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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关于《关于对山西仟源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 

年报问询函》的回复 
 

信会师报字[2020]第 ZA14780 号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公司管理部：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本所”）根据贵所 2020 年

5月 25日下发的《关于对山西仟源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年报问询函》（创业

板年报问询函【2020】第 344号）的相关要求，就有关需要本所出具意见的相关

问题予以答复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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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报告期末，你公司长期应付款余额 2.46 亿元，其中应付大同市财政局

拨款 100 万元，应付江苏疌泉醴泽健康产业创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以下简

称“疌泉醴泽”）1.09 亿元、应付张宇 1.09 亿元。 

（2）疌泉醴泽、张宇系你公司子公司南通恒嘉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

通恒嘉”）的股东，公司对该两名股东对南通恒嘉的出资负有回购的义务。请结

合南通恒嘉的历史业绩等说明具体回购条款及回购条款设置的合理性，疌泉醴

泽、张宇与公司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对回购义务的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企业会

计准则》的相关规定。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公司回复： 

一、 具体回购条款及回购条款设置的合理性 

(一) 具体回购条款 

2019年 11月，公司与疌泉醴泽及自然人张宇签署《关于投资江苏嘉逸医药

有限公司之合作协议》，决定设立南通恒嘉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通恒嘉”）

以收购江苏嘉逸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嘉逸”）并在协议中约定： 

（1）协议 5.2 条：南通恒嘉投资江苏嘉逸（以受让及增资获得江苏嘉逸 51%

股权的工商变更登记日为准）满 12个月后至满 24个月期间，公司聘请的有证券

期货从业资格的评估机构以前述期间内的某一评估基准日评估确定的疌泉醴泽、

张宇持有的嘉逸医药股权价值高于或等于疌泉醴泽、张宇实缴出资额及按照疌泉

醴泽、张宇实缴出资额以年化收益率 25%计算的收益之和的，疌泉醴泽、张宇分

别有权选择公司的支付方式，公司需履行相应的内部决策程序。 

（2）协议 5.3 条：南通恒嘉投资江苏嘉逸（以受让及增资获得嘉逸医药 51%

股权的工商变更登记日为准）满 12个月后至满 24个月期间，疌泉醴泽、张宇分

别有权要求公司以疌泉醴泽、张宇各自实缴出资额及按照疌泉醴泽、张宇各自实

缴出资额以年化收益率12%计算的收益之和收购其所持南通恒嘉部分或全部股权，

支付方式为现金。 

（3）协议 5.4条：南通恒嘉投资江苏嘉逸（以受让及增资获得嘉逸医药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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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权的工商变更登记日为准）满 24个月前，各方未依据本协议 5.2条、5.3条、

5.5条的约定签署正式的收购协议的，前述期满 24个月后至满 36个月期间，疌

泉醴泽、张宇分别有权要求公司以疌泉醴泽、张宇各自实缴出资额及按照疌泉醴

泽、张宇各自实缴出资额以年化收益率 15%计算的收益之和收购其所持南通恒嘉

部分或全部股权，支付方式为现金。 

（4）协议 5.5 条：江苏嘉逸取得第二个产品的原料药及药品注册批件的，

公司应有义务在以受让及增资获得江苏嘉逸 51%股权的工商变更登记之日起满

12个月后至 24个月届满前向疌泉醴泽、张宇发出收购其所持南通恒嘉全部股权

的要约。若届时经由疌泉醴泽认可的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评估机构评估确定的

于评估基准日江苏嘉逸 100%股权价值与疌泉醴泽、张宇持股比例乘积的金额低

于疌泉醴泽、张宇实缴出资额及按照疌泉醴泽、张宇实缴出资额以年化收益率

25%计算的收益之和时，疌泉醴泽、张宇分别有权选择是否出售其所持南通恒嘉

全部股权，若选择出售的，疌泉醴泽、张宇分别有权选择公司的支付方式；若届

时经由疌泉醴泽认可的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评估机构评估确定的于评估基准

日江苏嘉逸 100%股权价值（该等评估估值亦需要经过丙疌泉醴泽认可）与疌泉

醴泽、张宇持股比例乘积的金额高于或等于疌泉醴泽、张宇实缴出资额及按照疌

泉醴泽、张宇实缴出资额以年化收益率 25%计算的收益之和时，疌泉醴泽、张宇

应将其所持南通恒嘉全部股权出售给公司，疌泉醴泽、张宇分别有权选择公司的

支付方式。若疌泉醴泽、张宇依据前述约定选择不按照本条约定的条件出售其所

持南通恒嘉的全部股权的，其仍有权按照 5.2条、5.3条的约定行使相应的权利。 

（5）依据本协议 5.2 条、5.5 条的约定，疌泉醴泽、张宇选择以发行股份

的方式作为支付方式的，疌泉醴泽、张宇知晓公司发行股份需要获得证监会的核

准才能实施，若公司该次发行股份最终未获得证监会核准的，则公司应当以支付

现金的方式按照申报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时对南通恒嘉的整体估值作为作价基准

收购疌泉醴泽、张宇所持南通恒嘉的股权并应在收到证监会未获核准批复文件之

日起合理期限内（90 日内）支付股权转让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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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回购条款设置的合理性 

南通恒嘉是公司为收购江苏嘉逸于 2019年 11月专门成立的特殊目的公司，

江苏嘉逸系黄乐群博士于 2013 年创办的专注于重大药物在中国的首次开发和生

产的制药企业。黄乐群博士为化学药专家，八十年代毕业于南京大学化学系，后

赴美获得美国依阿华州大学化学博士学位。在著名跨国药企拜耳公司美国研究总

部开发药品十多年，历任高级研究员、首席研究员、技术中心主任，曾荣获 Bayer

科技一等奖。回国后曾任南京大学医学院副院长、药物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导。

江苏嘉逸 6年来积累了 14项发明专利或实用新型专利，30项药品临床批件，其

中盐酸西那卡塞、利伐沙班、酒石酸伐尼克兰、阿哌沙班、安立生坦等 5个产品

取得申报生产（一致性评价）受理，盐酸西那卡塞和酒石酸伐尼克兰被纳入优先

审评。盐酸西那卡塞片为治疗慢性肾脏病（CKD）维持性透析患者的继发性甲状

旁腺功能亢进症的药物，2017 年该产品进入国家医保目录，2018 年全球（不含

中国市场）销售额约为 17亿美元，江苏嘉逸的盐酸西那卡塞片为首仿上市（2020

年 4 月已取得药品注册批件），具有良好的市场前景；利伐沙班片是拜耳的明星

药，全球第一个直接口服的 Xa 因子抑制剂，为新的口服抗凝药物，治疗疾病谱

广，2019 年全球销售额约为 69亿美金；阿哌沙班也是新型抗凝药，2019年为全

球销售额排名第 2 产品，销售额达 121.49 亿美元；酒石酸伐尼克兰是成人戒烟

药，安立生坦为治疗肺动脉高压药物。 

2019年 11月公司受让江苏嘉逸股权时，聘请了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评估机

构银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所涉及的江苏嘉逸全部权益进行评估，评估方法为资

产基础法和收益法，最终选取收益法的结果作为收购对价，江苏嘉逸于 2019 年

6月 30日评估基准日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70,035万元。经协商，公司首先支

付 34,300万元收购江苏嘉逸 49%股权，再向江苏嘉逸增资 2,857.14 万元，增资

完成后公司持有江苏嘉逸 51%股权。 

由于收购江苏嘉逸股权需要巨额资金，故给公司带来极大的资金压力。为

此，公司引进了疌泉醴泽、张宇作为财务投资者共同收购江苏嘉逸股权。为保证

疌泉醴泽、张宇的利益，基于盐酸西那卡塞片未来良好的市场前景及利伐沙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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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石酸伐尼克兰、阿哌沙班、安立生坦等产品未来获得药品注册批件后的市场前

景，公司与疌泉醴泽、张宇签署合作协议时设置了回购条款。故回购条款设置具

有合理性。 

 

二、 疌泉醴泽、张宇与公司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经公司自查，疌泉醴泽、张宇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 对回购义务的会计处理 

《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第十五条规定“在合并财务报

表中对金融工具（或其组成部分）进行分类时，企业应当考虑企业集团成员和金

融工具的持有方之间达成的所有条款和条件。企业集团作为一个整体，因该工具

承担了交付现金、其他金融资产或以其他导致该工具成为金融负债的方式进行结

算的义务的，该工具在企业集团合并财务报表中应当分类为金融负债。” 

《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应用指南指出“如果企业不能

无条件地避免以交付现金或其他金融资产来履行一项合同义务，则该合同义务符

合金融负债的定义。” 

因本公司对疌泉醴泽、张宇对南通恒嘉的出资负有回购的义务，不能无条件

地避免回购疌泉醴泽、张宇对南通恒嘉的出资，故本公司在编制合并财务报表时

将该两名股东对南通恒嘉的出资作为金融负债处理并计入长期应付款科目。 

 

会计师意见： 

我们阅读了上述公司说明，这些信息与我们执行 2019年度财务报表审计时

获得的信息没有重大不一致。 

针对疌泉醴泽、张宇与仟源医药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我们实施的主要审计

程序包括但不限于： 

（1）询问仟源医药是否与疌泉醴泽、张宇存在关联关系； 

（2）检查疌泉醴泽、张宇是否持有仟源医药 5%以上的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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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检查张宇是否系仟源医药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 

（4）询问仟源医药张宇是否系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关系密切的

家庭成员； 

（5）查询疌泉醴泽的股权结构，检查疌泉醴泽的股东是否与仟源医药存在

关联关系。 

针对回购义务的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我们实

施的主要审计程序包括但不限于： 

（1）取得并阅读《关于投资江苏嘉逸医药有限公司之合作协议》； 

（2）与仟源医药管理层就《关于投资江苏嘉逸医药有限公司之合作协议》

的业务实质进行讨论，并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的规

定判断公司的会计处理是否合理。 

基于上述审计程序，我们未发现疌泉醴泽、张宇与仟源医药存在关联关系；

基于上述审计程序，我们未发现仟源医药对回购业务的会计处理在重大方面不符

合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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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因符合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等地方性扶持政策，你公司 2018 年度、2019

年度分别获得西藏自治区藏青工业园管理委员会政府补助 2,400 万元，4,325.20

万元。请说明上述政府补助收到的时间、资金用途、相关政府补助是否附生效

条件、是否具有持续性，以及计入当期损益的合规性。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

表明确意见。 

 

公司回复： 

公司全资子公司西藏仟源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藏仟源”）2018 年度

及 2019 年度收到的财政扶持补助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收到日期  金额  付款方 款项用途 

2018-2-11 400.00 西藏自治区藏青工业园管理委员会 鼓励企业占有国内市场份额资金 

2018-7-19 800.00 西藏自治区藏青工业园管理委员会 鼓励企业占有国内市场份额资金 

2018-10-9 400.00 西藏自治区藏青工业园管理委员会 鼓励企业占有国内市场份额资金 

2018-11-30 600.00 西藏自治区藏青工业园管理委员会 鼓励企业占有国内市场份额资金 

2018-12-27 200.00 西藏自治区藏青工业园管理委员会 鼓励加大市场推广力度资金 

2018 年合计 2,400.00 
  

2019-1-29 1,800.00 西藏自治区藏青工业园管理委员会 鼓励企业占有市场份额资金 

2019-3-5 25.02 西藏自治区藏青工业园管理委员会 扶持企业发展资金 

2019-4-26 1,100.00 西藏自治区藏青工业园管理委员会 鼓励企业占有市场份额资金 

2019-5-30 100.00 西藏自治区藏青工业园管理委员会 鼓励企业占有市场份额资金 

2019-6-26 100.00 西藏自治区藏青工业园管理委员会 鼓励企业占有国内市场份额 

2019-8-7 200.00 西藏自治区藏青工业园管理委员会 鼓励企业占有国内市场份额 

2019-9-26 300.00 西藏自治区藏青工业园管理委员会 鼓励企业加大市场推广力度资金 

2019-11-15 100.00 西藏自治区藏青工业园管理委员会 扶持资金 

2019-12-12 300.00 西藏自治区藏青工业园管理委员会 鼓励企业加大市场推广力度资金 

2019-12-30 300.00 西藏自治区藏青工业园管理委员会 国内市场药品配送项目资金 

2019 年合计 4,325.02 
  

西藏仟源于 2016年 12月及 2018年 12月与西藏自治区藏青工业园管理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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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签订了《药品及医疗器械贸易企业经营合作协议》，协议约定由财政安排支出，

扶持企业再发展，用于市场开拓、科研研发、人才引进和业务培训等方面。协议

有效期至 2020 年 11 月 30 日止。上述财政扶持政策为西藏自治区藏青工业园的

长期优惠政策，具有延续性且无附生效条件。 

根据《药品及医疗器械贸易企业经营合作协议》，西藏仟源收到的财政扶持

补助用于市场开拓等方面，且无生效条件，故本公司将其归类为与收益相关的政

府补助进行会计处理，计入当期损益。 

 

会计师意见： 

我们阅读了上述公司说明，这些信息与我们执行 2019年度财务报表审计时

获得的信息没有重大不一致。 

针对上述政府补助计入当期损益的合规性，我们实施的主要审计程序包括

但不限于： 

（1）取得并阅读《药品及医疗器械贸易企业经营合作协议》； 

（2）检查上述政府补助的银行收款凭证。 

基于上述审计程序，我们未发现仟源医药将西藏自治区藏青工业园管理委

员会政府补助计入当期损益在重大方面不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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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系《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关于《关于对山西仟源

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年报问询函》的回复》之签章页）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中国注册会计师：唐国骏 

（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郑凌云 

 

 

 

中国•上海 二○二○年五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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