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000952              证券简称：广济药业          公告编号：2017－025 

 

湖北广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对深交所公司管理部《年报问询函》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保证本公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湖北广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于近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管理部《关于对

湖北广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年报问询函》（［2017］第 48号），公司按相关要求

向深圳证券交易所作了回复，现将回复内容公告如下：  

1、（1）公司“主要税种及税率”项下显示，报告期内，公司内销收入按

销售收入的 17%计增值税销项税额，外销收入实行“免、抵、退”；同时“营业

收入构成”项下显示，公司本期内销收入 39,751.80 万元，外销收入 31,720.60

万元。根据公司财务报表中披露的数据和“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63,497.44 万元）=销售商品、提供劳务产生的“收入和增值税销项税额”

（71,472.40 万元+39,751.80 万元*17%）+应收账款本期减少额（期初余额-期

末余额= -2,176.58 万元）+应收票据本期减少额（期初余额-期末余额= 

-1,255.74 万元）+预收账款增加额（期末余额-期初余额=1,298.45 万元）+（-）

特殊调整业务”的表间勾稽关系，推算的特殊调整业务金额为-12,598.90 万元，

请公司复核并说明特殊调整项的具体内容。 

（2）根据公司财务报表中披露的数据和“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26,289.98 万元）=购买商品、接受劳务产生的“销售成本和增值税进项税额”

（34,172.21 万元+34,172.21 万元*17%）+应付账款减少额（期初余额-期末余

额=7,199.44 万元）+应付票据减少额（期初余额-期末余额=1,939.5 万元）+预

付账款增加额（期末余额-期初余额=58.87万元）+存货本期增加额（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1,035.55 万元）+（-）特殊调整业务”的表间勾稽关系，推算的特殊

调整业务金额为- 23,924.87 万元，请公司复核并说明特殊调整项的具体内容。 

（3）“分季度主要财务指标”中，公司第二、第三季度的销售净利率明显

高于其他季度，具体如下：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156,716,380 160,194,922 237,475,518 160,337,133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23,061,488 33,821,002 67,925,177 17,031,566 

销售净利率 14.72% 21.11% 28.60% 10.62% 

同时根据公司披露的《2016 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公司调减前期预计

利润的原因之一为公司销售费用运费测算偏低。请公司说明第二、第三季度的

销售净利率明显高于其他季度的具体原因以及销售费用运费测算的具体过程。 

（4）“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项下显示，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上涨 27.55%、

营业成本同比却下降-9.91%，本期原料系列产品、制剂系列产品的毛利率分别

同比上涨 21.48%和 21.99%；同时，公司表示在环保治理方面加大了投入，截至

目前，已经有效解决了公司所面临的环保问题。请公司说明营业成本与营业成

本增长不匹配的具体原因；公司对相关环保成本的具体会计核算过程和核算科

目，以及在环保压力加大的背景下，VB 产品成本下降的具体原因。 

请你公司年审会计师就上述问题进行核查并出具专项核查。 

回复：（1）该差异原因主要是应收票据的背书采购造成的，广济药业母公司

应收票据背书约为 7,800万元，孟州公司应收票据背书约为 3,400 万元，惠生公

司应收票据背书约为 1,500万元。 

（2）该差异原因主要是应收票据的背书采购及成本中存在折旧、薪酬造成的，

广济药业母公司应收票据背书采购原材料等约为 7,000万元，孟州公司应收票据



背书约为 3,400万元，惠生公司应收票据背书约为 1,500万元，成本中剔除相关

折旧费用 5,300万元，剔除相应的人工薪酬 5,800万元。 

（3）第二、第三季度市场行情较好，市场销售平均价格较一、四季度略高，

在成本波动不大的情况下销售毛利较高，且一季度企业进行了高管人员绩效的计

提及发放、四季度对本期销售费用进行了结算，相应的期间费用较二、三季度较

高，综上销售净利率有所降低。企业在做业绩预告时销售费用按照上年同期进行

预测，在年底按照实际情况进行计算确认，存在差异。 

   （4）公司常规的环保成本在生产成本中进行核算，本期为了降低生产成本，

实现清洁生产实现废水废渣资源化再利用，本着创建“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

公司的宗旨，新增了核黄素生产废水废渣资源化再利用工业化技术研发等相关支

出，列示在管理费用研发支出中进行核算，环保压力加大，环保研发投入加大，

对本期成本的影响较小；VB2 产品营业成本同比下降了 9.91%，是由两方面引起

的，一方面是原因是占企业销售量 66%的孟州公司本期生产成本较上期下降了

10%，主要是因为大宗原材料玉米淀粉单价平均每月较上年同期均有近 15%的减

少，其中 4月较上期同期玉米淀粉单价减少了 32%，另一方面，广济药业本部本

期销售数量较上期减少了 25%。 

2、公司递延所得税资产、递延所得税负债和所得税费用项下显示如下主要

信息： 

（1）会计利润与所得税费用调整过程 

项    目 金额 

利润总额 
155,638,375.71 

按法定/适用税率计算的所得税费用（25%）                   38,909,593.93  

适用不同税率的影响                       -863,264.95  

调整以前期间所得税的影响                         

-36,829.83  

不可抵扣的成本、费用和损失的影响                        812,352.93  

使用前期未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的可抵扣亏损

的影响 
                 -34,869,941.88  



项    目 金额 

本期未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的可抵扣亏损的影

响 
                    6,369,562.05  

所得税费用 10,321,472.25                   

（2）未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的可抵扣暂时性差异 

项   目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资产减值准备 39,562,221.78 34,782,242.58 

应付职工薪酬 22,524,134.91 20,473,149.55 

递延收益 34,374,285.66 43,566,666.63 

未弥补亏损 109,594,782.71 228,637,360.33 

预计负债 12,737,650.79 10,116,894.33 

合    计 218,793,075.85 337,576,313.42 

（3）未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的可抵扣亏损将于以下年度到期情况 

年    度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备    注 

2016 年   25,870,204.46   

2017 年  5,436,171.34   49,135,254.66   

2018 年  20,477,758.44   20,477,758.44   

2019 年  34,067,475.36   98,343,908.90   

2020 年  13,893,502.03   34,810,233.87   

2021 年  35,719,875.54    

合    计 109,594,782.71 228,637,360.33  

（4）公司“主要税种及税率”项下显示，公司及子公司湖北惠生药业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惠生公司”）按应纳税所得额的 15%计缴，其他各子公司及联

营企业按 25%计缴。母公司报表和集团内主要子公司财务信息显示，母公司当期

利润总额 863.26 万元，惠生公司实现净利润-2,314.52 万元。 

基于如上信息，请公司： 

（1）复核“会计利润与所得税费用调整过程”表中的“适用不同税率的影

响”仅调整母公司而未调整惠生公司因税率差异产生的所得税费用影响是否准

确、完整。举例如下： 

集团内其他主体 

合并利润（万元） 

母公司利润 

（万元） 

惠生公司利润 

（万元） 

合并总利润 

（万元） 

700 200 -100 800 

税率 25% 税率 15% 税率 15%   



根据上表信息： 

合并利润总额*25%的适用税率计算的所得税费用总额=（700+200-100）*25% 

税法上根据不同纳税主体实际计算的所得税费用总额=700*25%+200*15% 

适用不同税率的影响金额=母公司税率差影响【-100*（25%-15%）】+惠生

公司亏损的所得税影响【100*25%】 

（2）根据“本期未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的可抵扣亏损的影响”金额与“未

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的可抵扣亏损将于以下年度到期情况”表中最新一期可抵

扣亏损*适用税率一致的表间勾稽关系，公司最新一期可抵扣亏损金额为

3,571.99 万元，推算的“本期未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的可抵扣亏损的影响”

=3,571.99 万元*适用税率，请公司复核“会计利润与所得税费用调整过程”表

中“本期未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的可抵扣亏损的影响”以及“未确认递延所得

税资产的可抵扣亏损将于以下年度到期情况”表中的相关信息披露是否准确。

此外，“未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的可抵扣暂时性差异”表中的明细科目变动显

示，报告期内，公司存在新增的未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的可抵扣暂时性差异，

但公司未在“会计利润与所得税费用调整过程”表中反映，请公司复核相关披

露内容的完整性和准确性。 

（3）同理，请公司根据“未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的可抵扣暂时性差异”表

明细项目的增减变动情况、第（2）条的影响与“使用前期未确认递延所得税资

产的可抵扣亏损或可抵扣暂时性差异”的表间勾稽关系，复核“会计利润与所

得税费用调整过程”表中的“使用前期未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的可抵扣亏损、

可抵扣暂时性差异的影响”披露是否准确，该影响金额是否与“未确认递延所

得税资产的可抵扣亏损和暂时性差异的变动”扣除第（2）条的影响后*适用税

率一致。 

请你公司年审会计师就上述问题进行核查并出具专项核查意见。 



回复：（1）该表格主要反映的是由会计利润到所得税利润的一个变化过程，

适用不同税率的影响除考虑不同税率外，还考虑了各主体期末盈利情况，并在总

体层面合并抵销后得出该数据。 

（2）可抵扣亏损金额为 3,571.99 万元*25%（适用税率）=  8,929,968.89

与企业本期未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的可抵扣亏损的影响 6,369,562.05 的差异是

本部可抵扣亏损 10,241,627.36 元*25%= 2,560,406.84，该可抵扣亏损不是企业

本期产生，故当期不存在未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的可抵扣亏损的影响。由于未来

能否获得足够的应纳税所得额具有不确定性，因此本期末公司没有确认递延所得

税资产。相关的披露完整且准确。 

（3）使用前期未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的可抵扣亏损的影响=本部未弥补亏损

7,759,384.38*15%+ 孟 州 及 济 康 未 弥 补 亏 损 134,824,136.90*25%= 

34,869,941.88，未弥补亏损期末数（109,594,782.71）=未弥补亏损期初数

（228,637,360.33）+本期新增为弥补亏损（25,478,248.18）-本期弥补亏损

（7,759,384.38+134,824,136.90）-已到期为弥补亏损（1,937,304.52）= 

109,594,782.71相互勾稽，数据保持一致。 

3、“现金流量表补充资料”项下，将净利润调节为经营活动现金流量过程

中，涉及的主要调整项目如下： 

项    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1.将净利润调节为经营活动现金流量   

净利润  145,316,903.46  18,415,716.19 

加：资产减值准备 9,216,364.38 10,537,487.76 

固定资产折旧、油气资产折耗、生产性生物资

产折旧 
 67,111,414.46  47,208,282.10 

存货的减少（增加以“－”号填列）  -11,524,592.36  48,182,113.20 

经营性应收项目的减少（增加以“－”号填列）  -18,925,612.47  -29,306,134.31 

经营性应付项目的增加（减少以“－”号填列）  -68,663,861.77  -190,716,293.78 

（1）根据公司资产负债表，相关项目的增减变动情况如下： 

（i）经营性应收项目的期初、期末余额变动（相应的减值损失已在“资产减



值准备”调整项中反映） 

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应收票据 1,420.89 165.15 

应收账款 10,543.52 8,366.94 

预付账款 780.00 721.13 

其他应收款 7,679.88 7,592.35 

合计 20,424.29 16,845.58 

经营性应收项目的减

少 
-3,578.71  

（ii）经营性应付项目的期初期末余额变动 

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应付票据 1,979.50 3,919.00 

应付账款 14,302.34 21,501.78 

预收账款 2,880.82 1,582.37 

应付职工薪酬 2,252.41 2,047.31 

应交税费 1,757.68 903.35 

其他应付款 5,255.16 4,953.90 

合计 23,497.64 30,278.70 

经营性应付项目的增

加 
-6,781.06  

（iii）存货的期初、期末账面价值变动 

项目 期末账面价值 期初账面价值 

存货 10,923.01 9,887.46 

存货的减少 -1,035.55  

（2）“在建工程”项下显示，广药生物产业园累计转固 4.03 亿元，其中

累计资本化利息 0.14 亿元，本期增加额 0.55 亿元。请公司： 

（1）参照“营业成本构成”，区分原材料、人工工资、折旧费、能源和其

他等项目说明“在建工程”项下中本期增加数的具体构成明细以及期末余额中

的具体明细，说明累计利息资本化金额的具体计算过程，以及转入固定资产的

具体月份并提供相应的转固证明材料，如验收报告、竣工结算报告等。 

（2）说明将净利润调节为经营活动现金流量过程中，“存货的减少”、“ 经

营性应收项目的减少”和“经营性应付项目的增加”金额的具体调整过程，涉

及的特殊调整科目具体内容，并复核相关调整是否准确。 



请你公司年审会计师就上述问题进行核查并出具专项核查意见。 

回复：（1）公司在建工程转入固定资产时间是 2016 年 5 月，因公司在当月获取了维

生素 B2 药品生产 GMP 证书，可以进行维生素 B2 产品的生产，且相关固定资产已达到预计可

使用状态，故进行转固，相关的验收及竣工结算报告尚未编制。 

利息资本化金额按照每期一般借款的加权平均利率与当期每月资本化计算基数来计算

出当期利息资本化金额，累计利息资本化金额为开始建设至今各期利息资本化金额之和。 

本期增加及期末余额构成明细如下： 

项目 本期增加 期末余额 

项目费用 4,017,161.46 42,579,409.00 

房屋 22,015,207.29  1,767,540.78  

公共设施 2,068,224.10  640,365.52  

机器设备 20,126,818.65  14,196,449.51  

领料   1,188,892.80  

预付账款  6,211,024.69   5,178,004.15  

运输设备  16,500.00   76,800.00  

搬迁费用 960,797.81 960,797.81 

合计 55,415,734.00 66,588,259.57 

 

（2）存货的增加是本期存货账面原值的变化加上期计提跌价转销部分即

111,082,733.17-103,994,525.99+4,436,385.18=11,524,592.36，经营性应收项

目的减少我们除上表以外数据，我们还考虑了其他流动资产的增加

9,418,635.63,三个月以外保证金 7,442,841.60,故经营性应收项目的增加

35,787,089.70-9,418,635.63-7,442,841.60=18,925,612.47，经营性应付项目

的减少我们除上表以外数据，还考虑了预计负债的变化 2,620,756.46，其他非

流动负债的变化-9,192,380.97，以及扣除了应付款项中关于在建工程、固定资

产等长期资产相关的变化 -2,705,754.66，故经营性应付项目的减少

-64,797,991.92+ 2,620,756.46-9,192,380.97- （ -2,705,754.66 ） = 

-68,663,861.77。 

4、“关联方应收应付款项”项下和资金占用专项审计报告显示，截至报告



期末，公司合计应收湖北安华大厦有限公司 1,044.96 万元，其中 2014 年拆借

的资金累计未收回的 485.16 万元，出售海南富力洁时债权转入余额为 744.93

万元。披露的关联方资金拆借情况如下： 

关联方 拆入/拆出 金额 起始日 到期日 说明 

湖北安华大

厦有限公司 
拆出 

500 万

元 

2014 年 11 月

26 日 

2015 年 11 月

25 日 

到期后续延，

利率 6.00% 

但根据公司 2016 年 1 月 13 日披露的《关于向联营公司提供借款暨关联交

易的公告》，公司董事会 2016 年 1 月 13 日审议通过了公司以自有资金向安华

公司提供人民币 450 万元的借款，期限为一年，借款年利率 8%，对于该笔借款，

在财务报表“关联方资金拆借”、 “关联方应收应付款项”项下和资金占用专

项审计报告均未列示。请公司： 

（1）复核相关披露是否准确、完整； 

（2）说明 2016 年新增的向安华公司 450 万元贷款到期后是否收回，出售

海南富力洁时债权转入余额为 744.93 万元的形成原因和具体内容； 

（3）说明向安华公司所有债权的账龄（结合“其他应收款”项下披露的账

龄进行具体细分）、长期未收回的原因（如适用），以及在之前债权未收回的

情况下，公司继续新增贷款的具体原因，是否构成非经营性资金占用以及公司

具体的内控措施。 

请你公司年审会计师就上述问题进行核查并出具专项核查意见。 

回复：（1）相关的披露准确、完整。 

（2）本期未新增向安华公司的贷款。744.93万元是企业处置海南富力洁时、

企业、安华公司、海南富力洁三方抵账 631 万元，及后续企业在安华公司消费，

安华公司借款利息等业务综合形成的。 

（3）安华公司所有的债权账龄为： 

账龄 金额 

1 年以内（含 1 年） 300,000.00 

1-2 年（含 2 年） 300,000.00 



2-3 年（含 3 年） 1,826,560.00 

3-4 年（含 4 年） 6,023,009.70 

4-5 年（含 5 年）  

5 年以上 2,000,000.00 

合计 10,449,569.70 

对方企业尚未支付相关款项，故造成长期挂账，本期没有新增向安华公司贷

款，存在非经营性资金暂用，公司货币资金支付实行会签制度，单笔支付金额

500万元以上需要由财务总监联签、总经理联签、董事长批准，单笔支付金额 50

万-500万元需由财务总监联签、总经理批准、单笔支付金额 50万元以下需要由

财务总监批准；审批人必须对构成资金支付的事项的资料（如决议、合同等）进

行审核，做到支付有依据。对已支付的货币资金建立以“谁批准，谁负责”为原

则的责任追究制度，批准人要对由本人批准支付的货币资金负责任，以防范货币

资金风险，保证货币资金的安全。 

5、（1）“存货”项下显示，报告期末，原材料和库存商品期末余额分别

为 0.25 亿元和 0.80亿元，其中库存商品计提跌价准备 116.91 万元，原材料未

计提减值。 

（2）“重要的非全资子公司主要财务信息”、“公司业务概要”和“ 主

要控股参股公司分析”项下显示，公司主要采用自产自销的形式进行日常经营，

公司和子公司孟州公司主要从事 VB2 的生产和销售，子公司惠生公司主要从事

VB6 的生产和销售，子公司济康医药主要从事制剂产品的销售。报告期内，惠生

公司亏损 0.23 亿元（其中营业利润-0.12 亿元），上年亏损 0.17亿元。 

（3）“递延所得税资产”项下显示，公司对报告期末的可抵扣暂时性差异

均未确认资产。 

（4）“公司实物销售收入是否大于劳务收入”项下，公司披露内容如下： 

行业分

类 
项目 单位 2016 年 2015 年 同比增减 

 销售量 元 711,442,285.69 556,832,456.05 27.77% 



生产量 元 336,781,920.47 325,041,298.39 3.61% 

库存量 元 79,592,144.67 76,954,587.45 3.43% 

基于上述信息，请公司说明： 

（1）存货项下用于生产 VB2 和 VB6 的原材料以及 VB2和 VB6 库存商品的具

体金额，对两类存货分别减值测试的具体过程。 

（2）未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的暂时性差异对应的具体经营主体，相关经营

主体的历史经营信息，以及公司未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的具体依据。 

（3）根据“2016 年期初余额（7,695.46 万元）+本期生产额（33,678.19

万元）-本期销售额（71,144.23 万元）-本期其他减少=期末库存（7,959.21 万

元）”的表间勾稽关系，推算的本期其他减少额= -37,729.79 万元，请公司说

明在主要自产自销的模式背景下，存货其他减少的具体内容，并复核相关披露

是否准确，以及期末库存量金额如何与存货项目的期初、期末余额勾稽一致。 

请你公司年审会计师就上述问题进行核查并出具专项核查意见。 

回复：（1）VB2和 VB6的原材料金额为 25,351,093.01，VB2库存商品金额

为 74,425,127.90，VB6库存商品金额为 3,455,818.28，两类存货的存货跌价准

备为 0，考虑到本期已签订尚未执行合同单价及公开信息中查询到的 VB2/VB6原

料药销售价格，均高于公司账面库存商品成本与相关销售税、费之和，故判断原

料药不存在跌价。 

（2）明细如下： 

项目   孟州公司   惠生公司   济康公司   三利公司   普信公司   企业本部  合计 

 资产减值准备    3,080,680.26      2,455,857.90     4,533,569.61      390,376.06        1,005.78    29,100,732.17    39,562,221.78  

 应付职工薪酬    5,899,203.87      1,066,323.34     8,616,945.08       61,809.60       49,753.04     6,830,099.98    22,524,134.91  

 递延收益         34,374,285.66    34,374,285.66  

 预计负债      11,741,597.69          996,053.10    12,737,650.79  

 未弥补亏损  

 

   91,471,384.50  

 

  1,073,185.64    6,808,585.21    10,241,627.36   109,594,782.71  

 合计    8,979,884.13    106,735,163.43    13,150,514.69    1,525,371.30    6,859,344.03    81,542,798.27   218,793,075.85  

截止 2016 年 12 月 31 日各公司未分配利润 

  孟州公司   惠生公司   济康公司   三利公司   普信公司   企业本部  汇总数 



未分配利润 -47,076,805.51 -106,514,046.24 -7,746,787.34 -4,188,704.45 -6,765,041.83 398,369,529.67 226,078,144.30 

由于未来能否获得足够的应纳税所得额具有不确定性，因此本期末公司没有确认递延所

得税资产。 

（3）表格中销售量是按照销售收入的金额进行核算的，不存在勾稽关系，

按照成本核算的销售量金额为 332,794,042.33，满足 2016年期初余额（7,695.46

万元）+本期生产额（33,678.19 万元）-本期销售额（33,279.40 万元）-本期其

他减少=期末库存（7,959.21万元）的勾稽关系。 

6、（1）“管理费用”项下显示，本期管理费用较上年有较大幅度的上升，

其中计入的停工损失 0.29 亿（上年同期 0.19 亿元）。 

（2）根据公司 2016年 8 月 30 日披露的《关于公司大金产业园生产线停产

的自愿性信息披露公告》，公司大金产业园维生素 B2（核黄素）生产线自 2016

年 9月 1日至 2016年 10月 10 日实施停产检修系生产设施及高压供电线路的年

度检修。 

（3）根据公司 2016年 7 月 13 日披露的《关于控股子公司生产线停产的自

愿性信息披露公告》，子公司惠生公司在夏季高温期间停产检修,自 2016 年 7

月 16日起停产，惠生公司生产线将根据设备检修和产品市场情况择机恢复生产，

预计复产时间在 10 月 16 日。针对该停产公告，《每日经济新闻》等媒体刊登

文章《广济药业子公司停产公告引信披质疑》，质疑公司公告中存在信披露瑕

疵，称根据湖北咸宁市环保局官网信息，惠生公司是因为环保问题被关停，且

记者联系咸宁市环保局，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惠生公司生产线确实被关停了，

并且不会复产。 

（4）根据武穴市环保局官网公布的《国家重点监控企业废水自动监控情况》

等信息和国家环保部提供的名单，公司属于环境保护部门监控的重点排污单位，

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 号——年度报告的内

容与格式》，属于环境保护部门公布的重点排污单位的公司及其子公司，应当



根据法律、法规及部门规章的规定披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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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标排放情况、执行的污染

物排放标准、核定的排放总量，以及防治污染设施的建设和运行情况等环境信

息。 

针对上述信息，请公司： 

（1）结合对我部 2016 年 7 月 18 日发出的问询函（公司部问询函【2016】

第 254 号）的回复内容，说明惠生公司是否已复产，具体复产时间，停产对公

司经营业绩的具体影响以及与惠生公司报告期内的亏损是否直接相关，并说明

公司前期披露的公告内容以及对我部问询函的复函内容是否与事实相符。 

（2）结合不同公司停产的具体原因（如可预期原因或不可预期原因等）和

企业会计准则的具体规定，说明将停工损失均计入管理费用列示是否准确、合

规。请你公司年审会计师就该事项进行核查并出具专项核查意见。 

（3）严格按照《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 号——

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的要求，以列表的方式补充披露公司及其子公司的相

关环境信息。 

回复：（1）2016年 6月 12 日晚，惠生公司环合（一）车间内因工人操作不

当，环合岗位 2016#反应釜出现跑料情况，跑料情况出现后，公司立即切断相关

反应釜链接，并关闭了相应的生产车间。出于谨慎起见，公司立即向咸宁市环保

局高新分局进行了口头及书面的沟通汇报，咸宁市环保部门下达了《停产整顿的

通知》，要求公司自行整改。 

因跑料时间产生酸雾带来的影响时间很短暂，该事项的影响和损失很小，加

之惠生公司年度生产计划中的高温停产期即将到来，公司在 7 月份实施高温停产

检修，于 10月 16号恢复生产。该事项在贵部 2016年 7月 18 日发出的问询（公

司部问询函【2016】第 254号）的回复中已做详细说明。 



惠生公司在停产前已备足货源供应市场，对公司经营业绩无直接影响；对于

报告期内的亏损，主要是方新担保案预提 950万元产生的。 

经核查，我公司于 7 月 13 日披露的《关于控股子公司生产线停产的自愿性

信息披露公告》及对贵部 2016 年 7月 18日发出的问询函（公司部问询函【2016】

第 254号）的回复内容与事实相符。 

（2）企业惠生公司是由于高温不适宜生产以及后期的技术改造造成的停产，

孟州公司及广济药业本部因技术改造而停产，该停产是由于管理部门对企业生产

进行一定改进而停产，是企业经营过程中的事项而引起的一些费用的发生，故将

该部分费用归集在管理费用中。 

（3）湖北广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位于湖北省武穴市，属当地环境保护部门监

控的重点排污单位，补充披露公司相关环境信息如下： 

① 主要污染物及特征污染物的名称 

水污染物主要是发酵类污水，其特征污染物名称：PH、COD、氨氮、总磷。 

大气污染物主要是燃煤锅炉烟气，其特征污染物名称：二氧化硫、氮氧化物、

颗粒物、烟气黑度。 

② 排放方式 

生产废水经公司污水处理站预处理后，再经生化处理，达到《污水综合排放

标准》（GB8978-1996）三级标准后排放，通过专用管道排放至武穴市城市污水处

理厂作进一步处理，达到《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 )

一级排放标准后排放。 

锅炉烟气经布袋除尘及脱硫、脱硝处理，达到国家排放标准后向环境排放。 

③ 排放口数量和分布情况 

武穴市城区济元污水处理厂有 1污水排放口，在线监测设备已与省环保厅监

控系统联网。 



大金生物产业园主要有 1 个锅炉烟气排放口，1个污水排放口，均已安装在

线监测设备，目前正在作设备调试。 

④ 执行的污染物排放标准 

《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13271-2014）II时段标准 

《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二级标准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三级标准 

《发酵类制药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21903-2008）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3类标准 

⑤ 核定的排放总量 

武穴市环保局核定的排放总量为： 

化学需氧量 400吨/年；氨氮 44吨/年； 

二氧化硫 153.6吨/年；氮氧化物 153.6吨/年。 

⑥ 排放浓度和总量 

污水排放：2016年公司总污水排放量为 25.95万吨，共排放 COD 57.04 吨，

氨氮 6.54吨。 

锅炉烟气排放：烟气总量 9078 万立方米，二氧化硫排放量 37.56 吨，氮氧

化物排放量 40.3吨。 

⑦ 超标排放情况 

公司严格执行国家排放标准，无超标排放情况发生。 

⑧ 污染防治设施的建设和运行情况 

水污染防治方面，公司有两个污水处理站，即：新建的产业园污水处理站和

原有的济元污水处理站。 

产业园污水处理站用于处理产业园核黄素生产线的生产污水。2016 年，产

业园污水处理站污染防治设施得到了完善，目前正处在试运行阶段。 



济元污水处理站用于处理武穴市城区济元分厂、济民分厂和济得分厂三条生

产线的生产污水。因核黄素生产线已搬迁到产业园，济元污水处理厂处理能力有

一定的富余。 

大气污染防治方面，公司 2016年淘汰了原有的小型燃煤锅炉，在产业园 35

吨/h 燃煤锅炉原有除尘、脱硫设施基础上新增了 1 台脱硫塔，用作检修备用，

另外，还新增了 1套 SCR脱硝设施。新增了 1 套污水处理站废气吸收处理系统。 

7、（1）母公司报表和合并报表显示，本期盈余公积与上年相比未发生变

动，请公司说明在母公司当年盈利、累计未分配利润为正，法定盈余公积总额

（其中盈余公积总额为 0.76 亿元）未达到公司注册资本（2.52 亿元）50%的前

提下，本期未计提盈余公积的具体原因，公司盈余公积、未分配利润报表科目

及其附注、以及所有者权益变动表的披露和列示是否准确。 

（2）“分部报告”项下，公司表示“公司之营业收入、费用、资产及负债

仅与生产和销售维生素 B 及其相关产品有关，因此，公司没有编制分部报告”，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35 号——分部报告》的规定，企业存在多种经营或跨地

区经营的，应当按照分部报告准则披露分部信息，相应取消了原制度规定的“如

果某一分部的对外营业收入总额占企业全部营业收入总额的 90%及以上的，则不

需编制分部报告”的豁免条款，请公司说明相关披露是否符合准则要求。 

（3）“承诺及或有事项”项下，就长治金泽与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山西

省长治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4]长民初字第 088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公司支

付长治金泽玉米粉货款 454.64 万元，并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支付利息；“预计

负债”项下显示，2016 年长治金泽案计提了 40.10 万元的负债。请公司说明针

对该诉讼，在各年的预计负债确认情况及金额的确认依据。 

请你公司年审会计师就上述问题进行核查并出具专项核查意见。 

回复：（1）公司 15 年底以前年度可弥补亏损金额为 18,001,011.74，大于



本期利润，故不计提盈余公积。 

（2）企业各个分部均未单独存在收入、费用、资产及负债，各个分部均由

维生素 B及其相关产品而紧密结合在一起，故不存在报告分部。 

（3）针对该诉讼，15 年我们计提预计负债 595,022.73 元，16 年计提预付

负债 401,030.37 元，我们根据山西省长治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4]长民初

字第 088号民事判决书计提相关预计负债。 

8、请公司复核“承诺事项履行情况”项下所有承诺内容、承诺期限、实际

履行情况等内容披露的准确性，如公司表示，湖北省长江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受让公司控制权股份时承诺“在受让目标股份登记过户之前向广济药业提供

叁亿元的借款，借款期限不低于 3 年，借款利率按照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

利率执行”，目前公司控制权已完成变更，公司在承诺期限中披露的内容却为

2014 年 10月 9 日至 2017 年 10 月 8 日且表示承诺在履行中。 

回复：经复核，年报中披露的“承诺事项履行情况”项下所有承诺内容、承

诺期限、实际履行情况等内容准确。湖北省长江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受让公司

控制权股份时承诺“在受让目标股份登记过户之前向广济药业提供叁亿元的借款，

借款期限不低于 3年，借款利率按照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执行”，虽然

公司控制权已完成变更，但是上述借款事项期限为 3年，故事项完成时间为 2017

年 10月 8日。 

 

特此公告 

 

 

湖北广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 4月 29日 

 


	1、（1）公司“主要税种及税率”项下显示，报告期内，公司内销收入按销售收入的17%计增值税销项税额，外销收入实行“免、抵、退”；同时“营业收入构成”项下显示，公司本期内销收入39,751.80万元，外销收入31,720.60万元。根据公司财务报表中披露的数据和“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63,497.44万元）=销售商品、提供劳务产生的“收入和增值税销项税额”（71,472.40万元+39,751.80万元*17%）+应收账款本期减少额（期初余额-期末余额= -2,176.58万元）+应收票据...
	（2）根据公司财务报表中披露的数据和“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26,289.98万元）=购买商品、接受劳务产生的“销售成本和增值税进项税额”（34,172.21万元+34,172.21万元*17%）+应付账款减少额（期初余额-期末余额=7,199.44万元）+应付票据减少额（期初余额-期末余额=1,939.5万元）+预付账款增加额（期末余额-期初余额=58.87万元）+存货本期增加额（期末余额-期初余额=1,035.55万元）+（-）特殊调整业务”的表间勾稽关系，推算的特殊调整业务金额为- ...
	（3）“分季度主要财务指标”中，公司第二、第三季度的销售净利率明显高于其他季度，具体如下：
	同时根据公司披露的《2016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公司调减前期预计利润的原因之一为公司销售费用运费测算偏低。请公司说明第二、第三季度的销售净利率明显高于其他季度的具体原因以及销售费用运费测算的具体过程。
	（4）“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项下显示，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上涨27.55%、营业成本同比却下降-9.91%，本期原料系列产品、制剂系列产品的毛利率分别同比上涨21.48%和21.99%；同时，公司表示在环保治理方面加大了投入，截至目前，已经有效解决了公司所面临的环保问题。请公司说明营业成本与营业成本增长不匹配的具体原因；公司对相关环保成本的具体会计核算过程和核算科目，以及在环保压力加大的背景下，VB产品成本下降的具体原因。
	2、公司递延所得税资产、递延所得税负债和所得税费用项下显示如下主要信息：
	（1）会计利润与所得税费用调整过程
	（2）未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的可抵扣暂时性差异
	（3）未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的可抵扣亏损将于以下年度到期情况
	（4）公司“主要税种及税率”项下显示，公司及子公司湖北惠生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惠生公司”）按应纳税所得额的15%计缴，其他各子公司及联营企业按25%计缴。母公司报表和集团内主要子公司财务信息显示，母公司当期利润总额863.26万元，惠生公司实现净利润-2,314.52万元。
	基于如上信息，请公司：
	（1）复核“会计利润与所得税费用调整过程”表中的“适用不同税率的影响”仅调整母公司而未调整惠生公司因税率差异产生的所得税费用影响是否准确、完整。举例如下：
	根据上表信息：
	合并利润总额*25%的适用税率计算的所得税费用总额=（700+200-100）*25%
	税法上根据不同纳税主体实际计算的所得税费用总额=700*25%+200*15%
	适用不同税率的影响金额=母公司税率差影响【-100*（25%-15%）】+惠生公司亏损的所得税影响【100*25%】
	（2）根据“本期未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的可抵扣亏损的影响”金额与“未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的可抵扣亏损将于以下年度到期情况”表中最新一期可抵扣亏损*适用税率一致的表间勾稽关系，公司最新一期可抵扣亏损金额为3,571.99万元，推算的“本期未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的可抵扣亏损的影响”=3,571.99万元*适用税率，请公司复核“会计利润与所得税费用调整过程”表中“本期未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的可抵扣亏损的影响”以及“未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的可抵扣亏损将于以下年度到期情况”表中的相关信息披露是否准确。此外，“未确认递...
	（3）同理，请公司根据“未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的可抵扣暂时性差异”表明细项目的增减变动情况、第（2）条的影响与“使用前期未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的可抵扣亏损或可抵扣暂时性差异”的表间勾稽关系，复核“会计利润与所得税费用调整过程”表中的“使用前期未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的可抵扣亏损、可抵扣暂时性差异的影响”披露是否准确，该影响金额是否与“未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的可抵扣亏损和暂时性差异的变动”扣除第（2）条的影响后*适用税率一致。
	请你公司年审会计师就上述问题进行核查并出具专项核查意见。
	3、“现金流量表补充资料”项下，将净利润调节为经营活动现金流量过程中，涉及的主要调整项目如下：
	（1）根据公司资产负债表，相关项目的增减变动情况如下：
	（i）经营性应收项目的期初、期末余额变动（相应的减值损失已在“资产减值准备”调整项中反映）
	（ii）经营性应付项目的期初期末余额变动
	（iii）存货的期初、期末账面价值变动
	（2）“在建工程”项下显示，广药生物产业园累计转固4.03亿元，其中累计资本化利息0.14亿元，本期增加额0.55亿元。请公司：
	（1）参照“营业成本构成”，区分原材料、人工工资、折旧费、能源和其他等项目说明“在建工程”项下中本期增加数的具体构成明细以及期末余额中的具体明细，说明累计利息资本化金额的具体计算过程，以及转入固定资产的具体月份并提供相应的转固证明材料，如验收报告、竣工结算报告等。
	（2）说明将净利润调节为经营活动现金流量过程中，“存货的减少”、“ 经营性应收项目的减少”和“经营性应付项目的增加”金额的具体调整过程，涉及的特殊调整科目具体内容，并复核相关调整是否准确。
	请你公司年审会计师就上述问题进行核查并出具专项核查意见。
	4、“关联方应收应付款项”项下和资金占用专项审计报告显示，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合计应收湖北安华大厦有限公司1,044.96万元，其中2014年拆借的资金累计未收回的485.16万元，出售海南富力洁时债权转入余额为744.93万元。披露的关联方资金拆借情况如下：
	但根据公司2016年1月13日披露的《关于向联营公司提供借款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司董事会2016年1月13日审议通过了公司以自有资金向安华公司提供人民币450万元的借款，期限为一年，借款年利率8%，对于该笔借款，在财务报表“关联方资金拆借”、 “关联方应收应付款项”项下和资金占用专项审计报告均未列示。请公司：
	（1）复核相关披露是否准确、完整；
	（2）说明2016年新增的向安华公司450万元贷款到期后是否收回，出售海南富力洁时债权转入余额为744.93万元的形成原因和具体内容；
	（3）说明向安华公司所有债权的账龄（结合“其他应收款”项下披露的账龄进行具体细分）、长期未收回的原因（如适用），以及在之前债权未收回的情况下，公司继续新增贷款的具体原因，是否构成非经营性资金占用以及公司具体的内控措施。
	请你公司年审会计师就上述问题进行核查并出具专项核查意见。
	5、（1）“存货”项下显示，报告期末，原材料和库存商品期末余额分别为0.25亿元和0.80亿元，其中库存商品计提跌价准备116.91万元，原材料未计提减值。
	（2）“重要的非全资子公司主要财务信息”、“公司业务概要”和“ 主要控股参股公司分析”项下显示，公司主要采用自产自销的形式进行日常经营，公司和子公司孟州公司主要从事VB2的生产和销售，子公司惠生公司主要从事VB6的生产和销售，子公司济康医药主要从事制剂产品的销售。报告期内，惠生公司亏损0.23亿元（其中营业利润-0.12亿元），上年亏损0.17亿元。
	（3）“递延所得税资产”项下显示，公司对报告期末的可抵扣暂时性差异均未确认资产。
	（4）“公司实物销售收入是否大于劳务收入”项下，公司披露内容如下：
	基于上述信息，请公司说明：
	（1）存货项下用于生产VB2和VB6的原材料以及VB2和VB6库存商品的具体金额，对两类存货分别减值测试的具体过程。
	（2）未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的暂时性差异对应的具体经营主体，相关经营主体的历史经营信息，以及公司未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的具体依据。
	（3）根据“2016年期初余额（7,695.46万元）+本期生产额（33,678.19万元）-本期销售额（71,144.23万元）-本期其他减少=期末库存（7,959.21万元）”的表间勾稽关系，推算的本期其他减少额= -37,729.79万元，请公司说明在主要自产自销的模式背景下，存货其他减少的具体内容，并复核相关披露是否准确，以及期末库存量金额如何与存货项目的期初、期末余额勾稽一致。
	请你公司年审会计师就上述问题进行核查并出具专项核查意见。
	6、（1）“管理费用”项下显示，本期管理费用较上年有较大幅度的上升，其中计入的停工损失0.29亿（上年同期0.19亿元）。
	（2）根据公司2016年8月30日披露的《关于公司大金产业园生产线停产的自愿性信息披露公告》，公司大金产业园维生素B2（核黄素）生产线自2016年9月1日至2016年10月10日实施停产检修系生产设施及高压供电线路的年度检修。
	（3）根据公司2016年7月13日披露的《关于控股子公司生产线停产的自愿性信息披露公告》，子公司惠生公司在夏季高温期间停产检修,自2016年7月16日起停产，惠生公司生产线将根据设备检修和产品市场情况择机恢复生产，预计复产时间在10月16日。针对该停产公告，《每日经济新闻》等媒体刊登文章《广济药业子公司停产公告引信披质疑》，质疑公司公告中存在信披露瑕疵，称根据湖北咸宁市环保局官网信息，惠生公司是因为环保问题被关停，且记者联系咸宁市环保局，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惠生公司生产线确实被关停了，并且不会复产。
	（4）根据武穴市环保局官网公布的《国家重点监控企业废水自动监控情况》等信息和国家环保部提供的名单，公司属于环境保护部门监控的重点排污单位，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2 号——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属于环境保护部门公布的重点排污单位的公司及其子公司，应当根据法律、法规及部门规章的规定披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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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标排放情况、执行的污染物排放标准、核定的排放总量，以及防治污染设施的建设和运行情况等环境信息。
	针对上述信息，请公司：
	（1）结合对我部2016年7月18日发出的问询函（公司部问询函【2016】第254号）的回复内容，说明惠生公司是否已复产，具体复产时间，停产对公司经营业绩的具体影响以及与惠生公司报告期内的亏损是否直接相关，并说明公司前期披露的公告内容以及对我部问询函的复函内容是否与事实相符。
	（2）结合不同公司停产的具体原因（如可预期原因或不可预期原因等）和企业会计准则的具体规定，说明将停工损失均计入管理费用列示是否准确、合规。请你公司年审会计师就该事项进行核查并出具专项核查意见。
	（3）严格按照《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2 号——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的要求，以列表的方式补充披露公司及其子公司的相关环境信息。
	7、（1）母公司报表和合并报表显示，本期盈余公积与上年相比未发生变动，请公司说明在母公司当年盈利、累计未分配利润为正，法定盈余公积总额（其中盈余公积总额为0.76亿元）未达到公司注册资本（2.52亿元）50%的前提下，本期未计提盈余公积的具体原因，公司盈余公积、未分配利润报表科目及其附注、以及所有者权益变动表的披露和列示是否准确。
	（2）“分部报告”项下，公司表示“公司之营业收入、费用、资产及负债仅与生产和销售维生素B及其相关产品有关，因此，公司没有编制分部报告”，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35号——分部报告》的规定，企业存在多种经营或跨地区经营的，应当按照分部报告准则披露分部信息，相应取消了原制度规定的“如果某一分部的对外营业收入总额占企业全部营业收入总额的90%及以上的，则不需编制分部报告”的豁免条款，请公司说明相关披露是否符合准则要求。
	（3）“承诺及或有事项”项下，就长治金泽与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山西省长治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4]长民初字第08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公司支付长治金泽玉米粉货款454.64万元，并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支付利息；“预计负债”项下显示，2016年长治金泽案计提了40.10万元的负债。请公司说明针对该诉讼，在各年的预计负债确认情况及金额的确认依据。
	请你公司年审会计师就上述问题进行核查并出具专项核查意见。
	回复：（1）公司15年底以前年度可弥补亏损金额为18,001,011.74，大于本期利润，故不计提盈余公积。
	（2）企业各个分部均未单独存在收入、费用、资产及负债，各个分部均由维生素B及其相关产品而紧密结合在一起，故不存在报告分部。
	8、请公司复核“承诺事项履行情况”项下所有承诺内容、承诺期限、实际履行情况等内容披露的准确性，如公司表示，湖北省长江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受让公司控制权股份时承诺“在受让目标股份登记过户之前向广济药业提供叁亿元的借款，借款期限不低于3年，借款利率按照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执行”，目前公司控制权已完成变更，公司在承诺期限中披露的内容却为2014年10月9日至2017年10月8日且表示承诺在履行中。
	回复：经复核，年报中披露的“承诺事项履行情况”项下所有承诺内容、承诺期限、实际履行情况等内容准确。湖北省长江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受让公司控制权股份时承诺“在受让目标股份登记过户之前向广济药业提供叁亿元的借款，借款期限不低于3年，借款利率按照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执行”，虽然公司控制权已完成变更，但是上述借款事项期限为3年，故事项完成时间为2017年10月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