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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009                           证券简称：安科生物                           公告编号：2016-019 

安徽安科生物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

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无法保证本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的原因 

声明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 

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情况：公司本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由变更为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407,863,881.00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50 元

（含税），送红股 0 股（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3 股。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安科生物 股票代码 300009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姚建平 李坤 

办公地址 合肥市高新区海关路 K-1 合肥市高新区海关路 K-1 

传真 0551-65316841 0551-65316867 

电话 0551-65316841 0551-65316867 

电子信箱 jpingyao@ankebio.com likun@ankebio.com 

二、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主要业务 

公司长期致力于细胞工程、基因工程等生物技术产品的研究、开发和核心技术能力的构建，是生物医药行业具有自主创

新能力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公司主要业务涵盖生物制剂、现代中成药、化学合成药、医疗服务等产业领域，生物制剂产

品市场占有率在国内同类产品中名列前茅。 

报告期内，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苏豪逸明100%股权。苏豪逸明主要业务为多肽类原料药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现有的主导产品及在研项目的制剂产品在临床上主要用于肝病、妇科疾病、生长发育等治疗。 

公司主要产品情况如下： 



安徽安科生物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年度报告摘要 

2 

主要类别 主要产品 产品用途 

生物制剂 重组人干扰素α2b“安达芬”系列制剂 应用于病毒性肝炎等病毒性疾病的治疗 

重组人生长激素“安苏萌” 用于内源性生长激素缺乏所致儿童生长缓慢、加速创伤愈合、

术后营养支持等 

多肽药物 多肽类原料药 生长抑素 主要用于急性重症胰腺炎 、严重急性上消化道出血等 

胸腺五肽 用于18岁以上的慢性乙型肝炎患者；各种细胞免疫功能低下的

疾病；肿瘤的辅助治疗 

醋酸奥曲肽 主要应用于上消化道静脉破裂出血的抢救治疗及胃溃疡出血

治疗、急性胰腺炎、胰屡、消化系统内分泌肿瘤、肢端肥大症、

突眼性甲亢症等 

缩宫素 促进子宫平滑肌收缩 

鲑降钙素 主要用于治疗骨质疏松症及骨质疏松性骨痛及肿瘤转移性骨

痛 

客户肽 依替巴肽 用于心血管干预治疗中的适应症 

比伐卢定 预防血管成型，介入治疗不稳定性心绞痛前后的缺血性并发症 

阿托西班 用于推迟胎儿心率正常的孕妇将出现的早产 

诊断试剂 抗精子抗体检测试剂盒“安思宝”等

诊断试剂 

用于免疫性不育的检测 

现代中成药 活血止痛膏等七种外用贴膏 活血止痛，舒筋通络 

酸枣仁合剂 用于虚烦不眠，心悸不宁，头目眩晕 

化学合成药 阿莫西林颗粒、胶囊 用于敏感菌所导致的感染 

阿德福韦酯片 用于治疗乙型肝炎病毒活动复制和血清氨基酸转移酶持续升

高的肝功能代偿的成年慢性乙型肝炎患者成年慢性乙型肝炎

患者 

头孢克洛分散片 用于敏感菌所致的呼吸道感染 

（二）经营模式 

公司拥有独立完整的采购、研发、生产模式，及流通环节的医药销售模式，根据市场需求及自身情况，独立进行生产经

营活动。公司在保持传统的经营模式的基础上，有效地利用自身资源积极寻求外延式发展战略，实施“自主研发+外延式发展”

的经营模式，实现公司资源整合最优化，确保公司持续稳定快速发展。 

1、采购模式 

公司实行全集团化的集中采购管理制度，由采购部门统一负责对外采购工作，保证公司生产经营工作的正常进行。 

2、生产模式 

公司严格按照GMP的要求组织生产，生产部根据销售部制定的销售计划组织生产，并保持适度库存。公司在生产过程

中严格按照产品工艺规程、设备标准操作规程、质量控制规范等要求，确保产品质量安全。 

3、销售模式 

公司主要采取“经销分销+终端销售”的销售模式，通过各经销商或代理商的销售渠道实现对全国大部分医院终端和零售

终端的覆盖。 

（三）报告期业绩驱动因素 

报告期内，公司在医药体制改革深化的背景下，公司整体经营业绩继续保持稳定增长，实现营业总收入同比增长17.21%，

营业利润同比增长22.39%，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增长24.04%。 

报告期内，公司业绩保持增长的主要原因是公司销售规模与主营产品销售均持续发展；另一方面，公司积极推行企业精

细化管理，加强内部管理工作，提升管控效能，减少费用成本。  

（四）行业发展阶段及公司所处行业  

医药行业作为国家战略新兴产业，深受国家政策影响。随着我国老龄化趋势提速、国民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质量提高，

以及医疗卫生体系的完善，人们对生物医药产品的需求日益增加，医药行业市场总量在逐年增长。国家关于“健康中国”等新

的战略方针及对医药行业支持政策的出台，更是给医药行业整体提供了新的发展契机，加快医药行业企业的发展。 

报告期内，随着公司加大市场推广，公司产品得到了更多的患者认知，受到了更多患者和医生的认可。目前，公司的行

业地位和区域地位并未发生明显的变化，公司主导产品重组人生长激素、重组人干扰素的市场地位不断提高，主导产品中现

代中药及化学合成药产品的市场影响力也在逐步扩大。全资收购苏豪逸明后，完善公司现有产品生产线，巩固公司在生物医

药领域的领先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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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人民币元 

 2015 年 2014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3 年 

营业收入 635,755,075.33 542,405,933.11 17.21% 430,346,122.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36,254,700.54 109,851,477.36 24.04% 89,870,067.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30,788,288.81 106,381,678.31 22.94% 85,775,121.6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8,734,165.06 108,684,214.78 9.25% 53,213,032.0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6 0.29 24.14% 0.2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6 0.29 24.14% 0.2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7.14% 15.88% 1.26% 14.73% 

 2015 年末 2014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3 年末 

资产总额 1,401,292,748.39 915,576,429.86 53.05% 749,810,852.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216,939,751.41 738,897,307.48 64.70% 660,599,435.43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135,617,600.70 159,011,140.24 162,408,194.21 178,718,140.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3,314,575.28 37,852,797.32 47,751,233.69 27,336,094.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3,069,094.02 35,952,775.28 46,331,974.06 25,434,445.4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423,084.21 43,276,270.64 32,954,194.90 37,080,615.31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四、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23,693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30,241 

报告期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股

股东总数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宋礼华 境内自然人 27.88% 113,712,915 85,284,685 质押 7,450,000 

宋礼名 境内自然人 7.16% 29,204,169 21,903,127 质押 1,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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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苏豪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境内自然人 2.40% 9,769,644 9,769,644   

安徽安科生物工程（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第 1 期员工持股

计划 

其他 2.08% 8,487,007 8,487,007   

李名非 境内自然人 1.61% 6,584,920 0   

周逸明 境内自然人 1.56% 6,374,700 6,374,700   

付永标 境内自然人 1.40% 5,704,053 4,278,04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景顺长城内需增长贰号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34% 5,476,496 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易方达新丝路灵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01% 4,106,902 0   

王荣海 境内自然人 0.99% 4,048,450 3,036,338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宋礼华先生、宋礼名先生为兄弟关系，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2015年是公司实现跨越式发展的一年，公司在董事会的领导下，紧紧围绕公司发展规划，以全面推进年初制定的各项经

营指标为主线，逐步实现“百年安科，百亿安科”的发展目标。报告期内，公司积极应对医药行业环境的变化，对内强化管理，

提升研发能力，大力推进营销拓展工作，完善运营体系；对外推进并购重组扩张，公司经营模式、盈利能力等各项指标持续

稳定增长，较好地完成公司既定目标。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为63,575.51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7.21%；营业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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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为15,013.96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2.39%；利润总额为15,597.28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3.09%；归属于母公司普通股东

的净利润为13,625.47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24.04%。 

报告期内，公司完成的主要工作如下： 

（1）瞄准精准医疗，战略上突出生物医药发展地位 

报告期内，公司董事会、管理层围绕公司发展格局，瞄准国际生物医药发展潮流，在公司现有的原核细胞、哺乳动物细

胞表达基因工程药物产业化平台的的基础上，通过拟全资收购中德美联公司、参股博生吉医药公司，战略上积极布局基因检

测、基因测序、细胞治疗等精准医疗技术。通过2015年度的产业布局，公司发展战略、发展方向上脉络更加清晰，更加符合

医药发展的趋势。 

公司通过投资苏豪逸明、博生吉，拟投资中德美联等高科技公司，公司管理团队、科研力量中并入了多肽药物、基因检

测、细胞治疗等技术的领军人才及团队，公司的管理能力、科研能力、核心竞争力都将有明显的提升，以上领军人才团队加

入公司管理团队或与公司合作，将推动公司的业务直接与国际接轨，为公司未来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后劲。 

（2）在技术研发方面，积极推进新产品研发及在研产品的申报与审批。 

报告期内，公司“重组人干扰素α2b（安达芬）栓（100万IU/粒）”临床试验顺利启动。 

报告期内，公司申请的“重组人干扰素α2b乳膏（400万IU/20克/支）”及“重组人干扰素α2b滴眼液（200万IU/10ml/支）”

的新增规格均获得安徽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新增规格上市后，将进一步提高公司产品的市场竞争力，更大地满足市

场需求。 

报告期内，公司与无锡药明康德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签订《技术开发合同》，公司委托药明康德公司提供“重组人HER2

人源化单克隆抗体——美登素偶联药物”的临床前研究和技术服务。目前，该研发项目研究工作进展顺利。 

报告期内，公司“聚乙二醇化重组人干扰素α2b注射液临床试验研究”顺利启动开展第Ⅱ期临床试验。 

公司“聚乙二醇化重组人生长激素注射液的研究”、“注射用重组人生长激素用于成人生长激素缺乏症临床试验”、“富马

酸替诺福韦二吡呋酯原料及片剂的技术改造及产业化”等研发项目进展顺利。 

报告期内，公司全资子公司安科恒益“罗氟司特片”获得药物临床试验批件，目前公司正积极准备按照相关要求实施开展

临床试验工作。 

报告期内，公司“注射用重组人HER2单克隆抗体”已经获得药物临床试验批件，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批准公司“注

射用重组人HER2单克隆抗体”进行临床试验。 

报告期内，公司控股子公司鑫华坤公司高科技美容产品“安科丽”正式上市销售，在市场上得到了消费者的热捧。 

报告期内，公司“一种重组人干扰素α2b制剂”获得第四届安徽省专利金奖荣誉。 

报告期内，公司全资子公司安科余良卿顺利通过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再认定。 

（3）在市场营销方面，积极开拓市场，完善产品营销管理。 

报告期内，公司及各子公司根据市场需要，改革管理模式，完善市场布局，不断加强费用预决算管理，多种销售模式与

途径相结合，圆满完成年度销售任务。同时进一步提高公司学术推广专业化水平和形象，强化推广队伍的服务理念和专业知

识。 

（4）在生产方面，严格按照年初制定的计划有序进行生产、经营等工作。 

报告期内，公司严格按照GMP的要求建设完成安徽省第一条大规模的哺乳动物表达的大分子复杂蛋白（含抗体药物）

的生产线。 

（5）在外延式发展方面，积极寻找增强公司核心竞争力的外延式发展。 

报告期内，公司按照年初制定的计划，在战略投资委员会的领导下积极开展对外投资工作，实现公司多元化战略发展。 

报告期内，公司积极进军多肽药物产业链，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并募集配套资金收购上海苏豪逸明制药有限公司100%

股权。截至2015年11月25日，苏豪逸明已完成工商登记相关业务，苏豪逸明正式成为公司全资子公司。通过本次重大资产重

组，加快了公司多肽类药物制剂的发展，有效整合公司产业链，增强了公司在生物制药领域的核心竞争力。 

2015年11月20日，公司与中德美联签订《股权收购框架协议》，并经公司2015年11月23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

（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签订收购无锡中德美联生物技术有限公司100%股权之框架协议的议案》，公司拟支付现金约

4.5亿元收购中德美联100%股权。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委派中介机构对中德美联开展审计与评估工作，待相关工作完成后，

公司将召开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本次收购相关事项。 

2015年12月28日，公司与杨林等博生吉医药科技（苏州）有限公司原股东签订了《增资协议》，公司拟投资人民币2000.00

万元增资博生吉公司，持有博生吉公司15%的股份。2016年1月29日，江苏省苏州工业园区工商行政管理局已向博生吉公司

下发了《公司准予变更登记通知》，至此，博生吉公司已完成工商变更相关程序。2016年2月2日，公司与博生吉公司股东杨

林先生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公司拟以人民币750万元受让杨林持有的博生吉公司5%的股权。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公

司持有博生吉公司20%股权。 

（6）在企业管理方面，不断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优化员工激励方式。报告期内，公司根据实际情况，适时推出员工持

股计划。通过员工持股计划的激励作用，充分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稳定和吸引核心管理人员和核心技术人员，提高

公司员工的凝聚力和公司竞争力。 

（7）在投资者关系管理方面。 

报告期内，面对国内A股市场非理性下跌，公司管理层积极加强与投资者沟通，做好高质量进行信息发布工作，消除误

解，坚定投资者信心，采取有效手段维护公司股价稳定；一方面公司持股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集体承诺六个月内（自

2015年7月8日至2016年1月7日）不减持所持本公司股份，切实保护全体股东的利益。另一方面，积极地推进落实公司发展战

略，抓住行业发展机遇，加强企业内部管理，提升公司经营水平，强化企业核心竞争力，用良好业绩回报投资者。经过努力，

公司股价很快企稳回升，公司的经营业绩、发展理念、发展战略及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得到广大投资者认可。 

（8）报告期内，完成非公开发行股份登记工作。2015年11月9日，经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安徽安科生物工程（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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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有限公司向江苏苏豪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2468号）文

件核准，公司向江苏苏豪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19位交易对方非公开发行股份21,998,093股；向安徽安科生物工程（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第1期员工持股计划发行股份8,487,007股，募集配套资金10,125万元，用于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

产的配套资金。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已于2015年12月23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登记业务，并

于2016年1月7日上市。 

（9）报告期内，公司深化信息化建设，探索互联网＋背景下的业务新模式 

报告期内，在原有ERP基础上，2015年公司的信息化建设得到进一步深化，更多的功能和模块投入应有，公司的管理效

能得到进一步提升。公司完成公司官网、手机官网自主建设和升级；完成鑫华坤“安科丽”品牌官网建设，并包含在线交易和

订单管理；完成安漱净订阅号申请注册及前期搭建；完成安科生物官方服务号建设，实现在线销售，分销，全员管理功能；

完成“安科丽”企业淘宝店建设，并已开展营销销售；同时，逐步探索智慧社区医疗系统设计；完成公司部分OTC药品在国内

主要医药连锁电商医药馆合作入驻销售，并与其达成O2O技术、营销领域达成深度合作意向，至此，公司2016年在互联网＋

医药领域进行了大胆探索并取得部分成果。 

（10）报告期间获得了以下荣誉 

2015年2月，安徽省国税局、省地税局联合发布安徽省2012-2013年度纳税信用等级评定A级纳税人榜单，安科生物工程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再次荣获“纳税信用A级”企业称号。 

2015年4月，安科生物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生产部被合肥市劳动竞赛委员会、合肥市总工会授予“合肥市工人先锋

号”荣誉称号。 

2015年6月，由新浪财经主办的第二届上市公司评选日前揭晓，安科生物入选 “最重股东回报上市公司”等榜单。 

2015年6月，经合肥市工商管理局考核公示，安徽安科生物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被授予2013－2014年度“守合同重

信用企业”的荣誉称号。 

2015年7月，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布了2014年度信息披露工作考核结果，安徽安科生物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再次荣

获信息披露考核A级。 

2015年8月，由证券时报、中国上市公司发展联盟、新财富杂志社联合主办，中国基金报、国际金融报、期货日报等财

经媒体协办的2014年度，中国上市公司价值评选结果日前揭晓，安科生物入选创业板上市公司价值前二十强。 

2015年8月，公司“安科”商标被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 

2015年12月，公司“一种重组人干扰素α2b制剂”获得第四届安徽省专利金奖荣誉。 

2015年12月，由21世纪报系发起并主办的“中国上市公司卓越董事会评选”揭晓，安科生物董事会获得“2015中国创业板

上市公司卓越董事会”殊荣。 

（11）报告期内，公司专利获得授权情况如下： 

序号 专利名称 专利号 授权日 专利类型 

1 用于处理工业废水的冷凝桶 ZL201420566642.3 2015.01.14 实用新型 

2 粉尘过滤装置 ZL201420566446.6 2015.01.14 实用新型 

3 防止印字头跑偏的钢印机 ZL201420566597.1 2015.01.14 实用新型 

4 放线定位装置 ZL201420566643.6 2015.1.28 实用新型 

5 酊剂滚珠器安装装置 ZL201520397674.X 2015.10.14 实用新型 

6 清凉油灌装装置 ZL201520401775.X 2015.10.21 实用新型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年

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

期增减 

干扰素 161,286,546.20 132,568,936.05 82.19% 7.02% -0.29% 1.30% 

生长激素 199,877,642.51 187,466,025.60 93.79% 30.51% 30.14% 0.02% 

活血止痛膏 110,470,057.47 83,530,367.97 75.61% 10.90% 9.14% 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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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

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六、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报告期内，公司取得上海苏豪逸明制药有限公司100%股权，苏豪逸明于2015年11月25日完成工商变更，正式成为

公司全资子公司。2015年12月16日，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会验字［2015］4036号验资报告；2015

年12月23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股份登记申请受理确认书》。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有关规定，

本次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日确定为2015年12月31日。 

     2、 2015年10月23日，公司出资新设子公司合肥安高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公司持有其80%股份。自2015年10月23日起公

司将安高公司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 

4、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一、重要提示
	二、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三、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四、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10%以上的产品情况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重大变化的说明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六、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4、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