支等情形 公司访谈记录 

3 检查公司的资金管理制度，对于财务人员的岗位分工、职

责权限是否明确合理 资金管理制度 

4 
对期末现金进行盘点，结合现金盘点情况倒扎至期末账面

余额，核查一致；进行了银行函证，对比了银行对账单余

额与函证金额。 

现金日记账、银行明细

账、银行对账单、银行回

函、公司会计凭证、收款

单、销售清单 

2、分析过程 

Q¹Wáh�Õæq¿À�23'���_v'k&�ªøQ

主办券商通过：1、访谈公司总经理、财务负责人、销售采购主管，了解公

司现金结算、个人卡结算、坐收坐支等情形。2、检查收入记账凭证、收款凭证、

银行流水及现金收款收据，比对现金收入、现金缴款单及银行流水，核查是否存

在现金坐支情况；3、检查采购记账凭证、发票、付款凭证、银行流水及现金付

款情况，核查是否存在现金支付采购的情况等方式，履行了核查程序。 

单位：元 

项目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现金收款 167,726.33 100.00 201,620.96 100.00 

合计 167,726.33 100.00 201,620.96 100.00 

报告期内，公司存在通过现金方式收款的情形。2020 年度、2019 年度公司

现金收款的金额分别为 167,726.33元、201,620.96元。主要系员工归还备用金、

处置废旧固定资产及收取施工单位水电费。员工归还备用金因行为发生频繁及单

次金额较小，故多采用现金收款方式。其中处置废旧固定资产及收取施工单位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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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费的金额较小，因受对公账户结算滞后、手续繁琐等影响，且不存在现金坐支

的情形，故采用现金收款方式。 

单位：元 

项目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现金付款 538,727.52 100.00 2,382,204.00 100.00 

合计 538,727.52 100.00 2,382,204.00 100.00 

报告期内，公司存在通过现金采购付款的情形。2020 年度、2019 年度公司

现金付款的金额分别为 538,727.52元、2,382,204.00元。主要系支付日常费用报

销、支付零星采购及退工程商保证金。因日常费用报销单笔金额较小，且在公司

《现金管理控制制度》规定的现金支付范围内，故存在少量现金付款；零星采购

主要是公司食堂零星采购食材，采购对象为食材供应的个体工商户，为了付款的

便捷性以及个体工商户的需求，出现少量现金付款；考虑到工程项目已完结且剩

余保证金金额较小，为了付款的时效性，故出现少量通过现金的方式将保证金退

还给工程商。 

综上，公司现金交易情况符合公司的实际业务情况。 

经核查，主办券商认为，公司存在现金结算情况，与其实际业务情况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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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券商通过：1、获取并查阅了公司资金管理内部控制制度；与公司高级

管理人员就公司资金管理内部控制设计、控制措施的执行情况进行访谈；2、检

查公司的资金管理制度，对于财务人员的岗位分工、职责权限是否明确合理、对

不相容岗位是否相互分离、是否有相应机制确保不同岗位之间相互监督、相互牵

制、以及对各项审批是否符合权限要求、内部凭证的生成是否符合规定等各个环

节予以了重点关注等方式，履行了核查程序。 

为了加强对公司资金的管控，公司制定了《现金管理控制制度》对现金收取

与支付范围、现金限额、现金收取与支出进行规定。公司已加强现金管理，建立

完善的付款审批制度，且严格执行《现金管理控制制度》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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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公司现金收款比例逐渐降低，且在公司建立健全了财务管理制度，

严格管控现金收支的基础上，未来公司现金收款的比例会进一步降低。公司现金

付款比例逐渐降低，为防止员工侵吞或挪用资金，公司严格执行钱财分管制度和

现金清查制度，现金出纳和会计记录工作分离，出纳工作由专人负责。 

公司已按照《企业内部控制应用指引》等相关内控制度要求健全完善内部控

制制度，相关内控制度设计合理、执行有效。 

经核查，主办券商认为，公司已按照《企业内部控制应用指引》等相关内控

制度要求健全完善内部控制制度，相关内控制度设计合理、执行有效。 

QÖWYZE¿Àd23;ÙEøQ

主办券商通过对公司股东、董监高进行访谈，并要求其填写调查表，了解公

司股东、董监高亲属关系、社会关系、投资以及兼职情况，对比公司客户及供应

商名单等方式，履行了核查程序。 

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现金交易的客户、供应商的基本信息，

并进行访谈，确认公司与现金交易的客户、供应商无关联关系。 

经核查，主办券商认为，现金交易的交易方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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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券商通过:1、获取公司现金日记账、银行日记账、银行对账单、收入明

细、销售合同台账、出库单、收款收据底联等资料，从账面追查至原始单据检查

现金收支的真实性，从原始单据追查至账面检查现金收支的完整性；2、执行了

销售与收款业务循环测试，包括检查订单或合同审批、产品出库审批、应收账款

记录、销售回款记录等；采购与付款循环测试，包括采购审批，验收入库，合同、

入库单、发票进行核对、付款审批记录等方式，履行了核查程序。 

经核查公司销售合同、收入记账凭证、运输明细表及对账单、收款凭证、银

行流水及现金收款收据、主要客户期后收款情况，公司报告期内收入数据真实、

准确、完整，不存在资金体外循环；经比对现金收入、现金缴款单及银行流水，

不存在现金坐支情形，不存在个人卡收款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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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核查公司采购合同、采购记账凭证、发票、签收单、付款凭证、银行流水、

现金付款情况、主要供应商期后付款情况，公司报告期内采购业务真实、准确、

完整，不存在资金体外循环。经比对现金支出、现金付款单及银行流水，不存在

现金坐支情形，不存在个人卡付款情形。 

经核查，主办券商认为，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数据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

资金体外循环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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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券商通过:1、访谈公司实际控制人、总经理、财务负责人、销售采购主

管，了解公司现金结算、个人卡结算、坐收坐支等情形；2、检查公司的资金管

理制度，对于财务人员的岗位分工、职责权限是否明确合理、对不相容岗位是否

相互分离、是否有相应机制确保不同岗位之间相互监督、相互牵制、以及对各项

审批是否符合权限要求、内部凭证的生成是否符合规定等各个环节予以了重点关

注；3、获取公司现金日记账、银行日记账、银行对账单、收入明细、销售合同

台账、出库单、收款收据底联等资料，从账面追查至原始单据检查现金收支的真

实性，从原始单据追查至账面检查现金收支的完整性；4、执行了销售与收款业

务循环测试，包括检查订单或合同审批、产品出库审批、应收账款记录、销售回

款记录等；采购与付款循环测试，包括采购审批，验收入库，合同、入库单、发

票进行核对、付款审批记录等方式，履行了核查程序。 

为减少现金交易，公司采取以下措施来进行改进： 

1、 公司制定了《现金管理控制制度》对现金收取与支付范围、现金限额、

现金收取与支出进行规定； 

2、公司严格执行钱财分管制度和现金清查制度，现金出纳和会计记录工作

分离，出纳工作由专人负责； 

3、对于日常费用报销、支付零星采购等业务推进银行卡结算业务，通过银

行转账的方式进行付款，减少使用现金交易的频率。 

经核查，主办券商认为，为减少现金交易的情况，公司对于日常费用报销、

支付零星采购等业务要求使用银行转账的方式付款，目前正在逐步规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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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券商通过:1、对期末现金进行盘点，结合现金盘点情况倒扎至期末账面

余额，核查一致；2、进行了银行函证，对比了银行对账单余额与函证金额等方

式，履行了核查程序。 

经核查公司的现金明细账和相关的凭证，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坐支的情形。 

经核查，主办券商认为，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坐支情形。 

3、核查结论 

经核查，主办券商和会计师认为，公司存在现金结算情况，与其实际业务情

况相符；公司已按照《企业内部控制应用指引》等相关内控制度要求健全完善内

部控制制度，相关内控制度设计合理、执行有效。公司已按照《企业内部控制应

用指引》等相关内控制度要求健全完善内部控制制度，相关内控制度设计合理、

执行有效。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数据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资金体外循环的情

况。为减少现金交易的情况，公司对于日常费用报销、支付零星采购等业务要求

使用银行转账的方式付款，目前正在逐步规范中。公司不存在坐支情形。  

4、需补充披露的内容 

详见公司回复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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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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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公司与陕西华氏医药有限公司发生的产品销售合同金额为

1,313.78万元，报告期内末已履行完毕。陕西华氏医药有限公司为报告期内前五

名客户重庆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通过重庆医药集团（天津）医药商业有限

公司间接控制的公司，公司与陕西华氏医药有限公司在报告期内发生的金额已按

会计准则分别列示于《公开转让说明书》2019年和 2020年的前五大客户重庆医

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所发生的金额中。 

陕西华氏医药有限公司与前五名客户重庆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控制

关系详见《公开转让说明书》“第二部分 公司业务”之“四、公司主营业务相

关的情况”之“（二）产品或服务的主要消费群体”之“1、报告期内前五名客

户情况”： 

“注 2：公司重庆医药集团（天津）医药商业有限公司的销售收入为合并披

露口径，主要来源于陕西华氏医药有限公司、辽宁卫生服务有限公司、重庆医药

集团陕西有限公司、重药控股山西康美徕医药有限公司等重庆医药集团（天津）

医药商业有限公司对外投资的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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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报告期内前五名供应商金额与重大业务合同存在披露差异，原因系公司

披露于《公开转让说明书》中的前五大供应商金额均为扣除相应增值税的税后金

额，而披露于重大采购合同中的金额为含增值税的税前金额。 

报告期内，公司与雷诺丽特恒迅包装科技（北京）有限公司发生的重大业务

合同金额 778.80万元为含税金额，扣除增值税的税后金额约为 658.19万元，增

值税抵扣前后不一致是导致披露存在差异的主要原因。 

报告期内，公司与陕西省华山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发生的《陕西省建设工程施

工业务合同》金额为 690.00 万元，以上金额为含增值税的税前金额，该合同签

订于 2019年 7月，完工于 2020年 6月。根据会计准则和账务处理，并按照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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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额降序列示供应商时，陕西省华山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未列入报告期前五名供

应商之列。 

报告期内，公司与广汉市玻璃制瓶有限公司发生的业务合同签订于 2018 年

12月，合同金额 665.00万为含税金额，扣除增值税的税后金额为 588.50万元，

因合同实际执行期限为 2019年 1月 1日至 2020年 12月 31日，因此在按照会计

准则和业务发生金额降序列示供应商时，广汉市玻璃制瓶有限公司未列入报告期

前五名供应商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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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查询工商登记信息，安徽晟泽医药有限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

人投资或控股），民营企业，成立于 2018年 2月 27日，法定代表人李新亮，注

册资本 3,300万，地址位于安徽省合肥市庐江县高新区移湖西路 9号华天城市产

业园内一号厂房 1室、2室第三层。经营范围：中成药、化学原料药、化学药制

剂、抗生素（在药品许可证有效期内经营）、化学原料（除危险品）、医疗器械

（一、二、三类）（在许可证有效期内经营）、保健用品、日用品、化妆品、洗

化用品、生化药品、消毒产品、生物制品、保健食品（在许可证有效期内经营）

销售；从事医药领域内的技术开发、咨询、转让、推广服务；医药学术推广；医

药市场调研；医药咨询；企业管理咨询服务、营销策划、市场调研、市场分析调

查服务；商务信息咨询服务；承办会务会展、展览展示服务；设计制作、代理、

发布国内各类广告；生物产品研究开发及技术服务；货物专用运输（冷藏保鲜）。

主要股东为陈颖、李丽颖。 

供应商安徽晟泽医药有限公司自 2018年 7月 1日至 2020年 6月 30日为绍

兴民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的经销商，主要向公司供应丙氨酰谷氨酰胺原料药。

2018年 6月及以前年度，公司直接向绍兴民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采购丙氨酰谷氨

酰胺原料药，之后由于绍兴民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调整市场策略，由其经销商安

徽晟泽医药有限公司代为销售丙氨酰谷氨酰胺原料药。根据安徽晟泽医药有限公

司提供的、由绍兴民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授权委托书》，安徽晟泽医药

有限公司受托销售其生产的丙氨酰谷氨酰胺原料药产品，授权期限自 2018 年 7

月 1日至 2020年 6月 30日。在安徽晟泽医药有限公司被授权期间，公司向绍兴

民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直接采购丙氨酰谷氨酰胺原料药的价格，与公司向其经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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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安徽晟泽医药有限公司采购的价格相同。上述原材料采购渠道的调整，为公司

被动接受行为，并非公司主动所为。 

自安徽晟泽医药有限公司取得经销授权之日，公司向安徽晟泽医药有限公司

采购绍兴民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丙氨酰谷氨酰胺原料药，2018年采购金额

共发生为 476.29万元，2019年发生金额为 792.58万元。授权到期日 2020年 6

月 30 日后，因安徽晟泽医药有限公司未取得绍兴民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的经销

授权，公司未再向安徽晟泽医药有限公司采购丙氨酰谷氨酰胺原料药。 

供应商安徽晟泽医药有限公司的主要股东、主要管理人员与公司主要股东、

董事、监事以及高级管理人员之间均不存在关联关系。公司向安徽晟泽医药有限

公司进行采购丙氨酰谷氨酰胺原料药，并非公司主动更换供应商的行为，而是绍

兴民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调整市场销售策略、导致公司被动向其经销商安徽晟泽

医药有限公司进行采购的行为。 

 

【主办券商回复】 

1、尽调过程及事实依据 

序号 尽调过程 事实依据 

1 访谈公司管理层、供应商安徽晟泽医药有限

公司 访谈记录 

2 查阅报告期内与供应商发生的重大业务合同 

重大业务合同中公司与雷诺丽特恒迅

包装科技（北京）有限公司、陕西省

华山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和广汉市玻璃

制瓶有限公司发生的业务合同 

3 
查阅安徽晟泽医药有限公司工商登记信息，

绍兴民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授权委

托书》 

企查查登记的工商信息、绍兴民生医

药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授权委托书》 

4 查阅公司出具的相关说明 情况说明 

2、分析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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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公司与陕西华氏医药有限公司发生的产品销售合同金额为

1,313.78万元，报告期内末已履行完毕。陕西华氏医药有限公司为报告期内前五

名客户重庆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通过重庆医药集团（天津）医药商业有限

公司间接控制的公司，公司与陕西华氏医药有限公司在报告期内发生的金额已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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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准则分别列示于《公开转让说明书》2019年和 2020年的前五大客户重庆医

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所发生的金额中。 

陕西华氏医药有限公司与前五名客户重庆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控制

关系详见《公开转让说明书》“第二部分 公司业务”之“四、公司主营业务相

关的情况”之“（二）产品或服务的主要消费群体”之“1、报告期内前五名客

户情况”： 

“注 2：公司重庆医药集团（天津）医药商业有限公司的销售收入为合并披

露口径，主要来源于陕西华氏医药有限公司、辽宁卫生服务有限公司、重庆医药

集团陕西有限公司、重药控股山西康美徕医药有限公司等重庆医药集团（天津）

医药商业有限公司对外投资的单位。” 

导致报告期内前五名供应商金额与重大业务合同存在披露差异，原因系公司

披露于《公开转让说明书》中的前五大供应商金额均为扣除相应增值税的税后金

额，而披露于重大采购合同中的金额为含增值税的税前金额。 

报告期内，公司与雷诺丽特恒迅包装科技（北京）有限公司发生的重大业务

合同金额 778.80 万元为含税金额，扣除增值税的税后金额约为 658.19 万元，增

值税抵扣前后不一致是导致披露存在差异的主要原因。 

报告期内，公司与陕西省华山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发生的《陕西省建设工程施

工业务合同》金额为 690.00 万元，以上金额为含增值税的税前金额，该合同签订

于 2019 年 7 月，完工于 2020 年 6 月。根据会计准则和账务处理，并按照业务发

生额降序列示供应商时，陕西省华山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未列入报告期前五名供应

商之列。 

报告期内，公司与广汉市玻璃制瓶有限公司发生的重大业务合同签订于 2018

年 12 月，合同金额 665.00 万为含税金额，扣除增值税的税后金额为 588.50 万元，

因合同实际执行期限为 2019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因此在按照会计

准则和业务发生金额降序列示供应商时，广汉市玻璃制瓶有限公司未列入报告期

前五名供应商之列。 

主办券商及律师通过查询工商登记信息，查阅公司会计账目，访谈公司管理

层等方式履行了核查程序。经核查，供应商安徽晟泽医药有限公司自 2018 年 7

月 1 日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为绍兴民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的经销商，主要向公司

供应丙氨酰谷氨酰胺原料药。2018 年 6 月及以前年度，公司直接向绍兴民生医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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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有限公司采购丙氨酰谷氨酰胺原料药，之后由于绍兴民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调整市场策略，由其经销商安徽晟泽医药有限公司代为销售丙氨酰谷氨酰胺原料

药。根据安徽晟泽医药有限公司提供的、由绍兴民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授

权委托书》，安徽晟泽医药有限公司受托销售其生产的丙氨酰谷氨酰胺原料药产

品，授权期限自 2018 年 7 月 1 日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在安徽晟泽医药有限公

司被授权期间，公司向绍兴民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直接采购丙氨酰谷氨酰胺原料

药的价格，与公司向其经销商安徽晟泽医药有限公司采购的价格相同。上述原材

料采购渠道的调整，为公司被动接受行为，并非公司主动所为。 

自安徽晟泽医药有限公司取得经销授权之日，公司向安徽晟泽医药有限公司

采购绍兴民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丙氨酰谷氨酰胺原料药，2018 年采购金额

共发生为 476.29 万元，2019 年发生金额为 792.58 万元。授权到期日 2020 年 6

月 30 日后，因安徽晟泽医药有限公司未取得绍兴民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的经销

授权，公司未再向安徽晟泽医药有限公司采购丙氨酰谷氨酰胺原料药。 

主办券商经访谈公司财务总监及副总经理，以及供应商安徽晟泽医药有限公

司，供应商安徽晟泽医药有限公司的主要股东、高管人员与公司主要股东、董事、

监事以及高级管理人员之间均不存在关联关系。公司向安徽晟泽医药有限公司进

行采购丙氨酰谷氨酰胺原料药，并非公司主动更换供应商的行为，而是绍兴民生

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调整市场销售策略、导致公司被动向其经销商安徽晟泽医药有

限公司进行采购的行为。 

综上所述，主办券商认为，报告期内公司前五名客户、供应商交易真实，信

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3、核查结论 

经核查，主办券商认为，报告期内公司前五名客户、供应商交易真实，信息

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4、需补充披露的内容 

详见公司回复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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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回复】 

公司经查询上市公司首次信息披露公告、定期报告，以及临时公告，报告期

内前五大客户中存在的上市公司——国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医药股份有限

公司、瑞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西柳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的公开披露信息

与公司本次申请文件披露内容一致，不存在差异。 

【主办券商回复】 

1、尽调过程及事实依据 

序号 尽调过程 事实依据 

1 
查阅前五大客户中上市公司的公开披露信

息，并与公开转让说明书披露的信息进行对

比 

上市公司首次信息披露公告、定期报

告，以及临时公告 

2、分析过程 

主办券商及律师经查询上市公司首次信息披露公告、定期报告，以及临时公

告，报告期内前五大客户中存在的上市公司——国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医

药股份有限公司、瑞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西柳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的公

开披露信息与公司本次申请文件披露内容一致，不存在差异。 

3、核查结论 

经核查，主办券商及律师认为，公司报告期内前五大客户中存在的上市公司

——国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瑞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广西柳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的公开披露信息与公司本次申请文件披露内容一

致，不存在差异。 

4、需补充披露的内容 

详见公司回复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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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回复】 

公司已按照《公司法》《企业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3 号》《非

上市公众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挂牌公司信息披露规则》等规定的要求披露

关联方及关联交易，不存在遗漏的关联方及关联交易。具体情况详见公开转让说

明书 第四节公司财务之“九、关联方、关联关系及关联交易”披露情况。 

【主办券商回复】 

1、尽调过程和事实依据 

序号 尽调过程 事实依据 

1 

查阅《公司法》、《企业会计准则》、《企业会

计准则解释第 13 号》、《非上市公众公司信息

披露管理办法》、《挂牌公司信息披露规则》等

法律法规及股转系统业务规则中关于关联方的

认定标准 

《公司法》、《企业会计准则》、

《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3 号》、

《非上市公众公司信息披露管理

办法》、《挂牌公司信息披露规

则》等法律法规及股转系统业务

规则 

2 

获取公司实际控制人、公司董监高人员调查表，

核查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声明及承诺书；

通过查阅《审计报告》、重大业务合同等确认公

司关联方及关联交易的范围 

公司实际控制人、公司董监高人

员调查表，核查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的声明及承诺书；《审

计报告》、重大业务合同 

3 
查阅公司工商档案，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

系统、“企查查”等第三方平台，确认公司是否

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关联方 
查询记录 

4 访谈了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以确认公司

关联交易披露的完整性；  访谈记录 

2、分析过程 

根据公司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基本情况调查表、工商档案及征

信报告等资料，并经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企查查检索公司股东、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企业或个人的征信报告，根据实质重于形式原则进行

分析及核查，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关联方。 

经主办券商核查公司账簿、凭证、公司重大业务合同、银行流水和审计报告

等资料，比对公司重大业务合同、凭证、银行流水中交易对手方名称与公司关联

方信息；经核查，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经常性关联交易；公司存在偶发性关联交

易，主要系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企业之间的交易，且主要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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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受益的关联交易，公司关联交易的披露全面、完整。 

3、结论意见 

通过执行上述程序，主办券商及会计师认为，公司关联方披露完整，报告期

内关联交易披露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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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回复】 

公司已在公开转让说明书“第一节 基本情况”之“四、公司股本形成情况”

之“（一）历史沿革”部分补充披露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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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券商回复】 

1、尽调过程及事实依据 

序号 尽调过程 事实依据 

1 查阅审计报告 审计报告 

2 查阅股权转让协议 股权转让协议 

3 按照股份支付测算股权转让对财务报表的影响 测算表 

4 查阅企业会计准则第 11 号-股份支付 企业会计准则法规 

2、分析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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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次股权转让基本情况 

2010 年 12 月 8 日，万隆有限股东会通过决议，同意吴梅花将其持有的万隆

有限 6.20%的出资共计 3,862,600.00 元分别将出资 3,738,000.00 元转让给马纳、

124,600.00 元转让给陈西勇。转让给外部投资者马纳的股权，经双方协商，每 1

元出资额转让价格定为 3.53 元；转让给公司高级管理人员陈西勇的股权，参考

2010 年 10 月 30 日公司未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每 1元出资额转让价格定为 1.77

元。 

2、本次股权转让的原因、定价依据 

公司实际控制人吴梅花向陈西勇转让所股权系对高级管理人员实施激励；马

纳与公司实际控制人系朋友关系，吴梅花向马纳转让股权系通过引入外部股东提

升公司的治理结构，同时马纳有意愿投资医药领域并看好公司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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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梅花向陈西勇转让所持公司部分股权参照 2010 年 10 月 31 日公司未经审

计的每股净资产定价，每 1元出资额转让价格定为 1.77元；吴梅花向马纳转让所

持公司部分股权，经双方协商认可。 

公司实际控制人转让给高级管理人陈西勇的股权构成股份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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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券商执行的程序：获取并检查了股权转让协议，重新测算了公司如果将

该事项作为股份支付对财务报表的影响。 

2010 年 12 月 11 日，北京昆吾九鼎医药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昆

吾九鼎）与公司签订增资协议，昆吾九鼎投资 30,000,000.00元，新增公司注册资

本 8,495,450.00元，每 1元出资额成本 3.53元。公允价值按照外部投资人入股价

值 3.53元应该合理。 

按照股份授予日公允价值计算，应确认股份支付金额如下： 

单位：元 

管理人员 受让出资额 支付总价款 每股成本 每股公允价值 
涉及股份支付 
金额 

陈西勇 124,600.00 220,000.00 1.77 3.53 220,000.00 

2011 年 3 月，公司前身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以有限公司 2010 年 12 月 31

日账面净资产为基础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变更前后各股东持股比例不变。

该股份支付事项在股份制改制之前完成，未确认股份支付仅对 2010 年度利润表

产生影响，对 2010 年 12 月 31 日之后的财务报表不产生影响。 

经核查，主办券商认为，公司实际控制人转让给高级管理人陈西勇的股价低

于公允价值，构成股份支付。由于上述事项发生于 2010 年 12 月股份制改制以前，

因此上述事项按照股份支付确认时仅对 2010 年度利润表产生影响，对 2010 年 12

月 31 日之后的财务报表不产生影响。 



 390 / 418 

3、核查结论 

经核查，主办券商和会计师认为，公司实际控制人转让给高级管理人陈西勇

的股价低于公允价值，构成股份支付。由于上述事项发生于 2010 年 12 月股份制

改制以前，因此上述事项按照股份支付确认时仅对 2010 年度利润表产生影响，

对 2010 年 12 月 31 日之后的财务报表不产生影响。 

4、需补充披露的内容 

详见公司回复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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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回复】 

自申报文件签署之日至申报审查期间，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

其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 

【主办券商回复】 

1、尽调过程及事实依据 

序号 尽调过程 事实依据 

1 

获取公司报告期后截止至 2021年 5月 21日

的现金、银行存款等科目的明细账、科目余

额表、记账凭证等资料，并将其与银行对账

单进行比对，检查公司与关联方的往来明细 

明细账 

2 
查验股份公司设立后所制定的内部管理制度

是否完备且相关制度是否切实执行 

《防范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

关联方资金占用管理制度》 

3 
查验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就避免对公

司的资金或其他资产的占用出具相关承诺 
承诺声明 

4 核查公司的开户清单及银行对账单 银行对账单 

获取公司报告期后的现金、银行存款等科目的明细账、科目余额表、记账凭 

证等资料，并将其与银行对账单进行比对，检查公司与关联方的往来明细；查验

所制定的内部管理制度是否完备且相关制度是否切实执行；查验公司控股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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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控制人就避免对公司的资金或其他资产的占用出具相关承诺；核查公司的开

户清单及银行对账单。 

2、分析过程 

1、核查程序和事实依据：（1）获取公司报告期后截止至 2021年 5月 21日

的现金、银行存款等科目的明细账、科目余额表、记账凭证等资料，并将其与银

行对账单进行比对，检查公司与关联方的往来明细；（2）查验股份公司设立后

所制定的内部管理制度是否完备且相关制度是否切实执行；（3）查验公司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就避免对公司的资金或其他资产的占用出具相关承诺；（4）

核查公司的开户清单及银行对账单。 

项目组核查了公司报告期后的现金、银行存款等科目的明细账、科目余额表、

记账凭证等资料，并将其与银行对账单进行比对，经核查，报告期后，公司不存

在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资产或其他资源的情况； 

为避免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的资金占用行为，公司制定了一系列防范控股

股东及关联方占用资金的内部制度，包括但不限于《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

事会议事规则》、《监事会议事规则》、《关联交易管理制度》、《对外担保管

理制度》、《防范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管理制度》等制

度。经核查，报告期后，未出现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资产或其他资源的情况，

公司治理机制健全。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出具了规范和减少关联交易声明承诺，承诺：

诚信和善意地履行作为股份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义务，尽量避免和

减少与股份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对于无法避免或有合理理由存在的关联交易，

将与股份公司依法签订规范的关联交易协议,并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及其他规

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等的有关规定履行批准程序；保证不利用关联交易非法转移

股份公司的资金、利润，不利用关联交易损害股份公司及非关联方的利益。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承诺，在公司股票进入全国股转系统挂牌后，确

保公司的人员、资产、财务、机构、业务等方面的相互独立，具体包括：确保公

司总经理、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等高级管理人员在公司专职工作，不在公司控

股股东控制的其他公司任职；确保公司与承诺人及承诺人的关联人之间产权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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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公司对所属资产拥有完整的所有权，确保公司资产的独立完整；确保公司

不存在资金、资产被承诺人及承诺人的关联方占用的情形；确保公司独立在银行

开户，不与承诺人及承诺人关联方共用一个银行账户。 

公司全体股东均出具了关于防范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的承诺，承诺不会通过

下列方式直接或间接地占用公司资金：（1）公司有偿或无偿地拆借公司的资金

给关联方使用；（2）公司通过银行或非银行金融机构向关联方提供委托贷款；

（3）公司委托关联方行投资活动；（4）公司为关联方开具没有真实交易背景的

商业承兑票；（5）公司代关联方偿还债务；（6）中国证监会、股转系统公司禁

止的其他占用方式。 

项目组核查了公司的开户清单及银行对账单，公司银行账户不存在与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或其关联方混用的情况，公司资金独立。 

3、核查结论 

经核查，主办券商和律师、会计师认为，申报时公开转让说明书签署日至申

报审查期间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资产或

其他资源的情况，公司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防范关联方占用公司资源（资金）的

内部控制制度，公司治理机制健全，资金、业务独立，符合挂牌条件。 

4、需补充披露的内容 

详见公司回复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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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券商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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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尽调过程和事实依据 

2021 年 5 月 15 日，公司召开 202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根据现行业务规

则审议通过了《公司章程》。主办券商查阅了公司现行《公司章程》，并与《公

司法》、《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章程必备条款》、《全国中小企

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治理规则》中有关公司章程的规定进行比对。 

2、分析过程 

①《公司章程》符合《公司法》的规定 

《公司法》第八十一条 《公司章程》对应条款 

（一）公司名称和住所； 第三条、第四条 

（二）公司经营范围； 第十二条 
（三）公司设立方式； 第十六条 
（四）公司股份总数、每金额和注册资本； 第十六条、第十七条 
（五）发起人的姓名或者称、认购股份数出资方式和时间； 第十六条 
（六）董事会的组成、职权和议规则； 第五章 第二节 
（七）公司法定代表人； 第七条 
（八）监事会的组成、职权和议事规则； 第七章 第二节 
（九）公司利润分配办法； 第一百七十五条 
（十）公司的解散事由与清算办法； 第十章 第二节 
（十一）公司的通知和公告办法； 及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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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公司章程》符合《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章程必备条款》的规

定 

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指引 第 3 号—章程必备条款 
《公司章程》

对应条款 
第二条：章程总则应当载明章程的法律效力，规定章程自生效之日起，即成

为规范公司的组织和行为、公司与股东、股东与股东之间权利义务关系的具

有约束力的法律文件，对公司、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具有法律

约束力。 第九条 
第三条：章程应当载明公司股票采用记名方式，并明确公司股票的登记存管

机构以及股东名册的管理规定。 
第十三条 

第四条：章程应当载明保障股东享有知情权、参与权、质询权和表决权的具

体安排。 

第二十八条、

第三十条、第

三十一条、第

三十二条、第

五十二条 
第五条：章程应当载明公司为防止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或者转移公司资金、

资产及其他资源的具体安排。 
第三十六条 

第六条：章程应当载明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的诚信义务。明确规定控

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得利用各种方式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控

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及章程规定，给公司及其他股东造

成损失的，应承担赔偿责任。 

第三十五条 

第七条：章程应当载明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重大事项的范围。章程应当载

明须经股东大会特别决议通过的重大事项的范围。公司还应当在章程中载明

重大担保事项的范围。 

第三十八、第

三十九条、第

七十六条 
第八条：章程应当载明董事会须对公司治理机制是否给所有的股东提供合适

的保护和平等权利，以及公司治理结构是否合理、有效等情况，进行讨论、

评估。 
第一百零五条 

第九条：章程应当载明公司依法披露定期报告和临时报告。 

第一百一十四

条、第一百五

十一条、第一

百六十三条 
第十条：章程应当载明公司信息披露负责机构及负责人。如公司设置董事会

秘书的，则应当由董事会秘书负责信息披露事务。 
第一百六十五

条 

第十一条：章程应当载明公司的利润分配制度。章程可以就现金分红的具体

条件和比例、未分配利润的使用原则等政策作出具体规定。 
第一百七十五

条 

第十二条：章程应当载明公司关于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的内容和方式。 

第一百六十六

条、第一百六

十七条、第一

百六十八条 
第十三条：股票不在依法设立的证券交易场所公开转让的公司应当在章程中

规定，公司股东应当以非公开方式协议转让股份，不得采取公开方式向社会

公众转让股份，并明确股东协议转让股份后，应当及时告知公司，同时在登

记存管机构办理登记过户。 

第二十三条、

第二十五条 



 395 / 418 

第十四条：公司章程应当载明公司、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

涉及章程规定的纠纷，应当先行通过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通过仲裁或诉

讼等方式解决。如选择仲裁方式的，应当指定明确具体的仲裁机构进行仲裁。 
第九条 

第十五条：公司股东大会选举董事、监事，如实行累积投票制的， 应当在

章程中对相关具体安排作出明确规定。公司如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应当在

章程中明确独立董事的权利义务、职责及履职程序。公司如实施关联股东、

董事回避制度，应当在章程中列明需要回避的事项。 

不适用 

 ③《公司章程》符合《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治理规则》的规

定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治理规则》 
《公司章程》

对应条款 

第六条：国有控股挂牌公司根据《公司法》和有关规定，结合企业股权结构、

经营管理等实际，把党建工作有关要求写入公司章程。 
不适用 

第七条：挂牌公司应当在公司章程中规定股东大会的职责，以及召集、召开

和表决等程序，规范股东大会运作机制。挂牌公司应当制定股东大会议事规

则，列入公司章程或者作为章程附件。 
第四章 

第八条：股东大会应当在《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的范围内行使职权，并

规定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授权原则，授权内容应当明确具体。股东大会不得

将其法定职权授予董事会行使。 

第三十八条、

六十七条 

第九条：挂牌公司应当严格依照法律法规、部门规章、业务规则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召开临时股东大会和年度股东大会，保证股东能够依法行使权利。年

度股东大会每年召开一次，应当在上一会计年度结束后的 6 个月内召开；临

时股东大会不定期召开，出现《公司法》规定应当召开临时股东大会情形的，

应当在 2 个月内召开。在上述期限内不能召开股东大会的，挂牌公司应当及

时告知主办券商，并披露公告说明原因。 

第四十二条 

第十条：挂牌公司董事会应当切实履行职责，在本规则第九条规定的期限内

按时召集股东大会。全体董事应当勤勉尽责，确保股东大会正常召开和依法

行使职权。监事会有权向董事会提议召开临时股东大会，并应当以书面形式

提出。董事会不同意召开，或者在收到提议后 10 日内未做出书面反馈的，

监事会应当自行召集和主持临时股东大会。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10%以上
股份的股东可以书面提议董事会召开临时股东大会；董事会不同意召开，或

者在收到提议后 10 日内未做出反馈的，上述股东可以书面提议监事会召开

临监事会或者股东依法自行召集股东大会的，挂牌公司董事会、信息披露事

务负责人应当予以配合，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第四十六条

至第四十九

条 

第十二条：召开股东大会应当按照相关规定将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和审议

的事项以公告的形式向全体股东发出通知。股东大会通知中应当列明会议时

间、地点，并确定股权登记日。股权登记日与会议日期之间的间隔不得多于 7 
个交易日，且应当晚于公告的披露时间。股权登记日一旦确定，不得变更。 

第五十四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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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条：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3%以上股份的股东可以在股东大会召开

10 日前提出临时提案并书面提交召集人；召集人应当在收到提案后 2 日内
发出股东大会补充通知，并将该临时提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除前款规定外，

在发出股东大会通知后，召集人不得修改或者増加新的提案。股东大会不得

对股东大会通知中未列明或者不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的提案进行表

决并作出决议。股东大会通知和补充通知中应当充分、完整地披露提案的具

体内容，以及为使股东对拟讨论事项做出合理判断所需的全部资料或解释。 

第五十二条 

第十四条：股东大会通知发出后，无正当理由不得延期或者取消，股东大会

通知中列明的提案不得取消。确需延期或者取消的，公司应当在股东大会原

定召开日前至少 2 个交易日公告，并详细说明原因。 

第五十三条、

五十六条 

第十五条：挂牌公司股东大会应当设置会场，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现场会

议时间、地点的选择应当便于股东参加。挂牌公司应当保证股东大会会议合

法、有效，为股东参加会议提供便利。股东大会应当给予每个提案合理的讨

论时间。精选层挂牌公司召开股东大会，应当提供网络投票方式。股东人数

超过 200 人的创新层、基础层挂牌公司，股东大会审议第二十六条规定的单

独计票事项的，应当提供网络投票方式。 

第四十四条 

第十六条：股东大会由董事长主持。董事长不能履行职务或者不履行职务时，

由副董事长主持；副董事长不能履行职务或者不履行职务时，由半数以上董

事共同推举一名董事主持。监事会自行召集的股东大会，由监事会主席主持。

监事会主席不能履行职务或者不履行职务时，由监事会副主席主持；监事会

副主席不能履行职务或不履行职务时，由半数以上监事共同推举一名监事主

持。股东依法自行召集的股东大会，由召集人推选代表主持。 

第六十六条 

第十七条：股东以其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行使表决权，所持每一股份享有一

表决权，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挂牌公司持有的本公司股份没有表决权，

且该部分股份不计入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挂牌公司控股子公

司不得取得该挂牌公司的股份。确因特殊原因持有股份的，应当在一年内依

法消除该情形。前述情形消除前，相关子公司不得行使所持股份对应的表决

权，且该部分股份不计入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第七十七条、

第八十三条 

第十八条：股东与股东大会拟审议事项有关联关系的，应当回避表决，其所

持有表决权的股份不计入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法律法规、部

门规章、业务规则另有规定和全体股东均为关联方的除外。 
第七十九条 

第二十三条：挂牌公司董事会、独立董事和符合有关条件的股东可以向公司

股东征集其在股东大会上的投票权。征集投票权应当向被征集人充分披露具

体投票意向等信息，且不得以有偿或者变相有偿的方式进行。设定不适当障

碍而损害股东的合法权益。 

第七十七条 

第二十四条：股东大会选举董事、监事时，应当充分反映中小股东意见。鼓

励挂牌公司股东大会在董事、监事选举中推行累积投票制。采用累积投票制

的挂牌公司应当在公司章程中规定具体实施办法。的，股东大会在董事、监

事选举中应当推行累积投票制。 

第八十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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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条：除累积投票制外，股东大会对所有提案应当逐项表决。对同一

事项有不同提案的，应当按照提案的时间顺序进行表决，股东在股东大会上

不得对同一事项不同的提案同时投同意票。除因不可抗力等特殊原因导致股

东大会中止或不能作出决议外，股东大会不得对提案进行搁置或不予表决。 

第八十一条 

第二十七条：股东大会会议记录由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负责。出席会议的董

事、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召集人或者其代表、会议主持人应当在会议记录

上签名，并保证会议记录真实、准确、完整。会议记录应当与现场出席股东

的签名册和代理出席的授权委托书、网络及其他方式有效表决资料一并保存。 

第七十一条、

七十二条 

第二十八条：公司章程中应当载明监事会或者股东依法自行召集股东大会产

生的必要费用由挂牌公司承担。 
第五十条  

第三十条：挂牌公司应当在公司章程中载明董事会的职责，以及董事会召集、

召开、表决等程序，规范董事会运作机制挂牌公司应当制定董事会议事规则，

报股东大会审批，并列入公司章程或者作为章程附件。 

第一百零七

条 

第三十一条：董事会的人数及人员构成应当符合法律法规、部门规章、业务

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要求。董事会成员应当具备履行职责所必需的知识、技能

和素质。鼓励挂牌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精选层挂牌公司应当设立两名以

上独立董事，其中一名应当为会计专业人士。独立董事的管理及任职资格等

事宜由全国股转公司另行规定。董事会可以根据需要设立审计、战略、提名、

薪酬与考核等相关专门委员会。专门委员会对董事会负责，依照公司章程和

董事会授权履行职责。专门委员会的组成、职责等应当在公司章程中规定。 

不适用 

第三十三条：授权的原则和具体内容。挂牌公司重大事项应当由董事会集体

决策，董事会不得将法定职权授予个别董事或者他人行使。 
第一百零四

条 

第三十四条：挂牌公司应当严格依照法律法规、部门规章、业务规则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召开董事会，规范董事会议事方式和决策程序。董事会每年度至

少召开两次会议，每次会议应当于会议召开 10 日前通知全体董事和监事；

董事会召开临时会议，应当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发出会议通知。董事会会议

议题应当事先拟定，并提供足够的决策材料。 

第一百一十

四条、第一百

一十七条 

第三十五条：董事与董事会会议决议事项有关联关系的，应当回避表决， 不
得对该项决议行使表决权，也不得代理其他董事行使表决权。该董事会会议

由过半数的无关联关系董事出席即可举行，董事会会议所作决议须经无关联

关系董事过半数通过。出席董事会的无关联关系董事人数不足三人的，应将

该事项提交挂牌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第一百一十

九条 

第三十七条：董事会会议记录应当真实、准确、完整。出席会议的董事、信

息披露事务负责人和记录人应当在会议记录上签名。董事会会议记录应当妥

善保存。 

第一百二十

四条 

第三十九条：挂牌公司应当在公司章程中载明监事会的职责，以及监事会召

集、召开、表决等程序，规范监事会运行机制。挂牌公司应当制定监事会议

事规则，报股东大会审批，并列入公司章程或者作为章程附件。 

第一百五十

二条 

第四十一条：监事会应当了解公司经营情况，检查公司财务，监督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履职的合法合规性，行使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职权，维护挂牌公

司及股东的合法权益。监事会可以独立聘请中介机构提供专业意见。 

第一百五十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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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三条：挂牌公司应当严格依照法律法规、部门规章、业务规则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召开监事会，规范监事会的议事方式和决策程序。监事会每六个

月至少召开一次会议，临时会议可以根据监事的提议召开。监事会应当按照

公司章程的规定发出会议通知。监事会会议议题应当事先拟定，并提供相应

的决策材料。 

第一百五十

一条、第一百

五十四条、第

一百零一条 

第四十五条：监事会会议记录应当真实、准确、完整。出席会议的监事、记

录人应当在会议记录上签名。监事会会议记录应当妥善保存。 
第一百五十

三条 

第四十六条：挂牌公司应当在公司章程中载明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

提名、选聘程序，规范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选聘行为。职工监事依照

法律法规、部门规章、业务规则和公司章程选举产生。挂牌公司董事、高级

管理人员不得兼任监事。 

第八十条，第

一百零四条 

第四十七条：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应当符合法律法

规、部门规章、业务规则和公司章程等规定。挂牌公司应当在公司章程中明

确，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担任挂牌公司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

（一）《公司法》规定不得担任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二）

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或者认定为不适当人选，期限尚未届满；

（三）被全国股转公司或者证券交易所采取认定其不适合担任公司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的纪律处分，期限尚未届满；（四）中国证监会和全国股

转公司规定的其他情形。财务负责人作为高级管理人员，除符合前款规定外，

还应当具备会计师以上专业技术职务资格，或者具有会计专业知识背景并从

事会计工作三年以上。 

第九十三条、

第一百二十

八条，第一百

四十条 

第五十一条：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辞职应当提交书面辞职报告，不得

通过辞职等方式规避其应当承担的职责。除下列情形外，董事、监事和高级

管理人员的辞职自辞职报告送达董事会或者监事会时生效：（一）董事、监

事辞职导致董事会、监事会成员低于法定最低人数；（二）职工代表监事辞

职导致职工代表监事人数少于监事会成员的三分之一；（三）董事会秘书辞

职未完成工作移交且相关公告未披露。在上述情形下，辞职报告应当在下任

董事、监事填补因其辞职产生的空缺， 或者董事会秘书完成工作移交且相关

公告披露后方能生效。在辞职报告尚未生效之前，拟辞职董事、监事或者董

事会秘书仍应当继续履行职责。发生上述情形的，公司应当在 2 个月内完成

董事、监事补选。 

第九十八条、

第一百三十

五条、第一百

四十三条 

第六十一条：监事可以列席董事会会议，并对董事会决议事项提出质询或者

建议。监事有权了解公司经营情况。挂牌公司应当采取措施保障监事的知情

权， 为事正常履行职责提供必要的协助，任何人不得干预、阻挠。监事履行

职责所需的有关费用由公司承担。 

第一百四十

六条 

第六十六条：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执行职务时违反法律法规和公司章

程，给挂牌公司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挂牌公司章程、股东

大会决议或者董事会决议等不得剥夺或者限制股东的法定权利。 

第一百零一

条、第一百三

十九条、第一

百四十七条 

第六十七条：股东依照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享有权利并承担义务。 

第二十八条、

三十三条、一

百六十五条，

一百六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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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 

第六十八条：挂牌公司应当建立与股东畅通有效的沟通渠道，保障股东对公

司重大事项的知情权、参与决策和监督等权利。挂牌公司申请股票终止挂牌

的，应当充分考虑股东的合法权益，并对异议股东作出合理安排。 
第二十八条 

第六十九条：挂牌公司应当制定利润分配制度，并可以对现金分红的具体条

件和比例、未分配利润的使用原则等作出具体规定，保障股东的分红权。精

选层挂牌公司应当根据实际情况在公司章程中明确一定比例的现金分红相对

于股票股利在利润分配方式中的优先顺序。 

第一百七十

四条 

第八十二条：挂牌公司应当根据法律法规、业务规则在公司章程中规定交易

事项提交股东大会的 审议标准，规范履行审议程序。挂牌公司的交易事项构

成重大资产重组的，应当按照《非上市公众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

有关规定履行审议程序。 

第四十条 

第九十二条：挂牌公司提供担保的，应当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符合以下情

形之一的，还应当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一）单笔担保额超过公司最近

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10%的担保；（二）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的对外担保总额，

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50%以后提供的任何担保；（三）为资产负

债率超过 70%的担保对象提供的担保；（四）按照担保金额连续 12 个月累

计计算原则，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 30%的担保；（五）中国证监

会、全国股转公司或者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担保。 

第三十九条 

第一百零三条：挂牌公司应当根据法律法规、部门规章、业务规则在公司章

程中规定关联交易的回避表决要求，规范履行审议程序。 

 第七十九

条、第一百一

十九条、第一

百五十九条 
第一百零九条：挂牌公司为关联方提供担保的，应当具备合理的商业逻辑， 在
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挂牌公司为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

联方提供担保的，应当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挂牌公司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及其关联方提供担保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应当提供反担

保。 

 第三十九

条 

第一百二十条：挂牌公司应当在公司章程中明确投资者与公司之间的纠纷解

决机制。挂牌公司与投资者之间发生的纠纷，可以自行协商解决、提交证券

期货纠纷专业调解机构进行调解、向仲裁机构申请仲裁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起

诉讼。 

第一百六十

六条 

综上，《公司章程》符合《公司法》、《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

《章程必备条款》及《治理规则》的要求，《公司章程》相关内容规范、条款齐

备，具备可操作性。 

经核查，公司已经按照《公司法》、《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非

上市公众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章程必备条款》、《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

统挂牌公司治理规则》、《关于做好实施<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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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规则>等相关制度准备工作的通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挂

牌条件适用基本标准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建立由三会和高级管理层组成

的治理架构，并制定了《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

则》、《监事会议事规则》、《公司总经理工作制度》、《关联交易管理制度》、

《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等公司治理制度，保障了《公司章程》相关条款的可操作

性，规范健全了公司治理及管理层运作制度。 

3、结论意见 

主办券商认为，公司的章程及三会议事规则等公司治理制度的相关规定规范、

齐备，公司治理机制健全。同时，公司已在《公开转让说明书》、《公司章程》

等披露文件中充分披露相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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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券商查阅了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等会议文件，包括但不限于

会议决议、会议记录等文件。经核查，公司能够按照《公司法》、《公司章程》

及三会议事规则的规定分别召开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按照规定对重要事

项进行审议。股份公司成立后，历次会议均形成了完整的会议通知、会议决议及

会议记录等，公司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能按照三会议事规则履行其

职责，并执行三会决议，三会机制运作规范。 

综上，股份公司设立后，公司的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的召开符合相关

法律法规、业务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决议的内容及签署文件真实、

有效，公司治理机制运行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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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尽调过程和事实依据 

序号 尽调过程 事实依据 

1 

查阅公司章程、查看财务负责人调查问卷、关于

任职资格的声明及承诺文件、个人征信报告、学

历证书、公安机关出具的无犯罪记录证明；以确

认财务负责人的任职资格 

公司章程、财务负责人调查问卷、

关于任职资格的声明及承诺文

件、个人征信报告、学历证书、

公安机关出具的无犯罪记录证明 

2 

查阅《公司法》《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

《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章程必

备条款》《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

治理规则》《关于做好实施<全国中小企业股份

转让系统挂牌公司治理规则>等相关制度准备工

作的通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挂

《公司法》《非上市公众公司监

督管理办法》《非上市公众公司

监管指引第 3 号——章程必备条

款》《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

统挂牌公司治理规则》《关于做

好实施<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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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条件适用基本标准指引》关于财务负责人任职

资格的相关规定； 
系统挂牌公司治理规则>等相关

制度准备工作的通知》《全国中

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挂牌条

件适用基本标准指引》 

2、分析过程 

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治理规则》第四十七条的规定：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应当符合法律法规、部门规章、

业务规则和公司章程等规定。挂牌公司应当在公司章程中明确，存在下列情形之

一的，不得担任挂牌公司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一）《公司法》规定

不得担任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二）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

禁入措施或者认定为不适当人选，期限尚未届满；（三）被全国股转公司或者证

券交易所采取认定其不适合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纪律处分，期

限尚未届满；（四）中国证监会和全国股转公司规定的其他情形。 

 财务负责人作为高级管理人员，除符合前款规定外，还应当具备会计师以上

专业技术职务资格，或者具有会计专业知识背景并从事会计工作三年以上。 

公司的财务负责人为郭轩鸣，郭轩鸣本科就读于江西财经学院，所学专业为

会计学，自 1998 年 7 月至今一直从事财务、会计工作，具有会计专业知识背景

并从事会计工作三年以上，其任职资格满足财务负责人的要求。同时，经核查郭

轩鸣关于任职资格的声明及承诺文件、个人征信报告、公安机关出具的无犯罪记

录证明，其不存在《公司法》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治理规则》

等法律法规规定的不得担任挂牌公司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3、结论意见 

主办券商认为，公司财务负责人郭轩鸣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任

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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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核查，最新版公司章程已在公司登记机关履行备案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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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办券商经核查公司董事会对现有公司治理机制的讨论和评估情况，对比

公司章程的规定，具体情况如： 
董事会对现有公司

治理机制的讨论和
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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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 

治理机制给所有股东

提供合适的保护，保

证股东充分行使知情

权、参与权、质询权

和表决权等权利 

《公司章程》“第二十八条公司股东享有下列权利：(一) 依照其所持

有的股份份额获得股利和其他形式的利益分配；(二) 依法请求、召集、

主持、参加或者委派股东代理人参加股东大会，并行使相应的表决权；

(三)对公司的经营进行监督，提出建议或者质询；(四) 依照法律、行

政法规及本章程的规定转让、赠与或质押其所持有的股份；(五)查阅

本章程、股东名册、公司债券存根、股东大会会议记录、董事会会议

决议、监事会会议决议、财务会计报告；(六) 公司终止或者清算时，

按其所持有的股份份额参加公司剩余财产的分配；(七)对股东大会作

出的公司合并、分立决议持异议的股东，要求公司收购其股份；(八) 法

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或本章程规定的其他权利。”《股东大会议

事规则》 

投资者关系管理 

《公司章程》“第一百六十六条 投资者关系工作中公司与投资者或

潜在投资者沟通的内容主要包括：(一)公司的发展战略；（二) 公司

依法可以披露的经营、管理、财务及运营过程中的其他信息，包括：

公司的生产经营、技术开发、重大投资和重组、对外合作、财务状况、

经营业绩、股利分配、管理模式等公司运营过程中的各种信息；(三)
企业文化；(四) 投资者关心的与公司相关的其他信息。第一百六十七

条公司应积极建立健全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制度，通过多种形式主动

加强与投资者或潜在投资者的沟通和交流。董事会秘书担任投资者关

系管理的负责人。投资者与公司之间出现纠纷,应友好协解决。若双方

在三十日无法达成一致, 可提交证券期货纠纷专业调解机构进行调解

或者向公司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一百六十八条 
公司与投资者或潜在投资者沟通的主要方式包括但不限于：定期报告

和临时公告、股东大会、公司网站、一对一沟通、邮寄资料、电话咨

询、现场参观分析师会议和业绩说明会、路演以及广告、媒体、报刊

或其他宣传资料。”《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 

纠纷解决机制 

 “第一百六十七条公司应积极建立健全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制度，

通过多种形式主动加强与投资者或潜在投资者的沟通和交流。董事会

秘书担任投资者关系管理的负责人。投资者与公司之间出现纠纷,应友
好协解决。若双方在三十日无法达成一致, 可提交证券期货纠纷专业

调解机构进行调解或者向公司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累计投票制 不适用 

独立董事制度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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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股东和董事回避

制度 

《公司章程》“第七十九条股东大会审议有关关联交易事项时，关联

股东可以参加涉及自己的关联交易的审议，并可就该关联交易是否公

平、合法以及产生的原因向股东大会作出解释和说明，关联股东不应

当参与投票表决，其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不计入有效表决总

数，全体股东均为关联方的除外；股东大会决议应当充分披露非关联

股东的表决情况。公司全体股东均与审议的关联交易事项存在关联关

系的，全体股东不予回避，股东大会照常进行，但所审议的事项应经

全部股东所持表决权表决通过。”“第一百一十九条董事会决议的表

决，实行一人一票制。董事会作出决议，必须经全体董事的过半数通

过。董事表决方式分为同意和反对两种；一般不能弃权，如果投弃权

票必须写明理由并记录在案。但对外担保事项提交董事会审议时，应

当取得出席董事会会议的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同意。董事与董事会会议

决议事项有关联关系的,应当回避表决，不得对该项决议行使表决权，

也不得代理其他董事行使表决权。该董事会会议由过半数的无关联关

系董事出席即可举行，董事会会议所作决议须经无关联关系董事过半

数通过。出席董事会的无关联董事人数不足 3 人的，应将该事项提交

股东大会审议。董事会应当根据董事对所审议事项或议案所作的表决

结果作出书面决议。公司董事会决议应当经出席董事会的全体董事签

字确认。” 

财务管理、风险控制

相关的内部管理制度 

《公司章程》“第三十六条公司应防止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

联方通过各种方式直接或间接占用或者转移公司资金、资产及其他资

源。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通过采购、销售、相互提供劳务等经营环节

的关联交易产生的资金占用，应当严格履行公司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等

规定，发生关联交易行为后应及时结算，不得形成非正常的经营性资

金占用。公司不得以下列方式将资金提供给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

其关联方使用：(一)为其垫付、承担工资、福利、保险、广告等费用、

成本和其他支出；(二)代其偿还债务；(三) 有偿或无偿的拆借公司的

资金给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使用；(四)通过银行或非银

行金融机构向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提供委托贷款；(五) 

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开具没有真实交易背景的商业承

兑汇票；六) 以其他方式占用公司的资金和资源。”“第三十七条公

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有义务维护公司资产不被控股股东及其

附属企业占用。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协助、纵容控股股东及其附

属企业侵占公司资产时，公司董事会应当视情节轻重对直接责任人给

予通报、警告处分，对于负有严重责任的董事应提请公司股东大会予

以罢免。第一百六十九条 公司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有关部门

的规定，制定公司的财务会计制度。”《财务管理制度》、《资金管

理制度》《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关联交易决策制度》、《对外担

保管理制度》、《防范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

管理制度》 

经核查，主办券商认为，公开转让说明书“董事会对现有公司治理机制的讨

论和评估”与公司章程的规定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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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经核查，主办券商及律师认为，（1）公司的章程及三会议事规

则等公司治理制度的相关规定规范、齐备，公司治理机制健全。同时，公司已在

《公开转让说明书》、《公司章程》等披露文件中充分披露相关内容。（2）股

份公司设立后，公司的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的召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业

务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决议的内容及签署文件真实、有效，公司治

理机制运行良好。（3）公司财务负责人郭轩鸣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

的任职要求。（4）最新版公司章程已在公司登记机关履行备案手续。（5）公开

转让说明书“董事会对现有公司治理机制的讨论和评估”与公司章程的规定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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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券商回复】 

（1）申请挂牌公司及法定代表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以及下属子公司是否为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公司是否符合监管要

求，主办券商及律师是否按要求进行核查和推荐； 

主办券商根据《关于对失信主体实施联合惩戒措施的监管问答》的要求，登

录国 家企业 信 用 信 息 公 示 系统（ http://www.gsxt.gov.cn/ ） 、 信 用 中 国

（ https://www.creditchina.gov.cn/ ） 、 中 国 执 行 信 息 公 开 网

（  http://zxgk.court.gov.cn/ ） 、  证 券 期 货 市 场 失 信 记 录 查 询 平 台 

（http://neris.csrc.gov.cn/shixinchaxun/）等网站，对申请挂牌公司及法定代表人、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下属子公司是否属于失

信联合惩戒对象进行核查。 

根据《关于对失信被执行人实施联合惩戒的合作备忘录》，联合惩戒对象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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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失信被执行人（包括自然人和单位）。经核查，申请挂牌公

司及法定代表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下属

子公司，自公开转让说明书签署日至申报审查期间不存在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

单的情形。 

经核查，主办券商及律师认为，申请挂牌公司及法定代表人、控股股东、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下属子公司在报告期内以及自公开转让说明书签署

日至申报审查期间，不存在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被执行联合惩戒的情形。

公司符合监管要求，主办券商已按要求进行核查和推荐。 

（2）前述主体是否存在因违法行为而被列入环保、食品药品、产品质量、

税收违法和其他领域各级监管部门公布的其他形式“黑名单”的情形，结合具体

情况对申请挂牌公司是否符合“合法规范经营”的挂牌条件出具明确意见。 

主办券商根据《关于对失信主体实施联合惩戒措施的监管问答》的要求，登

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http://www.gsxt.gov.cn/）、国家税务总局陕西省

税 务 局 - 重 大 税 收 违 法 失 信 案 件

（https://shaanxi.chinatax.gov.cn/col/col15616/index.html）、信 用 中 国 重 点 关 

注  名  单  查  询 （ https://www.creditchina.gov.cn/ 

xinyongfuwu/zhongdianguanzhushixinmingdan/）等网站，对申请挂牌公司及法定

代表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下属子公司是

否存在因违法行为而被列入环保、食品药品、产品质量、税收违法和其他领域各

级监管部门公布的其他形式“黑名单”的情形进行核查。 

经核查，主办券商及律师认为，申请挂牌公司及法定代表人、控股股东、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下属子公司在报告期内以及自公开转让说明书签署

日至申报审查期间，不存在因违法行为而被列入环保、食品药品、产品质量、税

收违法和其他领域各级监管部门公布的其他形式“黑名单”的情形，公司符合“合

法规范经营”的挂牌条件。 

经核查，主办券商及律师认为，（1）申请挂牌公司及法定代表人、控股股

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下属子公司在报告期内以及自公开转让说明

书签署日至申报审查期间，不存在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被执行联合惩戒的

情形。公司符合监管要求，主办券商及律师已按要求进行核查和推荐。（2）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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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挂牌公司及法定代表人、控股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下属子公

司在报告期内以及自公开转让说明书签署日至申报审查期间，不存在因违法行为

而被列入环保、食品药品、产品质量、税收违法和其他领域各级监管部门公布的

其他形式“黑名单”的情形，公司符合“合法规范经营”的挂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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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回复】 

Q¹WæºÜÊÁÂÃ¾#��WZ��9�µ��e�"ü¤v'a�ZÝ

Þúû��2©È¢¥p23ÜÊÁÂ9LMZàá¿©/<R7EF¸®ÁÂ

ÿ!Q�o¯7�e³�õQeYÓ�IeºlùÀe°hdu�_îï©�e

ÊËr�8�e'�ÅÆa'|zß��e�÷�m�se`Â'�ì�_#$

 +eb¡|ÅÊ~¦õQ2Wø¯"�ÿ!Q�ïo-¯�oe¢¯ùÀe�

ÕÖ�s2Wø°àÄ�A6v.�½ø¶þq¾_.<¥eßÅ<¥è'ÿ!

2øQ

公司已在《公开转让说明书》中“第二节 公司业务”之“七、所处行业、

市场规模及基本风险”之“（五）其他情况”部分补充披露如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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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已在《公开转让说明书》中“重大事项提示”和“第四节 公司财务”

之“十四、经营风险因素及管理措施”部分披露如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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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 1月以来，我国爆发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全国各省市相继启动了重

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全国乃至世界疫情防控的形势严峻。公司已经于

2020年 2月份起陆续恢复生产，制订并执行新型冠状病毒应急防控方案，公司复

工后，加大了生产安排和组织力度、提高了生产节奏，生产经营已经恢复正常。

虽然本次疫情目前对公司的影响很小，但是鉴于疫情发展的形式难以预测，不排

除若后续疫情严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造成不利影响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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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新冠肺炎疫情对公司生产经营及持续经营能力等方面的影响，公司已在

《公开转让说明书》中“第二节 公司业务”之“七、所处行业、市场规模及基

本风险”之“（五）其他情况”部分补充披露如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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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已在《公开转让说明书》中“重大事项提示”和“第四节 公司财务”

之“十四、经营风险因素及管理措施”部分披露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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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 月以来，我国爆发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全国各省市相继启动了重

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全国乃至世界疫情防控的形势严峻。公司已经于

2020 年 2 月份起陆续恢复生产，制订并执行新型冠状病毒应急防控方案，公司复

工后，加大了生产安排和组织力度、提高了生产节奏，生产经营已经恢复正常。

虽然本次疫情目前对公司的影响很小，但是鉴于疫情发展的形式难以预测，不排

除若后续疫情严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造成不利影响的风险。”Q

【主办券商回复】 

1、尽调过程及事实依据 

序号 尽调过程 事实依据 

1 访谈公司管理层人员，了解公司受疫情影响

及复工复产情况 访谈记录 

2 查阅公司报告期后销售合同签订情况，了解

公司正在履行的项目情况 报告期后签订的大额销售合同 

3 查阅公司出具的相关说明 情况说明 

2、分析过程 

（1）疫情对公司经营的影响情况 

公司主要从事化学制剂、中成药及原料药的研发、生产和销售。2020年全球

新冠病毒疫情的爆发对医药制造企业带来不利影响，医药制造企业不同程度延迟

开工，停工停产、运输受阻、物流管制与人员交通限制等情况对医药企业的经营

带来不同程度的影响。另疫情期间各地出台限制普通疾病患者到医院就诊的政策，

加之病状较轻的患者避免医院内交叉感染不选择到医院就医，造成2020年医院诊

疗量大幅度减少。因此公司销售供给医疗终端的产品销量有所减少。 

报告期内，公司生产经营所在地区为陕西省西安市，生产基地杨凌分公司位

于西安市生产基地杨凌示范区。报告期内公司采购原材料的供应商均来自国内，

销售客户主要来源于境内，境内销售总额占比均不低于99.00%。虽然境外国家爆

发出不同程度的疫情，但公司报告期内对境外销售总额占比均不足0.10%，公司

报告期内发生的境外销售对整体销售经营不构成重大实质性影响。 

公司经营资质均在有效期内，未受疫情影响，不存在业务资质办理和续期困

难的情形；公司员工较为稳定，不存在因疫情影响而出现用工短缺的情形。公司

不存在商誉和资产减值增加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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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20年12月31日，公司应收账款账面余额为59,121,365.45元，截至2021

年5月20日，应收账款期后回款率为77.03%，回款良好，新冠肺炎疫情对应收账

款回款不存在显著影响。报告期内，公司贷款正常，不存在贷款违约的情形。 

2020年1-12月，公司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为5,187,135.26元，截至2021年5

月31日，公司货币资金3,682.55万元，因此，疫情没有造成公司货币资金短缺的

情形。 

公司经过多年发展，已建立健全内部控制制度；疫情期间，公司内控控制执

行有效，公司不存在其他经营风险、债务风险、承诺及或有事项、期后事项处理

风险等。 

综上，疫情等不可抗力对公司的影响是暂时的，未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造成

重大不利影响。 

（2）期后业绩情况 

2021 年 1 月-5 月，公司正在履行的销售合同金额已超过 10,191.03 万元（合

同金额在 300 万以上），经营情况良好。报告期内，公司的主要客户为配送商、

经销商和医药企业，均为医药龙头企业代表，具有良好的信誉保障，因此，公司

与客户不存在履约相关的风险。 

公司 2020 年营业收入为 55,878.33 万元，净利润为 2,385.53 万元；公司 2021

年 1-5 月未经审计营业收入为 20,025.56 万元（未经审计），净利润为-1,895.29

万元（未经审计）。 

2020 年 1-12 月，公司的经营活动现金流量金额为 518.71 万元；2021 年 1-5

月，公司的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约为-362.64元（未经审计）。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货币资金为 8,309.04 万元；截至 2021 年 5 月

31 日，公司货币资金为 3,682.55 万元（未经审计）。 

总体而言，新冠肺炎疫情对公司经营并未造成重大不利影响，公司销售正常，

疫情未会对公司全年经营业绩情况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3）疫情等不可抗力发生期间所使用尽职调查程序的适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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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报告期及报告期后新疆、东北、广州疫情影响，原计划对部分客户和供应

商的现场走访改为视频访谈，同时实施了函证程序并取得了有效回函。除此外，

疫情等不可抗力未对主办券商尽职调查程序产生影响。 

综上，主办券商及会计师认为，疫情等不可抗力对公司的影响是暂时的，未

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造成重大不利影响；主办券商在疫情等不可抗力发生期间所

使用的尽职调查程序是适当的，发表核查意见的依据是充分的。 

3、核查结论 

经核查，主办券商和会计师认为，疫情等不可抗力对公司的影响是暂时的，

未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造成重大不利影响；主办券商及会计师在疫情等不可抗力

发生期间所使用的尽职调查程序是适当的，发表核查意见的依据是充分的。 

4、需补充披露的内容 

详见公司回复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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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已删除该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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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公司已在公开转让说明书“第三节 公司治理”之“六、公司同业竞争情况”

之“（二）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未从事相同或相似

业务的”补充披露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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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回复】 

公司自报告期初自申报时的期间不存在更换申报券商、律师事务所、会计师

事务所的情形。 

【主办券商回复】 

当前申报的律师事务所及相关人员、会计师事务所及其相关人员均不存在被

监管机构立案调查的情形 

主办券商项目小组对当前申报的律师事务所执行了如下核查程序：（1）收

集加盖公章的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经办律师执业证书等资质证明文件。（2）

在中国市场监管行政处罚文书网查询律师事务所及经办律师是否被监管机构立

案调查的情形。经核查，当前申报的律师事务所及经办律师不存在被监管机构立

案调查的情形。 

主办券商项目小组对会计师事务所所执行了如下核查程序：（1）收集加盖

公章的营业执照、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会计事务所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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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签字注册会计师执业证书等资质证明文件。（2）在中国市场监管行政处罚

文书网查询会计师事务所及经办会计师是否被监管机构立案调查的情形。经核查，

会计师事务所及签字注册会计师不存在被监管机构立案调查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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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主办券商回复】 

本次申报为公司第一次向全国股转系统申报，在本次申报前公司存在申报

IPO的情形。 

Q¹W23E� V®áhÄÒ^b9�äQ

公司在本次申报全国股转系统前，历经三次 IPO申报，存在两次更换券商的

情形，不存在变更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的情形。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项目 第一次创业板上市申请 第二次创业板上市申请 第三次创业板上市申请 

IPO报送
时间 2012 年 6 月 25 日 2016 年 4 月 15 日 2017 年 9 月 20 日 

中介机构 

海通证券 新时代证券 开源证券 

众环海华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 
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 
北京中同华资产评估有限公

司 
北京中同华资产评估有限公

司 
北京中同华资产评估有限公

司 

IPO终止/
撤回时间 

2015 年 12 月 23 日申请撤回 
2016 年 1 月 5 日证监局出具

终止审查决定书 

2017 年 6 月 19 日中国证监会

行政许可申请中止审查通知

书 
2017 年 8 月更换券商为开源

证券 

申请撤回时间：2020 年 6 月 
终止审查决定的时间：因未

向证监会更新相关申报资

料，自动终止 

中介机构

变更情况 
主办券商变更； 
律所、会所未变更 

主办券商变更； 
律所、会所未变更 

主办券商变更； 
律所、会所未变更 

承销保荐

解除情况 
2015 年 12 月 31 日 

与海通证券签订解除协议 
2017 年 7 月 5 日 

与新时代签订解除协议 
2021 年 3 月 26 日 

与开源证券签订解除协议 

注 1：众环海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15 年 8 月 17 日更名为“中审众环会

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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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2：因律师服务团队主要人员的工作关系变更至分所的缘故，公司聘请的新三板服务

律所由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变更为分所——北京德恒（天津）律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QÓWÆKE���KE�9���5e��úûàI©áh#$89Q

公司最近一次申报 IPO 所采用的申报期为 2016 年 1 月 1 日-2019 年 1-6 月

（2019 年 1-6 月更新财务数据），与本次申报新三板所使用的 2019 年 1 月 1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报送的财务数据不存在差异，信息披露内容亦不存在重大差

异。 

QÖWÆKE�)23áh9st¾u¼üe�g_¾M��Q

项目 第一次创业板上市申请 第二次创业板上市申请 第三次创业板上市申请 

IPO报送
时间 2012 年 6 月 25 日 2016 年 4 月 15 日 2017 年 9 月 20 日 

中介机构 

海通证券 新时代证券 开源证券 

众环海华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 
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 
北京中同华资产评估有限公

司 
北京中同华资产评估有限公

司 
北京中同华资产评估有限公

司 

IPO终止/
撤回时间 

2015 年 12 月 23 日申请撤回 
2016 年 1 月 5 日证监局出具

终止审查决定书 

2017 年 6 月 19 日中国证监会

行政许可申请中止审查通知

书 
2017 年 8 月更换券商为开源

证券 

申请撤回时间：2020 年 6 月 
终止审查决定的时间：因未

向证监会更新相关申报资

料，自动终止 

原因过程

/存在的

问题 

保荐机构在历次向我会提交

的申请文件中，对公司主要

股东、董事-马纳受让股份的

资金来源的核查结论存在前

后不一致的情形，且未在财

务报表有效期内向我会提交

相关核查报告。 

2016 年 12 月 22 日，公司保

荐机构新时代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调查通知书》（编

号：稽查总队调查通字

160527 号），因涉嫌违法违

规，中国证监会决定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的有

关规定对新时代证券立案调

查。2017 年 10 月份，证监会

因公司主体资格存疑或中介

机构执业行为受限导致审核

程序无法继续而终止审查。 

据了解，证监会窗口指导意

见，要求在拟 IPO 公司中若

存在九鼎投资参投的企业，

尽可能暂缓接受申报材料、

审核和下发批文。 

整改落实

情况 

原股东马纳因辞去董事职务

将其持有的全部股份转回给

实际控制人陈秋林 
更换券商 公司向股转系统申请挂牌 

承销保荐

解除情况 
2015 年 12 月 31 日 

与海通证券签订解除协议 
2017 年 7 月 5 日 

与新时代签订解除协议 
2021 年 3 月 26 日 

与开源证券签订解除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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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主办券商回复】 

公司已知悉全国股转系统信息披露相关业务规则，对于报告期内、报告期后、

自申报受理至取得挂牌函并首次信息披露期间发生的重大事项，将及时在公开转

让说明书中进行披露。公司已检查相关公开披露文件，经检查，不存在重大不一

致情形。相关中介机构已检查各自的公开披露文件，相关文件不存在不一致的内

容，中介机构已对是否存在文字错误进行核查，未发现文字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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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主办券商回复】 

经核查，公司不存在因涉及特殊原因申请豁免披露的情形；公司本次延期回

复将作为《关于延期提交<关于西安万隆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挂牌申请文件的第一

次反馈意见>回复的申请》的附件一并提交，公司及中介机构已知悉上述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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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主办券商回复】 

公司、主办券商、律师和会计师已按照《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挂

牌条件适用基本标准指引》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申请文件内容与

格式指引》进行尽职调查，根据公司最新取得的营业执照信息在公开转让说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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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进行了修订披露。主办券商认为，除上述问题外，公司不存在涉及挂牌条件、

信息披露以及影响投资者判断决策的其他重要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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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页无正文，为西安万隆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西安万隆制药股份有

限公司挂牌申请文件的第一次反馈意见回复》签章页） 

 

 

 

 

 

 

 

 

 

 

 

 

西安万隆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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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开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西安万隆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挂牌申请文件的第一次反馈意见回复》之签字盖章页） 

 
项目负责人签字： 

 
______________ 
   郑艳超 

 

 
项目组成员签字：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郑艳超           李伟伟           郭凯君            李  杰 
 
     

 

 

 

 

 
开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