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关于对杭州泰格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有关问题的专项说明 

 

信会师函字[2020]第 ZA349号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公司管理部： 

 

由杭州泰格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转来贵所 2020 年 6

月 1 日下发的《关于对杭州泰格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年报问询函》（“创业板

年报问询函【2020】第 400 号”）已收悉，立信会计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我所”

或“我们”）作为公司 2019 年度的年审会计师，对年报问询函中提出的问题进行

了认真研究和核查，相关事项说明如下： 

 

一、“2. 年报显示，你公司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其他非

流动金融资产期末余额 22.50亿元，占资产总额的 29.87%，较期初增长 51.92%，

其中上市公司股份 1.35 亿元、医药基金 10.75 亿元、非上市公司股权投资 10.40

亿元，报告期内确认非流动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1.85 亿元，占 2019 年净

利润的 21.97%。 

（1）请说明医药基金、非上市公司股权投资的具体明细、公司持股比例、

业务管理模式、决策机制、收益分配、亏损分担以及业务模式和合同现金流特

征，说明具体会计处理及其依据，并补充披露公允价值的确认方法、依据及具

体的测算过程，说明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2）请补充说明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项下核算的被投资单位的基本情况，

包括但不限于股权结构、出资情况及实际控制人认定、主要财务数据（包括但

不限于总资产、净资产、营业收入、净利润）、与你公司关联关系情况，与你公

司是否存在业务或资金往来，相关资金是否流向关联方； 

（3）如被投资单位为投资基金的，请进一步披露基金的具体规模、资金投

向、风险敞口等，并说明相关资金投向是否涉及关联方，核实你公司是否存在

差额补足义务或为其他合伙人承担风险等兜底性质安排； 

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就问题（1）至（3）发表明确意见。” 

 

【公司回复】： 

“请说明医药基金、非上市公司股权投资的具体明细、公司持股比例、业



 

务管理模式、决策机制、收益分配、亏损分担以及业务模式和合同现金流特征，

说明具体会计处理及其依据，并补充披露公允价值的确认方法、依据及具体的

测算过程，说明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回答： 

1、业务管理模式及决策机制 

公司对外投资实行专业管理和逐级审批制度。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是各类

投资活动的决策主体。各决策主体严格按照《公司法》、《创业板上市规则》和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董事会议事规则》及《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等规定的权限，对公司的对外投资

活动作出决策。 

非上市公司股权投资均按照上述法律法规和公司相关制度审批权限执行。 

医药基金：不论金额大小，均应当经董事会审批，应当取得全体董事三分之

二以上同意。 

2、收益分配和亏损分担 

（1）非上市公司股权投资 

①分红收益：按照股东出资比例进行利润分配； 

②退出收益：按照投资项目实际退出取得收益； 

（2）医药基金 

①收益分配有简单和复杂分配两种情况。 

②亏损分担，基金在总认缴出资额之内的亏损由所有合伙人根据认缴出资额

按比例分担，超出基金总认缴出资额的亏损由普通合伙人承担。在被投医药基金

中公司均为有限合伙人，对合伙企业的债务以认缴出资额为限承担有限责任。 

3、业务模式和合同现金流特征 

公司持有金融资产的目的是交易性的、基于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作出决策并

对其进行管理。企业管理金融资产的目标是通过出售金融资产以实现现金流量。 

上市公司股份、非上市公司股权投资的合同现金流量源自收取被投资企业未

来股利分配以及清算时获得剩余收益的权利。由于股利及获取剩余收益的权利均

不符合关于本金加利息的合同现金流量特征。公司将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非上

市公司股权投资分类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医药基金投资于动态管理的资产组合，公司从该类投资中所取得的现金流量

既包括投资期间基础资产产生的合同现金流量，也包括处置基础资产的现金流量。

这类投资不符合本金加利息的合同现金流特征，公司将持有的医药基金投资分类

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4、会计处理及其依据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的相关规定：初始

计量：公司对于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按照公允价

值计量，相关交易费用直接计入当期损益。后续计量：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的利得或损失，计入当期损益。 

5、公允价值的确认方法、依据及具体的测算过程 

综合考虑了被投单位所处行业特点、被投单位经营情况、财务情况、融资情

况等，根据《国际私募股权投资和风险投资估值指引》( International Private Equity 

and Venture Capital Valuation Guidelines)及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发布的《私募

投资基金非上市股权投资估值指引（试行）》采用以下方法进行估值： 

（1）市场法—市场乘数法；（2）市场法—参考最近融资价格法；（3）收益

法（4）净资产法；（5）股权价值分配法。 

基于对整体投资情况的把握和判断，公司聘请独立第三方专业评估机构，对

非上市公司股权投资项目的股东部分权益进行估值分析，提供其在估值基准日的

公允价值,；对医药基金通过公司提供的财务数据、各基金项目的基金净值及其

他信息进行计算分析及获得价值。 

公司对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的会计处理在所有重大方面符合《企业会计准则

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的相关规定。 

 

“请补充说明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项下核算的被投资单位的基本情况，包

括但不限于股权结构、出资情况及实际控制人认定、主要财务数据（包括但不

限于总资产、净资产、营业收入、净利润）、与你公司关联关系情况，与你公司

是否存在业务或资金往来，相关资金是否流向关联方；” 

回答： 

被投单位与公司关联关系情况如下： 

被投单位 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资金或业务往来 资金是否流向关联方 

浙江高新汇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是 无 否 

杭州望吉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是 业务往来 是 

 

“如被投资单位为投资基金的，请进一步披露基金的具体规模、资金投向、

风险敞口等，并说明相关资金投向是否涉及关联方，核实你公司是否存在差额

补足义务或为其他合伙人承担风险等兜底性质安排；” 

回答： 

被投资单位均为医疗类投资基金，资金投向包括医药及生物技术、医疗器械

及诊断技术、数字医疗、医疗服务等企业，国内项目为主。投资基金未进行二级



 

市场、债券或期货类投资，全部为医疗行业风险投资基金，直接投资于医疗类项

目公司，无对冲或保证金交易，无风险敞口。公司不存在差额补足义务或为其他

合伙人承担风险等兜底性质安排。 

投资基金的相关资金投向涉及关联方如下： 

被投单位 资金投向 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苏州工业园区启明融科股权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等 6 家 

杭州颐柏健康管理有限公司等 3 家 是 

 

【会计师回复】： 

1、核查程序：  

我们实施的审计程序包括但不限于： 

（1） 访谈公司管理层主要人员，了解公司 2019 年度会计政策变更的相关

情况； 

（2） 复核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的计价方法，

检查其是否按公允价值计量，前后期是否一致，公允价值取得依据是

否充分； 

（3） 在利用专家的工作时，我们获取了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以确信专

家的工作可以满足审计的需要； 

（4） 检查公司的账簿及凭证并结合获取的资料，分析并判断公司执行新金

融工具准则重新计量的会计处理是否适当和准确； 

（5） 对公司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相关信息的披露是否充分合理进行了评

估。 

 

2、核查结论 

基于实施的审计程序，我们认为，就财务报表整体的公允反映而言，公司对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的会计处理在所有重大方面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

—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的相关规定；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项下核算的被投资单

位与公司的关联关系、业务或资金往来详见公司回复；未发现公司存在差额补足

义务或为其他合伙人承担风险等兜底性质安排。 

 

二、“3. 年报显示，你公司报告期内确认投资收益 1.80 亿元，占 2019 年净

利润的 21.38%，其中处置长期股权投资产生的投资收益 4,412.22 万元，处置其

他非流动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5,256.72 万元，丧失控制权后剩余股权按公允

价值重新计量产生的利得 3,244.45 万元，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



 

资成本小于取得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4,148.82 万元。 

（1）请补充说明报告期内处置子公司、长期股权投资及其他非流动金融资

产的具体情况，包括但不限于交易时间、交易标的资产、交易对手方及是否与

你公司存在关联关系、交易作价及依据、会计处理、对子公司丧失控制权时点

公允价值重新计量的确认依据及合理性，并说明处置资产所履行的审议程序和

信息披露义务情况（如涉及）； 

（2）请补充披露报告期内新增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具体情

况，包括但不限于交易时间、交易标的资产、交易对手方及是否与你公司存在

关联关系、交易作价及依据，相关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的确认依

据，你公司支付的投资成本小于取得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

允价值的原因，你公司支付的交易作价与所获利益是否对等，是否存在其他应

披露未披露的交易安排或具有类似上市公司需承担兜底、回购义务性质的协议

安排，说明新增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所履行的审议程序和信息披

露义务情况（如涉及）。 

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公司回复】： 

“请补充说明报告期内处置子公司、长期股权投资及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的具体情况，包括但不限于交易时间、交易标的资产、交易对手方及是否与你

公司存在关联关系、交易作价及依据、会计处理、对子公司丧失控制权时点公

允价值重新计量的确认依据及合理性，并说明处置资产所履行的审议程序和信

息披露义务情况（如涉及）；” 

回答： 

1、 处置子公司、长期股权投资、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的基本情况 

（1）子公司、长期股权投资、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直投项目）                                  

项目 投资收益 
交易

时间 

交易标

的资产 
交易对手方 

是否存在

关联关系 
交易作价 作价依据 

上海晟通国

际物流有限

公司等 8 家 

合 计 金 额

5,651.47 万

元 

2019

年 
股权 非关联方 否 

合计金额

8,108.93

万元, 

根据独立第三方

近期交易估值、

净资产和商业谈

判作为作价依据 

杭州泰格云

医院管理有
-20.10 万元 

2019

年 

100%股

权 

杭州康柏医

院有限公司 
是 0 元 未开展经营。 



 

项目 投资收益 
交易

时间 

交易标

的资产 
交易对手方 

是否存在

关联关系 
交易作价 作价依据 

限公司 

 

（2）处置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基金项目）  

                                              单位：万元 

项目 处置价款 投资成本 公允价值变动 汇率变动 投资收益 

Taitong Fund L.P.等 9 家 
9,821.93 5,251.48 518.08 14.80 4,037.57 

注：基金退出投资项目时，会将属于公司份额部分相关成本及收益支付给本公司并向公

司出具分配说明书。 

2、 子公司丧失控制权时点公允价值重新计量的确认依据及合理性 

                                                              单位：万元 

项目 

丧失控制权时

点剩余持股比

例 

项目估值 

丧失控制

权时点公

允价值 

投资成本 处置成本 

丧失控制

权时点剩

余成本 

投资收益 

上海晟通国际物

流有限公司 
35% 14,000.00 4,900.00 3,073.00 1,117.45 1,955.55 2,944.45 

杭州泰格捷通检

测技术有限公司 
30% 2,000.00 600.00 800.00 500.00 300.00 300.00 

小计  16,000.00 5,500.00 3,873.00 1,617.45 2,255.55 3,244.45 

3、 会计处理 

处置长期股权投资：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 号—长期股权投资》规定，结

转与所售股权相对应的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出售所得价款与处置长期股权

投资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确认为投资收益；处置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根据《企

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规定，本期处置的其他非流动金

融资产均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处置时，将因转

移收到的对价与所转移金融资产的账面价值差额计入投资收益。 

子公司丧失控制权时点公允价值重新计量：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33 号—

—合并财务报表》以及《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有关

规定，投资企业原持有被投资单位的股份使得其能够对被投单位实施控制，其后

因部分处置等原因导致持股比例下降，不能再对被投单位实施控制，同时对被投

单位亦不具有共同控制能力或重大影响的，将剩余股权改按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

公司处置上海晟通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和杭州泰格捷通检测技术有限公司股权后，

不能再对被投单位实施控制且不具有共同控制能力或重大影响，将其认定为“以



 

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根据处置时点被投单位企业

估值作为剩余股权公允价值计量依据。 

4、处置资产所履行的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情况 

根据公司《对外投资管理制度》，上述事项未达到公司 2019 年度对外投资事

项的董事会审议额度，已经公司董事长审批通过。 

 

“请补充披露报告期内新增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具体情况，

包括但不限于交易时间、交易标的资产、交易对手方及是否与你公司存在关联

关系、交易作价及依据，相关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的确认依据，

你公司支付的投资成本小于取得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

值的原因，你公司支付的交易作价与所获利益是否对等，是否存在其他应披露

未披露的交易安排或具有类似上市公司需承担兜底、回购义务性质的协议安排，

说明新增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所履行的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情况（如涉及）。” 

回答： 

1、报告期内新增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具体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交易时间 

交易标的资

产 

交易价

格 

原持有股权

比例 

交易后持股

比例 

是否存

在关联

关系 

作价依据 

北京雅信诚医学信

息科技有限公司 

2019 年 7 月  20%股权 4,320.00 

35% 

注 1 

55% 否 

第三方独立评估机构出具的评

估报告，根据交易标的资产的公

允价值作为交易价格的依据； 

方达医药技术（苏

州）有限公司 

2019 年 10 月  

25.96%股

权 

1,443.38 49.04% 75% 否 

第三方独立评估机构出具的评

估报告，根据交易标的资产的公

允价值作为交易价格的依据； 

RMI Laboratories, 

LLC 

2019 年 10 

月  

100%股权 3,194.54  100% 否 

第三方独立评估机构出具的评

估报告，根据交易标的资产的公

允价值作为交易价格的依据； 

BRI 

Biopharmaceutical 

Research, Inc 

2019 年 12 月 100%股权 2,025.64  100% 否 

第三方独立评估机构出具的评

估报告，根据交易标的资产的公

允价值作为交易价格的依据； 

注 1：北京雅信诚医学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原持有的 35%股权中，其中 18%股权系母公司泰格医药于 2019 年

7 月向合并范围内子公司漯河煜康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收购所得。 



 

 

2、公允价值确认依据 

根据第三方独立机构评估的被投单位公允价值作为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

产公允价值的确认依据。 

 

3、投资成本小于取得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的原

因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33 号-合并财务报表》规定：企业因追加投资等原因

能够对非同一控制下的被投资方实施控制的，在合并财务报表中，对于购买日之

前持有的被购买方的股权，应当按照该股权在购买日的公允价值进行重新计量，

公允价值与其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计入当期投资收益；购买日之前持有的被购买

方的股权涉及权益法核算下的其他综合收益等的，与其相关的其他综合收益等应

当转为购买日所属当期收益。公司支付的投资成本小于取得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

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的所产生的投资收益系由于按照以上准则要求进行

会计处理所致。                                                   

北京雅信诚医学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雅信诚）在合并前为本公司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2019 年 7 月，公司购买雅

信诚 20%股权后成为雅信诚的控股股东，增持后持股比例为 55%；根据第三方

独立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确认增持前持股比例 35%股权的公允价值高于原

投资成本部分确认投资收益。 

方达医药技术（苏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方达苏州）在合并前为本公司

子公司方达控股的联营企业。2019 年 10 月，公司子公司方达控股购买方达苏州

25.96%股权后成为方达苏州的控股股东，增持后持股比例为 75%；根据第三方

独立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确认增持前持股比例 49.04%股权的公允价值高于

原投资成本部分确认投资收益。 

结合上述 2-3 的内容，我们认为根据第三方独立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确认被

投单位的公允价值，交易作价为交易标的在资产评估报告中公允价值的持有份额，

故所获得资产与评估价值是对等的。 

 

4、履行的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情况 

公司 2019 年度报告中已经披露新增取得子公司 RMI LABORATORIES, LLC

（以下简称：RMI）、BRI BIOPHARMACEUTICAL RESEARCH, INC. （以下简

称：BRI）的或有对价金额，不存在其他应披露未披露的交易安排或具有类似上

市公司需承担兜底、回购义务性质的协议安排。 



 

2019 年 7 月 30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

于购买北京雅信诚医学信息科技有限公司部分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决

定以自有资金购买漯河煜康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新疆泰睿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合计持有的北京雅信诚医学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雅信诚）

38%股权，作价 8,208.00 万元。本次购买完成后，公司将持有雅信诚 55%股份。

该事项构成关联交易，交易金额在董事会审批权限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公司对本次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事先认可并对议案发表了同意的

独立意见。公司持续督导保荐机构东方花旗证券有限公司也出具了核查意见。 

2019 年 10 月，公司控股子公司 Frontage Holdings Corporation（以下简称：

方达控股）（HK.1521）出资 1,443.38 万元收购方达医药技术（苏州）有限公司，

收购完成后方达控股持股比例 75%；2019年 10月出资 457.90万美元收购RMI 100%

股权；2019 年 12 月出资 290.30 万美元收购 BRI 100%股权。 

综上，根据公司《对外投资管理制度》，上述单项收购或 2019 年累计收购金

额均未达到公司董事会审议额度，同时方达控股也在香港联交所网站进行了自愿

性对外披露。 

方达控股披露网址如下： 

https://www1.hkexnews.hk/listedco/listconews/sehk/2019/1025/2019102500572_c.pdf；  

https://www1.hkexnews.hk/listedco/listconews/sehk/2019/1104/2019110400800_c.pdf；

https://www1.hkexnews.hk/listedco/listconews/sehk/2019/1216/2019121600322_c.pdf。 

 

【会计师回复】： 

1、 核查程序：  

 

我们实施的审计程序包括但不限于： 

（1） 了解被审计单位对投资方案、投资计划及投资实施环节的审批权限及

流程； 

（2） 访谈公司管理层主要人员，了解管理层将投资确定划分为长期股权投

资、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的意图；考虑管理层选择划分为长期股权投

资、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的理由及在既定经济环境下实施特定措施的

能力；并考虑管理层以前所述的对于划分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的意图的实际实施情况；与被审计单位讨论

以确定划分为长期股权投资、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是否符合会计准则

的规定； 

（3） 了解被审计单位长期股权投资、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计量所使用的会



 

计政策，是否建立资产管理台账，详细记录投资对象、金额、期限、

收益等事项，是否妥善保管投资合同协议、出资证明等资料； 

（4） 在利用专家的工作时，我们获取了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以确信专

家的工作可以满足审计的需要； 

（5） 了解被审计单位长期股权投资、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处置的政策及程

序； 

（6） 检查公司的账簿及凭证并结合获取的资料，分析并判断会计处理是否

适当； 

（7） 对公司投资收益的披露是否充分合理进行了评估。 

 

2、核查结论 

基于实施的审计程序，我们认为，就财务报表整体的公允反映而言，公司对

投资收益的处理在所有重大方面符合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二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