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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翰宇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年报问询函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公司管理部： 

深圳翰宇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翰宇药业”）2021 年 5 月 12

日收到贵部发来的《关于对深圳翰宇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年报问询函》（创业板年

报问询函【2021】第 216 号），公司就相关问题回复如下： 

1.报告期内，公司注射用生长抑素、注射用特利加压素实现销售 2.13 亿元、1.83

亿元，占营业收入比重 29.53%、25.30%，同比增加 16.83%、283.05%。 

（1）请补充说明报告期内公司注射用生长抑素及注射用特利加压素前五大客

户销售额、占比、同期变动情况及变动原因，并报备前五大客户名称。请会计师发

表核查意见。 

回复： 

报告期内注射用生长抑素及注射用特利加压素前五大客户销售额、占比、同期

变动比例见下表。 

2020 年注射用生长抑素及注射用特利加压素前五大客户销售情况表 

单位：万元 

产品

名称 

2020 年前五大

客户 

2020 年 2019 年 
同期变

动比例 销售额 
占总销售

额比例 
销售额 

占总销售

额比例 

注射

用生

长抑

素 

第一名 1,445.71 2.00% 917.76 1.49% 57.53% 

第二名 1,243.64 1.72% 1,046.25 1.70% 18.87% 

第三名 834.82 1.16% 612.14 1.00% 36.38% 

第四名 774.75 1.07% 437.01 0.71% 77.28% 

第五名 739.63 1.02% 700.98 1.14% 5.51% 

注射

用特

利加

压素 

第一名 933.05 1.29% 629.36 1.02% 48.25% 

第二名 783.51 1.09% 790.55 1.29% -0.89% 

第三名 707.86 0.98% -701.78 -1.14% 200.87% 

第四名 679.12 0.94% 481.23 0.78% 41.12% 



第五名 663.44 0.92% 108.76 0.18% 510.00% 

（1）生长抑素销售额变动原因如下： 

生长抑素在临床上主要应用于治疗门脉高压症合并上消化道出血、急性胰腺炎、

胰腺手术等疾病，作为一个上市 20 余年的成熟产品，公司一直致力于在该领域的精

耕细作，既拓展产品覆盖的广度（增加覆盖医院的数量），又加强深度的开发（单

家医院的销售数量），在该领域一直保持全国前 3 的排名。2020 年，公司加大了精

细化招商的步伐，并制定了合理科学的绩效考评体系，故确保了该产品的高增长。 

由于该产品的原研企业雪兰诺主要的销售重心在北京、上海、浙江、江苏等经

济发达省份，作为仿制药企业，翰宇药业的重心在二线市场，公司整体销售主要来

自安徽、山西、广西、广东等地，同时由于这些区域的配送商业公司相对集中，因

此主流的商业占比较高。针对前 5 大客户销售变动的解释如下： 

客户名称 原因 

第一名 
加强对客户的培训和辅导，并大力开展学术活动，了解产品信

息，推广正确治疗理念，得到客户认可，销量得到提升。 

第二名 

整理销售渠道，物色合适经销商，同时在广西通过多种学术推

广途径，向医生推荐正确的疾病治疗方案，得到了临床客户的

认可，销量得到提升。 

第三名 加强与经销商的沟通以及对一线代表的培训，通过线上线下学

术活动的开展，产品得到临床客户的认可，销量得到提升。 

第四名 2020 年安徽省集采中标，医院覆盖率得以提升，公司趁势加大

学术推广，得到临床的认可，销量得到提升。 

第五名 2020 年安徽省集采中标，医院覆盖率得以提升，公司趁势加大

学术推广，得到临床的认可，销量得到提升。 

（2）特利加压素销售额变动原因如下： 

特利加压素主要用于门脉高压症合并上消化道出血、门脉高压症合并肝硬化腹

水肝肾综合征、肝移植、肝切及肝癌介入、感染性休克的治疗。从 2016 年开始，公

司与医学会及相关领域全国专家的合作，逐步在上述临床领域进入治疗指南及专家

共识，特利加压素 2017 年进入国家医保，翰宇药业的特利加压素市场份额达到 75%

左右，复合增长率在 28%左右。公司在 2019 年针对该产品投入了较多的市场推广活

动，故而在 2020 年实现了高增长。 

在该背景下，部分省份如浙江、上海、山东、湖北、河南，贵州、江西、广西

等地的销售呈现较大的增长，尤其是基础销售量低的区域，比如贵州、江西、广西



等地，加上这些省份的医院配送商业比较集中，所以显示出这些省份的客户排名靠

前。针对前 5 大客户销售变动的解释如下： 

客户名称 原因 

第一名 
通过线上线下，大力开展学术活动，增强医生对于产品信息的了解，

强化治疗指南的重要性，得到客户认可，销量得到提升。 

第二名 

整理销售渠道，实施精细化招商策略，积极拓展市场的广度及深度，

通过各种学术活动，强化医生对于治疗指南的理解及应用，由于医

院覆盖的广度及单家医院的深度得到挖掘，使得销量得到提升。 

第三名 
通过加强对于经销商一线人员的培训，通过线上线下学术活动的开

展，产品得到临床客户的认可，销量得到提升。 

第四名 

2020 年广西最大的医院得到开发，同时加强对于医生的学术推广工

作，既发挥临床专家的学术带头作用，又提高了处方医生的认同，

使得销量得到提升。 

第五名 

加强对客户的培训和辅导，尤其是一线销售人员的学术推广的培

养，开展更多线上线下学术活动，推广正确治疗理念，得到客户认

可，销量得到提升。 

会计师的核查意见: 

针对注射用生长抑素和注射用特利加压素前五大客户，我们主要实施了以下审

计程序： 

（1）了解与评价销售与收款相关的内部控制，并测试与收入确认相关的关键内

部控制运行的有效性； 

（2）通过审阅销售合同和与管理层的访谈，了解和评估公司的收入确认政策是

否恰当，并复核相关会计政策是否一贯运用； 

（3）对注射用生长抑素和注射用特利加压素前五大客户本期销售额变动执行分

析程序； 

（4）检查注射用生长抑素和注射用特利加压素前五大客户销售合同、销售订单、

发货单、客户签收单等内外部证据； 

（5）检查注射用生长抑素和注射用特利加压素前五大客户收款单据、记账凭证，

核实销售客户与付款人是否一致； 

（6）对本期注射用生长抑素和注射用特利加压素前五大客户销售退回及期后退

回，检查原销售合同、出库单、客户签收单、退货单、退货审批单、退货物流单等

支持性文件； 

（7）对注射用生长抑素和注射用特利加压素前五大客户进行视频访谈，或实地

走访、函证，对未回函的样本执行替代测试，确认账面收入金额是否真实、准确和



完整； 

（8）对注射用生长抑素和注射用特利加压素前五大客户执行截止性测试程序，

核对产品发货单、客户签收单等相关时间节点的证据，同时检查报告出具之日前是

否存在销售退回情况； 

通过执行上述审计程序，我们认为公司注射用生长抑素和注射用特利加压素前

五大客户的收入是真实的、变动是合理的。 

（2）根据公司于 4 月 16 日披露的《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回复的公告》，

山东省特利加压素于 2020 年 10 月 29 日被山东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暂停挂网资格。

请补充说明前述事项对公司的影响，是否存在信息披露滞后问题，以及截至回函日

是否已恢复相关产品在山东的销售。 

回复： 

经自查，2020 年由于患者投诉且公司未能在规定时间内向山东省药械集中采购

平台申报价格变动情况，2020 年 10 月 29 日山东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决定暂停公司

注射用特利加压素（1mg）的挂网销售，暂停挂网期间山东省医院无法采购公司的注

射用特利加压素（1mg），产品无法销售，因此造成部分医院的退货。本次公司特利

加压素（1mg）在山东省暂停挂网仅影响该产品在山东省的销售，不会对该产品在其

他地区的销售产生影响。公司 2018 年至 2020 年特利加压素在山东省的销售收入均

未超过 2,500.00 万元，占所在年份经审计营业收入比重不大；经过申诉，山东省公

共资源交易中心已经恢复公司注射用特利加压素（1mg）在山东省的挂网资格，公司

注射用特利加压素在山东省已经恢复正常销售，因此，特利加压素（1mg）在山东省

被暂停挂网事件对公司 2020 年度营业收入的影响较小，不会对公司经营及业绩产生

重大影响，不存在信息披露滞后问题。 

2.报告期内，甘肃成纪生物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纪药业”）实现营业

收入 1.09 亿元，净利润-2,149.54 万元。2020 年 3 月 11 日，公司披露公告，成纪

药业将合计建设 11 条医用口罩生产线，预计年产量约 4 亿只，项目投资总金额约

4,506.31 万元。报告期末，成纪药业口罩设备、注射笔所需生产设备及 5 号车间的

生产设备中暂时闲置的固定资产账面原值 2,113.02 万元，累计折旧 574.58 万元，

计提减值准备 526.30 万元。 

（1）请列示成纪药业报告期内各产品收入、毛利率、成本、与上年同期变动

情况及原因。 

回复： 

成纪药业 2020 年收入、成本、毛利率分别为 10,911.80 万元、3,630.45 万元、

66.73%，较上年同期均有所增长，增幅分别为 8.39%、5.93%、0.77%。本期和上期

按类型收入、成本、毛利率及变动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本期 上期 变动情况(%) 

收入 成本 
毛利率

（%） 
收入 成本 

毛利

率（%） 

收

入 

成

本 

毛利

率 

器械类 
7,008

.74 

1,402.

07 
80.00 

3,567.5

8 

355.

88 
90.02 

96.

46 

293

.97 

-10

.02 

固体类 
1,458

.97 

1,444.

31 
1.00 798.80 

1,12

1.50 

-40.4

0 

82.

65 

28.

78 

41.

40 

制剂类 
254.

37 
130.11 48.85 

1,020.0

1 

463.

41 
54.57 

-75

.06 

-71

.92 

-5.

72 

药品包装

组合 
-- -- -- 

3,581.7

0 

1,02

1.40 
71.48 -- -- -- 

委托加工

业务产品 

2,166

.34  
634.43  70.71 

1,093.5

0 

458.

24 
58.09 

98.

11  

38.

45  

12.

62  

其他 
23.3

7 
19.53 16.43 5.37 6.68 

-24.3

9 

335

.20 

192

.37 

40.

82 

合计 
10,911

.80 

3,630.

45 
66.73 

10,066.

95 

3,42

7.11 
65.96 

8.3

9 

5.9

3 

0.7

7 

从上表可知，2020 年成纪药业主要产品为器械类产品、固体类产品、委托加工

业务产品，占当年收入总额的 97.45%，以下分别分析收入、成本、毛利率与上年同

期变动情况。 

1、收入及变动情况 

成纪药业 2020 年收入较上年同期增加 844.85 万元，增长 8.39%，主要变动分

析如下： 

器械类产品本期收入较上年同期增加 3,441.16 万元，增长 96.46%，主要系产

品结构变动所致：1）2020 年成纪药业新增口罩产品，实现收入 2,217.36 万元；2）

注射笔收入较上年同期增加 1,312.82 万元，2019 年成纪药业销售注射笔以卡式全

自动注射笔为主，销售金额占 2019 年注射笔销售总额的 98.98%，2020 年成纪药业

销售为调式注射笔、一次性注射笔及一次性微量注射笔。 

固体类产品本期收入较上年同期增加 660.17 万元，增长 82.65%，主要为维生

素 C 咀嚼片收入增加和新增复方妥英麻黄茶碱片及甲硝唑芬布芬胶囊产品销售所

致。其中，维生素 C 咀嚼片收入增加主要系销量较上年增长 118.80%及销售单价上

涨 16.41%。  

制剂类产品本期收入较上年同期减少 765.64 万元，下降 75.06%，制剂类产品

主要为注射用单磷酸阿糖腺苷，2020 年、2019 年其销售额占制剂类产品销售总额的

比例分别为 99.91%、93.02%，产品主要在河南省销售，2020 年全国医保改革取消了

地方医保，该产品不再被纳入河南省的医保名录，市场竞争力下降，导致 2020 年销



售量下降，较上年同期下降 69.91%。 

药品组合包装产品本期无销售，因国家发改委为加强高值医用耗材价格监管，

取消医用耗材加成政策，推动破除“以械补医”和《国家发改委关于全面深化价格

机制改革的意见》等政策指导意见，药品组合包装产品市场下降；2020 年疫情影响

进一步导致药品组合包装产品销售下降，最终导致本期无销售，故其收入较上年同

期下降 3,581.70 万元。 

委托加工业务产品本期收入较上年同期增加 1,072.84 万元，增长 98.11%，主

要原因为本期新增委托加工盐酸曲美他嗪缓释片产品。 

2、成本及变动情况 

成纪药业 2020 年成本较上年同期增加 203.34 万元，增长 5.93%，成本变动原

因与收入变动原因一致，主要系产品结构变动、销量变动所致。此外，2020 年成纪

药业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的规定将销售费用中的运输费分类至主营

业务成本导致 2020 年成本较上年有所增加。 

3、毛利率及变动情况 

成纪药业 2020 年毛利率为 66.73%，较上年同期增加 0.77%，毛利率整体变动较

小，但各类别产品毛利率有一定程度变动，主要为器械类、固体类。 

器械类产品毛利率较上年同期下降 10.03%，主要系产品结构所致。1）2020 年

成纪药业新增口罩销售，毛利率为 77.36%，口罩毛利率低于上年同期器械类产品整

体毛利率；2）2019 年成纪药业销售注射笔以卡式全自动注射笔为主，卡式全自动

注射笔毛利率为 92.44%，而 2020 年成纪药业销售为调式注射笔、一次性注射笔及

一次性微量注射笔，毛利率为 81.22%。 

固体类产品 2020 年毛利率为 1.00%，较上年同期增加 41.40%，主要系维生素 C

咀嚼片销售单价上升及单位成本下降所致，具体原因为 2020 年维生素 C 咀嚼片市场

需求增加，成纪药业扩大了生产，较上年同期增长 120.37%，产量的上升导致单位

产品分摊的固定费用降低，进而导致单位成本降低，同时成纪药业逐渐恢复销售价

格，单位售价上升，两者综合导致维生素 C 咀嚼片毛利率增加。 

综上所述，成纪药业报告期内各产品收入、毛利率、成本与上年同期变动明显，

主要系产品结构变动和销量变动所致。 

会计师的核查意见 

针对成纪药业报告期内各产品收入、毛利率、成本与上年同期变动情况及原因，

我们主要实施以下程序： 

（1）了解与评价销售与收款相关的内部控制，并测试与收入确认相关的关键内

部控制运行的有效性； 



（2）了解与评价生产与仓储相关的内部控制，并测试与生产相关的关键内部控

制运行的有效性； 

（3）通过审阅销售合同和与管理层的访谈，了解和评估公司的收入确认政策是

否恰当，并复核相关会计政策是否一贯运用； 

（4）复核生产成本归集及结转方法； 

（5）获取生产领料明细、生产入库明细，检查领料单、入库单； 

（6）检查销售合同、销售订单、发货单、客户签收单等内外部证据； 

（7）对收入和成本执行分析程序，包括：本年各月度收入、成本、毛利率波动

分析，主要产品本年的收入、成本、毛利率与上年比较分析等分析程序； 

通过执行上述审计程序，我们认为成纪药业报告期内各产品收入、毛利率、成

本与上年同期变动原因是合理的。 

（2）请补充说明口罩生产线是否均已完成建设、实际投入、实际使用情况、

年产量、收入，相关设备暂时闲置原因及合理性。 

回复： 

成纪药业口罩生产线均已完成建设并投入生产；2020 年 3-6 月生产线全部投入

生产，6 月份以后逐步减少生产，从 2020 年 7 月开始，成纪药业几乎不再生产口罩；

2020 年全年口罩产量为 2,446 万只，销售口罩 725 万只，实现销售收入 2,218.00

万元。 

口罩设备暂时闲置原因为疫情期间生产过量，在 6 月份疫情好转之后，口罩需

求降低，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成纪药业备货量已满足市场需求，无需再安排生产，

故口罩相关设备闲置。 

成纪药业根据减值测试情况，聘请专门评估机构对口罩相关生产线和存货进行

减值测试评估后，计提口罩相关的生产线减值准备 435.89 万元、计提口罩相关存货

跌价准备 500.80 万元。 

会计师的核查意见 

针对成纪药业口罩生产线完成建设、实际投入、实际使用情况、年产量、收入，

相关设备暂时闲置原因及合理性，我们主要实施以下程序： 

（1）了解并测试公司固定资产内部控制的设计和执行，评估内部控制执行的有

效性； 

（2）了解与评价生产与仓储相关的内部控制，并测试与生产相关的关键内部控

制运行的有效性； 

（3）询问管理层当年固定资产的增加情况，资产使用情况，并与获取或编制的

固定资产明细表进行核对； 



（4）对于外购固定资产，通过核对采购合同、发票、验收单等资料，确认其入

账价值是否正确，授权批准手续是否齐备，会计处理是否正确； 

（5）对于在建工程转入的固定资产，检查固定资产确认时点是否符合会计准则

的规定，入账价值与在建工程的相关记录是否核对相符，是否与竣工决算、验收和

移交报告等一致；对已经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但尚未办理竣工决算手续的固定资

产，检查其是否已按估计价值入账，并按规定计提折旧； 

（6）获取暂时闲置固定资产的相关证明文件，并观察其实际状况，检查是否已

按规定计提折旧，相关的会计处理是否正确。 

（7）执行期末监盘程序，观察资产投入使用和闲置情况。 

通过执行上述审计程序，我们认为成纪药业报告期内口罩生产线完成建设、实

际投入、实际使用情况、年产量、收入，相关设备暂时闲置原因合理。 

（3）请补充说明成纪药业报告期内存货、固定资产、无形资产等计提减值准

备情况。 

回复： 

2020 年，成纪存货计提跌价准备 687.88 万元、固定资产计提减值准备 435.89

万元、无形资产本期未计提减值准备。 

1、报告期内存货减值准备计提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期初余额 
本期增加金额 本期减少金额 

期末余额 
计提 其他 转回 转销 其他 

原材料 27.34 355.22 -- -- 12.79 -- 369.77 

在产品 15.41 284.21 -- -- 15.41 -- 284.21 

库存商品 26.30 18.08 -- -- 25.13 -- 19.25 

周转材料 19.46 -- -- -- 19.05 -- 0.41 

自制半成
品 

67.62 -- -- -- 67.62 -- -- 

发出商品 -- 30.37 -- -- -- -- 30.37 

合计 156.13 687.88 -- -- 140.00 -- 704.01 

存货计提减值准备情况说明：   

成纪药业对存在减值迹象的产成品、在产品及原材料按照最新的产品售价进行

预估完工产品销售单价，减去继续加工的产品成本、不良率的损失、估计的销售费

用和相关税费后的金额，确定其可变现净值，成本价高于可变现净值部分计提跌价

准备；发出商品按照合同售价作为预估完工产品销售单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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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价高于可变现净值部分计提跌价准备。 

公司根据上述存货减值测试情况，针对存在减值迹象的存货，聘请专门评估机

构进行减值测试评估，并出具了《深圳翰宇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拟资产减值测试所涉



及的甘肃成纪生物药业有限公司部分存货可变现净值资产评估报告》，评估报告显

示存货跌价准备金额与成纪药业账面计提跌价金额差异较小。 

2、报告期内固定资产减值准备计提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机器设备 仪器仪表 电子设备 其他办公设备 合计 

1． 期初余额 533.25 6.73 1.99 1.13 543.10 

2． 本期增加金额 435.89 -- -- -- 435.89 

本期计提 435.89 -- -- -- 435.89 

3． 本期减少金额 -- -- -- -- -- 

4． 期末余额 969.14 6.73 1.99 1.13 978.99 

固定资产计提减值准备情况说明： 

因疫情期间，口罩设备属于卖方市场，价值虚高，脱离了市场价值，以及疫情

期间生产过量，成纪药业口罩下半年相关设备闲置，致使成纪药业口罩设备存在明

显减值迹象，故公司针对口罩相关设备及其他设备聘请专门评估机构进行减值测试

评估，并出具了《深圳翰宇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拟资产减值测试所涉及的甘肃成纪生

物药业有限公司部分机器设备和无形资产可收回金额资产评估报告》，评估报告披

露口罩设备减值 435.89 万元，其他设备未减值。减值设备包括高速全自动折叠口罩

机、高速平面口罩机、平面一拖一口罩机、颗粒过滤效率测试仪、口罩细菌过滤效

率（BFE)检测仪等。口罩设备主要分布于 1 车间和质量控制部，有专人负责定期检

测维护，日常维护状态较好。 

3、报告期内无形资产减值准备计提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专利技术权 药品文号 合计 

1． 期初余额 301.87 484.43 786.30 

2． 本期增加金额 -- -- -- 

3． 本期减少金额 -- -- -- 

4． 期末余额 301.87 484.43 786.30 

公司针对成纪药业无形资产中存在减值迹象的药品文号聘请专门评估机构进行

减值测试评估，并出具了《深圳翰宇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拟资产减值测试所涉及的甘

肃成纪生物药业有限公司部分机器设备和无形资产可收回金额资产评估报告》，评

估报告披露药品文号增值 5.96 万元，成纪药业根据评估结果本期无形资产未计提减

值准备。 

 



会计师的核查意见 

针对报告期内存货、固定资产、无形资产等计提减值准备情况，我们主要实施

以下程序： 

（1）了解并测试公司生产与仓储循环内部控制的设计和执行，评估内部控制执

行的有效性； 

（2）了解并测试公司固定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内部控制的设计和执行，评估内

部控制执行的有效性； 

（3）了解公司近年来生产经营的主要变动情况，公司存货备货库存量的管理方

式； 

（4）对存货分类执行分析性复核程序，判断各类存货的波动是否存在重大异常； 

（5）获取存货收发存记录、库龄记录、执行存货计价测试等程序； 

（6）结合公司自身业务特点以及存货监盘情况，复核报告期末存货跌价测试的

方法，检查复核公司对各类存货可变现净值的测试过程，判断公司期末存货跌价准

备的计提是否存在重大异常； 

（7）执行期末固定资产监盘程序，观察资产投入使用和闲置情况，判断各类固

定资产是否存在重大异常； 

（8）向管理层了解无形资产中药品文号使用情况； 

（9）了解公司管理层聘请评估机构执行减值测试的情况、以及管理层对评估机

构专业胜任能力的判断；与评估机构沟通复核评估师的评估方法、测算过程以及评

估结果，判断报告期末公司存货跌价准备、固定资产减值准备、无形资产减值准备

计提的充分性。 

通过执行上述审计程序，我们认为成纪药业报告期内存货、固定资产、无形资

产等计提减值准备情况合理。 

3. 翰宇药业（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翰宇”）主要负责公司产品

在海外市场的销售。报告期内，香港翰宇实现营业收入 2,191.51 万元、净利润-3.93

亿元，主要系对其三个主要客户应收账款计提坏账准备。 

请补充说明香港翰宇报告期内主要销售产品、金额、占比以及除计提坏账准备

的三个主要客户外的前五大客户金额、占比，应收账款余额、账龄、计提减值准备

是否充分。 

请会计师发表核查意见。 

回复： 

1、香港翰宇报告期内主要销售产品、金额、占比汇总表列示如下： 

 



2020 年香港翰宇产品销售情况表 

                                     单位：万元 

产品名称 销售金额 占比 

原料药        1,632.51  74.49% 

客户肽           355.40  16.22% 

制剂          191.98  8.76% 

总计        2,179.89  99.47% 

2、除计提坏账准备的三个主要客户外的前五大客户金额、占比，应收账款余额、

账龄、坏账准备列示如下： 

2020 年香港翰宇除三大客户外的前五大客户明细表 

                                               单位：万元 

客户名称 销售金额 占比 
应收账

款余额 

账龄 
截止

2020 年

末已计

提坏账

准备 

2021

年 1-4

月回

款 

1 年以

内 

1-2

年 

第一名 435.36 19.87% 
    

226.5

7 

第二名 319.35 14.57% -2.46 -2.46 
  

42.50 

第三名 253.17 11.55% 22.78 22.78 
 

1.20 65.88 

第四名 233.72 10.66% 0.96 0.96 
 

0.05 6.20 

第五名 
196.48 8.97% 197.98 

185.9

6 

12.0

2 
11.09 

184.3

2 

合计 1,438.08 65.62% 219.26 
207.2

4 

12.0

2 
12.34 

525.4

7 

截止 2021 年 4 月末，除计提坏账准备的三个主要客户外的其他前五大客户应收

款项已基本收回。 

公司依据会计政策，对经营状况正常、财务状况良好并持续回款的其他欠款客

户，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不低于其账面价值，公司将其归入账龄分析法依据其账

龄与整个存续期预期信用损失率对照表计提坏账准备。 

综上，香港翰宇应收账款的坏账准备计提是充分的。 

会计师的核查意见 

针对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的充分性，我们主要实施了以下程序： 

（1）了解并测试公司坏账准备计提的政策、程序、方法和相关内部控制； 

（2）与管理层沟通其对应收账款可回收性的估计； 



（3）询问管理层判断单项金额重大的应收账款可回收性时考虑的主要因素； 

（4）以预计存续期的历史违约损失率为基础，评价公司预期信用损失率确定的

合理性； 

（5）获取单项计提减值的依据性资料，判断和分析其合理性和充足性； 

（6）检查应收账款账龄划分的准确性，并选取样本核对至原始支持性文件； 

（7）检查并分析历史回款情况； 

（8）检查应收账款期后回款情况，并核对至银行进账单； 

（9）评估管理层对应收账款及应收账款减值的财务报表披露是否恰当。 

通过执行上述审计程序，我们认为香港翰宇除计提坏账准备的三个主要客户外

应收账款的坏账准备计提是充分的。 

4.报告期内，公司研发人员数量合计 241 人，较 2019 年减少 23.25%；研发投

入金额 1.24 亿元，较 2019 年下降 52.49%。28 项在研项目，有 8 项终止国内注册。

本期新增委外开发费 4,826 万元。 

（1）请补充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研发人员、研发投入金额下降的原因及合理性，

并补充说明终止 8 个在研项目国内注册流程的原因。 

回复： 

1、研发人员下降原因及合理性： 

2019 年公司的研发人员数量为 314 人，2020 年研发人员的数量为 241 人，较

2019 年减少了 23.25%。主要是公司因市场变化及战略调整等原因，2020 年公司终

止了科信必成 18 个在研小分子化药项目，将战略聚焦到多肽项目的研发上，鉴于原

科信必成项目均为小分子缓控释固体制剂，而多肽药物以注射剂为主，两种制剂对

于研发人员技术要求差异较大，在公司终止科信必成的固体制剂后，部分人员因个

人发展方向及职业选择原因离开了公司；同时在 2020 年公司将仿创结合作为了公司

“翰翔”战略的三大支撑战略之一，聚焦多肽以仿制药为基础，创新驱动未来，而

公司现有研发人员以仿制药背景居多，为了落实公司仿创结合战略，公司也对现有

人员进行了结构调整，逐步增加创新药研发人才数量及比例，总的原则是业务及战

略的调整需要对研发人员进行相应的调整。 

2、研发投入金额下降的原因及合理性： 

研发投入同期对比表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 年 2019 年 增长额 增长率 

研发投入金额（万元） 12,425.04 26,110.99 -13,685.95 -52.41% 



其中：研发支出资本化金

额（明细见表一） 
4,679.57 8,079.86 -3,400.29 -42.08% 

  研发费用（明细见表

二） 
7,745.48 18,031.13 -10,285.65 -57.04% 

 

表一：研发支出资本化金额变动表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期资本化投

入 

上期资本化投

入 
增长额 增长率 

科信必成 88.21 622.30 -534.09 -85.83% 

格拉替雷 498.53 526.88 -28.35 -5.38% 

利拉鲁肽（国内项目） 1,216.70 2,208.46 -991.76 -44.91% 

利拉鲁肽（国际项目） 1,845.93 1,401.91 444.02 31.67% 

奈西利肽 54.55 0.00 54.55 
 

阿托西班（国际） 
 

1.29 -1.29 -100.00% 

胸腺法新 
 

0.54 -0.54 -100.00% 

艾塞那肽 84.71 947.64 -862.93 -91.06% 

醋酸阿托西班（国内） 
 

164.83 -164.83 -100.00% 

磷酸西格列汀片 
 

0.15 -0.15 -100.00% 

特立帕肽 604.74 1,252.36 -647.62 -51.71% 

维格列汀片 132.10 638.70 -506.60 -79.32% 

西格列汀二甲双胍片

（Ⅱ） 
154.10 314.80 -160.70 -51.05% 

合计 4,679.57 8,079.86 -3,400.29 -42.08% 

 

表二：研发费用化投入变动表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期费用化投

入 

上期费用化

投入 
增长额 增长率 

职工薪酬 2,286.52 3,009.08 -722.56 -24.01% 

物料消耗 1,529.68 2,032.05 -502.37 -24.72% 

临床试验费 110.42 6,690.60 -6,580.18 -98.35% 

无形资产摊销 1,036.25 325.06 711.19 218.79% 

固定资产折旧 809.68 835.95 -26.27 -3.14% 



专利费 636.41 415.48 220.93 53.17% 

研发验证费 401.31 2,093.41 -1,692.10 -80.83% 

租赁费 372.01 578.26 -206.25 -35.67% 

办公费 102.05 222.18 -120.13 -54.07% 

股份支付 
 

550.51 -550.51 -100.00% 

其他 461.15 1,278.55 -817.40 -63.93% 

合计 7,745.48 18,031.13 -10,285.65 -57.04% 

2020 年研发费用下降主要有以下两方面原因： 

1）科信必成 18 个研发项目的终止，使得公司在职工薪酬、物料消耗、临床开

展费用、研发验证费用上均有大幅的降低。 

2）公司在 2019 年开展了四个项目的临床研究，其中（1）注射用西曲瑞克、注

射用奥美拉唑钠、注射用奥扎格雷钠三个药品的仿制药一致性评价工作，合计投入

临床试验费用 4,377.06 万元；（2）溴隐亭项目，前期临床投入 2,148.35 万元。这

些项目在 2019 年开展临床实验后因市场原因被终止，在 2020 年就无需投入，所以

也是 2020 年研发投入减少的一个重要原因。 

（2）请补充说明本期委外开发费发生的原因，并报备相关合同。 

回复： 

本期委外开发费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支付科信必成合同款 

1 阿昔洛韦缓释片 160.00 

2 盐酸多西环素肠溶胶囊 240.00 

3 酮洛芬奥美拉唑缓释胶囊 240.00 

4 盐酸环苯扎林缓释胶囊 210.00 

5 普瑞巴林缓释片 195.00 

6 盐酸二甲双胍吡格列酮缓释片 195.00 

7 盐酸坦洛新缓释胶囊 156.00 

8 布洛芬盐酸去氧肾上腺素片 96.00 

9 雷贝拉唑钠肠溶胶囊 84.00 

10 埃索美拉唑镁肠溶片 180.00 

11 富马酸喹硫平缓释片 600.00 

12 盐酸氨溴索缓释片 220.00 

13 单硝酸异山梨酯缓释片 220.00 



14 克拉霉素缓释片 240.00 

15 琥珀酸美托洛尔非洛地平缓释片 550.00 

16 盐酸维拉帕米缓释片 240.00 

17 别嘌醇缓释胶囊 300.00 

18 美乐托宁缓释片 700.00 

合计 4,826.00 

由于 2011 年 12 月 9 日公司与科信必成签署了 21 个项目的研发合作协议，截止

2020 年年底，合作开发的 21 个研发药品项目中盐酸普拉克索缓释片 BE 已完成，正

在国家药品审评中心审评；富马酸喹硫平缓释片开发已完成，正在进行临床试验；

盐酸氨溴索缓释片、单硝酸异山梨脂缓释片等 7 个药品已完成并取得临床批件；盐

酸二甲双胍缓释片和盐酸曲美他嗪缓释片 2 个药品已完成并取得注册批件，其余 10

个药品已按照合同要求完成阶段性研究工作。 

由于这 21 个项目历时较长，公司综合考虑当前的国家政策、市场环境并结合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进展等因素，鉴于部分项目存在后期临床投入大、市场环境

发生改变、后续申报难度大等多方原因，继续合作的经济效益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2021 年 1 月 12 日公司与科信必成签订了技术合作解除协议，终止研发科信必

成的 18 个项目。 

此次终止国内研发流程的有 19 个项目，其中科信必成 18 个（已说明终止原因），

以及自研产品普兰林肽。普兰林肽项目于 2010 年申报，2015 年取得临床批件。该

药品用于胰岛素不耐受的糖尿病的治疗，每天需要给药 3 次，且与胰岛素必须在不

同部位注射，给药繁锁，导致病人依从性差。2020 年本品全球销售不超过 3,000 万

美元，目前糖尿病市场竞争激烈，公司已经将一天给药一次的利拉鲁肽列为公司战

略级研发项目进行重点推进，已将一周给药一次的索马鲁肽及杜拉糖肽列为储备项

目进行布局，目前正在研发中，故终止本项目，将资金及人力投入到更有价值的项

目研发上。 

5.报告期末，按欠款方归集的应收账款第三名、第五名余额分别为 7,751.01

万元、2,566.00 万元，占应收账款期末余额合计数的比例分别为 9.17%、3.04%，

坏账准备期末余额分别为 3,875.51 万元、1,283.00 万元，计提坏账准备比例 50%。 

请公司结合应收账款形成原因、账龄、客户经营情况等，补充说明对前述两个

客户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是否充分，并补充报备相关客户名称。请会计师发表核

查意见。 

回复： 

（1）应收账款第三名情况：  



应收账款第三名单位系 1*健康产业有限公司，余额为 7,751.01 万元，占应收

账款期末余额合计数的比例为 9.17%，账龄在 3-4 年，应收账款形成原因系成纪药

业在 2016 年-2017 年合作的时间内，向对方累计销售 18,310.42 万元所形成。与该

客户主要合作的产品有“一次性使用无菌溶药器加药用一次性空针（专利组合装置）、

卡式注射笔”。自合作以来，双方共同开发市场，为拓展产品销售领域及提高市场

覆盖率做了大量的工作。该公司回款除了回款周期及分销原因外，对方还因内部业

务转型，公司股权调整，影响与我公司合作业务进展，导致应收账款账龄延长，客

户从 2016 年开始合作到截止 2021 年 4 月末累计回款金额为 10,594.61 万元。 

客户成立于 2015 年主要从事胞二磷胆碱注射液、烟酰胺注射液等药品及医疗器

械的批发及大型设备的销售，月均销售额为 6000 万-8000 万。因 2017 年底两票制

的全面执行对客户药品及耗材销售影响较大，客户调整原有业务，由原有药品及耗

材的销售调整为以大型设备为核心，现处于转型调整中。 

（2）应收账款第五名情况：  

应收账款第五名单位系 2*健康产业有限公司，余额为 2,566.00 万元，占应收

账款期末余额合计数的比例为 3.04%，账龄在 3-4 年，系成纪药业在 2016 年-2017

年合作期内，向对方累计销售 4,719.67 万元所形成。与客户主要合作的产品有“一

次性使用无菌溶药器加药用一次性空针（专利组合装置）、卡式注射笔”，由于下

游分销商回款较慢，且受 2018 年两票制影响，客户逐步从医药行业开始转型，因此

客户回款给成纪药业亦较慢。客户从 2016 年开始合作到截止 2021 年 4 月末累计回

款金额为 2,187.07 万元。 

客户成立于 2011 年主要从事药品及二类医疗器械等的销售，自 2018 年开始受

两票制的影响整个医药市场处于整合状态，因此客户逐步从医药行业开始转型，逐

渐缩减药品及医疗器械的销售，转而投资其他行业。 

综上所述，成纪药业对客户应收账款基于真实交易形成，客户未能及时回款主

要因为下游分销商回款周期较长及客户自身资金调度安排所致。1*健康产业有限公

司从合作至今，每年均有回款，仅 2019 年回款低于 1000 万元，回款具有持续性；

2*健康产业有限公司 2019 年因两票制影响，客户处于转型期，2020 年受疫情影响

导致当年无回款，其他年度均有回款。公司已通过查询工商和诉讼确认客户经营无

重大异常，亦无重大已决或未决诉讼，公司销售人员亦定期实地拜访，均未发现客

户存在明显还款能力不足情况，且成纪药业自与客户开展合作以来，一直与客户保

持沟通，无不回款意愿。成纪药业已参考历史信用损失经验，结合当前状况以及对

未来经济状况的判断，依据信用风险特征中信用风险特征组合按照 50%计提坏账准

备，因此，成纪药业对两家客户应收账款坏账准备的计提是充分的。 

会计师的核查意见 



针对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的充分性，我们主要实施了以下程序： 

（1）了解并测试公司坏账准备计提的政策、程序、方法和相关内部控制； 

（2）与管理层沟通其对应收账款可回收性的估计； 

（3）执行工商查询和诉讼查询程序，了解客户的工商信息是否存在异常情况，

是否存在正在审理中或 2020 年已审判完毕的影响企业正常经营的重大诉讼事项； 

（4）执行视频访谈程序，了解债务人经营情况、2020 年销售规模、未及时回

款原因、未来回款计划，向债务人确认成纪药业对其债权，参观债务人仓库； 

（5）以预计存续期的历史违约损失率为基础，评价公司预期信用损失率确定的

合理性； 

（6）检查应收账款账龄划分的准确性，并选取样本核对至原始支持性文件； 

（7）检查并分析历史回款情况； 

（8）检查应收账款期后回款情况，并核对至银行进账单; 

通过执行上述审计程序，我们认为公司应收账款坏账准备的计提是充分的。 

6.报告期末，公司存货账面价值 1.87 亿元，较期初增加 23.03%。 

请公司结合存货明细、2020 年销售情况，补充说明计提跌价准备的计算过程，

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是否充分。请会计师发表核查意见。 

回复： 

1、公司存货与跌价准备情况如下： 

存货与跌价准备情况表 

   
单位：万元 

项目 期末账面余额 存货跌价准备 期末账面价值 

原材料 2,999.26 369.77 2,629.49 

在产品 4,694.13 284.21 4,409.92 

自制半成品 317.14 
 

317.14 

库存商品 9,526.33 543.29 8,983.04 

包装物 1,462.48 0.41 1,462.07 

低值易耗品 283.46 
 

283.46 

发出商品 622.39 31.20 591.19 

合计 19,905.19 1,228.88 18,676.31 

2、各类存货跌价准备增减变动情况如下： 

 

 

 

 



存货跌价准备增减变动情况表 

     

 

 

 

单位：万元 

项目 期初余额 
本期增加金额 本期减少金额 

期末余额 
计提 其他 转回或转销 其他 

原材料 27.34 355.22 - 12.79 - 369.77 

在产品 15.41 284.21 - 15.41 - 284.21 

自 制 半 成

品 
67.62 - - 67.62 - - 

库存商品 337.92 527.76 - 322.39 - 543.29 

包装物 19.46 - - 19.05 - 0.41 

发出商品 - 31.20 - - - 31.20 

合计 467.75 1,198.39 - 437.26 - 1,228.88 

3、公司 2020 年销售情况如下： 

2020 年主营收入及毛利率情况 

                                              单位：万元 

产品类

别 

营业收入 毛利率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销售额变

动 

2020 年度

（注） 
2019 年度 

毛利率

变动 

制剂 62,339.44 46,286.58 34.68% 85.13% 81.10% 4.03% 

原料药 2,650.02 2,750.91 -3.67% 59.22% 67.74% -8.52% 

客户肽 487.77 3,944.29 -87.63% 76.44% 88.64% -12.20% 

药品组

合包装 
        -   3,581.70 -100.00%   71.60%   

器械类 2,198.96 3,516.87 -37.47% 77.82% 90.05% -12.23% 

固体类 3,681.28 798.80 360.85% 34.79% -40.40% 75.19% 

化妆品 43.39     52.43%     

合计 71,400.86 60,879.15 17.28% 81.27% 79.35% 1.92% 

注：为了增加两期数据可比性，将本期根据新收入准则分类到营业成本中的运

费还原到销售费用中。 

4、存货跌价准备的计提政策 

资产负债表日，存货采用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计量。其中：  



（1）直接用于出售的存货，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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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需要经过加工的存货，在正常生产经营过程中以所生产的产成品的估计售

价减去至完工时估计将要发生的成本、估计的销售费用和相关税费后的金额确定其

可变现净值。  

5、根据公司存货明细、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政策，结合公司销售情况，对具体存

货项目分别进行跌价测试。 

（1）对原材料、在产品、自制半成品等存货，公司按所生产的产成品的估计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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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变现净值，对比其存货成本，按存货的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提取或调整存货跌

价准备。经测算，期末原材料计提跌价准备 369.77万元，在产品计提跌价准备 284.21

万元。 

（2）库存商品主要是制剂、原料药、固体类、器械类、客户肽、药品组合包装

产品 。其中，制剂本期销售额及毛利率较上年同期均有所上升，公司除对有效期不

足 6 个月且确实无法销售的制剂产品已计提减值外，其他制剂均不存在减值迹象，

期末制剂计提跌价准备 63.55 万元；原料药本期销售额及毛利率较上期有小幅度下

降，公司在库龄分析的基础上，对于长期积压的原料药，采用估计售价减去销售过

程中估计的销售费用和相关税费确认其可变现净值并计算跌价准备金额，期末原料

药计提跌价准备 225.73 万元；固体类本期销售额及毛利率较上期均有所上升，期末

存在小额跌价，计提跌价准备 0.84 万元；器械类本期销售额和毛利率较上期有所下

降，主要系本期新增的口罩产品销售毛利率较低，拉低了平均毛利率所致，注射笔

依然保持较高的毛利率，期末计提跌价准备 3.80 万元；客户肽和药品组合包装产品

本期销售额对比上期下降较大，公司已结合产品库龄、本期销售额等确认其可变现

净值，分别计提跌价准备 245.62 万元、3.75 万元。  

（3）公司的发出商品主要是制剂和固体类产品，公司已对有效期不足 6 个月的

制剂全额计提减值，对固体类按照合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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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货成本高于可变现净值部分计提跌价准备，期末发出商

品合计计提跌价准备 31.20 万元。 

综上，公司年末已对所有存货按照会计准则进行减值测算，并相应计提跌价准

备，期末存货跌价准备计提充分。 

会计师的核查意见 

针对存货跌价准备计提的充分性，我们主要实施了以下程序： 

（1）了解并测试公司生产与仓储循环的内部控制的设计和执行，评估内部控制

执行的有效性； 



（2）了解公司近年来生产经营的主要变动情况，公司存货备货库存量的管理方

式； 

（3）对存货分类执行分析性复核程序，判断各类存货的波动是否存在重大异常； 

（4）获取存货收发存记录、库龄记录、执行存货计价测试等程序； 

（5）结合公司自身业务特点以及存货监盘情况，复核报告期末存货跌价测试的

方法，检查复核公司对各类存货可变现净值的测试过程，判断公司期末存货跌价准

备的计提是否存在重大异常； 

（6）了解公司管理层聘请评估机构执行减值测试的情况、以及管理层对评估机

构专业胜任能力的判断；与评估机构沟通复核评估师的评估方法、测算过程以及评

估结果，判断报告期末公司存货跌价准备计提的充分性。 

通过执行上述审计程序，我们认为公司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是充分的。 

7.报告期末，公司资产池保证金余额 5,021.06 万元，期初为 0。 

请公司补充说明资产池保证金形成原因、缴存和管理方式，对应项目及进展情

况，是否已履行相应信息披露义务。 

回复： 

报告期末，公司资产池保证金余额为 5,021.06 万元,其中 5,000 万元为保证

金,21.06 万元为该账户产生的利息。 

报告期末,公司在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以下简称“浙商银行”)的贷

款余额为 19,170.88万元,5,000万元保证金是作为该笔银行贷款业务的一种风险缓

释手段，随着贷款到期,保证金会连本带息全额返还至公司银行账户。保证金的缴存

和管理方式是按照商业银行的保证金管理制度来管理的。截止问询函回复日，公司

在浙商银行的上述贷款正常存续，2021 年 8 月 28 日至 2021 年 10 月 27 日期间陆续

到期。期限届满后，资产池保证金连本带息全额返还至公司银行账户。 

公司 2020 年 2 月 20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

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其中包含拟向浙商银行申请

综合授信额度不超过 2 亿元的议案。2020 年 3 月 10 日召开的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也审议通过了该议案，公司已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8.报告期末，公司投资性房地产本期新增金额 1,223.20 万元，由固定资产转

入。 

请公司补充说明转入投资性房地产部分主要用途、由固定资产转入原因、目的

及合理性。请会计师发表核查意见。 

回复： 

1、转入投资性房地产的主要用途：2020 年 1 月公司全资子公司成纪药业与国

商商标事务所有限公司签订房屋租赁合同，将位于西安的富城大厦出租给该公司用



于办公经营。 

2、由固定资产转入的原因：因成纪药业持有该资产的目的已由生产经营管理持

有更改为赚取租金而持有。 

3、目的：将闲置的房产，盘活出租，赚取租金。 

4、由固定资产转入的合理性：企业将闲置的固定资产出租，收取租金，依据《企

业会计准则第 3 号——投资性房地产》的第十三条规定，自用建筑物停止自用，改

为出租，应将该资产转入到投资性房地产，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对其他资产转换为投

资性房地产的规定，由固定资产转入投资性房地产是合理的。 

会计师的核查意见 

针对由固定资产转入的合理性，我们主要实施了以下程序： 

了解并测试公司固定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的内部控制的设计和执行，评估内部

控制执行的有效性； 

根据被管理层的能力和意图，检查对投资性房地产的分类和采用的计量属性是

否适当，是否符合会计准则的规定 

（3）确定投资性房地产增加计价是否恰当，并确定其归被审计单位所有，增减

变动的记录是否完整、正确； 

（4）折旧政策合理性及执行一贯性的检查； 

（5）获取本期投资性房地产增加明细表以及投资性房地产登记簿，投资性房地

产增加和投资性房地产登记簿中的本期增减累计数应与投资性房地产变动表中的本

期增减累计数相等，会计处理是否正确。 

通过执行上述审计程序，我们认为公司由固定资产转入投资性房地产合理。 

9.报告期末，公司无形资产项下药品文号期末账面价值 7,922.76 万元，较期

初增加 4,156.95 万元。 

请公司补充说明药品文号内容、是否可转让，本期未计提减值准备的原因及合

理性，摊销方法及依据，与同行业可比公司是否一致。请会计师发表核查意见。 

回复： 

1、药品文号内容、是否可转让 

截止到 2020 年 12 月 31 日无形资产-药品文号情况表 

                                               单位：万元 

公司 
药品文号项

目 
药品文号内容 

期初账

面价值 

本期增

加金额 

本期摊销

金额 

期末账面

价值 

深圳翰

宇 

卡贝缩宫素 国内上市许可  1.59 - 1.47 0.12 

醋酸西曲瑞 国内上市许可  164.48 - 42.91 121.57 



克 

依替巴肽注

射液 
国内上市许可  165.73 - 47.35 118.38 

胸腺法新 国内上市许可  438.90 - 107.49 331.41 

盐酸曲美他

嗪缓释片 
国内上市许可  800.93 - 192.82 608.11 

醋酸阿托西

班 
国内上市许可  566.13 - 115.15 450.99 

阿托西班

（国际） 

德国、西班牙

上市许可 
- 333.10 30.53 302.57 

盐酸二甲双

胍缓释片 
国内上市许可  - 651.65 65.16 586.49 

依替巴肽

（国际） 
美国上市许可 - 288.42 24.03 264.38 

香港翰

宇 

依替巴肽

（国际） 
美国上市许可 

 

4,233.3

9 
352.78 3,880.61 

成纪药

业 

162 个药品

文号汇总 
国内上市许可 

1,628.0

5 
- 369.92 1,258.13 

合计 — 
3,765.8

1 

5,506.

56 
1,349.61 7,922.76 

国内品种：按《药品管理法》《药品注册管路办法》《药品上市后变更管理办

法》（试行）等法规要求，药品上市许可可以转让，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按相关程

序可以实施变更。  

国际品种：和国内品种类似，分别按美国、欧洲或当地药监法规的规定，药品

上市许可可以实施转让。 

药品文号本期末账面价值 7,922.76 万元，较期初增加 4,156.95 万元，主要系

本年新增的阿托西班（国际）、盐酸二甲双胍缓释片、依替巴肽（国际）于本年获

得药品注册批件转入无形资产核算列报所致。 

2、本期未计提减值准备的原因及合理性 

（1）无形资产减值的计提政策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8 号——资产减值》之规定，“资产存在减值迹象的，

应当估计其可收回金额。可收回金额应当根据资产的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

额与资产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两者之间较高者确定。” 

（2）公司无形资产减值测算过程和结果 



1）以上翰宇药业母公司的药品文号均为翰宇药业获批品种，其中卡贝缩宫素、

醋酸西曲瑞克、胸腺法新、醋酸阿托西班、依替巴肽注射液均为多肽类产品，西曲

瑞克为首仿产品；其余多肽类产品在国内也是前三家获得批文。在一致性评价审批

方面，卡贝缩宫素已率先于 2021 年 2 月通过一致性评价，其余多肽品种一致性评价

正在审评审批或研究开展中。盐酸曲美他嗪缓释片是国内第三家通过一致性评价的

品种，并在 2020 年第二次国家集采中于第一顺位中标。盐酸二甲双胍缓释片为新批

品种，已通过一致性评价。以上品种均为公司主力在销售产品，市场前景良好，截

止目前不存在减值迹象。 

翰宇药业母公司的依替巴肽（国际）与香港翰宇的依替巴肽（国际）为同一品

种于 2020 年通过美国 FDA 审评，阿托西班（国际）于 2020 年通过欧盟（德国、西

班牙）审评。翰宇药业制剂产品成功取得欧美发达国家的零的突破，是国内多肽类

医药公司中实现多肽制剂首家进入欧美市场的企业，这充分证明了公司产品质量达

到欧美标准，目前公司正在欧美发达国家寻找合作商，预计商业前景良好， 依替巴

肽（国际）、阿托西班（国际），截止目前不存在减值迹象。 

2）成纪药业 2020 年末的药品文号已经聘请评估机构评估，确认无减值，故公

司未计提减值。 

综上，公司的药品文号基于各产品实际情况，综合判断未出现减值迹象，故未

计提减值准备，具备合理性。 

3、无形资产摊销方法及依据 

公司在取得无形资产时分析判断其使用寿命，划分为使用寿命有限和使用寿命

不确定的无形资产。 

（1）使用寿命有限的无形资产 

对于使用寿命有限的无形资产，在为企业带来经济利益的期限内按直线法摊销。

使用寿命有限的无形资产预计寿命及依据如下： 

项目 预计使用寿命（年） 依据 

土地使用权 50 合同规定与法律规定孰低原则 

自行开发技术 10 合同规定与法律规定孰低原则 

软件 10 合同规定与法律规定孰低原则 

药品文号 10 合同规定与法律规定孰低原则 

商标 10 合同规定与法律规定孰低原则 

每期末，对使用寿命有限的无形资产的使用寿命及摊销方法进行复核，如与原

先估计数存在差异的，进行相应的调整。 



（2）使用寿命不确定的无形资产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没有使用寿命不确定的无形资产。 

4、与同行业可比公司是否一致 

经查询同行业具有无形资产-药品文号的医药上市公司，对比列示如下： 

 

 

上市公司名称 摊销方法 使用寿命 依据 

云南白药（000538） 
在使用寿命内采

用直线法 
10-20 年 判定使用寿命 

昆药集团（600422） 
在使用寿命内采

用直线法 
5 年 预计使用寿命 

辰欣药业（603367） 
在使用寿命内采

用直线法 
50 年 估计使用寿命 

翰宇药业（300199） 
在使用寿命内采

用直线法 
10 年 

合同规定与法律规定

孰低原则 

由上可见，公司的药品文号摊销方法与其他医药公司相同，使用寿命居于中间，

依据为根据合同规定与法律规定孰低原则，符合公司实际情况。 

会计师的核查意见 

针对本期药品文号，我们主要实施了以下程序： 

（1）对公司相关人员进行访谈，了解本期药品文号增加的原因、期末药品文号

是否可以转让、对应产品的生产情况，及是否存在减值等，并对访谈内容进行核实

判断； 

（2）对部分药品文号聘请评估师进行减值评估，结合评估报告判断其是否存在

减值； 

（3）获取并检查本期药品文号增加的依据性资料，判断其会计处理是否合规、

增加金额是否准确； 

（4）对本期无形资产摊销方法及依据进行复核，并与同行业进行比较，核实是

否存在显著差异。 

通过执行上述审计程序，我们认为公司对无形资产-药品文号未计提减值的原因

具备合理性，摊销方法和依据与同行业不存在显著差异。 

特此函复。 

深圳翰宇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5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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