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中天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 

《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二次反馈意见通知书》 

[163924号] 

之 

反馈意见回复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根据贵会于 2017 年 5 月 17 日下发的《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二次反馈意见通

知书》（第 163924 号）有关意见和要求，北京中天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组

织评估项目组对贵会的反馈意见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和分析，并就资产评估相关

问题出具了本回复，现将具体情况汇报如下： 

 

 

 

 

 

 

 

 

 

 

 

 

 

 

 



 

4．申请材料显示，2014 年以来，年富供应链开始拓展医疗器械行业业务，

并于 2016年 7月收购了专注于医疗器械供应链服务的荟俊天诚。2015年和 2016

年，年富供应链医疗器械行业收入分别为 585.30 万元和 9,971.80 万元，2017

年至 2020 年预测收入为 34,578.64 万元、60,395.39 万元、78,821.70 万元、

82,762.79 万元，预测毛利率为 10%左右。请你公司结合医疗器械供应链业务具

体盈利模式、市场竞争情况等，补充披露年富供应链预测医疗板块收入的依据

以及合理性，是否符合谨慎性要求。请独立财务顾问和评估师核查并发表明确

意见。 

回复： 

一、医疗器械行业供应链管理业务盈利模式 

医疗器械供应链管理业务中，年富供应链主要为客户提供进口交易业务类

型的供应链管理服务，具体服务包括采购执行、进口代理、资金结算支持等。

该业务中，年富供应链以实际销售价格向下游客户开具增值税发票，全额计入

收入，年富供应链盈利体现为以买卖差价为表现形式的服务费收益。 

二、医疗器械行业市场竞争情况 

医疗器械行业市场规模较大，产品品类较多，单个供应链管理企业大多专

注于行业内的数类产品，各供应链企业服务的客户群体存在差异，并且供应链

管理服务客户粘性较强，使得服务于医疗器械行业的供应链管理企业相互之间

竞争较少。 

（一）医疗器械行业市场规模较大 

国内医疗器械行业发展迅速、产业规模越来越大，占国民经济的比重越来越

高，近年已成为供应链管理服务的重要增长点。根据 WIND 资讯数据，2016 年

中国医疗器械市场总规模约为 3,700 亿元，同比增长约 20%。根据中国海关数据

统计，2016 年中国医疗器械进出口规模总计 389.1 亿美元，同比增长 1.1%。 

怡亚通、普路通是最早进入医疗器械行业，为该领域企业提供供应链管理服

务的代表企业，经过多年的发展，怡亚通和普路通目前仍是供应链管理服务医疗

器械领域的佼佼者。根据怡亚通 2016 年年报，2015 年、2016 年怡亚通医疗器械

行业广度供应链管理业务收入为 4.19 亿元、8.22 亿元；根据普路通招股说明书，

普路通 2014 年医疗器械行业供应链管理业务收入为 4.05 亿元。与中国医疗器械



行业拥有的千亿级别市场规模相比，怡亚通、普路通医疗器械行业供应链管理业

务收入均不足中国医疗器械市场总规模的 0.3%，不足医疗器械进出口规模的

0.5%，医疗器械行业供应链管理服务渗透率仍然较低。 

（二）各供应链管理服务企业专注领域不同 

在医疗器械行业，医疗设备、耗材等产品种类繁多，涉及的生产厂商、下游

医院亦数量众多，服务医疗器械行业的供应链管理企业多围绕其核心客户提供相

关产品的供应链管理服务，其专注的产品或服务的客户重合的情况较少。根据公

开资料，怡亚通服务的医疗器械行业客户包括柯达、GE、飞利浦等，而普路通

服务的医疗器械客户主要包括郑州康亿医疗器械有限公司等。 

综上，由于医疗器械市场规模较大，供应链管理服务渗透率仍处于较低水平，

且供应链管理服务企业专注于不同的产品，多围绕其核心客户提供相关服务，目

前供应链管理服务企业在医疗器械领域仍在加紧拓展新增市场，相互之间存量市

场竞争较少。 

三、医疗器械行业收入预测的依据以及合理性，是否符合谨慎性要求 

（一）国内医疗器械行业发展迅速、前景广阔 

1、国内医疗器械行业发展迅速 

国内医疗器械行业发展迅速、产业规模越来越大，占国民经济的比重越来越

高，近年已成为供应链管理服务的重要增长点，且医疗器械贸易额不断上升，将

直接促进供应链管理服务行业的发展。 

根据 WIND 数据，2016 年中国医疗器械市场总规模约为 3,700 亿元，比 2015

年增长约 20%，2009 年至 2016 年年均复合增长率约为 24%。近年医疗器械行业

市场规模情况如下所示： 

2009-2016 年医疗器械行业市场规模 

单位：亿元 



 

数据来源：wind 资讯 

根据中国海关数据，2016 年中国医疗器械进出口规模总计 389.1 亿美元，同

比增长 1.1%。2010 年至 2016 年年均复合增长率约为 9.43%。近年医疗器械进出

口贸易金额情况如下所示： 

2010-2016 年我国医疗器械进出口贸易金额 

单位：亿美元 

 

数据来源：中国海关 

2、国内医疗器械行业前景广阔 

由于政府的积极支持、人口老龄化、基层市场放量等因素，国内医疗器械行

业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2015 年 10 月 29 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



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将实施智能制造工程，构建新型制造体系，促进生物

医药及高性能医疗器械等产业发展壮大。2016 年 11 月，工信部、发改委、科技

部、商务部、卫计委、药监总局联合发布《医药工业发展规划指南》，提出要重

点推进高性能医疗器械、新型辅料包材和制药设备。 

随着我国老年人口比例的上升，以及人们保健意识的增强，将拉动对医疗资

源特别是医用高值耗材及家居智能医疗设备的需求。根据中国产业信息网数据，

2020 年我国 65 岁以上人口比例将达到 11.70%，较 2000 年增长 4.73%，而到 2040

年，我国 65 岁以上人口比例将达到 21.80%。 

根据新医改的相关方案，卫生部会同国家发改委将投资 1,000 亿元，支持建

设全国约 2,000 所县医院、5,000 所中心卫生院和 2,400 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并

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中的装备配置开展医疗器械集中采购工作。 

受益于国家产业政策的支持、人口老龄化趋势、基层市场放量等因素，可以

预见未来数年内中国医疗器械行业将保持较高速度的增长。 

（二）年富供应链医疗板块业务发展规划明确，经营团队进一步扩大 

自 2015 年 6 月开始，年富供应链执委会做出战略决策，将医疗板块业务作

为战略发展重点。年富供应链对整个医疗板块的规划如下： 

1、组织结构规划 

年富供应链成立医疗事业群，下设各医疗事业部。医疗事业群总经理由负责

相关业务的公司副总裁兼任。各医疗事业部业务分工明确，并形成良性竞争，医

疗事业一部、二部主要从事医疗器械方面的供应链管理服务，而医疗事业三部及

后续成立的事业部将主要从事高端医疗耗材方面的供应链管理服务。 

截至本回复签署日，年富供应链医疗事业一部、二部已经开展业务，而医疗

事业三部正在筹建中。医疗事业三部将主要以心血管及眼科高净值耗材为业务发

展方向。 

2、业务发展规划 

根据规划，年富供应链医疗业务板块的发展规划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以医

疗事业部为核心抓手，通过合理分工推动医疗板块有望发展；年富供应链高度重

视医疗板块业务发展，通过并购重组等方式做大做强医疗板块业务。 

（1）科学设置医疗事业部，通过合理分工推动快速发展 

2016 年度年富供应链医疗事业一部的收入约 7,715.61 万元，主要为西门子、



飞利浦的经销商或者该类经销商的客户提供优质供应链管理服务。截至本回复签

署日，年富供应链医疗器械业务与客户签订的销售合同及客户下达的采购计划意

向书的合计金额为 31,701.34 万元，预计 2017 年可确认收入 25,513.97 万元。 

医疗事业二部的核心团队系自专业从事医疗供应链服务的公司整体引入，截

至目前，医疗事业二部与约 250 家医疗机构保持业务合作，相关医疗机构包括深

圳市绝大部分大型医院及数家广州市三甲医院，业务发展趋势良好。 

（2）高度重视医疗板块，通过并购重组等方式助推发展 

医疗业务板块的发展战略由年富供应链执委会进行决策及总经理主导推动

执行，通过并购重组等方式助推医疗板块业务做大做强。年富供应链于 2016 年

7 月份收购荟俊天诚，收购后荟俊天诚为年富供应链 2016 年贡献 2,256.19 万元

营业收入。荟俊天诚专业从事医疗器械供应链管理服务，相关业务涉及的产品品

种涵盖进口肿瘤仪器设备耗材、骨科器械、心脑血管医用器械等领域，合作伙伴

有施乐辉、德国贝朗、康德乐等国际知名医疗科技公司，终端客户包括北京协和

医院、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中国武警总医院、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301

医院）等多家国内大型医院。截至本回复签署日，荟俊天诚与医疗耗材客户签订

的购销意向书，预计 2017 年可确认收入 14,529.91 万元，业务发展状况良好。 

综上，年富供应链在医疗领域良好规划为未来年度营业收入持续增长奠定了

基础。 

（三）年富供应链医疗板块客户、订单量增长快速 

年富供应链 2014 年以来积极参加医疗器械各类相关行业展会或会议，大力

拓展医疗器械行业业务机会，于 2016 年 7 月收购了专注于医疗器械供应链服务

的荟俊天诚。医疗板块业务自 2016 年开始呈现较快增长，2016 年实现了收入

9,971.80 万元。截至 2016 年末，年富供应链医疗器械领域积累了西门子医疗系

统有限公司、东芝医疗系统有限公司等知名上游供应商并积累了协和医院、武警

总医院等近 30 家知名客户。 

截至本回复签署日，年富供应链医疗器械业务与客户签订的销售合同及客户

下达的采购计划意向书的合计金额为 31,701.34 万元，其中年富供应链与客户已

经签订销售合同的金额为 24,801.34 万元，客户根据其自身业务发展情况与采购

计划向年富供应链下达采购计划意向书的金额为 6,900.00 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客户名称 

截至本回复签署

日合同及意向书

金额  

截至 2016

年底已完成  
剩余金额 

预计 2017

年可确认

收入 

广州市非中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1,292.50  1,292.50 1,104.70 

远毅有限公司 2,076.20  2,076.20 1,774.53 

广州心之寻医疗器材有限公司 13,469.00  13,469.00 11,511.97 

广州天霖星医疗器材有限公司 2,144.04 1,374.00 770.04 658.15 

西门子财务租赁有限公司 1,880.00  1,880.00 1606.84 

广州卡尔普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2,486.00 476.00 2,010.00 1,717.95 

上海恒博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6,000.00  6,000.00 5,128.21 

大理市第二人民医院 1,197.80  1,197.80 1,023.76 

深圳南方联合健康产业有限公司 434.00  434.00 370.94 

深圳市龙岗区耳鼻咽喉医院 346.80  346.80 296.41 

广州新市医院、广东药科大学附属

第三医院 
375.00  375.00 320.51 

合计 31,701.34 1,850.00 29,851.34 25,513.97 

截至本回复签署日，年富供应链控股子公司荟俊天诚与医疗耗材客户签订

的购销意向书情况如下： 

客户名称 
截至本回复签署

日购销意向书 
预计 2017 年可确认收入 

郑州市华康科技有限公司 6,300.00 5,384.62 

石家庄西维奥医疗器械贸易有限公司 5,500.00 4,700.85 

河北思博特医疗器械贸易有限公司 5,200.00 4,444.44 

合计 17,000.00 14,529.91 

综上分析，截至本回复签署日，年富供应链（包括荟俊天诚医疗耗材业务）

医疗器械业务预计 2017 年可确认收入 40,043.88 万元，超过 2017 年预测的医疗

器械类业务营业收入 34,578.64 万元。2017 年医疗板块的预测收入具有合理性，

符合谨慎性的要求。 

预测期医疗板块收入、毛利率预测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医疗板块收入 34,578.64 60,395.39 78,821.70 82,762.79 

占营业收入比例 1.42% 1.97% 2.12% 2.12% 

收入增长率 246.76% 74.66% 30.51% 5.00% 

毛利率 10.91% 10.90% 10.87% 10.87% 



年富供应链预测期医疗器械毛利率主要参考年富供应链的医疗器械的业务

情况及同行业可比公司的毛利率水平。与同行业可比公司相比，年富供应链医

疗器械毛利率与普路通的医疗器械毛利率基本一致。 

同行业可比公司普路通的毛利率情况如下： 

项目 2014 年度 2013 年度 

电子信息类行业 5.02% 2.87% 

医疗器械类行业 10.23% 11.01% 

年富供应链医疗板块业务尚处在快速发展期，2017 年医疗板块收入的预测

增长率为 246.76%，且根据 2017 年 1-4 月年富供应链医疗板块的业务情况和

2017 年医疗器械合同订单情况，2017 年医疗板块收入预测具有可实现性。尽管

2017 年年富供应链医疗板块收入预测的增长率较高，但其规模仍然较小，随着

业务规模的扩大，收入增长率将逐步放缓。2018 年至 2020 年医疗板块收入的

增长率分别为 74.66%、30.51%和 5%，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 

年富供应链 2018 年、2019 年仍能保持较快速的增长，主要原因是： 

1、国内医疗器械行业发展迅速、产业规模越来越大，占国民经济的比重越

来越高，近年已成为供应链管理服务的重要增长点。2009 年至 2016 年我国医

疗器械市场规模从 810 亿增长到 3,700 亿左右，年复合增长率达到了 24%，近 5

年的年复合增长率也达到了 20%。医疗器械行业供应链管理服务的规模也会随

着医疗器械行业的发展而逐步扩大。 

2、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4 年我国医疗器械规模仅占到我国医药市场

总规模的 16%，显著低于全球 42%的平均水平；相比发达国家，仍有很大提升

空间，可以预见医疗器械产业在未来仍有巨大的增长空间。 

3、年富供应链医疗器械板块业务上处在发展初期，规模尚较小，2016 年

医疗板块营业收入为 9,971.80 万元，占 2016 年医疗器械市场规模的 0.027%。

与可比公司相比，根据深圳市普路通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招股说明书，普路通 2014 年医疗器械类营业收入已达到 40,453.88 万元。根

据怡亚通 2016 年年报，怡亚通 2015 年、2016 年医疗器械类业务收入分别达到

4.19 亿元、8.22 亿元。2020 年年富供应链医疗板块预测收入为 82,762.79 万元，

占市场规模的份额仍然较小，年富供应链医疗板块业务具有较大的增长空间，



未来收入预测数据具有合理性。 

4、2017 年医疗器械经营团队的扩大与完善，客户的逐步积累，将为 2018

年及以后年度的业务增长提供保障。 

 

经核查，评估师认为：医疗器械行业前景广阔，市场需求旺盛；年富供应

链在医疗器械领域经营团队进一步扩大与完善；年富供应链医疗板块客户及订

单量快速积累；综合分析，年富供应链医疗板块收入的预测具有合理性，符合

谨慎性要求。 



 

（本页无正文，为《北京中天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关于《中国证监会

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二次反馈意见通知书》（163924 号）之反馈意见回复的专项

核查意见》的签章页） 

 

 

经办资产评估师：                                 

                          付  浩           孙彦君 

 

法定代表人：                      

                          李晓红 

 

北京中天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年    月    日 

 

 

 

 

 

 

 

 

 

 

 

 


	4．申请材料显示，2014年以来，年富供应链开始拓展医疗器械行业业务，并于2016年7月收购了专注于医疗器械供应链服务的荟俊天诚。2015年和2016年，年富供应链医疗器械行业收入分别为585.30万元和9,971.80万元，2017年至2020年预测收入为34,578.64万元、60,395.39万元、78,821.70万元、82,762.79万元，预测毛利率为10%左右。请你公司结合医疗器械供应链业务具体盈利模式、市场竞争情况等，补充披露年富供应链预测医疗板块收入的依据以及合理性，是否符合谨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