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代码：002432

证券简称：九安医疗

公告编号：2020-049

天津九安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深圳证券交易所对公司2019年年报问询函的回复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连带责任。
天津九安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7 月 13 日收
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出具的《关于对天津九安医疗电子股份
有限公司 2019 年年报的问询函》（中小板年报问询函【2020】第 408 号）（以
下简称“问询函”），现根据问询函的要求，对问询函相关问题作出回复并披露如
下：
问题一、你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多年盈亏交替，扣非后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已连续七年亏损。请你公司结合行业发展趋势及自身经营
状况、具体业务规划等情况，分析说明公司业绩大幅波动、主业持续亏损的具体
原因，并请说明拟采取的解决和应对措施。请年审会计师对上述情况核查并发表
意见。
回复：
一、公司业绩大幅波动、主业持续亏损的具体原因
1、公司主营业绩情况的说明
随着移动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新一轮技术产业革命改变了人
们的生活方式，引发行业洗牌，公司决定向“互联网+医疗”领域转型，从硬件
走向服务。公司近年来持续进行互联网+医疗领域方面投入，因此管理费用、研
发费用较高，对公司业绩产生一定影响。
公司 2013-2019 年度收入、成本及费用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2019 年
6,644.91

2018 年

2017 年

2016 年

2015 年

2014 年

2013 年

1,268.68

-16,586.12

1,449.79

-15,076.13

1,019.75

-916.83

-24,171.16 -13,862.61

-18,199.45

-14,566.97

-15,490.85

-8,154.25

-1,18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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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销售费用

70,627.64
50,293.68
28.79%
10,845.77

56,388.03
39,494.20
29.96%
6,205.13

59,791.89
41,489.33
30.61%
7,057.82

42,013.81
28,435.52
32.32%
8,033.22

39,785.80
29,556.32
25.71%
6,413.72

42,545.20
29,261.85
31.22%
9,294.58

40,756.71
27,470.12
32.60%
7,331.86

管理费用
其中薪资、员工保险
解除劳动关系补偿金
技术开发费*
折旧
办公费
各项摊销
服务咨询费
研发费用

17,366.38
6,040.23
1,439.31
-1,795.36
926.11
2,538.33
1,236.70
8,003.45

15,187.85
6,592.07
--1,440.57
961.87
2,394.99
1,485.02
6,886.38

28,473.10
9,261.83
-9,406.41
1,373.26
1,453.75
2,119.62
1,727.93

18,975.81
7,079.03
-4,146.62
1,168.74
1,354.94
1,417.63
1,052.72

16,640.27
7,172.07
-4,365.13
1,032.48
1,033.98
713.88

12,047.21
6,790.19
-914.47
905.41
927.44
865.75

7,233.41
4,059.98
-555.05
309.10
594.13
566.30

财务费用
期间费用合计
信用减值损失

110.63
36,326.23

-1,181.81
27,097.55

-1,105.92
34,425.00

113.87
27,122.90

175.70
23,229.69

-230.68
21,111.11

-1,193.45
13,371.82

-356.83
26.43
-760.97
资产减值损失
-11,263.85 -10,589.24
注 1：表中合计数与各项加总金额尾差差异系数据四舍五入所致，下同。

-74.05

-704.31

-1,307.25

注 2：根据财政部于 2018 年 6 月 15 日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 2018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
（财
会〔2018〕15 号），新增“研发费用”项目，原计入“管理费用”项目的技术开发费单独列示为“研发费
用”项目。
注 3：财政部于 2019 年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合并财务报表格式(2019 版)的通知》（财会〔2019〕16 号），
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拆分部分资产负债表项目和调整利润表项目等。将合并利润表“减：
资产减值损失”调整为“加：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 “-”号填列）”。为方便对照，将 2013-2018 年相
关科目格式依据上述规定调整。

由上表可见，公司营业收入呈上涨趋势，营业成本随营业收入的增长而增加，
其中新零售业务销售收入对 2019 年度营业收入增长贡献较大。新零售业务毛利
率较低，导致 2019 年度综合毛利率略有下降。
公司报告期销售费用较往年有所增长，主要系销售费用随营业收入增长而增
加。财务费用方面，2017、2018 年波动较大分别受汇兑损益和利息收入增加所
致、2013 年主要是利息收入增加所致。除此之外，其余年度财务费用金额变化
不大。
因此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负，主要是管理费
用、研发投入规模较大以及 2018、2019 年计提的资产减值损失所致。主要原因
有以下三个方面：
（1）为实现全球化发展战略，公司在中国、美国、欧洲、新加坡设立分支
机构，负责当地市场产品营销以及“互联网+医疗”管理项目的推动，这使得公
司整体人员规模较大。同时，企业面临的人才竞争激烈，为招揽高端人才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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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成本较高，导致管理费用和研发费用中薪资及员工保险费用较高，相应产生
的办公费、折旧费开支较高。此外，为集中力量推进核心战略实施，公司于 2019
年进行结构调整，对于离职员工支付了解除劳动关系补偿金。
（2）公司相信医疗服务一定会从医院延伸到家庭，自 2010 年开始向“互联
网+医疗”领域转型，由于全世界范围内都没有探索出互联网+医疗的创新医疗服
务模式，公司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从 0 到 1 探索“糖尿病诊疗“O+O”新
模式”，持续稳定的投入尤为重要。公司自 2013 年至 2017 年研发投入持续上升，
管理费用-技术开发费发生额金额较大。2018 年、2019 年公司严格把控各项费用
后，研发费用较 2017 年有所下降，但费用金额仍然较高。另外，研发成功后转
入无形资产的专有技术摊销也是导致管理费用金额较大的重要因素。
（3）公司因 2016 年非同一控制下收购 eDevice 产生商誉 5.19 亿元，管理
层在每年年终对商誉进行减值测试，并依据减值测试的结果分别于 2018 年、2019
年末计提了减值准备，影响金额分别为 7,520.87 万元、8,318.32 万元。此外，
近两年受外部市场、公司业务转型及销售策略变化的综合影响，公司存货、无形
资产也出现了减值迹象，管理层根据测算结果对发生减值的资产分别计提了存货
跌价准备和无形资产减值准备。上述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对公司 2018、2019 年
度经营业绩产生较大影响。
2、公司业绩大幅波动的具体原因
2014 年，公司为了更好地对 iSmartAlarm 管理层进行股权激励及为下一步
融资建立合理的股权架构，九安香港将 iSmartAlarm,Inc.60%股权以 1,200 万美
元的价格转让，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14 年 10 月 30 日披露的《关于签署控股孙
公司股权转让框架协议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14-054）。本次股权转让
产生的投资收益计入当期损益，对公司 2014 年净利润情况产生了重大影响，公
司净利润扭亏为盈。
2016 年，公司全资子公司 Andon Holdings Co.,Ltd 以 2,218 万美元的转让
价格将所持有的参股子公司 BloomSky Technology Limited 44.36%股权。本次
出售参股子公司股权有利于公司提高管理效率，优化资源配置，改善财务状况,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16 年 11 月 23 日披露的《关于转让参股公司股权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6-072）。本次股权转让产生的投资收益计入 2016 年度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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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公司 2016 年净利润产生重大影响。
2018 年，基于及时收回对外投资初始投资成本，促进公司投资价值有效实
现，增加公司现金流的需要，公司将所持有的天津华来科技有限公司 17%股权全
部转让。在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天兴评报字（2018）第 1489
号评估报告的基础上，经交易双方协商确定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10,710 万元。本
次股权转让款将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有助于集中资源支持公司主营业务，有利于
公司持续、健康发展。本次股权转让产生的投资收益计入 2018 年度损益，对公
司当年业绩有较大影响。
2020 年，公司参与投资的“Essence iSeed Fund SP”基金（以下简称“Essence
iSeed 基金”）持有 100%份额的子基金 iSeed Ventures Fund Ⅱ已转让其持有
的标的公司 Care Innovations, LLC.（以下简称“CI”）的全部股权。本次子
基金转让 CI 公司的股权导致 Essence iSeed 基金 2019 年末公允价值大幅增长，
给公司合并层面当期损益带来积极影响，公司 2019 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
润较 2018 年同向大幅上升。
二、拟采取的解决和应对措施
未来，公司将专注于围绕 “糖尿病诊疗“O+O”新模式”和“在新零售平台
推出极致性价比爆款产品”的两条核心战略，拓展互联网医疗及IOT物联网产品
领域，提高核心竞争力和综合实力，实现公司的长久稳健发展。
为此，公司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
1、2019年初，公司重新梳理使命、愿景和价值观，形成“让健康更简单，
让生活更智慧”的使命和“做全球互联网医疗及智慧生活的开拓者”的愿景，明
确“自我驱动、深度思考、专注极致、感动人心”的核心价值观。在公司内部，
打破职能的界限，化小各核算单位，进行了以利润为中心的结构调整和优化，集
中力量实现公司核心战略目标。
2、加速推动公司的爆款战略，在本次国内外疫情的防控中，公司的额温计、
血氧仪等产品发挥了积极作用。产品销售量大幅提升，对公司2020年上半年度净
利润贡献较大，2020年一季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扣非净利润为4,621.30万元，
较去年同期增长230.12%，2020年上半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预计为盈利
2.3亿到2.8亿。在抗击疫情的关键时期，额温计研发团队50余人用最快的速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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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技术问题，测试不同芯片及不同传感器性能，确保在品质达标的前提下能够迅
速量产，公司未来将会不断研发推出适合不同测温场景需要的爆款产品。此外，
公司坚持极致性价比产品策略，从市场需求出发，已经推出了多款智能IOT产品，
进一步丰富了公司产品线，并力求做到每一款产品都符合用户使用习惯，外观简
约、使用方便、显示清晰，让用户喜欢用，愿意用。未来公司将在新零售平台持
续推出更多极致性价比爆款产品。
3、加速推动糖尿病诊疗“O+O”新模式在国内外的普及、落地。2020年7月，
国家发改委、国家卫健委、国家医疗保障局等13个部委联合发布《关于支持新业
态新模式健康发展激活消费市场带动扩大就业的意见》（下称《意见》），意见
指出将符合条件的“互联网+”医疗服务费用纳入医保支付范围。同时，规范推
广慢性病互联网复诊、远程医疗、互联网健康咨询等模式；支持平台在就医、健
康管理、养老养生等领域协同发展，培养健康消费习惯。公司糖尿病诊疗项目团
队将继续为糖尿病患者提供长期的照护方案，持续的通过对糖尿病病人实时提供
医学诊疗与生活干预，解决患者在日常生活中面临每次就诊时间短，大量时间浪
费在交通、挂号排队等方面，且在院外处于没人管、不会管、忘了管的问题。公
司拟启动2020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其中包括糖尿病照护服务及相关产品研发项
目，公司计划2年内完成在包括上海、北京、深圳等全国37个城市建立照护中心
的布局，并预计4年内开设近600家共同照护中心，形成专业的糖尿病照护管理体
系，不断提高服务糖尿病患者人数，并通过提供高质量的照护服务实现收入。目
前美国医保已经明确了病患院外管理付费方式，美国iHealth团队也将继续在美
国推广糖尿病诊疗“O+O”新模式，帮助医患提高治疗效果、提升效率，增加公
司收入。
会计师回复
1、 执行的核查程序
1）查阅与分析公司 2013 年至 2019 年经审计的财务数据，对公司业绩大幅波
动及主业持续亏损的具体原因进行核实；
2）执行风险评估程序，了解公司目标、战略以及可能导致重大错报风险的相
关经营风险，对导致公司业绩大幅波动的事项采取应对措施；
3）访谈公司各部门相关人员，对公司各业务活动实际运营情况进行验证，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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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公司主业持续亏损的内、外部环境进行了解；
4）与公司管理层进行沟通，针对公司主业持续亏损的不利局面，就管理层拟
采取的改进措施合理性及效果情况进行了解与判断。
2、 核查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公司 2013 年至 2019 年扣非后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均为负值，公司业绩大幅波动、主业持续亏损等符合公司的实际经营情况，
公司已提出拟采取的解决和应对措施并进行了适当披露。

问题二、你公司当期境外业务收入为 4.73 亿元，较去年同期上升 30.62%，
占 2019 年度营业收入的 66.97%。请补充披露：
（1）请你公司详细说明境外业务的内容、收入占比前五名国家（地区）、
相应的收入金额，以及近两年收入前五名国家（地区）的变动情况及原因，并请
说明你公司有效控制、管理、运营境外业务的具体方法及风险防控措施；
（2）请年审会计师补充说明年度审计过程中对公司境外收入确认的审计方
法和范围、具体核查手段、境外销售实施的审计程序，并就境外收入的真实性进
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收入占比前五名国家（地区）、相应的收入金额，以及近两年收入前
五名国家（地区）的变动情况及原因，公司有效控制、管理、运营境外业务的
具体方法及风险防控措施；
1、

境外业务的内容、收入占比前五名国家（地区）
从业务形式看，境外业务的内容主要有：ODM/OEM 产品销售、境外小米

店业务、iHealth 系列产品以及移动医疗通信设备销售及服务等。 从实现
主体看，境外业务主要由两部分组成：1）母公司出口外销；2）子公司境外
收入。
收入占比前五名的地区为：欧洲地区、美洲地区、亚洲地区、非洲地区
以及澳洲地区。
2、

近两年收入前五名国家（地区）相应收入金额、变动情况及原因
近两年相应的收入金额和变动金额列表如下：
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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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度
分地区

2018 年度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欧洲地区

298,380,424.81

63.08%

178,816,605.76

49.38%

美洲地区

144,940,142.73

30.64%

157,937,101.71

43.62%

亚洲地区

24,598,932.40

5.20%

20,141,139.26

5.56%

非洲地区

4,622,565.64

0.98%

4,561,782.74

1.26%

澳洲地区

441,010.30

0.09%

656,953.83

0.18%

合计

472,983,075.88

--

362,113,583.30

--

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欧洲地区的销售收入出现较大幅度的增长，其他地区
销售维持平稳。欧洲地区销售增长主要由两方面因素共同导致：一方面，公司开
设的多家海内外小米店均在法国境内。报告期内，法国小米店的销售大幅增加导
致欧洲地区的销售收入大幅增加；另一方面，母公司公司的国际贸易业务较上一
年度有明显增长，对欧洲几个大客户的销售额增长可观。
3、公司有效控制、管理、运营境外业务的具体方法及风险防控措施
境外销售业务分别采取了以下风险防控措施：
公司拥有自营进出口权，设置了专门的进出口业务部，所有产品出口均由公
司自主运营，公司定期参加国内外展会，并对国外客户进行实地访问，以加强公
司主导产品的业务沟通和宣传。公司所有出口业务订单按公司规定进行销售合同
评审，评审通过后再执行。为防范坏账风险，公司按年度出口销售额向信用保险
公司购买出口信用保险，并委托信用保险公司对公司海外客户进行资信调查，确
保货款回收风险降至最低，并对应收账款进行投保。对于某些地区，则采取先收
款再发货的销售政策。
对于境外子公司，公司派驻关键岗位管理人员，且任命董事参与子公司重大
决策。海外子公司尊重当地法律法规，依据当地规定进行关服操作，不碰触政治
及宗教内容。
二、境外收入审计情况
1、

公司境外收入确认的审计方法和范围

2019 年度，公司实现境外收入 4.73 亿元，主要由两部分组成：1）母
公司出口外销 2.08 亿元，占整个境外收入 43.91%；2）子公司境外收入 2.65
亿元，占整个境外收入 56.09%。2019 年度境外业务收入较去年同期上升
30.62%主要系子公司 iHealthLabs Europe 境外小米授权店零售业务销售额
增长所致。我们在对公司 2019 年财务报表审计时将包括前述公司在内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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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范围内所有公司纳入审计范围并根据组成部分的重要性确认了相应的审
计策略，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公司名称
母公司
iHealthLabs Europe

产品名称

收入金额

ODM/OEM 产品

20,768.68

iHealth 系列产品

2,410.34
11,265.40

小米授权店

审计策略
重点审计
重点审计

eDevice

移动医疗通信设备销售及服务

8,230.58

重点审计

iHealthlab.,inc.

iHealth 系列产品

2,583.40

一般审计

2,039.92

一般审计

其他境外收入

47,298.31

合计

其中：重点审计为执行所有的审计程序；一般审计为审计重大错报风险较低
而采取相对简单的审计程序，即较多的依赖分析性复核，只对重点账项审计。
2、

具体核查手段及境外销售实施的审计程序

（1）了解境外收入具体业务模式以及管理层在销售流程中对内部控制的设
计。
（2）对管理层和相关人员访谈，检查各种销售模式下主要客户的销售合同，
对与各类销售收入确认有关的重大风险及报酬转移时点等进行了分析评估，进而
评估公司境外收入的确认政策。
（3）与应收账款一并实施函证程序，核对回函内容与公司账面记录是否一
致，如不一致，调查不符事项，确定是否表明存在错报。针对最终未回函的账户
实施替代审计程序。
（4）执行与营业收入真实性有关的实质性审计程序，根据不同业务模式具
体如下：
1）母公司出口外销主要采用 FOB 的贸易条款，“货物越过船舷”即标志着
已将产品所有权的主要风险和报酬转移给购货方，货物装船后货运公司即出具提
单。对于外销收入，公司在货物报关出口，且取得船运公司出具的提单后，于提
单日期确认收入的实现。因此我们审计过程中重点检查客户订单、销售部门依据
销售订单生成的合同评审、出库单、出口报关单、提单等重要单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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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欧洲 iHealth 收入主要分为 B to C 业务和小米授权店新零售业务两大类，
对 B to C 业务重点检查出货单、发票、客户签收单等重要单据；对小米授权店
新零售业务重点检查零售系统销售记录以及收款单；
3）eDevice 移 动 医 疗 通 信 设 备 产 品 销 售 主 要 采 用 FOB Supplier's
Facility，“货物离开供应商仓库”即标志着已将产品所有权的主要风险和报酬
转移给购货方，购货方指定的货运公司即出具货运单。对于产品销售，公司在货
物出库时且取得货运单后，于货运单日期确认收入，因此我们重点检查了客户订
单、货运单、发票等重要单据；我们对 eDevice 的通信服务收入重点检查与客户
之间的对账单，并根据对账单中双方确认的服务数量及合同中双方约定的单价进
行重新测算；
4）美国 iHealth 收入主要以 B to B 和 B to C 业务为主，销售渠道为大型
电商平台，审计过程中重点检查客户订单、出货单以及客户每月提供的对账单等
重要单据。
5）对毛利率、销售单价等与营业收入有关的重要指标执行分析程序，通过
前后年度、不同月度、客户对比等维度识别异常波动的项目。
6）对营业收入执行截止性测试，针对资产负债表日前后一定期间内的营业
收入抽取样本进行检查，以评估销售收入是否在恰当的期间确认。
3、会计师核查意见：
通过实施上述有效的审计程序，取得了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经核查，我
们认为：公司境外收入具有真实性，其确认已经满足收入确认条件，符合《企业
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问题三、报告期内，你公司来自前五名供应商的采购额占年度采购总额的比
例为 41.33%，其中来自第一名供应商的采购额占采购总额的比例为 17.1%。请结
合公司业务特点、所处行业等情况说明供应商集中度较高的原因、是否存在对主
要供应商的重大依赖。请你公司年审会计师对上述事项进行核查并发表意见。
回复：
一、 供应商集中度较高的原因
从业务特点来，报告期内供应商集中度的变化与公司的经营情况变化密切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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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2019 年度公司第一大供应商为小米集团，主要由于公司开设了多家境内外
小米授权店，境外小米店以及部分境内小米店的销售模式为自营买断销售，公司
需从小米集团采购小米系列产品。在保持合理库存储备量的情况下，根据销售量
确定采购量。报告期内境外小米店的销售大幅增加，此外考虑到境外采购周期较
长，需要保持一定的库存储备量，导致对小米产品的采购量增加。
从所处行业情况来看，公司的供应商集中度基本接近行业平均水平。
我们对同行业可比公司的供应商集中情况进行了类比分析，可比公司的采购
集中度普遍分布在 20.26%-37.09%。同时，结合公司的业务情况，若将小米产品
的采购量剔除后，模拟计算的非小米产品采购的集中度为 26.59%，基本接近行
业平均水平，数据列表如下：
可比公司

前五大采购集中度

三诺生物

21.92%

维力医疗

33.51%

新华医疗

37.09%

鱼跃医疗

20.26%

宝莱特

27.15%

理邦仪器

25.67%

九安医疗（剔除小米产品）

26.59%

二、不存在对主要供应商的重大依赖
公司坚持集中采购与分散采购并存策略，在满足既有采购需求的前提下，公
司积极与多家供应商合作。公司的前五名供应商中均不是关联方，且均与公司保
持密切的商业合作关系。因此，对主要供应商不存在重大依赖。
三、会计师回复
1、 执行的核查程序
1）评估和测试公司与采购相关的内部控制的设计与运行有效性；
2）访谈采购部门相关人员，了解公司向主要供应商采购产品的外部市场情况
以及可替代性；
3）获取公司采购清单、主要供应商采购合同、主要供应商相关资料，分析主
要供应商的采购规模、各年度主要供应商的变化及重合度；
4）向主要供应商函证，确认采购相关的金额记录是否正确，并复核公司各年
度主要供应商采购额统计的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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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核查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公司 2019 年度第一大供应商为小米集团，对其采购产
品与公司开设小米专卖店的业务模式相关。除此之外公司的供应商集中度接近行
业平均水平，不存在对主要供应商的重大依赖。

问题四、你公司 2019 年研发投入金额 1.22 亿元，较去年减少 11.27%，研
发投入资本化金额 4,193.76 万元，较去年下降 38.87%，请你公司补充说明：
（1）请列明研发投入明细，并按研发项目列示预算金额、累计投入金额、
项目进度及已产生的经济效益；
（2）请详细说明研发投入较去年下降以及资本化比例较去年大幅下滑的原
因；
（3）请你公司年审会计师结合各研发项目所处阶段、有关资本化条件的判
断过程及结论、资本化金额计算过程、同行业可比公司资本化情况等逐项说明公
司资本化的相关会计处理是否合规、资本化占比是否符合研发实际。
回复：
一、研发投入情况
1、本公司的研发投入及预算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研发项目类别

2019 年费用化金额

1)与产品相关

2,172.59

2)软件

1,636.15

3)与平台相关

2,593.28

4)摊销及零星项目投入
合计

2019 年资本化金额
1,211.00
959.97
2,022.79

1,601.44

-

8,003.45

4,193.76

预算金额

累计投入金额

4,000.00

3,383.59

3,000.00

3,289.15

4,000.00

4,616.07

-

1,601.44

11,000.00

12,890.24

2、项目的进度情况：
1)与产品相关的项目进度。
单位：万元
研发项目类别

与产品相关

分类

2019 年费用化金额

2019 年资本化金额

预算金额

累计投入金额

智能血压计

971.76

12.15

1,000.00

983.91

智能血糖仪及试纸

696.26

215.80

1,000.00

912.06

222.05

468.69

1,000.00

690.74

智能家居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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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温类产品

51.67

健康综合类

410.01

230.85

104.35

500.00

461.68

500.00

335.20

1.1）智能血压计项目包括自主开发的 iHealth 血压计项目以及 ODM 业务中对
客户需求作出的个性化更新，大部分属于费用化项目。报告期内研发团队陆续完
成多款 ODM 业务智能血压计的更新维护，例如 KD-552、 KD-733、 KD-752、
KD-753、 KD-743V、KD-743B 等均通过了公司内外部的测试和评审。iHealth 血
压计项目通过了客户需求调研，立项计划书获得审批通过。
1.2）智能血糖仪及试纸项目包括自主开发的 iHealth 品牌血糖仪以及传统
硬件中血糖仪的维护更新。报告期内陆续完成多款智能血糖仪的上市批准，例如
血糖检测系统 BG1S，血糖连续监测系统之测量仪器项目也通过立项审批，进入
研究阶段。
1.3）智能家居产品项目主要包括降噪耳机、TWS 耳机、智能球泡灯、智能
洗手机等，报告期内均在通过了立项审批和开发计划书，正在进行模具样机或者
测试工作。
1.4）测温类产品包括非接触式红外耳温计 ET3、耳温额温一体机 EFT-02 等。
报告期内，红外耳温计 ET3 已经进入了试产阶段；耳温额温一体机 EFT-02 通过
了立项审批和开发计划，进入手板样机阶段。
1.5）健康综合类产品项目中：HS2S 体脂称、ECG3 穿戴式单导心电仪等的产
品，报告期内 HS2S 体脂称顺利完成试产并通过了上市批准书，ECG3 穿戴式单导
心电仪顺利通过试产。
2）软件类项目进度。
单位：万元
研发项目类别

分类
Apps 及相关

软件

2019 年费用化金额
1,138.86

智能工厂管理系统

2019 年资本化金额

预算金额

累计投入金额

347.30

1,500.00

1,486.16

330.30

1,000.00

1,023.33

282.37

500.00

移动医疗通信服
务软件

497.29

779.66

2.1）Apps 及相关用于与硬件产品配套的数据采集与管理，包括自主开发的
支持各类硬件的客户端的 apps，大部分 apps 在本年为日常的更新维护，如 My
vitals,iGluco 等通过了公司内部的测试评审，可正常使用。
2.2）智能工厂管理系统本期已经内部测试成功，出具了结项说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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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移动医疗通信服务软件中，金额为 282.37 万元软件已经内部测试通过
并获取了结项报告，其余软件项目进行了项目调研或者通过项目立项书审批，还
未通过开发计划书审批。
3）平台类项目进度。
公司已在中美两地推广糖尿病诊疗“O+O”新模式，2016 年在天津代谢病医院
和北京北大医院落地，目前在国内，已与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北京协和医院、朝
阳医院、天津医科大学代谢病医院、深圳人民医院等二十余家专业医疗机构合作
设立了糖尿病共同照护门诊。与少数医院合作的平台系统已经完成，并开始获取
稳定用户，如天津医科大学代谢病医院。一些医院合作的平台系统尚处在开发阶
段，报告期内尚未结项转入无形资产，如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北京协和医院、朝
阳医院、深圳人民医院等。
3、项目的经济效益如下:
1)与产品相关的项目。该类项目完成后，公司将通过各销售渠道进行销售。
这些研发项目为公司带来了新的产品销售收入，例如报告期内的测温类产品
PT2L 在新冠疫情期间，研发成功达到上市条件，截止日前，已经大规模生产二
十万台。公司研发上市的 PT3 成熟产品，在全球新冠疫情期间创造了出货量数百
万台的记录。
2）软件类项目。包括公司开发的 APPs、智能工厂管理系统以及移动医疗通
信服务软件。Apps 及相关项目完成后，将用于与硬件产品配套的数据采集与管
理；智能工厂管理系统完成后可对外出售或自用；移动医疗通信服务软件完成后，
将与移动医疗硬件产品配套使用提供通信服务从而实现服务收入。
3）平台类项目。主要为糖尿病移动医疗管理和与医院合作的共同照护等其
他平台类项目，完成后将配合糖尿病诊疗“O+O”新模式投入市场实现收入。公司
已在中美两地推广糖尿病诊疗“O+O”新模式，2016 年在天津代谢病医院和北京北
大医院落地，目前在国内，已与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北京协和医院、朝阳医院、
天津医科大学代谢病医院、深圳人民医院等二十余家专业医疗机构合作设立了糖
尿病共同照护门诊，预计将产生一些服务收入。
二、研发投入较去年下降以及资本化比例较去年大幅下滑的原因
报告期内，研发投入金额比 2018 年度下降了 1549.56 万元。研发投入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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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受公司战略调整的影响。2019 年度围绕“糖尿病诊疗“O+O”新模式”和“在新
零售平台持续推出极致性价比爆款产品”两大核心战略”，原有的技术部门主要调
整为基础技术板块和爆款产品板块。经营业务调整和研发投入下降的关系如下：
1）在部门调整过程中对原有工业 4.0 方向、智慧养老等相关的研发部门进
行了调整，研发人员的费用投入大幅下降，因此报告期内相关的研发投入减少了
2,133.25 万元。
2）报告期内，新加坡卫生部项目结束，新加坡 iHealth 公司人员缩减、房
屋退租，相关的研发投入也减少 438.52 万元。
报告期内资本化率较去年减少 16%，主要与资本化绝对金额下降相关。资本
化金额较去年下降了 2,666.63 万元，列表如下：
研发项目大类
产品
软件类
平台类
合计

2019 年度
资本化金额万元
1,211.00
959.97
2,022.79
4,193.76

2018 年度
资本化金额万元
1,502.23
2,022.64
3,335.52
6,860.39

变动
金额
-291.23
-1,062.67
-1,312.73
-2,666.63

资本化情况与研发项目所处阶段有关，主要由两方面原因导致：1）公司 2018
年前开发的糖尿病移动医疗管理模式下境内外的系列平台软件，在报告期内，已
经陆续投入使用并开始获取稳定用户，转入无形资产计提摊销，导致平台类研发
的资本化金额减少了 1,312 万元；2）公司开发的系列 apps，经过内部开发陆续
达到可使用状态，在 2018 年度转入无形资产计提摊销，而报告期内新增进入开
发阶段的 apps 减少；此外，公司研发的智能工厂管理系统从 2018 年初进入开发
阶段，在报告期内成功结项转入无形资产，导致软件类的资本化金额减少了
1,062 万元。
三、公司资本化的相关会计处理合规、资本化占比符合研发实际
会计师回复：
公司研发项目主要分为三大类：（1）与产品相关：即公司对新产品的开发
以及已有产品的更新换代；（2）软件：与产品配套使用的 Apps、智能工厂管理
系统以及移动医疗通信服务软件；（3）平台类项目：iHealth 健康管理云平台，
建设“移动互联网+健康管理云平台”，为患者和医疗服务机构提供软硬件结合
的健康管理云平台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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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各研发项目所处阶段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本期资本化金额

项目所处阶段

1、与产品相关：
215.80

（1） 智能血糖仪及试纸

研发完成转入无形资产金额 133.13 万元，其
余处于开发阶段

12.15 已结项，全部转入无形资产

（2） 智能血压计
（3） 智能家居产品

468.69 全部处于开发阶段

（4） 测温类产品

410.01

（5） 健康综合类

104.35 已结项，全部转入无形资产

研发完成转入无形资产金额 50.56 万元，其
余处于开发阶段

2、软件：
研发完成转入无形资产金额 43.98 万元，其

（6） Apps 及相关

347.30

（7） 智能工厂管理系统

330.30 已结项，全部转入无形资产

（8） 移动医疗通信服务软件

282.37

余处于开发阶段
研发完成转入无形资产金额 15.14 万元，其
余处于开发阶段

3、平台类项目：
1,615.07

（9） 糖尿病移动医疗管理
与医院合作的共同照护
（10）

407.72

等其他平台类项目

研发完成转入无形资产 978.38 万元，其余处
于开发阶段
研发完成转入无形资产金额 57.26 万元，其
余处于开发阶段

4,193.76

合计

2、 有关资本化条件的判断过程及结论
资本化条件的判断过程

与产品相关

软件

平台类项目

1、完成该无形资产以使 （1）拥有良好的技术团队，为研发立项提供可行性分析；（2）成熟的
其能够使用或出售在技 技术储备，为项目的开发提供坚实基础；
术上具有可行性；

（3）丰富的研发经验，确保项目可以成功实施。
（1）Apps 及相关：本项
目完成后，将用于与硬
件产品配套的数据采集

2、具有完成该无形资产
并使用或出售的意图；

该类项目完成后，公司 与管理；
将通过各销售渠道进行 （2）智能工厂管理系
销售。

统：本项目完成后，可
用于工厂管理或者对外
出售；
（3）移动医疗通信服务

15

该类项目完成后，将配
合糖尿病诊疗“O+O”新
模式投入市场实现收
入。

软件：本项目完成后，
将与移动医疗硬件产品
配套使用提供通信服务
从而实现服务收入。

（1）Apps 及相关：本项 该类项目完成后，其提
目将与硬件产品配套使 供的产品存在市场：公
用，硬件产品存在市场 司已在中美两地推广糖
并将实现销售可证明该 尿病诊疗“O+O”新模式，

3、无形资产产生经济利
益的方式，包括能够证明 公司根据以往经验以及
运用该无形资产生产的 在立项过程中调查取得
产品存在市场或无形资 的现有客户对新产品的
产自身存在市场，无形资 需求可以证明该类项目
产将在内部使用的，能够 研发的产品存在市场。
证明其有用性；

项目产品的有用性；

2016 年在天津代谢病医

（2）智能工厂管理系 院和北京北大医院落
统：本项目完成后，可 地，目前在国内，已与
以有效提高工厂管理及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北
生产效率；

京协和医院、朝阳医院、

（3）移动医疗通信服务 天津医科大学代谢病医
软件：本项目完成后， 院、深圳人民医院等二
可用于更新换代后的移 十余家专业医疗机构合
动医疗硬件产品数据的 作设立了糖尿病共同照
提取、传输和远程监控。护门诊。

4、有足够的技术、财务
资源和其他资源支持，以

（1）技术资源：公司持续研发多年，拥有良好的技术团队基础、成熟
的技术储备，具有足够的技术资源；

（2）财务资源：公司 2019 年度研发投入共计 1.22 亿元，研发项目投入
完成该无形资产的开发，
基本通过自有资金解决，具有足够的财务资源。
并有能力使用或出售该
（3）其他资源：公司拥有丰富的经验以及权威的专家等，具有足够的
无形资产；
其他资源。
能够可靠计量开发阶段的支出：
5、归属于该无形资产开 2019 年度研发人员直接人工投入为 3,364.78 万元；
发阶段的支出能够可靠 与研发相关材料投入为 207.84 万元；
其他研发过程中的支出包括设计费、试制试验费、差旅费等投入为 621.13

地计量。

万元。
结论

满足资本化条件

满足资本化条件

满足资本化条件

3、 资本化金额计算过程
2019 年度，公司研发总投入 12,197.21 万元，其中予以资本化转入开发支
出的金额为 4,193.76 万元，主要系从事开发活动的人员工资及其他人工费用、
设计费、试制试验费、打样试产材料成本等；予以费用化转入研发费用的金额为
8,003.45 万元，主要系从事研究活动的人员工资及其他人工费用、在研究活动
中所使用的资产折旧摊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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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财务部门根据已经公司管理层审批后立项的项目记账，在“研发支出”
科目归集项目所有支出，项目达到研发支出资本化五个条件后进入开发阶段，发
生的支出全部予以资本化，并转入“开发支出”科目进行核算，项目完成并结项
后，将“开发支出”科目归集的资本化金额全部转入无形资产并开始摊销。“研
发支出”科目中费用化金额根据财税〔2015〕119 号相关规定，属于人员人工费
用、直接投入费用、折旧费用、无形资产摊销、新产品设计费、新工艺规程制定
费、新药研制的临床试验费、勘探开发技术的现场试验费、其他相关费用的直接
转入“研发费用”科目，其他不满足研发费用相关规定的计入“管理费用”。
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中划分研究阶段与开发阶段的标准对三类项目进
行管理，具体为：
（1）与产品相关的研发投入资本化的确认条件：1）完成该无形资产研发使
其应用在产品上在技术上具有可行性；2）公司开发该技术的目的是将该其使用
在产品上，以提高产品附加值；3）公司根据客户及市场需求预测使用该技术生
产的新产品存在市场；4）公司有足够的技术、财务资源完成该技术的开发，并
有能力使用该技术生产产品；5）归属于该无形资产开发阶段的支出能够可靠地
计量。
确认时点：设计开发计划书审批同意时开始资本化，试产结束取得上市批准
书时结转无形资产。
（2）软件的研发投入资本化的确认条件：1）完成该软件以使其能够使用在
技术上具有可行性；2）开发该软件的目的是将其用于公司的日常管理以及与产
品相关的数据收集、分析、管理等经营活动中；3）该无形资产在内部使用，提
高管理效率、收集并计算分析与产品使用相关的数据；4）公司有足够的技术、
财务资源完成该技术的开发，并有能力使用该软件；5）归属于该无形资产开发
阶段的支出能够可靠地计量。
确认时点：设计开发计划书审批同意时开始资本化，达到可使用状态时结转
无形资产：其中，与产品相关的 Apps 及移动医疗通信服务软件相关的可使用状
态系产品在移动设备客户端上线且用户数量达到一定规模；智能工厂管理系统的
可使用状态系与其配套的智能工厂改造工程完成，系统与硬件在日常生产中投入
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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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平台类项目研发投入资本化的确认条件：1）完成该平台以使其能够使
用在技术上具有可行性；2）开发该平台的目的是将其用于移动医疗项目的合作
方（包括医院、病人等）；3）该无形资产在内、外部使用，完成对项目相关数
据的收集、管理；4）公司有足够的技术、财务资源完成该平台的开发，并有能
力使用该平台；5）归属于该无形资产开发阶段的支出能够可靠地计量。
确认时点：设计开发计划书审批同意时开始资本化，平台研发完成正式上线
使用且能够产生收益时结转无形资产。
4、 同行业可比公司资本化情况
公司研发投入情况较行业资本化的情况详见下表：
单位：万元
同行业公司

研发投入金额

资本化金额

资本化率

迪瑞医疗

12,539.00

2,415.57

19.26%

三诺生物

18,957.75

2,851.29

15.02%

宝莱特

5,190.29

646.38

12.45%

乐心医疗

7,090.03

222.7

3.14%

九安医疗

12,197.21

4,193.76

34.38%

注：数据来源于同行业公司 2019 年度报告。

公司所处行业研发投入金额整体较高，资本化情况与研发项目所处阶段有
关。
公司资本化率高于同行业可比公司的原因主要系：（1）公司每年推出大量
新产品：包括 iHealth 系列产品的升级换代以及近两年新增的智能家居系列产
品，这些产品均由公司自行研发，公司近年来研发的 iHealth 系列产品毛利率高
于传统硬件产品；（2）近两年公司逐步转型为“互联网+医疗”解决方案提供商，
糖尿病诊疗“O+O”新模式需要投入大量研发在诊疗平台以及配套使用的硬件产
品研发上。
2019 年度，公司在 iHealth 系列产品研发的基础上，新增研发并在小米等新
零售平台上推出了多款智能 IOT 产品，糖尿病诊疗“O+O”新模式也已先后在国
内多家医院落地。
5、 资本化会计处理的合规性
公司划分研究阶段、开发阶段的具体依据如下：（1）研究阶段：为获取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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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新的科学或技术知识等而进行的独创性的有计划调查、研究活动的阶段；
（2）
开发阶段：在进行商业性生产或使用前，将研究成果或其他知识应用于某项计划
或设计，以生产出新的或具有实质性改进的材料、装置、产品等活动的阶段。根
据不同类别划分的研发项目资本化的确认条件和确认时点如 3、资本化金额计算
过程中所述。
公司按照项目研发计划，定期对所有项目的研发进度进行核实对比，并根据
各项目的实际开发状况，判断开发项目相关支出是否持续满足资本化的各项条
件。如果开发项目的市场发生重大改变，预计不能带来经济效益，则立即停止资
本化并将已归集的开发支出进行费用化处理。报告期内，公司严格按照上述标准
对在研项目所处阶段进行划分，并且将各个阶段的项目支出予以费用化或资本
化。
会计师核查意见：
我们对公司 2019 年主要研发项目的研发阶段、研究和开发阶段的划分、各
项目是否满足开发支出资本化条件、资本化金额的计算逐项进行了核查。经上述
核查，我们认为：公司对于资本化的相关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资本化占比符合公司研发的实际情况。

问题五、报告期末，你公司因前期收购法国 eDevice 公司形成的商誉净额为
3.59 亿元，占净资产比例为 21.62%。请补充说明：
（1）对比可比公司数据，说明商誉占净资产比例是否处于行业较高水平，
如是，请说明原因及合理性；
（2）公司对标的子公司进行整合管控、业务管理的主要措施和实际效果，
说明标的子公司内部控制是否有效、核心管理团队是否稳定以及经营管理是否对
个别人员存在重大依赖；
（3）请公司执行商誉减值对利润的敏感性分析，并说明公司防范商誉减值
的主要措施，请充分提示未来商誉减值风险。
回复：
一、 商誉占净资产比例不处于行业较高水平
单位：元
公司名称

商誉净值

净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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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誉净值/净资产

东诚药业

2,567,355,204.29

4,292,713,362.60

59.81%

维力医疗

292,533,842.30

1,027,608,460.77

28.47%

九安医疗

359,422,091.17

1,662,529,949.38

21.62%

三诺生物

432,244,771.98

2,648,940,899.16

16.32%

嘉应制药

120,786,711.01

785,352,171.22

15.38%

鱼跃医疗

736,329,291.99

6,070,575,008.75

12.13%

我们对可比公司数据进行了分析，可比公司的商誉占净资产的比例分布为
12.13%至 59.81%之间。公司的商誉占净资产的比例 21.62%基本为行业平均水平。
二、公司对标的子公司进行整合管控、业务管理的主要措施和实际效果
1、公司对标的子公司进行整合管控、业务管理的主要措施和实际效果
1）公司持有 eDevice 的 80%股权，为其控股股东，依据相关法律及内部制
度规定，在涉及决定经营方针和投资计划、利润分配和弥补亏损、财务预决算等
涉及经营和财务等重大事项上行使最终决策权；
2）委派董事和管理人员；董事会由 3 人组成，其中两位为公司委派董事，
重大经营决策均需经过董事会批准，例如：未来年度经营计划、预算、盈利预测
与主要业务计划等。
3）在财务管理上，公司建立了定期财务决算体系，要求 eDevice 及时准确
地向公司报送定期决算报表；在生产管理、采购管理等方面也进行了质量管控；
在销售管理方面建立了统一的营销体系。
4）公司对 eDevice 按照统一的内部控制制度进行了制度体系的改进与提升，
建立了重大事项报告制度和审议程序，eDevice 及时向公司报告重大业务事项、
重大财务事项以及其他可能对公司产生重大影响的信息，并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将
重大事项报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
5）eDevice 核心管理团队稳定、给予管理层充分发展空间，保证 eDevice
核心业务的正常运转；并加强对 eDevice 核心管理团队及业务人员之间的协作交
流和以公司规范运营管理为核心内容的培训，增强员工文化认同感和规范运营意
识。eDevice 公司人员配备较为完善，各司其职，对个别人员存在重大依赖的风
险不高，不存在失控的情形。
2、标的子公司内部控制有效、核心管理团队稳定以及经营管理对个别人员
不存在重大依赖
公司通过收购 eDevice，发挥了并购整合优势和协同效应： 丰富了公司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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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品种，扩大了市场份额，提升了运营效率和经营业绩。eDevice 的内控管理和
质量控制得到了大幅提高。综上所述，标的子公司的内部控制有效，核心管理团
队稳定，经营管理对个别人员不存在重大依赖。
三、公司执行商誉减值对利润的敏感性分析，并说明公司防范商誉减值的
主要措施，请充分提示未来商誉减值风险。
1、公司的商誉减值对利润的敏感性分析如下：
单位：元
项目

商誉减值准备

2019 年度净利润额

净利润变动额

变动率

商誉减值准备降低 10%

67,687,847.78

33,452,346.95

6,392,741.18

23.62%

商誉减值准备降低 5%

71,448,283.77

30,255,976.36

3,196,370.59

11.81%

2019 年计提商誉减值准备

75,208,719.76

27,059,605.77

-

0.00%

商誉减值准备增加 5%

78,969,155.75

23,863,235.18

-3,196,370.59

-11.81%

商誉减值准备增加 10%

82,729,591.74

20,666,864.59

-6,392,741.18

-23.62%

2、为防范商誉减值风险，公司主要采取了以下措施：
为防范商誉减值风险，公司一方面加强对子公司的管控，控制其成本，提升
效益及盈利能力，确保 eDevice 的稳定经营；另一方面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等
规定，每年对各公司商誉进行减值测试，计提相关减值准备。具体措施如下：
1）业务拓展上，eDevice 将继续挖掘现有客户的业务深度，同时积极拓展新
客户，开拓业务范围；
2）人力资源上，优化 eDevice 人员考核机制，建立具有竞争力的薪酬体系，
最大限度的留住核心人才，保持 eDevice 核心管理团队的稳定性；同时，根据实
际情况考虑适当采用超额业绩奖金、股权激励、内部职务提升等方式进行正向激
励，以保持 eDevice 核心管理团队的积极性和稳定性；
3）财务上，加强预算的制定和执行，有效控制成本费用；
4）业务流程上，对关键节点加强控制，及时跟踪行业变化，有效控制 eDevice
的关键业务风险，确保 eDevice 重要业务的有效运作，在有效管控业务风险的基
础上为公司持续贡献超额利润。
3、未来商誉减值风险
如果 eDevice 未来经营状况未达预期，则可能存在商誉减值的风险，尤其在
2020 年度由于疫情对 eDevice 的生产经营造成了一定影响，也对欧美市场造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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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确定性，如存在商誉减值风险，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问题六、你公司报告期末存货账面余额为 2.33 亿元，本期计提存货跌价准
备 3,602.76 万元，同比上升 241.96%。请说明存货跌价准备计提金额大幅增长
的具体原因，并请结合你公司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的会计政策，分项目说明管理层
判断存货可变现净值的依据和测算过程，报告期存货跌价准备的计提是否准确合
理。请会计师就公司报告期存货跌价准备计提的准确性和合理性发表意见。
回复：
一、 存货跌价准备计提金额大幅增长的具体原因
近两年，公司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19 年末

2018 年末

账面余额

跌价准备

原材料

61,640,363.03

12,270,243.79

19.91%

66,919,736.00

3,067,579.45

4.58%

在产品

26,949,046.27

-

-

16,847,286.43

-

-

库存商品（产成品） 130,982,607.79

21,307,318.39

16.27% 149,204,263.36

7,468,144.59

5.01%

10,013,509.44

2,450,020.21

24.47%

13,529,618.51

-

-

3,145,091.02

-

-

3,324,839.56

-

-

232,730,617.55

36,027,582.39

15.48% 249,825,743.86

10,535,724.04

4.22%

委托加工物资
在途物资
合计

计提比例

账面余额

跌价准备

计提比例

2019 年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同比上升，主要原因为 2019 年 1 月经董事会审议
通过了《关于公司结构调整的议案》，公司对内部结构进行了全面调整及优化，
将对公司发展战略贡献不足或不能产生经济效益的项目和部门予以裁撤。同时，
管理层联合销售部门根据公司整体发展战略调整了销售策略，导致部分传统硬件
产品及其原材料出现减值迹象。具体为：
1、2019 年度，公司销售重心有所变化，新推出的在小米等新零售平台销售
的产品（包括雾化器、测温系列等）及小米授权店零售业务销售额占比增加，部
分传统产品销量及毛利率有所下降，导致原采用“备货模式”生产的部分型号库
存商品预计售价降低，为这些产品采购的专用原材料库龄较期初有所增加，公司
因此计提原材料跌价准备 1,227 万元，库存商品跌价准备 1,867 万元；
2、行业技术发展较快且市场竞争激烈，产品市场价格持续走低，境外子公
司持有的电子血压计和消费类电子产品个别型号功能较单一且生产成本较高，存
货可变现净值低于其账面价值，出现了减值迹象，计提跌价准备 264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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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eDevice 公司产品自 2019 年全面升级，原 3G 产品基本无销售，管理层
根据在手订单及对未来市场的判断对存货整体进行跌价测试。经测试，存放在委
外加工厂的原 3G 产品对应原材料可变现净值低于账面价值，将其差额计提委外
加工物资跌价准备 245 万元。
综上，国内外市场变化、公司内部结构调整及销售策略变化是导致 2019 年
存货跌价准备计提金额大幅增长的主要原因。
二、判断存货可变现净值的依据和测算过程
公司依据《企业会计准则》的有关规定以及结合公司实际生产经营特点谨慎
制定存货相关的会计政策：存货按照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计量。在资产负债表
日，对存货各明细类别进行减值测试，按照单个存货成本高于可变现净值的差额
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并计入当期损益。
1、判断存货可变净值的依据：
（1）为生产而持有的材料等，当用其生产的产成品的可变现净值高于成本时
按照成本计量；当材料价格下降表明产成品的可变现净值低于成本时，可变现净
值为估计售价减去至完工时估计将要发生的成本、估计的销售费用以及相关税费
后的金额确定；
（2）产成品可变现净值为估计售价减去估计的销售费用和相关税费后金额；
为执行销售合同而持有的存货，其可变现净值以合同价格为基础计算，若持有存
货的数量多于销售合同订购数量的，超出部分的存货的可变现净值以一般销售价
格为基础计算。
2、存货可变现净值测算过程
（1）确定估计售价
公司优先采用与客户签订的订单价格作为估计售价的确定依据，无客户合同
对应的存货，则按照该型号产品期后平均销售价格确定估计售价；对于原材料未
来可以加工形成的产成品存在多种型号的，采用各类可能加工形成的产成品最近
订单价格的平均数作为确定估计售价的参考依据。
（2）确定至完工时估计将要发生的成本
对于需要进一步加工才能用于销售的存货，至完工时估计将要发生的成本以
估计生产至完工需要进一步投入的原材料、尚需发生的人工和制造费用以及辅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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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金额确定，其中直接人工和制造费用参考全年平均工费率计算确定。
（3）确定估计的销售费用及相关税费
根据全年销售费用占营业收入的比例计算确定估计的销售费用率，根据税金
及附加占营业收入的比例计算确定估计的税费率，用存货的估计售价乘以估计的
销售费用率和税费率计算得出估计的销售费用和相关税费。
（4）计算可变现净值
①产成品：
公司主要采用订单生产，并保持一定量的备货，产成品的可变现净值按照正
常生产经营过程中以该存货的估计售价减去估计的销售费用和相关税费后的金
额确定其可变现净值。其中：ODM/OEM 产品及移动医疗通信设备的估计售价按照
订单价格确定，估计的销售费用和相关税费主要为与出口外销相关的费用；
iHealth 系列产品及传统硬件产品根据在手订单及销售渠道确定估计售价、销售
费用及相关税费；小米授权店存货根据产品零售定价确定估计售价，估计的销售
费用和相关税费主要系与门店相关的人员工资、租金等费用。
公司根据各类产品的估计售价减去估计的销售费用和相关税费后确定产成
品的可变现净值。
②在产品、原材料、委托加工物资、在途物资：
公司主要产品生产周期较短，且无自制半成品，这些类别的存货系原材料的
不同状态。
公司将其分为两类：
第一类是用于生产的原材料：若该原材料生产的产成品未发生减值，则不对
其计提跌价准备；若该原材料生产的产成品已发生减值，公司根据对应的产成品
估计售价减去该存货至完工时估计将要发生的成本、估计的销售费用和相关税费
后分别确定各类存货的可变现净值。
第二类是不用于生产的原材料：若该原材料无法用于生产，经审批拟将其报
废，公司以 0 作为其可变现净值，对存货账面成本全额计提跌价准备；打算直接
出售的原材料一般有对应合同，公司根据合同价格确定其估计售价，估计售价减
去估计的销售费用和相关税费后确定该存货的可变现净值。
三、存货跌价准备计提的准确性及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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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公司严格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结合公司自身存货情况，
对资产负债表日的存货进行了全面清查，并区分不同类别的存货分别确定其可变
现净值，按存货的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对单个存货项目计提了存货跌价准备。
存货跌价准备的计提金额是准确的，计提依据是充分且合理的。
3、 会计师的核查意见
1、

执行的核查程序

1）评估和测试公司存货跌价准备相关的内部控制的设计与运行有效性；
2）对存货实施监盘程序，抽查存货的数量及状况等；
3）检查原材料采购及产成品销售的合同、发票、入库单/出库单等原始资料；
抽取主
要供应商对其年末委托加工物资的余额进行函证；检查在产品期后完工情况；检
查在途物资的期后入库情况；
4）复核公司生产成本的核算以及存货的发出计价是否正确；
5）获取存货跌价准备计算表，复核存货跌价准备测试过程，检查是否按公
司相关会计政策执行，检查以前年度计提的存货跌价本期的变化情况等，分析存
货跌价准备波动的原因及合理性，核实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是否充分。
2、核查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公司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的会计政策和计提过程符合企业
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公司 2019 年末存货跌价准备的计提准确、合理。

问题七、报告期内，你公司发生非流动资产毁损报废损失 328.47 万元。请补
充说明相关资产的具体情况，包括资产名称、用途、初始确认时间与金额、后续
计量等，并请结合公司经营环境、业务结构及资产存放维护情况等说明损失产生
的原因。
回复：
一、 非流动资产毁损报废损失相关资产的具体情况
单位：元
名称

净值

用途

初始确认时间

初始确认金额

后续计量

机芯绑定自动检测线

460,236.23

研发用

2015 年

624,062.83

平均年限法折旧

血糖基板自动识别检测仪

530,806.25

研发用

2017 年

829,384.73

平均年限法折旧

26,417.48

研发用

2017 年

60,382.88

平均年限法折旧

邦定焊线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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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烧写器

276,877.89

研发用

2017 年

432,621.69

平均年限法折旧

IPC 智能调焦机

200,608.09

研发用

2017 年

313,450.09

平均年限法折旧

40,325.83

研发用

2014 年

403,258.31

平均年限法折旧

339,441.92

研发用

2017 年

881,667.33

平均年限法折旧

AG605 整机 GPRS 测试屏蔽箱

28,958.54

研发用

2015 年

28,958.54

平均年限法折旧

红外移动传感器检测工装

84,032.96

研发用

2015 年

218,267.78

平均年限法折旧

腕袖带及静压测试工装

20,480.42

研发用

2018 年

30,567.84

平均年限法折旧

（SCARA）平面关节型机器人
6 轴并联机器人

外库附着设施

614,959.74

生产仓储用

2015 年

776,850.00

平均年限法折旧

办公设备

392,446.15

研发用

2016 年

543,780.26

平均年限法折旧

其他

269,058.93

管理及研发

2015 年-2017

用

年

452,369.75

平均年限法折旧

二、损失产生的原因
2019 年度公司内部，打破职能的界限，化小各核算单位，调整组织架构为
四大板块：爆款板块、综合业务板块、基础技术板块、职能服务板块，对业务结
构进行了较大调整，具体体现在：
1）对原有工业 4.0 方向的研发部门进行了调整，同时工程设备管理部门对
相关的研发设备的状态进行了评估，认为未达到可使用状态，考虑到该部分设备
的专用性较强，回收利用的可能性较低，经过管理层审批后这批专用设备进行了
清理，损失约 200.82 万元。
2）为提高场地资源的使用效率，同时降低费用、优化仓储布局，公司报告
期内退租了外租的成品仓库，外库附着设施搬迁成本过高，回收利用的可能性极
低，因此经过管理层审批，将计入固定资产的外库附着设施在退租后计入损失约
61.50 万元。
3）报告期内，新加坡卫生部项目结束，同时新加坡 iHealth 公司退租原办
公场所，在搬迁过程中考虑到境外搬迁成本很高，对该项目上研发专用的设备进
行了清理，损失约 39.24 万元。
综上所述，公司的非流动资产损失均与公司的总部经营战略和具体经营策略
调整相关。公司对非流动资产采取严格的管控措施，进行定期盘点并了解资产的
状态，不定期进行资产的更新维护，保证非流动资产的状态良好，账实相符。
特此公告。

天津九安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7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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