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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寿仙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全资子公司金华康寿与温州海鹤药业有限公司 

签署《股权转让协议》的补充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浙江寿仙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寿仙谷”或“公司”）于 2019

年 7 月 17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海证券报》、《中国

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披露了《寿仙谷关于全资子公司金华康寿与

温州海鹤药业有限公司签署<股权转让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9-074），现

对上述公告内容做如下补充： 

一、温州温鹤金仙制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温鹤金仙”或者“标的公司”）

账面药品专有技术的会计处理 

根据《浙江省药品生产许可管理办法（试行）》（浙食药监规〔2015〕8 号），

药品生产企业可以将部分生产车间分立，形成独立的药品生产企业，温鹤金仙即

系由温州海鹤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温州海鹤”）在温州的生产车间分立并

重新注册设立。温州海鹤在分立的过程中向浙江省药品监督管理局申请将灵芝片、

补肾强身片、妇科十味片、金锁固精丸、补中益气丸、六味地黄丸六个国药准字

药品批文的生产企业名称由温州海鹤变更为温鹤金仙。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分立企业按照资产、负债的账面价值进行初始计

量，由于温州海鹤的六个药品批文分立前的账面价值为 0 元，分立后温鹤金仙持

有的六个药品批文账面价值亦为 0 元。 

二、标的公司评估价值的确定 

由于温鹤金仙尚处于筹备建设阶段，业务尚未开展，未来收益尚不能合理预

测，与企业未来收益的风险程度相对应的收益率也不能合理估算，故不采用收益



法对委托评估的被评估单位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行评估。 

由于在股权交易市场上难以找到与被评估单位相同或类似企业的股权交易

案例，同时在证券市场上也难以找到与被评估单位在资产规模及结构、经营范围

及盈利水平等方面类似的可比上市公司，故本次评估不宜用市场法。 

而由于被评估单位有完备的财务资料和资产管理资料可以利用，资产取得成

本的有关数据和信息来源较广，因此本次评估采用资产基础法。 

因药品专有技术的取得一般需经过药学研究、临床研究、审评检验和后续稳

定性研究等过程，且经历时间一般较长，本次根据各阶段需发生的合理成本进行

评估。具体评估结果如下表： 

单位：万元 

项目/ 

品种 
灵芝片 补肾强身片 妇科十味片 金锁固精丸 补中益气丸 六味地黄丸 

人工费 42.00 42.00 42.00 42.00 42.00 42.00 

药学研究费 9.72 1.03 0.70 5.42 2.00 1.24 

临床研究 200.00 100.00 80.00 80.00 60.00 120.00 

审评检验费 31.80 31.80 31.80 31.80 31.80 31.80 

后续稳定性

研究费 
5.30 5.30 5.30 5.30 5.30 5.30 

差旅费 2.00 2.00 2.00 2.00 2.00 2.00 

设备投入 2.50 2.50 2.50 2.50 2.50 2.50 

资金成本 3.19 2.01 1.79 1.84 1.58 2.23 

合计 297.00 187.00 166.00 171.00 147.00 207.00 

总计 1,175.00.00 

三、购买温鹤金仙股权的会计处理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规定，如果一个企业取得了对另一个或多个企业的控制权，

而被购买方（或被合并方）并不构成业务，则该交易或事项不形成企业合并。企

业取得了不形成业务的一组资产或是净资产时，应将购买成本按购买日所取得各

项可辨认资产、负债的相对公允价值基础进行分配，不按照企业合并准则进行处

理。 

由于购买日温鹤金仙除药品生产批文以外无其他资产，不具有投入、加工处

理过程和产出能力，不构成业务，不形成企业合并。应按照购买资产方式进行会



计处理。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 号-长期股权投资第六条的规定，除企业合并形成的

长期股权投资以外，以支付现金取得的长期股权投资，应当按照实际支付的购买

价款作为初始投资成本。初始投资成本包括与取得长期股权投资直接相关的费用、

税金及其他必要支出。 

根据上述企业会计准则及应用指南的规定，金华市康寿制药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金华康寿”）单体报表将支付的 995 万元股权交易价款作为长期股权投资

核算。 

借：长期股权投资-温鹤金仙          995 万元 

贷：银行存款                                      995 万元 

寿仙谷合并报表按购买资产方式处理，合并抵消会计处理如下： 

借：无形资产-药品专有技术          995 万元 

贷：长期股权投资-温鹤金仙                         995 万元 

四、标的公司六个药品批文有效期及再注册情况 

（一）药品批准文号及有效期如下： 

序

号 
药品名称 剂型 规格 

药品 

分类 
药品批准文号 

药品批准文号有效

期 

1 灵芝片 片剂 0.25g/片 中药 国药准字 Z33020493 2020-08-16 

2 补肾强身片 片剂 0.25g/片 中药 国药准字 Z33020975 2020-08-16 

3 妇科十味片 片剂 0.33g/片 中药 国药准字 Z20073135 2021-06-05 

4 金锁固精丸 丸剂（水丸） 3g/50 粒 中药 国药准字 Z33020730 2020-08-16 

5 补中益气丸 丸剂（水丸） 3g/50 粒 中药 国药准字 Z33020728 2020-08-16 

6 六味地黄丸 丸剂（水蜜丸） 3g/40 粒 中药 国药准字 Z33020732 2020-08-16 

根据《药品注册管理办法》（局令第 28 号）规定，药品批准文号有效期为 5

年，有效期届满，应当在有效期届满前 6 个月申请再注册。 

（二）药品再注册申报资料包括： 

1、证明性文件： 



（1）药品批准证明文件及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批准变更的文件； 

（2）《药品生产许可证》复印件； 

（3）营业执照复印件； 

（4）《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认证证书复印件。 

2、五年内生产、销售、抽验情况总结，对产品不合格情况应当作出说明。 

3、五年内药品临床使用情况及不良反应情况总结。 

4、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提供相应资料或者说明： 

（1）药品批准证明文件或者再注册批准文件中要求继续完成工作的，应当

提供工作完成后的总结报告，并附相应资料； 

（2）首次申请再注册药品需要进行 IV 期临床试验的，应当提供 IV 期临床

试验总结报告； 

（3）首次申请再注册药品有新药监测期的，应当提供监测情况报告。 

5、提供药品处方、生产工艺、药品标准。凡药品处方、生产工艺、药品标

准与上次注册内容有改变的，应当注明具体改变内容，并提供批准证明文件。 

6、生产药品制剂所用原料药的来源。改变原料药来源的，应当提供批准证

明文件。 

7、药品最小销售单元的现行包装、标签和说明书实样。 

（三）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药品不予再注册： 

1、有效期届满前未提出再注册申请的； 

2、未达到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上市时提出的有关要求的； 

3、未按照要求完成 IV 期临床试验的； 

4、未按照规定进行药品不良反应监测的； 

5、经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再评价属于疗效不确、不良反应大或者其他

原因危害人体健康的； 



6、按照《药品管理法》的规定应当撤销药品批准证明文件的； 

7、不具备《药品管理法》规定的生产条件的； 

8、未按规定履行监测期责任的； 

9、其他不符合有关规定的情形。 

对照药品再注册申报要求，灵芝片等六个药品批文再注册不存在技术障碍。 

五、标的公司六个药品批文变更生产地址情况 

金华康寿对温鹤金仙进行股权收购后，将六个药品生产企业名称由“温鹤金

仙”变更为“金华康寿”，生产地址由“温州市鹿城区温金公路 135 号-1”变更

至金华康寿的生产地址——“金华市武义县黄龙三路 12 号-1”，注册事项属于补

充申请注册分类 19 和 20，即改变药品生产企业名称、国内药品生产企业内部改

变药品生产场地，报省级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批准，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

门备案。 

金华康寿位于“浙江省金华市武义县壶山街道黄龙三路 12 号-1”，并已经取

得《药品生产许可证》；按“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关于进一步规范药品注册受理工

作的通知”（食药监药化管（2015）122 号）要求，结合《药品技术转让注册管

理规定》（国食药监注（2009）518 号）附件“第二部分生产技术转让”中“5.

药学研究资料”部分，完成相关的资料即可申报生产企业名称变更和生产地址变

更补充申请。对照相关要求，该变更补充申请不存在障碍。 

六、六个药品后续生产需满足的条件 

金华康寿生产相关药品需要具备以下条件： 

（一）药品生产许可证 

金华康寿已经取得《药品生产许可证》，生产范围包括：片剂、颗粒剂、丸

剂，覆盖了标的公司六个药品的两个剂型（片剂、丸剂），条件具备。 

（二）药品注册证 

标的公司六个药品经过生产企业名称变更和生产地址变更补充申请，即具备



相应条件，详见本公告“五、标的公司六个药品批文变更生产地址情况”。 

（三）GMP 证书 

金华康寿已经取得片剂、颗粒剂、丸剂（浓缩丸）的 GMP 证书，相关品种

剂型为片剂、丸剂（水丸、水蜜丸），因此，待相关药品经过生产企业名称变更

和生产地址变更补充申请后，还需要进行丸剂（水丸、水蜜丸）的 GMP 认证申

请。 

（四）生产条件 

金华康寿具有生产片剂、颗粒剂、丸剂所需的机构和人员、厂房、设施、设

备以及质量保证体系，具备生产条件。 

（五）其他 

按照相关产品《药品再注册批件》审批结论的要求，除灵芝片外（温州海鹤

已经完成灵芝片的恢复生产检查），其余 5 个产品均为长期未生产品种，需要恢

复生产检查申请，经现场检查并抽检一批产品合格后，方可上市销售。 

综上所述，公司全资子公司金华康寿具备生产相关药品的软硬件生产条件，

并需要经过生产企业名称变更和生产地址变更补充申请、丸剂（水丸、水蜜丸）

GMP 认证和除灵芝片外的其余 5 个产品恢复生产现场检查，即可生产并上市销

售相关产品。 

特此公告。 

浙江寿仙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7 月 19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