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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信立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6 年年度报告问询函回复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信立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或“信立泰”）于近期收到深

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下发的《关于对深圳信立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年报的问询函》（中小板年报问询函【2017】第 338 号）（下称“问询

函”），现将问询函中问题的回复公告如下： 

 

一、你公司近三年其他应收款账面价值分别为 0.20 亿元、0.19 亿元、0.59

亿元。 

（1）2015 年你公司核销其他应收款 363 万元，请说明核销原因，所核销款

项预计无法收回的时点，你公司是否及时计提坏账准备； 

（2）2016 年单项金额重大并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其他应收款期末账面余额

为 1,300 万元，请说明该款项产生的原因，预计部分无法收回的原因，坏账准备

计提是否充分； 

（3）其他应收款中与爱心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筹）、雅伦生物科技（北

京）有限公司产生往来款分别为 2,000 万元、1,000 万元，请分别说明往来款发

生的原因，往来款计入其他应收款的依据，是否存在资金占用的情形。 

 

（1）2015 年你公司核销其他应收款 363 万元，请说明核销原因，所核销款

项预计无法收回的时点，你公司是否及时计提坏账准备； 

 

公司回复： 



2015 年度公司其他应收款核销明细如下： 

单位：元 

单位名称 
其他应收

款性质 
核销金额 核销原因 

计提坏账 

金额 

是否因关联 

交易产生 

陈敏燕 往来款 1,700,912.09 无法收回 1,700,912.09 否 

行大道发展有限公司 往来款 1,526,938.66 无法收回 1,526,938.66 否 

深圳南粤药业有限公司 往来款 404,693.68 无法收回 404,693.68 否 

合计  3,632,544.43  3,632,544.43  

上述款项为 2014 年公司收购的子公司深圳市健善康医药有限公司的其他应

收款，收购价格为 200 万元，预计无法收回时点为 2015 年，已全额计提了坏账

准备。经查上述个人、公司的工商资料，本公司与其不存在关联关系。 

 

（2）2016 年单项金额重大并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其他应收款期末账面余额

为 1,300 万元，请说明该款项产生的原因，预计部分无法收回的原因，坏账准备

计提是否充分； 

 

公司回复： 

公司 2016 年度单项金额重大并单独计提坏账准备情况： 

单位：元 

单位 
年末余额 

其他应收款 坏账准备 计提比例 计提理由 

湖南恒生制药股

份有限公司 
5,000,000.00 3,000,000.00 60% 

为收购珠海春天而支付给湖

南恒生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的

保证金，项目终止对方未退回

该保证金，正处于诉讼程序中 

成都君祥医药科

技有限责任公司 
8,000,000.00 240,000.00 3% 

为购买成都君祥专利技术支

付保证金，由于研发产品未达

到预期，项目终止对方未退回

保证金，已向法院提起诉讼 

合计 13,000,000.00 3,240,000.00   



关于对湖南恒生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的坏账计提，系出于如下考虑：本案件尚

处于诉讼程序中，存在一定诉讼风险，因此，按照可收回的可能性计提坏账准备，

计提坏账准备充分。 

关于对成都君祥医药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的坏账计提，系出于如下考虑：经咨

询律师，鉴于对方的财产状况不明，存在一定诉讼风险，难以保证具备充分的财

产可供法院强制执行。因此，按照可收回的可能性计提坏账准备，计提坏账准备

充分。 

 

（3）其他应收款中与爱心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筹）、雅伦生物科技（北

京）有限公司产生往来款分别为 2,000 万元、1,000 万元，请分别说明往来款发

生的原因，往来款计入其他应收款的依据，是否存在资金占用的情形。 

 

公司回复： 

公司与相关单位往来明细如下： 

单位：元 

单位名称 
款项性

质 
年末余额 账龄 

占其他应收款年末余

额合计数的比例（%） 

坏账准

备年末

余额 

爱心人寿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筹） 
往来款 20,000,000.00 1 年以内 32.20 ---- 

雅伦生物科技 

（北京）有限公司 
往来款 10,000,000.00 1 年以内 16.10 ---- 

合计  30,000,000.00    

（1）与爱心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筹）产生的往来款是支付资金往来款，

系公司于 2015 年 6 月 11 日共同签署爱心人寿发起的股份认购协议书，协议书

中约定，深圳信立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将以 20000 万元认购其 11.76%股份；中

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于 2016 年 7 月 29 日下达相关批复，批复文件第 4 点注

明：爱心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筹备组筹建完毕后，应当及时上报申请，中国保

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验收合格并下达开业批复后，方可到工商部门注册登记；深圳

信立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6 年 11 月 18 日全额支付该笔投资款项；截至

2016 年年报披露日，爱心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尚处于筹建阶段，既未取得保



监会批复中提到的开业批复，也未组织召开公司创立大会，相关公司章程也未签

署，因此，该公司设立尚存在不确定性。2016 年 8 月爱心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筹）与公司签订借款协议，公司将 2000 万元以活期利率贷款给爱心人寿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筹）作为开办费及筹建期的相关支出，所以，资金往来款计入

其他应收款。 

公司与爱心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筹）产生的往来款，不存在资金占用的

情形。 

 

（2）公司于 2016 年 11 月与雅伦医疗技术服务（北京）有限公司，力扬医

疗器械有限公司，同美投资管理（北京）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周宏雷签订股权

收购及增资扩股协议，收购雅伦生物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69.52%股权。2016

年 11 月 1 日支付首期 2586 万，取得 13.90%股权；根据收购协议 5 名董事会成

员中信立泰指派 2 名，且公司管理层财务总监由信立泰派任，总经理需经信立泰

同意；董事会选举及任职于 2016 年 12 月 26 日办理工商变更，故认为公司对雅

伦生物科技具有重大影响，本期未纳入合并范围内，计入长期股权投资按权益法

核算。与雅伦生物科技（北京）有限公司产生往来款为增资款。由于工商变更还

没完成，所以未转入长期股权投资。 

上述款项属于往来款，并已取得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关于

深圳信立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汇总表的专

项审核报告》（瑞华核字[2017]48290003 号）。 

 

二、你公司近三年期末在建工程账面价值分别为 0.19 亿元、0.96 亿元、1.02

亿元。 

（1）请说明重要在建工程项目本期变动情况中各项目均没有预算数的原因，

请说明工程进度计算的依据； 

（2）山东信立泰三期工程工程 2014-2016 年期末累计投入分别为 465.79 万

元、2,552.00 万元、3,095.21 万元，工程进度分别为 70%、90%、95%，请说明

该项目工程进度计算的依据，请说明该项目的预算是否发生较大变化以及变化

原因； 



（3）坪山 OSD 车间 2016 年在未新增投入的情况下全部转入固定资产的依

据与原因，是否存在符合固定资产条件而未及时转入固定资产的情形； 

（4）请补充说明苏州金盟安装设备本期变动情况。 

 

（1）请说明重要在建工程项目本期变动情况中各项目均没有预算数的原因，

请说明工程进度计算的依据； 

 

公司回复： 

公司重大在建工程项目均由工程部和使用部门按照立项报告进行预测，并形

成预算书；立项报告需经工程设备部、使用部门、财务部、副总经理、总经理等

审批后生效。 

 

近年来，国家加强对环保的管理，医药行业政策变化良多，结合公司“以销

定产”的销售策略，公司在建工程项目存在依据市场环境、政策环境不断调整的

可能性，预算也会随之调整变动。按预算计算投入比例，难以前后一致。 

公司以工程完工节点及工程形象进度统计表作为工程进度的统计依据，该表

综合考量了工程项目内容、完成情况、结算金额、已付款金额等要素，基本涵盖

重要在建工程项目的所有信息，可以直观地反映工程的实际进度。有关土建工程

进度的关键节点，由公司或第三方进行验收、确认后，方予以认可。 

公司仅以此作为一个统计工具，以实现各生产基地工程建设的统一管理，符

合公司内部管理的需要。 

在会计核算方面，公司在建工程转固的时点是依据会计准则规定的“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态”，在建工程的完工转固、折旧计提、付款结算等相关会计核算账

务处理符合准则要求。采用工程形象进度统计表作为工程进度的统计，不会影响

公司既有的会计核算方式和经营状况。 

 

（2）山东信立泰三期工程工程 2014-2016 年期末累计投入分别为 465.79 万

元、2,552.00 万元、3,095.21 万元，工程进度分别为 70%、90%、95%，请说明



该项目工程进度计算的依据，请说明该项目的预算是否发生较大变化以及变化

原因； 

 

公司回复： 

山东信立泰三期工程涵盖在山东信立泰三期地块上计划兴建的项目，包括：

1、醋酸甲酯盐酸盐车间；2、无菌原料药车间（包括土建、生产设备）；3、附

属环保工程（包括土建、厌氧罐）；4、办公楼宿舍及其配套设施。 

2014 年下半年，为进一步满足市场的需求，根据生产实际情况，公司考虑

增加醋酸甲酯盐酸盐产能，初步计划为对山东信立泰的中试车间进行改造，并于

当年签定了一部分设备采购合同，且根据合同支付了相应的款项，部分设备已经

到货。 

2015 年初，由于深圳宝安厂区周边城市化步伐加快，宝安生产基地所处的

工业区内，很多工业厂房改变用地性质，建起大量商住楼等，在综合考虑环保、

安全的基础上，公司决定将山东信立泰的醋酸甲酯盐酸盐生产车间弃改建新。新

建的车间占地面积 2,360.7 平方米（含回收车间及相关辅助设施），设计产能

50 吨/年。新建厂房及回收车间的设备，共计追加投资约 2,100 万元左右；工程

于 2015 年底基本完工。 

2016 年初，山东信立泰药业有限公司需要实现由化工企业向药企的转型升

级的战略发展规划，根据 GMP 有关要求，需要有单独的质检楼，因此，公司将

醋酸甲酯盐酸盐车间东端未使用的部分改造成质检楼，并追加投资约 500 万元。 

2016 年，三期工程中的附属环保工程完工并投入使用。同时，无菌原料药

车间的土建工程基本完工，但在北方日益严重的环境变化、不时出现红色预警，

强制要求企业停产的形势下，公司暂缓了无菌车间生产线设备的投入；原计划中

的办公楼宿舍及配套设施亦随之取消。 

同时，随着抗生素市场的波动及环保投入的日益加大，公司的计划不断地调

整，预算也随之发生变动。 

公司以工程完工节点及工程形象进度统计表作为工程进度的统计依据，该表

综合考量了工程项目内容、完成情况、结算金额、已付款金额等要素，基本涵盖

重要在建工程项目的所有信息，可以直观地反映工程的实际进度。有关土建工程



进度的关键节点，由公司或第三方进行验收、确认后，方予以认可。 

 

（3）坪山 OSD 车间 2016 年在未新增投入的情况下全部转入固定资产的依

据与原因，是否存在符合固定资产条件而未及时转入固定资产的情形； 

 

公司回复： 

坪山 OSD 车间的安装工程于 2015 年 10 月完成，车间的空调系统调试验收

于 2015 年 12 月完成，故 2016 年未新增费用。根据会计准则规定，在建工程在

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后结转为固定资产。由于制药行业的特殊性，根据相关规定，

制药车间建成后，需要获取 GMP 证书才能投入生产使用。OSD 车间的 GMP 证

书于 2016 年 3 月 4 日取得，公司将此作为可使用状态的时点，因此，公司不存

在符合固定资产条件而未及时转入固定资产的情形。 

 

（4）请补充说明苏州金盟安装设备本期变动情况。 

 

公司回复： 

2015 年 11 月 1 日，苏州金盟与美国 GE 签订了 Flex Factory™设备采购合

同，金额为 497 万美金；2015 年 12 月 10 日与上海 GE 签订了该设备的安装服

务协议，金额为 413 万人民币。按照合同约定，此设备于 2016 年陆续到货，并

由上海 GE 进行安装调试，故 2016 年记入“在建工程—在安装设备”。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安装调试工程尚未完工。此设备于 2017 年 5 月调试完成，由“在

建工程—在安装设备”转入固定资产。 

2016 年度在安装设备明细如下： 

单位：元 

在建工程-在安装设备 期初余额 本年增加金额 
本年转入固

定资产金额 
期末余额 

冻干机 CIP 补水系统 217,948.72 - - 217,948.72 

VHP 空间灭菌器 243,589.74 - 243,589.74 - 

克林洁净设备 263,505.98 - 263,505.98 - 

卡式瓶灌封机 1,575,641.02 - - 1,575,641.02 

灭活系统 117,026.29 - 117,026.29 - 

污水处理站设备 1,161,197.12 - 1,161,197.12 - 



蒸汽换热机组 59,829.06 - 59,829.06 - 

便携式溶氧仪 1,900.85 - 1,900.85 - 

多参数水质分析仪 17,692.31 - 17,692.31 - 

真核生产线（Flex Factory） 1,171,687.74 28,799,880.18 - 29,971,567.92 

空气压缩系统 - 388,888.88 - 388,888.88 

干热灭菌柜 - 513,896.34 - 513,896.34 

自控工程设备 16 件 - 49,764.10 - 49,764.10 

卡式瓶罐装机层流罩 - 13,675.21 - 13,675.21 

卧滚式贴标机 - 555,555.53 - 555,555.53 

真核车间洁净设备一批 - 1,846,486.59 - 1,846,486.59 

真核车间 CO2 摇床培养箱 - 158,119.66 - 158,119.66 

合计 4,830,018.83 32,326,266.49 1,864,741.35 35,291,543.97 

 

三、你公司无形资产 2013、2014 年分别增加 3.33 亿元、5.07 亿元。 

（1）请说明 2013 年购买信立坦对无形资产的影响； 

（2）请说明 2014 年你公司合并成都金凯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深圳市信立泰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无形资产公允价值的估值依据，远高于账面价值的原因与合

理性。 

 

（1）请说明 2013 年购买信立坦对无形资产的影响； 

（2）①请说明 2014 年你公司合并深圳市信立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无形资产

公允价值的估值依据，远高于账面价值的原因与合理性。 

 

公司回复： 

因上述问题具备一定关联性，在此一并回答。 

信立坦相关无形资产为阿利沙坦酯原料药，原值为 470,000,000 元，占

2014、2015、2016 年度的无形资产原值比例分别为 46.65%、45.68%、45.63%。 

2012 年，公司与上海艾力斯医药科技有限公司（下称“上海艾力斯”）以

各持股 50%的形式，设立合资公司深圳市信立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下称“资

产管理公司”）；以管理创新产品信立坦（阿利沙坦酯）所涉专利及专利申请权，

包括受让该产品所涉专利和专利申请权，分别普通许可江苏艾力斯生物医药有限

公司、深圳信立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实施合资公司所有的专利权和专利申请权及

其他权利。 



2014 年，公司受让上海艾力斯持有的资产管理公司 50%股权，以获得信立

坦所涉的专利及专利申请权的另外 50%所有权，成为阿利沙坦酯专利及专利申

请权的完全所有人。 

信立坦市场前景广阔，产品优势显著。作为 1.1 类沙坦类抗高血压新药、原

研专利产品，信立坦在国内及西方主要国家拥有自主知识产权，专利保护期到

2026 年，可实现该产品在较长专利期内的独家销售；其效果优异，更安全，起

效迅速、作用持久、降压平稳，不经过肝转化，代谢产物单一，耐受性更加良好，

并拥有重要靶器官保护作用等优点。 

此外，作为临床价值较高的专利、独家药品，信立坦已进入 2017 年国家基

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谈判范围，目前正处于目录谈判进程

中。从市场情况看，信立坦的学术推广已经全面铺开，四期临床正在开展，并在

多个全国顶级学术峰会获得专家的广泛认可。在国家鼓励进口产品替代的政策导

向下，国内优秀的自主创新产品将得到更快速的发展。 

因此，公司合并深圳市信立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无形资产公允价值的估值是

合理的。 

 

（2）②请说明 2014 年你公司合并成都金凯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无形资产公允

价值的估值依据，远高于账面价值的原因与合理性。 

 

公司回复： 

1）生物医药产业是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生物医药行业具有市场前景广阔、

行业壁垒高、研发周期长、盈利周期也很长的特点。 

伴随中国老龄化趋势日益明显，肿瘤疾病、心血管疾病、代谢性疾病、免疫、

内分泌发病率不断提高。随着人们的健康意识、重视生活质量意识日益提升，对

生物药物的需求日益增加。全球生物药物销售增速连续多年保持 15%，是总药

品销售增速的 2 倍；治疗用单抗市场规模年销售额复合增速高达 42%，更是总

药品销售增速的 6 倍，2013 年世界前 10 名畅销药中生物药占 7 个，其中 5 种

为单抗。 



在国内，生物医药行业起步较晚，与世界先进水平还有较大距离，远未满足

临床用药需求，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空间非常大。 

研发周期长、创新难度高、工艺路线复杂是制药行业的普遍特点。生物医药、

尤其创新生物医药更是如此，从立项、前期研发、申报临床、临床试验、申报生

产批件再到生产、推广、上市销售，整个周期耗时较长；研究开发一个新药一般

需要数年的时间，有的甚至长达十几年，对于研发人员的技术水平、经验积累等

综合素质也存在很高的要求。但同时，基于高难度的技术壁垒，药品获批上市后，

盈利周期也很长。 

2）成都金凯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下称“成都金凯”）是公司旗下的创新生

物药研发平台，生物制药开发平台国内领先。其拥有重组蛋白、抗体药物、基因

治疗药物等技术；具备抗体药物和蛋白药物优化创新的 FC 嵌合技术平台和 CTP

嵌合技术平台。 

除具有良好的研发硬件基础外，成都金凯拥有从药物发现到产业化的完整产

品开发链。2014 年，公司收购成都金凯时，其拥有 60 余人的以博士、硕士为主

的优秀科研团队，核心成员均有 15 年以上的生物药物研发经验且有十年以上的

共事经历，曾主持研发生物药物十余项，其中获得生产批件并上市的品种 2 个，

获临床研究批件 9 个。研发团队先后承担“十一五”、“十二五”国家卫生部、

科技部牵头组织实施的重大新药创制科技重大专项 6 项，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

奖 1 项，四川省科技进步一等奖 1 项，江苏省“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团队”和苏

州姑苏人才团队等荣誉。 

从产品规划来看，成都金凯拥有完整的生物药物研发产品管线布局，上市后

将给公司的未来发展提供强劲的支撑力。 

在肿瘤、骨科、心血管内分泌及其他领域，成都金凯拥有十余项创新产品在

研，预计未来几年陆续有新产品上市，将进一步丰富产品线，提升公司创新产品

开发能力，提升持续盈利能力。 

通过成都金凯生物药物研发平台，公司快速切入生物医药领域，并可在短期

内获得生物药上市产品。作为研发平台，其价值并不能单纯从账面价值中体现。

因此，公司合并成都金凯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无形资产公允价值的估值是合理的。 

 



四、近三年你公司开发支出分别为 0.63 亿元、2.02 亿元、2.78 亿元。 

（1）请说明你公司研究开发资本化开始时点为获取临床批文的原因，是否

符合会计准则的规定； 

（2）请说明你公司近三年内部研究开发项目确认为无形资产的时点与依据

是否符合会计准则的规定。 

 

公司回复： 

单位：元 

        开发支出 

年度 
期末余额 

2014 年 12 月 31 日 62,742,881.99 

2015 年 12 月 31 日 201,753,055.52 

2016 年 12 月 31 日 277,525,235.12  

 

（1）请说明你公司研究开发资本化开始时点为获取临床批文的原因，是否

符合会计准则的规定； 

公司研究开发资本化开始时点为取得临床批件，原因是取得了临床批件后形

成成果的可能性较大，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2）请说明你公司近三年内部研究开发项目确认为无形资产的时点与依据

是否符合会计准则的规定。 

公司近三年内部研究开发项目确认为无形资产的时点为取得生产批件。取得

生产批件后已达到预定用途，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五、你公司子公司苏州金盟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州金盟”）

2015、2016 年分别实现净利润-831.81 万元、-1,312.98 万元。 

（1）请说明苏州金盟连续亏损的原因，你公司投资意图是否实现； 

（2）你公司收购苏州金盟形成的商誉未计提减值的原因，请详细说明商誉

减值测试过程。 

 



（1）请说明苏州金盟连续亏损的原因，你公司投资意图是否实现； 

 

公司回复： 

苏州金盟是公司的创新生物药物产业化基地，已通过新版 GMP 认证，可满

足多个基因重组蛋白药物产品生产，并引进国际先进的 Flex Factory™生物制药

整体解决方案投入使用；其产业化的具体实现，与金凯的产品研发进程具有关联

性。 

苏州金盟在苏州太仓生物医药产业园拥有产业化基地 60 亩，规划用地 160

亩，设计产能含哺乳动物细胞表达系统原液生产线、大肠杆菌表达系统原液生产

线、西林瓶水针生产线，卡式瓶生产线，冻干粉针生产线，产能可满足未来多年

需求；同时，苏州金盟具有丰富的产品管线和强大的预期收益能力，符合公司投

资预期。 

由于苏州金盟多个产品尚处于临床研发阶段，未生产销售，故造成苏州金盟

连续亏损。 

 

（2）你公司收购苏州金盟形成的商誉未计提减值的原因，请详细说明商誉

减值测试过程。 

 

公司回复： 

经广东联信资产评估土地房产估价有限公司以 2015 年 9 月 30 日为基准日

评估（联信（证）评报字[2015]第 A0848 号），苏州金盟资产基础法评估的全

部权益为 21,359.20 万元，对应 58.60%股权的价值为 12,516.49 万元。 

公司与上述原股东之间不存在控制关系，该项企业合并为非同一控制下企业

合并，公司将所支付对价及增资款，与苏州金盟被收购日可辨认资产公允价值的

差额 7,622.53 万元，确认为商誉。 

2015 年、2016 年苏州金盟分别实现净利润为-831.81 万元、-1,312.98 万元，

根据广东联信资产评估土地房产估价有限公司以 2016 年 12月 31日为基准日评

估报告（联信(证)评报字[2017]第 A0042 号），企业价值评估的基本方法，主

要有市场法、收益法和资产基础法三种。鉴于苏州金盟为持续经营机构、核算资



料齐全，在未来年度收益与风险可以可靠估计，因此，采取收益法进行评估，具

体采用了现金流量折现法，直接适用法，对应的现金流量为股权自由现金流量（股

权自由现金流量=税后净利润+折旧与摊销+付息债务的增加或减少-追加资本性

支出-追加营运资金）。苏州金盟收益法评估的全部权益为 35,467.57 万元，对

应 58.60%股权的价值为 20,784.00 万元。 

经对评估结果进行复核，该项商誉未发现减值迹象。 

 

六、你公司子公司成都金凯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都金凯”）

2015、2016 年分别实现净利润-2,923.25 万元、-5,929.41 万元， 

（1）请说明成都金凯连续亏损的原因，你公司投资意图是否实现； 

（2）你公司 2014 年 11 月受让苏州金盟持有的成都金凯 80%股权，同时收

购苏州金盟 24.06%股权，请说明受让成都金凯 80%股权时是否已与苏州金盟存

在利益倾斜关系，交易价格是否公允。 

 

（1）请说明成都金凯连续亏损的原因，你公司投资意图是否实现； 

公司回复： 

成都金凯是公司旗下的创新生物药研发平台。生物药物行业技术壁垒高、研

发周期长，但上市后的盈利周期也很长。目前成都金凯已在肿瘤、骨科、心血管

内分泌及其他领域，拥有十余项创新产品在研，预计未来几年陆续有新产品上市，

将进一步丰富产品线，提升公司创新产品开发能力，提升持续盈利能力，符合公

司投资预期。 

成都金凯尚处于药品研发投入阶段，连续亏损属正常情况，也在可控范围内。  

 

（2）你公司 2014 年 11 月受让苏州金盟持有的成都金凯 80%股权，同时收

购苏州金盟 24.06%股权，请说明受让成都金凯 80%股权时是否已与苏州金盟存

在利益倾斜关系，交易价格是否公允。 

 

公司回复： 



1）成都金凯作为创新生物药研发平台，拥有领先技术及高层次创新团队，

并形成了完整的生物药物研发产品管线布局，上市后将给公司的未来发展提供强

劲的支撑力。 

A、在公司收购成都金凯股权时，其已经拥有 60 余人的以博士、硕士为主

的优秀科研团队，核心成员均有 15 年以上的生物药物研发经验且有十年以上的

共事经历，曾主持研发生物药物十余项，其中获得生产批件并上市的品种 2 个，

获临床研究批件 9 个。研发团队先后承担“十一五”、“十二五”国家卫生部、

科技部牵头组织实施的重大新药创制科技重大专项 6 项，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

奖 1 项，四川省科技进步一等奖 1 项，江苏省“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团队”和苏

州姑苏人才团队等荣誉。 

B、在公司收购成都金凯股权时，其研发基地占地近 1500 平方米，建成了

重组蛋白、抗体药物研发平台，能完成重组蛋白、抗体药物的小试、中试生产工

艺研究、质量研究、制剂开发、临床前动物试验评价、临床研究等上市前所有研

究工作。金凯团队 2003 年开始介入抗体药物的研发，拥有国内领先技术的开发

平台，其建立的抗体药物研发平台获国家卫生部、科技部“十二五”重大新药创

制“原创性人源化单克隆抗体药物技术研发平台”立项（全国仅两个获得重大专

项支持），获得国家专项经费 800 万元资助。 

C、成都金凯拥有固定资产具体情况如下： 

a）拥有成都高新区科园路 88 号 10 栋二层（201-205）整层所有权，房产

证注明使用权面积共计 1,426.71 ㎡。原价 1024 万元，收购时估值约 934 万元。 

b）拥有其他固定资产（电子产品、实验工具器具、家具、车辆）若干，原

价 353 万元，收购时估值约 234.46 万元。 

 

2）受让成都金凯、苏州金盟系公司进入生物医药领域的战略需要。具体采

取了“收购成都金凯搭建研发平台、收购苏州金盟实现生物药物产业化基地布

局”，以实现在短期内获得生物药上市产品、研发平台及生产基地，迅速进入生

物医药领域，为未来发展提供强劲的支撑力。收购完成后，成都金凯、苏州金盟

将致力于打造生物制药完整产业链。 



此外，受让成都金凯股权前，成都金凯为苏州金盟的全资子公司。苏州金盟

收到股权转让款 4600 万元后，该款项仍留在苏州金盟作为生产筹建、研发及运

营资金使用：2014 年 11 月至 2015 年 5 月期间，苏州金盟的固定资产及研发投

入合计约 4,962 万元，其他运营费用约 662 万元，人员费用投入约 320 万元。 

公司在受让股权时，不存在利用大股东地位，违反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程序，

达成不利于上市公司及上市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合法权益的交易或安排；

对苏州金盟有关股东、管理层亦不存在可能造成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因此，公司受让成都金凯 80%股权时，交易价格公允；公司与苏州金盟亦

不存在利益倾斜关系。 

 

七、你公司近三年货币资金分别为 8.51 亿元、10.05 亿元、17.14 亿元，2015、

2016 年长期借款分别为 0.60 亿元、0.45 亿元，请说明你公司借款的原因与合理

性。 

公司回复： 

2015 年、2016 年长期借款分别为 0.60 亿元、0.45 亿元，为公司子公司苏

州金盟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的借款。 

2014 年 11 月，公司以自有资金 0.45 亿元受让苏州香塘创业投资有限责任

公司、自然人股东王舸、彭红卫、赵斌、杨伟、张宝华、谈义良等持有的苏州金

盟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24.06%股权，受让完成后，公司持有苏州金盟生物技术有

限公司 24.06%股份。 

2015 年 6 月，公司以自有资金 1.5 亿元支付增资苏州金盟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款，增资完成后，公司持有苏州金盟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58.60%股份。 

收购前，苏州金盟存在长期借款 1.5 亿元，其中： 

（1）于 2011 年 6 月 13 日贷款 0.2 亿元用于建造工厂办公房； 

（2）于 2012 年 2 月 29 日贷款 0.6 亿元用于工程、研发、设备采购； 

（3）于 2013 年 3 月 21 日贷款 0.7 亿元用于研发。 

三笔贷款期限均为 8 年，贷款（1）（2）为担保贷款，担保方为香塘集团

有限公司；（3）为抵押担保贷款，抵押物为三项土地使用权证。贷款利率为人



民银行同期限或五年以上贷款基准利率上浮 30%，还款付息方式为按期结息到

期还本。 

苏州金盟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收到 1.5 亿元增资款后，于 2015 年 6 月 8 日提

前归还了 2011 年 6 月 13 日的贷款 0.2 亿元和 2013 年 3 月 21 日的贷款 0.7 亿

元。2012 年 2 月 29 日贷款的 0.6 亿元未到还款期，且贷款银行不同意苏州金盟

提前还款。 

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苏州金盟生物技术有限公司长期借款 0.6 亿元，

其中有 0.15 亿元于 2017 年 6 月到期；2016 年 12 月 31 日，长期借款中 0.15

亿元为 1 年以内的借款，重分类到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因此，2016 年末

的长期借款为 0.45 亿元。 

 

八、你公司近三年应收账款分别为 8.39 亿元、8.21 亿元、7.95 亿元， 

（1）请说明近三年应收账款余额前五名是否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2）说明公司应收账款是否存在大幅超过信用期未回款的情况，说明坏账

准备计提是否充分。 

 

（1）请说明近三年应收账款余额前五名是否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公司回复： 

公司近三年应收账款前五名情况： 

1）公司 2014 年度应收账款前五名 

单位：元 

单位名称 应收账款金额 坏账准备计提金额 
是否存在关联关

系 

客户 1 52,545,274.35 1,576,358.23 无关联关系 

客户 2 52,402,091.67 1,572,062.75 无关联关系 

客户 3 29,422,031.02 882,660.93 无关联关系 

客户 4 24,388,517.21 731,655.52 无关联关系 

客户 5 22,596,896.55 677,906.90 无关联关系 

合计 181,354,810.80 5,440,644.32  

2）公司 2015 年度应收账款前五名 



单位：元 

单位名称 应收账款金额 坏账准备计提金额 
是否存在关联关

系 

客户 1 60,530,659.25 1,815,919.78 无关联关系 

客户 2 43,548,260.22 1,306,447.81 无关联关系 

客户 3 33,464,112.68 1,003,923.38 无关联关系 

客户 4 28,065,344.52 841,960.34 无关联关系 

客户 5 23,301,886.01 699,056.58 无关联关系 

合计 188,910,262.68 5,667,307.88  

3）公司 2016 年度应收账款前五名 

单位：元 

单位名称 应收账款金额 坏账准备计提金额 
是否存在关联关

系 

客户 1 72,562,368.47 2,176,871.05 无关联关系 

客户 2 28,318,761.33 849,562.84 无关联关系 

客户 3 27,970,029.41 839,100.88 无关联关系 

客户 4 24,350,236.25 730,507.09 无关联关系 

客户 5 23,760,912.00 712,827.36 无关联关系 

合计 176,962,307.46 5,308,869.22  

经检查关联方关系清单、查询工商信息及核对股东信息等，未发现应收账款

前五名客户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2）说明公司应收账款是否存在大幅超过信用期未回款的情况，说明坏账

准备计提是否充分。 

 

公司回复： 

公司近三年应收账款及相应坏账准备计提情况如下： 

1）公司 2014 年度应收账款及相应坏账准备情况 

账龄 
年末余额 

应收账款（元） 占比（%） 坏账准备（元） 计提比例（%） 

1 年以内 852,981,164.10 98.30 25,589,434.93 3.00 

1 至 2 年 14,101,673.17 1.63 2,820,334.63 20.00 



2 至 3 年 431,630.20 0.05 215,815.10 50.00 

3 年以上 242,253.17 0.03 242,253.17 100.00 

合计 867,756,720.64 100.00 28,867,837.83  

2）公司 2015 年度应收账款及相应坏账准备情况 

账龄 
年末余额 

应收账款（元） 占比（%） 坏账准备（元） 计提比例（%） 

1 年以内 831,739,211.65 97.77 24,952,174.90 3.00 

1 至 2 年 16,031,488.43 1.88 3,206,297.69 20.00 

2 至 3 年 2,640,690.77 0.31 1,320,345.39 50.00 

3 年以上 328,855.30 0.04 328,855.30 100.00 

合计 850,740,246.15 100.00 29,807,673.28  

3）公司 2016 年度应收账款及相应坏账准备情况 

账龄 
年末余额 

应收账款（元） 占比（%） 坏账准备（元） 计提比例（%） 

无风险组合 3,243,202.92 0.39   

1 年以内 786,048,510.78 95.18 23,581,455.32 3.00 

1 至 2 年 36,013,184.75 4.36 7,202,636.95 20.00 

2 至 3 年 519,707.39 0.06 259,853.70 50.00 

3 年以上 28,968.00 0.00 28,968.00 100.00 

合计 825,853,573.84 100.00 31,072,913.97  

公司 2014、2015 及 2016 年应收账款年末余额占当年营业收入比例分别为

30.10%、24.46%和 21.54%，应收账款占收入比例保持稳定，且从应收账款账

龄分布来看，2014、2015 及 2016 年账龄在 1 年以内占比分别为 98.3%、97.77%

和 95.18%，说明公司近三年应收账款账龄结构健康且较为稳定，不存在大幅超

过信用期未回款的情况；公司根据坏账准备会计政策，区分不同组合测试并计提

坏账准备，从测试结果和近三年实际发生坏账的金额来看，公司坏账准备计提充

分。 

 

九、你公司近三年存货账面价值分别为 1.52 亿元、3.41 亿元、3.23 亿元。 

（1）请说明你公司近两年存货增加较快的原因； 

（2）请说明你公司未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的依据与合理性。 

 



（1）请说明你公司近两年存货增加较快的原因； 

 

公司回复： 

公司近三年销售收入及存货结存情况： 

单位：元 

年度 营业收入 增长比例（%） 营业成本 存货期末结存 

2014 年度 2,882,644,604.34 23.85 764,853,940.31 151,882,452.31 

2015 年度 3,477,692,868.18 20.64 912,288,423.81 340,543,374.53 

2016 年度 3,833,490,223.70 10.23 949,879,171.99 323,441,815.98 

公司近三年存货快速增加原因： 

1）公司子公司惠州信立泰药业有限公司 2015 年投入生产，产能增加导致

存货增加； 

2）公司近三年营业收入增长分别为 23.85%、20.64%、10.23%，公司销量

增加，为保证销售的供应，公司存货也相应增加。 

 

（2）请说明你公司未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的依据与合理性。 

公司回复： 

综上表所述，公司整体销售毛利率较高，产品盈利能力突出，且近几年一直

保持较高盈利水平，与同行业上市公司比较也属于较高水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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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测试，期末

不存在存货可变现净值低于成本，故未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十、请说明近三年其他流动资产中持有至到期投资的具体明细，计入其他

流动资产的依据。 

公司回复： 

2014 年，其他流动资产中持有至到期投资 2.1 亿元，具体明细为：（1）2014

年 7 月购买的半年期理财产品 1 亿元；（2）2014 年 10 月购买的 103 天的理财

产品 1 亿元；（3）2014 年 12 月购买的 14 天理财产品 0.1 亿元。 

2015 年，其他流动资产中持有至到期投资 0.2 亿元，具体明细为：2015 年

12 月 15 日购买的 93 天理财产品 0.2 亿元。 



2016 年，其他流动资产中持有至到期投资 0.65 亿元，具体明细为：2016

年 12 月购买的 83 天理财产品 0.65 亿元。 

计入其他流动资产的依据是，企业持有至到期投资的时间都是在 1 年以内，

符合其他流动资产概念。 

 

十一、请说明近三年长期待摊费用中固定资产大修理支出、其他长期待摊

费用计入长期待摊费用的依据，是否符合会计准则，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明确意

见。 

 

年审会计师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回复： 

1、公司近三年长期待摊费用固定资产大修理支出、其他长期待摊费用明细

如下： 

项    目 2014-12-31 2015-12-31 2016-12-31 

北京办公室装修费 ---- 4,786,375.00 4,855,156.14 

宝安制药厂废水维修 ---- 5,124,313.16 4,570,333.40 

原料厂房后续装修工程 ---- 5,622,503.38 4,349,483.86 

制剂厂厂房后续装修 ---- 4,148,338.60 3,209,092.12 

宝安工厂环保工程 ---- 666,494.10 515,589.78 

大亚湾质量控制部实验室家具装修 ---- 616,457.33 476,882.09 

其他零星固定资产大修理支出 ---- 994,721.19 1,961,329.88 

大亚湾厂区模具及货架项目 ---- 1,017,801.92 1,367,068.49 

坪山厂区绿化 ---- 1,012,371.54 1,168,158.07 

其他零星长期待摊费用 842,234.29 1,672,141.96 2,021,716.21 

合计 842,234.29 25,661,518.18 24,494,810.04 

公司 2014 年、2015 年、2016 年长期待摊费用中固定资产大修理支出、其

他长期待摊费用期末余额分别为 842,234.29 元、 25,661,518.18 元、

24,494,810.04 元，占公司各年度末总资产比例分别为 0.02%、0.48%、0.37%，

公司固定资产大修理支出及其他长期待摊费用占总资产比例较小。 

2、公司上述工程支出主要为办公室装修及车间装修改造费用，该等费用支

出是为了改良延长使用寿命、提高研发及生产等设备设施的使用环境、产品质量

或生产效率等而发生，上述装修及车间装修改造后的受益期限一般为 5-10 年，

故公司按照受益期限进行摊销。经我们复核及重新测算，查阅有关合同、协议等

资料，公司上述费用是真实的、符合资本化的确认条件，摊销计算正确。 



3、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长期待摊费用科目主要核算公司已发

生但应由本期及以后各期负担的分摊期限在一年以上的各项费用，故公司发生的

装修、改造费用计入长期待摊费用符合企业会计准则。 

 

 

 

深圳信立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七月十五日 


	一、你公司近三年其他应收款账面价值分别为0.20亿元、0.19亿元、0.59亿元。
	（1）2015年你公司核销其他应收款363万元，请说明核销原因，所核销款项预计无法收回的时点，你公司是否及时计提坏账准备；
	（2）2016年单项金额重大并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其他应收款期末账面余额为1,300万元，请说明该款项产生的原因，预计部分无法收回的原因，坏账准备计提是否充分；
	（3）其他应收款中与爱心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筹）、雅伦生物科技（北京）有限公司产生往来款分别为2,000万元、1,000万元，请分别说明往来款发生的原因，往来款计入其他应收款的依据，是否存在资金占用的情形。

	二、你公司近三年期末在建工程账面价值分别为0.19亿元、0.96亿元、1.02亿元。
	（1）请说明重要在建工程项目本期变动情况中各项目均没有预算数的原因，请说明工程进度计算的依据；
	（2）山东信立泰三期工程工程2014-2016年期末累计投入分别为465.79万元、2,552.00万元、3,095.21万元，工程进度分别为70%、90%、95%，请说明该项目工程进度计算的依据，请说明该项目的预算是否发生较大变化以及变化原因；
	（3）坪山OSD车间2016年在未新增投入的情况下全部转入固定资产的依据与原因，是否存在符合固定资产条件而未及时转入固定资产的情形；
	（4）请补充说明苏州金盟安装设备本期变动情况。

	三、你公司无形资产2013、2014年分别增加3.33亿元、5.07亿元。
	（1）请说明2013年购买信立坦对无形资产的影响；
	（2）②请说明2014年你公司合并成都金凯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无形资产公允价值的估值依据，远高于账面价值的原因与合理性。

	四、近三年你公司开发支出分别为0.63亿元、2.02亿元、2.78亿元。
	（1）请说明你公司研究开发资本化开始时点为获取临床批文的原因，是否符合会计准则的规定；
	（2）请说明你公司近三年内部研究开发项目确认为无形资产的时点与依据是否符合会计准则的规定。

	五、你公司子公司苏州金盟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州金盟”）2015、2016年分别实现净利润-831.81万元、-1,312.98万元。
	（1）请说明苏州金盟连续亏损的原因，你公司投资意图是否实现；
	（2）你公司收购苏州金盟形成的商誉未计提减值的原因，请详细说明商誉减值测试过程。

	六、你公司子公司成都金凯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都金凯”）2015、2016年分别实现净利润-2,923.25万元、-5,929.41万元，
	（1）请说明成都金凯连续亏损的原因，你公司投资意图是否实现；
	（2）你公司2014年11月受让苏州金盟持有的成都金凯80%股权，同时收购苏州金盟24.06%股权，请说明受让成都金凯80%股权时是否已与苏州金盟存在利益倾斜关系，交易价格是否公允。

	七、你公司近三年货币资金分别为8.51亿元、10.05亿元、17.14亿元，2015、2016年长期借款分别为0.60亿元、0.45亿元，请说明你公司借款的原因与合理性。
	八、你公司近三年应收账款分别为8.39亿元、8.21亿元、7.95亿元，
	（1）请说明近三年应收账款余额前五名是否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2）说明公司应收账款是否存在大幅超过信用期未回款的情况，说明坏账准备计提是否充分。

	九、你公司近三年存货账面价值分别为1.52亿元、3.41亿元、3.23亿元。
	（1）请说明你公司近两年存货增加较快的原因；
	（2）请说明你公司未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的依据与合理性。

	十、请说明近三年其他流动资产中持有至到期投资的具体明细，计入其他流动资产的依据。
	十一、请说明近三年长期待摊费用中固定资产大修理支出、其他长期待摊费用计入长期待摊费用的依据，是否符合会计准则，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明确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