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300158     证券简称：振东制药   公告编号：2021-062 

  

山西振东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 2020 年年度报告问询函（二）的回复公告 

 

 

 

 

 

山西振东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振东制药”或“公司”）

于 2021 年 6 月 11 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年报问询函【2021】

第 485 号）《关于对山西振东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的年报问询函（二）》。

公司高度重视，针对涉及问题一一对照核查，具体回复情况如下： 

一、2019 年、2020 年你公司销售费用中服务费分别高达 75,657.40

万元、87,470.38 万元，占当年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17%、18%。

2019 年服务费前五大供应商分别为上海颢远管理咨询中心（以下简

称“上海颢远”）、上海欧换营销策划服务中心（以下简称“上海欧换”）、

上海晟倾企业管理咨询中心（以下简称“上海晟倾”）、抚顺帅彤市场

营销策划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抚顺帅彤”）、新宾满族自治县正

奥市场营销策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宾正奥”），合计支付

11,780.57 万元；2020 年服务费前五大供应商分别为上海韩荞企业管

理咨询中心（以下简称“上海韩荞”）、上海臻善企业发展中心（以下

简称“上海臻善”）、抚顺琨卓市场营销策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抚

顺琨卓”）、上海顾承企业管理中心（以下简称“上海顾承”）、沈阳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润弘瑞商务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沈阳润弘瑞”），合计支付

7,262.82 万元。 

经查询工商信息，你公司前述 10 家供应商均成立于近三年，9

家参保人数为 0 人（抚顺帅彤未公示参保人数）。截至目前，2019

年前五大服务费供应商均已注销，2020 年前五大服务费供应商中上

海臻善、抚顺琨卓、上海顾承 3 家已注销。上海颢远、上海晟倾、上

海韩荞、上海臻善、上海顾承 5 家公司注册地址均位于上海市金山区

张堰镇松金公路 2514 号 1 幢。请补充说明以下问题： 

（一）你公司 2019 年、2020 年前五大服务费供应商均不相同，

请说明你公司服务费供应商更换频繁的原因，你公司筛选服务费供应

商的标准，是否审查其合法合规性、经营稳定性等； 

回复： 

1、服务商更换频繁的原因： 

（1）2017 年以来，随着“两票制”逐步全面推广，医药企业主动

适应行业政策变化，公司顺应政策变化逐步转变为专业化学术推广模

式。公司拥有 613 个批文，440 个品种，涉及维生素矿物质、抗肿瘤、

生发护发、泌尿、心脑血管、消化和抗感染等多个领域。销售覆盖医

院、药店和第三终端，对应开展的学术活动也不尽相同。医院以临床

研究和学术推广为主，药店以店员培训和促销活动为主，第三终端以

基层义诊、健康科普等公益活动为主要宣传手段。销售网络覆盖全国

各省市县。 



（2）随着公司产品管线不断优化和潜力品种的不断发力，公司

为满足发展需求，相应的市场推广活动也需要不断加大投入力度。因

此公司从经营效益出发，需要经常筛选成本较低、在专业领域有服务

专长、符合公司推广要求的服务商进行合作。 

（3）受原材料上涨、疫情等因素影响，为保障年度计划能够有

效完成，公司进一步提高了推广活动效果的考核，加强了成本费用的

控制。通过不断询价、对比，选择了性价比较高的新的服务商。 

2、服务商审查标准和内容： 

（1）在进行推广活动时，公司通过网络咨询、实地调研、客户

推荐等方式选择在活动期间内具有推广能力的服务商，并按照公司内

部审查标准进行对比筛选。 

（2）公司对服务商的选择有严格的审查标准。主要通过天眼查

等审查服务商资质（服务商法人有无违法记录、是否合法合规等）；

通过访谈审查服务商的服务能力（专业化能力、活动覆盖范围等）；

通过询价、对比行业内单项服务业务收费价格等。根据审查结果，选

择比较优秀的服务商。 

（3）公司对服务商市场推广活动效果有严格的评估标准。对服

务商的合同约定服务内容进行定期抽查和飞行检查，主要审查参与人

数、活动次数、问卷调查结果等，确保公司的服务商能够在一定的时

期内满足公司的推广要求。 

（4）公司主要审查服务商的合法合规运营和学术推广能力，对

其经营稳定性审查少，今后公司将加大这方面的审查力度，继续强化



合作后的效果评估，更加严格地筛选服务商，确保达到公司的服务要

求。 

（二）前述供应商向你公司提供服务的具体内容、服务期限、金

额、付款最终流向，你公司是否与前述供应商签订服务合同，若是，

请列示合同主要内容、合同约定服务期限、付款方式，并报备相关合

同及付款凭证；若否，请说明大额付款未签订合同的原因及你公司相

关方面内控的完善性及有效性； 

回复： 

公司与前述服务商签订了服务合同，并严格按照合同约定内容执

行，活动结束提供相关证明材料并评估合格后才进行付款。 

2019 年服务费明细 

                                                                  单位：万元 

序 供应商 具体内容 服务期限 金额 

1 上海颢远管理咨询中心 
市场推广、产品陈列展

示、宣传品、医院开发 
2019.04.10-2019.12.31 2,954.98  

2 上海欧换营销策划服务中心 

市场推广、测血糖、营销

策划、医院开发、陈列推

广、八段锦 

2019.06.05-2019.12.31 2,647.46  

3 上海晟倾企业管理咨询中心 

市场推广、产品陈列展

示、宣传品、医院开发、

患者调查、客户拜访 

2019.05.01-2019.12.31 2,489.43  

4 
抚顺帅彤市场营销策划有限

责任公司 

市场推广、科室会、产品

培训会、产品陈列 
2019.06.01-2019.11.30 2,225.24  

5 
新宾满族自治县正奥市场营

销策划有限公司 

市场推广、市场调研、营

销策划、医学研讨会、陈

列推广 

2019.01.01-2019.06.30 1,463.46  

 

2020 年服务费明细 

                                                                  单位：万元 



序 供应商 合同内容 服务期限 金额 

1 
上海韩荞企业管理咨询中

心 

市场推广、产品培训费、宣

传物品、推广费 
2020.01.01-2020.06.30 2,499.01  

2 上海臻善企业发展中心 

市场推广、产品培训费、宣

传物品、产品陈列、医院开

发 

2020.01.01-2020.12.31 1,887.69  

3 
抚顺琨卓市场营销策划有

限公司 

市场推广、医院开发、宣传

物料 
2020.01.01-2020.06.30 1,456.03  

4 上海顾承企业管理中心 
市场推广、科室会、宣传物

品、设计印刷 
2019.12.11-2020.06.30 922.40  

5 
沈阳润弘瑞商务服务有限

公司 
市场推广、科室会学术宣传 2020.01.01-2020.12.31 497.69  

 

（三）上海颢远、上海晟倾、上海韩荞、上海臻善、上海顾承五

家公司地址较近的原因，其相互之间及与你公司之间是否具有关联关

系； 

回复： 

经详细求证，这些服务商受地方招商引资优惠政策的吸引而聚集

注册，因此各公司办公地点较近。公司根据天眼查数据查询结果并通

过电话方式确定上述服务商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公司控股股东、董

事、监事、高管的相关信息都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上市规则等

法律法规进行审核备案，公司与服务商合作前都将通过天眼查、客户

资质调研、访谈公司高管、审核备案信息等方式审核其是否存在关联

关系。经审查，上述服务商与控股股东、董事、监事及高管人员不存

在关联关系。通过对公司股权审核，上述服务商与公司之间不存在关

联关系。 

（四）请年审会计师说明针对你公司服务费真实性、准确性，及



相关资金流向采取的审计措施，并对你公司服务费的真实性、准确性，

以及是否存在资金占用等发表明确意见。 

会计师回复： 

针对公司服务费真实性、准确性，及相关资金流向我们实施了如

下的审计程序： 

1、询问并了解服务费的核销流程及审批手续； 

2、获取服务费合同，核实供应商是否已根据合同条款履行了相

应的合同义务，并提供相应的成果； 

3、根据合同条款，检查支付服务费的进度、付款单据、审批单

据等； 

4、对主要供应商进行访谈； 

5、对主要供应商进行工商查询，排查是否存在关联方。 

通过执行了以上程序，已获取了相应的审计证据，我们未发现存

在资金占用情况，公司服务费的会计处理符合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二、平顺县梅海种植专业合作（以下简称“梅海合作社”）、平顺

县龙硕种植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龙硕合作社”）分别为你公司第一、

二大预付款对象，截至 2020年末，你公司对其预付款金额分别为 2600

万元、1400 万元。该两家合作社均成立于 2019 年 10 月 12 日，注册

资本均为 30 万元。请说明： 

（一）前述合作社成立时间较短即成为你公司排名前列的供应商

的原因，前述合作社相互之间及与你公司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回复： 



1、这两家合作社地处太行山深山腹地，覆盖区域广，是连翘的

主产区。梅海合作社和龙硕合作社的发起人和合伙人是当地的药材种

植和经营大户，经验丰富，在当地农户中诚信度高，号召力强，是公

司多年的合作伙伴，能够保证药材采收价格公允，质量可靠。 

2、公司在不断的探索发展中，总结出“政府+公司+合作社+农户”

的四方合作模式，政府提供信任背书，公司负责技术服务、销售，合

作社负责基地管理、采收，农户负责种植。由于“药贩子”为了利益，

在药材成熟前提前收购，导致药材品质差、价格混乱。因此该模式采

用预付款形式，既增加农户种植的积极性，又提前锁定药材采收时间

和价格，保证药材的道地性和品质，保障公司产品储备和市场供应。 

3、2019 年，这些发起人和合伙人组建成立了合作社，继续和公

司保持着良好稳定的合作关系。因此，这两家合作社虽然成立不久，

但是和公司的合作关系却比较长久。公司根据天眼查数据查询并通过

电话方式确定上述合作社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公司与合作社合作前

都将通过天眼查、合作社资质调研、访谈公司高管、审核备案信息等

方式审核其是否存在关联关系。经审查，上述合作社与公司之间不存

在关联关系。 

（二）截至 2021 年第一季度你公司是否向前述合作社新增预付

款及其金额，截至回函日期你公司收到相关货物的情况； 

回复： 

1、山西省政府为了扶持中药材产业发展，2019 年省财政厅印发

了《关于支持中药材产业化联合体试点》的通知，选择产业链齐全、



带动能力强的本公司作为中药材产业化联合体推进试点，对连翘、党

参的种植、采收给予价格保险的扶持政策，并于 2020 年 5 月 20 日在

中药材公司签订协议。公司自组建以来，全方位加强中药材的质量把

控和标准提高，逐渐建立中药材信息数据库，现已具备分析全国中药

材各基地、加工、销售数量、价格走势的能力。在这种情形下，2021

年第一季度，公司再次向梅海合作社新增预付款 1375 万元，向龙硕

合作社新增预付款 3515 万元。 

2、根据合同约定，部分党参、青翘等中药材已陆续入库，截至

回函日党参入库共计 225 吨，金额合计 1057.5 万元；青翘入库共计

420 吨，金额为 2730 万元；共计入库金额 3787.5 万元。剩余预付采

收款为 3802.5 万元，在今年 9-12 月党参、青翘等中药材会陆续到货

入库。预付种植款为 1300 万元，采用先种植后采收方式，种植期限

为三年，采收后按照约定价格进行收购。 

（三）你公司是否与前述合作社签订采购合同，若是，请报备相

关合同并列示采购品类、付款方式、发货时间等主要合同内容，若否，

请结合你公司采购模式、经营情况等说明原因及合理性； 

回复： 

我公司与前述合作社均签订有种植及采购合同。 

合同主要内容 

名称 签订时间 品种 付款方式 供货时间 

龙硕合作社 20191210 青翘水煮 预付 20221231 前 

梅海合作社 20191210 青翘水煮 预付 20221231 前 

龙硕合作社 20200301 青翘水煮 预付 20221231 前 

龙硕合作社 20201110 青翘水煮 预付 20210430 前 



梅海合作社 20201120 青翘水煮 预付 20210430 前 

梅海合作社 20201120 党参统货 预付 20210531 前 

梅海合作社 20201125 党参中、大条、青翘水煮 预付 20210630 前 

龙硕合作社 20210102 青翘水煮 预付 20210630 前 

梅海合作社 20210102 青翘水煮、党参统货 预付 20211031 前 

梅海合作社 20210107 党参中条 预付 20211130 前 

龙硕合作社 20210207 青翘水煮 预付 20211130 前 

龙硕合作社 20210207 党参中条 预付 20211231 前 

龙硕合作社 20210309 青翘水煮、青翘去果柄、党参统货 预付 20211231 前 

（四）请年审会计师就预付款项的真实性、准确性，以及是否符

合商业实质、是否存在资金占用等发表明确意见，并说明其就前述方

面执行的审计程序。 

会计师回复： 

回复：对预付款项实施了如下审计程序： 

1、了解及评价与采购和付款的内部控制设计的有效性，并测试

关键控制执行的有效性； 

2、询问采购员、仓储人员及财务人员有关预付采购事项的流程、

审批及入库等情况； 

3、查阅公司采购支付流程，核对付款单据，材料入库及相应审

批记录； 

4、对大额预付款项进行往来函证，并对函证整个过程进行控制； 

5、对大额预付款项的供应商进行访谈； 

6、对大额预付款项的供应商进行工商查询，排查是否存在关联

方； 

7、获取资产负债表日后有关财务记录，核实是否对预付款项的

已核销。 



通过执行了以上审计程序，并获取了相应的审计证据，公司预付

账款的账务处理符合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我们未发现公司预付账款

存在资金占用情况。 

三、2019 年、2020 年你公司及子公司山西振东医药有限公司均

因编造虚假计税依据等受到税务局行政处罚。请详细说明： 

（一）处罚事由、涉案金额及处罚金额，是否属于应披露未披露

事项，是否涉嫌虚增收入，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明确意见； 

会计师回复： 

处罚事由：公司及其子公司以前年度的费用发票中，部分开票单

位存在欠税等违规行为，因发票协查，税务局对存在违规行为的公司

开具的发票认定为不合规，不得在税前扣除，公司及其子公司当时已

做所得税税前扣除，故受到税务机关的相关处罚。 

涉案金额及处罚金额：公司 2019 年涉案金额合计 415,526.04 元，

处罚金额 10,867.38 元。2020 年涉案金额合计 2,291,409.00 元，处罚

金额 213,443.38 元。 

经审计查验，涉及处罚金额较小，该事项不属于应披露未披露事

项，不涉及虚增收入。 

（二）分产品品类列示你公司主要销售方式（直销、经销等），

以及近两年各品类产品不同销售模式下销售收入、营业成本、毛利率

等，并对同品类产品不同销售模式下毛利率差异较大的情况予以解释

说明（若有）； 

回复： 



公司严格按照国家药品销售等相关法律法规及“两票制”制度开

展工作。公司采用经销的销售方式，将药品销售给商业公司，与商业

公司签订销售合同，并根据合同约定进行发货及开具发票，这些商业

公司都是公司的客户。公司履行了合同中的履约义务，客户收到相应

药品时即确认了公司营业收入，同时药品的控制权由公司转移给了客

户。公司近两年主要产品分类销售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年份 项目 销售模式 收入 成本 毛利率 

2019 

中药 经销 106,114.63 39,165.99 63.09% 

西药 经销 331,562.38 114,364.05 65.51% 

2020 

中药 经销 115,134.99 28,444.82 75.29% 

西药 经销 362,658.10 146,783.50 59.53% 

       

（三）列示你公司近两年前十大经销商名称、注册地、成立日期

及登记状态，是否与你公司存在关联关系，你公司对其销售金额，截

至各年末其最终对外销售金额，是否存在销售退回及退回金额、占销

售收入比例等； 

回复： 

1、经销商即为公司的商业客户，近两年前十大客户情况如下： 

2019 年前十大客户明细 

                                                                  单位：万元、% 

序 
客户 

名称 
注册地 

成立 

日期 

登记 

状态 

是否 

关联 

销售 

金额 

是否

退货

退款 

占比 

1 国药控股股 上海市黄浦区龙华 2003.1.8 存续 否 51,539.83 否 11.72 



份有限公司 东路 385 号一层 

2 

华润医药商

业集团有限

公司 

北京市东城区安定

门内大街 257 号 
2000.12.27 存续 否 29,383.19 否 6.68 

3 

九州通医药

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湖北省武汉市汉阳

区龙阳大道特 8 号 
1999.3.9 存续 否 10,267.22 否 2.33 

4 
上药控股有

限公司 

中国（上海）自由贸

易试验区美盛路 56

号 406 室 

2010.4.26 存续 否 7,004.14 否 1.59 

5 

国药集团药

业股份有限

公司 

北京市东城区永定

门西滨河路 8 号院 7

楼西塔 6-9 层 

1999.12.21 存续 否 6,016.95 否 1.37 

6 

北京科园信

海医药经营

有限公司 

北京市丰台区南四

环西路 186 号四区 1

号楼 8-9 层 

1999.3.8 存续 否 3,950.03 否 0.90 

7 

上药科泽（上

海）医药有限

公司 

上海市虹口区汶水

东路 918 弄 3 号 108

室 

1997.10.4 存续 否 3,397.00 否 0.77 

8 

河北龙海新

药经营有限

公司 

石家庄市桥西区汇

丰路６８号 
2001.2.9 存续 否 3,289.34 否 0.75 

9 

安徽天星医

药集团有限

公司 

安徽省合肥市经济

技术开发区慈光路

118 号 

2002.12.28 存续 否 3,273.19 否 0.74 

10 

湖南赛灵医

药健康有限

公司 

长沙高新开发区火

炬城 M0 号北七楼 
2006.3.29 存续 否 3,115.24 否 0.71 

注：上述客户销售金额均为合并数据，注册地址、成立日期均为集团公司信息。 

2020 年前十大客户明细 

                                                                  单位：万元、% 

序 
客户 

名称 
注册地 

成立 

日期 

登记 

状态 

是否 

关联 

销售 

金额 

是否

退货

退款 

占比 

1 
国药控股股

份有限公司 

上海市黄浦区龙华

东路 385 号一层 
2003.1.8 存续 否 59,630.16 否 12.3 

2 

华润医药商

业集团有限

公司 

北京市东城区安定

门内大街 257 号 
2000.12.27 存续 否 33,144.56 否 6.84 

3 

九州通医药

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湖北省武汉市汉阳

区龙阳大道特 8 号 
1999.3.9 存续 否 12,705.93 否 2.62 



4 

阿里健康大

药房医药连

锁有限公司 

广州高新技术产业

开发区科学城科学

大道 243 号 A5 栋

501 房 

2008.11.6 存续 否 9,373.80 否 1.93 

5 

国药集团药

业股份有限

公司 

北京市东城区永定

门西滨河路 8 号院 7

楼西塔 6-9 层 

1999.12.21 存续 否 8,189.53 否 1.69 

6 

湖南赛灵医

药科技有限

公司 

长沙高新开发区火

炬城 M0 号北七楼 
2006.3.29 存续 否 5,704.66 否 1.18 

7 

上药科泽（上

海）医药有限

公司 

上海市虹口区汶水

东路 918 弄 3 号 108

室 

1997.10.4 存续 否 4,234.72 否 0.87 

8 

浙江英诺珐

医药有限公

司 

浙江省金华市婺城

区神丽路 399 号 
2003.4.28 存续 否 3,523.52 否 0.73 

9 

岳西县徽记

农业开发有

限公司 

安徽省安庆市岳西

县莲云乡县经济开

发区莲塘路 28 号 

2011.9.21 存续 否 3,137.00 否 0.65 

10 
上药控股有

限公司 

中国（上海）自由贸

易试验区美盛路 56

号 406 室 

2010.4.26 存续 否 3,073.10 否 0.63 

注：上述客户销售金额均为合并数据，注册地址、成立日期均为集团公司信息。 

2、公司控股股东、董事、监事、高管的相关信息都严格按照公

司法、证券法、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进行审核备案，公司与经销商合

作前都将通过天眼查、客户资质调研、访谈公司高管、审核备案信息

等方式审核其是否存在关联关系。经审查，公司合作的经销商与公司

不存在关联关系。 

（四）请年审会计师说明针对你公司不同销售方式下销售收入

的真实性、准确性采取的审计措施。 

会计师回复： 

针对公司销售收入的真实性、准确性实施了如下审计程序： 

1、了解及评价销售与收款的内部控制设计的有效性，并测试关



键控制执行的有效性； 

2、通过访谈财务部总监和销售部总监，了解不同销售模式下对

财务的影响； 

3、对收入进行细节性测试，检查销售合同、销售出库单、对方

验收单或回执单或快递单签收信息、收款凭证； 

4、通过与上年度销售收入对比，对收入的增长、毛利率等进行

分析性程序； 

5、通过销售收入记账和销售出库单对收入进行发生测试、完整

性测试； 

6、对资产负债表日前后的收入进行截止测试； 

7、查看资产负债表日期后事项，是否存在期后退回等情况； 

8、对主要客户进行函证，对函证的整个过程保持控制； 

9、对主要客户进行工商查询以及访谈。 

通过执行了以上程序，已获取了相应的审计证据，未发现销售收

入的真实性、准确性存在重大错报。 

四、截至 2020 年末，你公司商誉账面价值为 23.35 亿元，占公

司净资产的 41.07%，主要为并购北京振东朗迪制药有限公司形成的

商誉。前次问询函要求你公司说明商誉减值测试的计算过程及关键参

数，收入、利润预测情况及关键参数与收购时、以前年度预测是否存

在差异，回函仅对比永续期关键参数，未对比预测期相关参数。请列

表完整对比并购时、以前年度及2020年度评估/商誉减值测试预测期、

永续期相关参数，并就变动较大的参数进行解释说明。 



回复：  

1、并购时、以前年度及 2020 年预测期、永续期收入预测数据如

下： 

朗迪制药历次收入预测数据 

                                                   单位：万元 

年度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收购时点 33,579.19 46,818.29 58,809.24 70,104.96 80,275.84 87,603.45 

2016 年报 42,321.32 50,267.28   54,552.66    63,754.10    73,334.56    82,168.00  

2017 年报 42,321.32 50,267.28 88,818.77   93,571.04   104,939.72   115,433.70  

2018 年报 42,321.32 50,267.28 88,818.77 138,455.32  155,151.56   170,340.44  

2019 年报 42,321.32 50,267.28 88,818.77 138,455.32 141,710.20  162,152.38  

2020 年报 42,321.32 50,267.28 88,818.77 138,455.32 141,710.20 148,259.71 

年度 2021 年 2022 年 2023 年 2024 年 2025 年 永续期 

收购时点 87,603.45 87,603.45 87,603.45 87,603.45 87,603.45 87,603.45 

2016 年报    87,098.08    87,098.08    87,098.08    87,098.08    87,098.08    87,098.08  

2017 年报   122,359.72   126,030.51   126,030.51   126,030.51   126,030.51   126,030.51  

2018 年报   180,535.11   188,025.67   195,318.56   195,318.56   195,318.56   195,318.56  

2019 年报   171,856.35   180,486.52   187,474.56   192,806.21   192,806.21   192,806.21  

2020 年报   166,246.66   174,545.03   181,242.76   186,671.80   192,263.70   192,263.70  

注 1：2016 年报商誉减值测试评估预测中 2015 年度、2016 年度为实际发生数据； 

注 2：2017 年报商誉减值测试评估预测中 2015 年度、2016 年度、2017 年度为实际发生数据； 

注 3：2018 年报商誉减值测试评估预测中 2015 年度、2016 年度、2017 年度、2018 年度为实际发生数据； 

注 4：2019 年报商誉减值测试评估预测中 2015 年度、2016 年度、2017 年度、2018 年度、2019 年度为实

际发生数据； 

注 5：2020 年报商誉减值测试评估预测中 2015 年度、2016 年度、2017 年度、2018 年度、2019 年度、2020

年度为实际发生数据； 

注 6：表内红色字体为实际发生数据；蓝色字体为对应当年年报预测永续期数据。 

经过对比收购时点、以前年度及 2020 年度预测期、永续期收入

数据可知，收购时点与 2016 年度预测期、永续期预测收入数据比较

下基本一致；2018 年度、2019 年度、2020 年度预测期、永续期预测

收入数据比较下基本一致， 2017 年度、2018 年度预测数据比较下差

异较大，差异原因如下： 



2017 年度预测收入较 2016 年度大幅提升，主要原因是 2017 年

朗迪制药主打产品碳酸钙 D3 片、碳酸钙 D3 颗粒剂纳入医保范围内，

朗迪制药产品销售数量、销售单价双提升；同时公司生产的应用于儿

童补钙制剂碳酸钙 D3 颗粒，在当年市场反馈良好，实现收入同比增

长 127%，2017 年度整体收入实现较 2016 年度增长 94%，收入增长

效果显著，且产品结构实现了优化和提升。同时随着我国医保覆盖率

的提高，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建立与完善，我国医保类药品将进入“新

蓝海”，预测朗迪制药收入将持续稳步增长。 

2018 年预测收入较 2017 年进一步较大提升，差异原因主要是

2017 年起国务院医改办、国家卫生计生委等 8 部门联合推行“两票制”

医药改革，2018 年度为两票制政策落地年，朗迪制药严格按照国家

两票制要求经营，减少以往经销模式的中间流通环节，产品实现了从

生产端到产品出厂价格提升，2018 年度朗迪制药实现销售收入同比

增长 57%。受益于行业发展趋势、企业产品优势、品牌优势等，销量

逐步提升，随着“两票制”政策的全面渗透，预计未来预测期朗迪制药

收入将持续增长。 

2、并购时、以前年度及 2020 年预测期、永续期毛利率预测数据

如下： 

朗迪制药历次毛利率预测数据 

年度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收购时点 68% 83% 83% 83% 83% 83% 

2016 年报 82% 84% 83% 82% 82% 82% 



注 1：2016 年报商誉减值测试评估预测中 2015 年度、2016 年度为实际发生数据； 

注 2：2017 年报商誉减值测试评估预测中 2015 年度、2016 年度、2017 年度为实际发生数据； 

注 3：2018 年报商誉减值测试评估预测中 2015 年度、2016 年度、2017 年度、2018 年度为实际发生数据； 

注 4：2019 年报商誉减值测试评估预测中 2015 年度、2016 年度、2017 年度、2018 年度、2019 年度为实

际发生数据； 

注 5：2020 年报商誉减值测试评估预测中 2015 年度、2016 年度、2017 年度、2018 年度、2019 年度、2020

年度为实际发生数据； 

注 6：表内红色字体为实际发生数据；蓝色字体为对应当年年报预测永续期数据。 

经过对比收购时点、以前年度及 2020 年度预测期、永续期毛利

率数据可知，收购时点与 2016 年度预测期及永续期毛利率水平均在

82%~83%区间，基本一致。2017 年度、2018 年度、2019 年度、2020

年度预测期及永续期毛利率预测水平均在 87%~88%区间，基本保持

一致。2017 年度较 2016 年度存在较大差异，差异原因为 2017 年度

朗迪制药主打产品碳酸钙 D3 片、碳酸钙 D3 颗粒剂均纳入国家医保

目录，品牌推广和认可度提升，销量扩大，同时产品单价提升，2017

年度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94%，随着销售收入规模扩大，产能利用率提

升、边际成本效应导致毛利率提升。 

3、并购时、以前年度及 2020 年预测期、永续期净利润预测数据

如下： 

2017 年报 82% 84% 88% 88% 88% 87% 

2018 年报 82% 84% 88% 88% 87% 87% 

2019 年报 82% 84% 88% 88% 91% 88% 

2020 年报 82% 84% 88% 88% 91% 90% 

年度 2021 年 2022 年 2023 年 2024 年 2025 年 永续期 

收购时点 83% 83% 83% 83% 83% 83% 

2016 年报 82% 82% 82% 82% 82% 82% 

2017 年报 87% 87% 87% 87% 87% 87% 

2018 年报 87% 87% 87% 87% 87% 87% 

2019 年报 88% 87% 87% 87% 87% 87% 

2020 年报 88% 88% 88% 88% 87% 87% 



朗迪制药历次净利润预测数据 

                                                       单位：万元 

年度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收购时点 14,433.18 19,480.41 24,478.10 29,577.57 33,961.11 37,177.31 

2016 年报 16,063.03 19,793.04 24,212.47 28,198.96 32,532.65 36,447.18 

2017 年报 16,063.03 19,793.04 24,933.76 27,774.59 31,263.79 34,447.35 

2018 年报 16,063.03 19,793.04 24,933.76 28,609.71 30,084.18 34,538.68 

2019 年报 16,063.03 19,793.04 24,933.76 28,609.71 29,886.74 29,026.88 

2020 年报 16,063.03 19,793.04 24,933.76 28,609.71 29,886.74 34,924.41 

年度 2021 年 2022 年 2023 年 2024 年 2025 年 永续期 

收购时点 37,177.31 37,177.31 37,177.31 37,177.31 37,177.31 37,177.31 

2016 年报 38,606.38 38,606.38 38,606.38 38,606.38 38,606.38 38,606.38 

2017 年报 36,661.12 36,442.87 36,442.87 36,442.87 36,442.87 36,442.87 

2018 年报 35,172.68 37,297.69 37,297.69 37,297.69 37,297.69 37,297.69 

2019 年报 31,311.40 32,609.22 34,003.57 35,118.03 35,118.03 35,118.03 

2020 年报 31,175.53 32,542.46 33,172.30 33,841.90 34,225.81 34,225.81 

注 1：2016 年报商誉减值测试评估预测中 2015 年度、2016 年度为实际发生数据； 

注 2：2017 年报商誉减值测试评估预测中 2015 年度、2016 年度、2017 年度为实际发生数据； 

注 3：2018 年报商誉减值测试评估预测中 2015 年度、2016 年度、2017 年度、2018 年度为实际发生数据； 

注 4：2019 年报商誉减值测试评估预测中 2015 年度、2016 年度、2017 年度、2018 年度、2019 年度为实

际发生数据； 

注 5：2020 年报商誉减值测试评估预测中 2015 年度、2016 年度、2017 年度、2018 年度、2019 年度、2020

年度为实际发生数据； 

注 6：表内红色字体为实际发生数据；蓝色字体为对应当年年报预测永续期数据。 

经过对比收购时点、以前年度及 2020 年度预测期、永续期毛利

率数据可知，收购时点与 2016 年度预测期、永续期净利润水平基本

一致。2017 年度以后预测期、永续期净利润水平略低于以前年度，

但整体差异不大。主要是随着企业由 2015 年至 2017 年快速成长期进

入到稳定成熟阶段，收入规模的逐步提升，基数变大，未来利润保持

持续高增长趋势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企业基于谨慎性出发，考虑到

未来竞争加剧，品牌宣传及销售费用加大，预期净利润较历史期预测

略有下降。其中 2019 年度预测具体预测期内预测净利润数据下降略



大，主要是基于疫情影响存在不确定性，谨慎预测。 

4、并购时、以前年度及 2020 年预测期、永续期折现率预测数据

如下： 

朗迪制药历次折现率预测数据 

项目 收购时点 2016 年度 2017 年度 2018 年度 2019 年度 2020 年度 

折现率 12.65% 15.33% 14.90% 13.39% 13.77% 13.71% 

注：收购时点折现率口径为税后折现率 

收购时点、以前年度及 2020 年度折现率测算受市场平均收益水

平、行业较整体风险系数、企业自身资本结构、生产经营状况等因素

影响略有浮动。其中 2018 年度、2019 年度、2020 年度测算折现率分

别为 13.39%、13.77%、13.71%，差异不大，基本保持一致；收购时

点与 2016年、2017年、2018年折现率分别为 12.65%、15.33%、14.90%、

13.39%，存在一定差异，差异原因如下： 

（1）主要原因是评估对象和评估目的不一样，影响采用的折现

率含义和选取标准不同。并购时的评估对象是股东全部权益，折现率

采用与股权自由现金流对应的股东权益资本成本，为税后折现率；商

誉减值测试的评估对象是收购朗迪制药形成的商誉减值测试涉及相

关的资产组，所使用的折现率为购置或者投资资产时所要求的必要报

酬率，为税前折现率。若将收购时点折现率同口径折算为税前折现率

为 14.88%，与 2016 年度、2017 年度折现率测算水平 15.33%、14.90%

基本一致。 

（2）2017 年度与 2018 年差异较大原因为，企业由快速成长期

进入到稳定成熟期，主打产品进入医保、两票制稳步推进，收入规模



层层递进，市场占有率逐步提升，小儿碳酸钙颗粒市场销量大幅增长，

单一产品依赖格局逐步缓解，企业抗风险能力增强，基于此特殊风险

系数由 2017 年 3.5%下调为 2018 年度 3%。 

综上，由于年度跨度较大，受宏观经济形势、产业政策、行业发

展趋势以及企业自身的发展阶段影响，本次预测与收购时点以及以前

年度整体数据略有差异，但是净利润、毛利率、折现率等关键性指标

差异不大，变动在可控区间内，预测符合企业对应当年实际情况，且

更加趋于谨慎。 

五、回函中称，“因地域广、范围大、数量多，相应的宣传费、

推广费、服务费等市场运营费较高，根据收入与费用配比原则，在收

入确认时，此类费用按标准进行预提入账”。请补充说明预提前述费

用的具体标准，是否符合相关会计准则。 

回复： 

根据公司与第三方服务公司签订的市场推广协议，针对不同产

品、不同地区约定不同的市场推广费用标准，从 45%-55%不等。根

据收入与费用配比原则，以权责发生制为基础，确认收入时，相对应

的此类费用预提记入销售费用-销售费或销售服务费，符合相关会计

准则。 

六、2020 年年报显示，你公司将“收中央财政应急物资保障体系

建设补助资金”4912万元全额确认为其他收益。请说明该项政府补助

具体内容，你公司将其确认为与日常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而非与资产

相关的政府补助的原因及合理性，并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1、中央财政应急物资保障体系建设补助资金计提内容：根据《财

政部关于下达支持应急物资保障体系建设补助资金预算的通知》（财

建〔2020〕289 号），应急物资保障体系建设用于支持地方加快补齐

应急物资保障短板，健全完善中央和地方统筹安排、分级储备、重特

大突发事件发生时可统一调度的应急物资保障体系。各市围绕相关政

策要求中明确的进一步充实完善专用应急政府储备、大力支持产能备

份建设、增强医疗物资和装备应急转产能力等三方面重点任务，统筹

整合已有储备资源，进一步充实完善专用应急政府储备的品种规模，

对重大传染病防治专用药品和医疗防护物资储备的采购、轮换、管理

及利息费用支出予以补助支持。中央财政安排的应急物资保障体系建

设资金，以人口为主要因素，兼顾县级行政区划数量，同时考虑各市

财力差异和疫情防控投入情况，按照因素法切块分配，属一次性补助

资金。 

2、我公司根据山西省财政厅《关于下达中央支持应急物资保障

体系建设补助资金的通知》（晋财建一（2020）158 号）文件进行了

项目资金申报，其中传染病防治产能备份建设资金 186 万元，购买原

辅料、包材 4260 万元，疫情药品产品研发 554 万元，共计 5000 万元。 

3、根据企业会计准则 16 号—政府补助，用于购买固定资产或无

形资产的财政拨款为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除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

助之外的政府补助为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我公司根据申报书的内

容，用于购买原辅料、包材 4260 万元，疫情药品产品研发 554 万元



以及已经购置的初、中效板式过滤器等设备配件 98 万元，共计 4912

万元确认为与收益相关政府补助计入其他收益。 

会计师在进行年报审计时认为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我公司还

剩余 1631 万元专项资金未支付，审计调整 1631 万元至递延收益，在

以后年度确认收益。实际此笔政府补助计入当期收益的为 3281 万元。

由于财务人员疏忽，未将审计调整后的数据分类明细录入，调整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全文“第十二节-财务报告，七、合并财务报表项目注

释-84.政府补助-（1）政府补助基本情况”中的政府补助明细如下： 

                                                                             单位：元 

种类 金额 列报项目 计入当期损益的金额 

收个税手续费 2,655,946.23 其他收益 2,655,946.23 

收中央财政应急物资保

障体系建设补助资金 
32,806,414.88 其他收益 32,806,414.88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中医

药现代化研究重点专项

2019 年度立项项目预算 

 6,405,000.00 递延收益  

2019 年山西省专利推广

实施资助专项（复方苦

参注射液） 

2,350,000.00  递延收益 1,988,461.54  

 复方苦参注射液治

疗疫情病毒开发研究

项目  

17,193,585.12  递延收益  

 中央应急物资保障

体系建设项目  
1,500,000.00  递延收益  

500 吨药茶建设项目 2,200,000.00  递延收益 1,100,000.00  

比卡鲁胺原料及胶囊一

致性评价研究 
7,650,000.00  递延收益 765,000.00  

果胶铋大品种开发、国

际化开发 
110,000.00  递延收益 110,000.00  

一致性评价（对乙酰氨

基酚专项奖励） 
550,000.00  递延收益 536,000.00  

市级绿色工厂一次性奖

励 
100,000.00  递延收益 100,000.00  

收到岗位补贴款（北京

市昌平区社会保险事业

管理中心） 

467,982.57  其他收益 467,982.57  



收到岗补、社补-昌平区

人力资源保障局 
376,525.19  其他收益 376,525.19  

宜春康朗收宜春市袁州

区企业发展基金 
6,308,800.00  其他收益 6,308,800.00  

大同开发区纳税贡献奖 1,895,600.00  其他收益 1,895,600.00  

泰盛制药研发费用奖励 1,850,000.00  其他收益 1,850,000.00  

中药材标准化项目 1,613,192.02  其他收益 1,613,192.02  

山西省财政局贷款贴息 1,450,000.00  其他收益 1,450,000.00  

昌平区生态环境局锅炉

补助资金 
300,000.00  其他收益 300,000.00  

...... ...... ...... ...... 

合计   78,935,966.66 

 

会计师回复： 

振东制药 2020 年收到财政部应急物资保障资金 5000 万元，用于

振东制药复方苦参注射液产能备份建设项目购买设备、原材料、研发

等。公司根据政府补贴申请用途入账，用于购买设备及资本化的研发

支出记入递延收益，用于购买原材料的一次性转损益。 

项目组获取了相关政策文件，收款凭证，企业申报材料，企业申

报的资金用途，资金使用的合同、付款凭证等相关财务资料。对市财

政局、省财政厅项目评估相关人员等部门人员进行了走访，了解下发

补助资金的初衷、资金管理、后续监管等相关情况。 

经审计，公司资金的使用与申报的用途一致，审计过程中将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未使用的补贴资金调减当期损益 1631 万元。对用

于购买固定资产及符合资本化条件的研发支出进递延收益，对购买原

材料等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性质的实际支出进当期损益符合相关规定。 

七、你公司于 2013 年就你公司下属子公司山西振东医药有限公

司与耿志友、刘月联合同纠纷案全额计提预计负债，2020 年你公司



根据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做出的终审判决结果冲回该笔损失，增加本

期利润 3167 万元。2014 年 1 月你公司控股股东已承诺前述案件给公

司可能造成的损失全部由其承担，请说明以前期间你公司会计处理是

否充分考虑该承诺的影响，2020 年你公司冲回该笔损失是否符合会

计准则的规定。请你公司年审会计师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1、2013年12月27日由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出具的编号为（2013）

晋民终字第 97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书对耿志友、刘月联与本公司下

属子公司山西振东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振东医药”）的合同纠

纷作出终审判决。判振东医药补偿耿志友、刘月联 1797 万元，土地

补偿款 1320 万元，承担案件受理费 50 万元。我公司不服本判决，依

法申请再审，最终结果尚不确定。公司根据此判决书认为此项诉讼符

合或有事项的确认标准，于 2013 年 12 月确认预计负债 3167 万元，

同时计入营业外支出 3167 万元。 

2、2014 年 4 月 3 日公司发布诉讼进展公告（编号：2014-018），

公告内容：2014 年 4 月 3 日，公司收到最高人民法院（2014）民申

字第 462 号民事申请再审案件受理通知书，具体情况如下：振东医药

因与耿志友、刘月联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3）

晋民终字第 97 号民事判决，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

院已于 2014 年 3 月 26 日立案审查。本次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

利润将产生一定影响。如果振东医药胜诉，在 2013 年确认的预计负

债将予以冲回；如果败诉，公司控股股东山西振东健康产业集团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振东集团”）将对公司的损失予以补偿，补偿款项

将计入资本公积。 

3、2020 年 6 月 30 日，子公司振东医药根据山西省高级人民法

院 2020 年 5 月 9 日（2019）晋民终 661 号民事判决书，驳回耿志友、

刘月联的诉讼请求，维持原判，控股股东振东集团不需要承担该项损

失，冲回预计损失，增加本期利润 3167 万元。 

4、2008 年 12 月 26 日，财政部发布《关于做好执行会计准则企

业 2008 年年报工作的通知》（财会函【2008】60 号）中曾规定：企

业接受的捐赠和债务豁免，按照会计准则规定符合确认条件的，通常

应当确认为当期收益。如果接受控股股东或控股股东的子公司直接或

间接的捐赠，从经济实质上判断属于控股股东对企业的资本性投入，

应作为权益性交易，相关利得计入所有者权益（资本公积）。故前期

公司的会计处理充分考虑了该承诺的影响，2020 年公司冲回该笔损

失符合会计准则的规定。 

会计师回复： 

公司于 2013 年就下属子公司振东医药与耿志友、刘月联合同纠

纷案全额计提预计负债是根据当时法院二审判决结果进行的会计处

理。控股股东承诺前述案件给公司可能造成的损失全部由其承担的事

项当时没有实际发生，公司考虑在该事项实际发生时按控股股东对公

司的无偿捐赠记入资本公积，把法院判决与控股股东承诺按两个会计

事项进行处理。 

审计过程中，我们获取了法院的判决，控股股东承诺及公司会计



处理的相关资料。经审计，2020 年公司获取法院最终判决后，冲回

该笔损失符合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特此公告。 

                         山西振东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6 月 17 日 


	一、2019年、2020年你公司销售费用中服务费分别高达75,657.40万元、87,470.38万元，占当年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17%、18%。2019年服务费前五大供应商分别为上海颢远管理咨询中心（以下简称“上海颢远”）、上海欧换营销策划服务中心（以下简称“上海欧换”）、上海晟倾企业管理咨询中心（以下简称“上海晟倾”）、抚顺帅彤市场营销策划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抚顺帅彤”）、新宾满族自治县正奥市场营销策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宾正奥”），合计支付11,780.57万元；2020年服务费前五大...
	经查询工商信息，你公司前述10家供应商均成立于近三年，9家参保人数为0人（抚顺帅彤未公示参保人数）。截至目前，2019年前五大服务费供应商均已注销，2020年前五大服务费供应商中上海臻善、抚顺琨卓、上海顾承3家已注销。上海颢远、上海晟倾、上海韩荞、上海臻善、上海顾承5家公司注册地址均位于上海市金山区张堰镇松金公路2514号1幢。请补充说明以下问题：
	（一）你公司2019年、2020年前五大服务费供应商均不相同，请说明你公司服务费供应商更换频繁的原因，你公司筛选服务费供应商的标准，是否审查其合法合规性、经营稳定性等；
	回复：
	（二） 前述供应商向你公司提供服务的具体内容、服务期限、金额、付款最终流向，你公司是否与前述供应商签订服务合同，若是，请列示合同主要内容、合同约定服务期限、付款方式，并报备相关合同及付款凭证；若否，请说明大额付款未签订合同的原因及你公司相关方面内控的完善性及有效性；
	回复：
	（三） 上海颢远、上海晟倾、上海韩荞、上海臻善、上海顾承五家公司地址较近的原因，其相互之间及与你公司之间是否具有关联关系；
	回复：
	（四） 请年审会计师说明针对你公司服务费真实性、准确性，及相关资金流向采取的审计措施，并对你公司服务费的真实性、准确性，以及是否存在资金占用等发表明确意见。
	会计师回复：
	二、平顺县梅海种植专业合作（以下简称“梅海合作社”）、平顺县龙硕种植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龙硕合作社”）分别为你公司第一、二大预付款对象，截至2020年末，你公司对其预付款金额分别为2600万元、1400万元。该两家合作社均成立于2019年10月12日，注册资本均为30万元。请说明：
	（一）前述合作社成立时间较短即成为你公司排名前列的供应商的原因，前述合作社相互之间及与你公司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回复：
	1、这两家合作社地处太行山深山腹地，覆盖区域广，是连翘的主产区。梅海合作社和龙硕合作社的发起人和合伙人是当地的药材种植和经营大户，经验丰富，在当地农户中诚信度高，号召力强，是公司多年的合作伙伴，能够保证药材采收价格公允，质量可靠。
	2、公司在不断的探索发展中，总结出“政府+公司+合作社+农户”的四方合作模式，政府提供信任背书，公司负责技术服务、销售，合作社负责基地管理、采收，农户负责种植。由于“药贩子”为了利益，在药材成熟前提前收购，导致药材品质差、价格混乱。因此该模式采用预付款形式，既增加农户种植的积极性，又提前锁定药材采收时间和价格，保证药材的道地性和品质，保障公司产品储备和市场供应。
	3、2019年，这些发起人和合伙人组建成立了合作社，继续和公司保持着良好稳定的合作关系。因此，这两家合作社虽然成立不久，但是和公司的合作关系却比较长久。公司根据天眼查数据查询并通过电话方式确定上述合作社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公司与合作社合作前都将通过天眼查、合作社资质调研、访谈公司高管、审核备案信息等方式审核其是否存在关联关系。经审查，上述合作社与公司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截至2021年第一季度你公司是否向前述合作社新增预付款及其金额，截至回函日期你公司收到相关货物的情况；
	回复：
	（三）你公司是否与前述合作社签订采购合同，若是，请报备相关合同并列示采购品类、付款方式、发货时间等主要合同内容，若否，请结合你公司采购模式、经营情况等说明原因及合理性；
	回复：
	我公司与前述合作社均签订有种植及采购合同。
	（四）请年审会计师就预付款项的真实性、准确性，以及是否符合商业实质、是否存在资金占用等发表明确意见，并说明其就前述方面执行的审计程序。
	三、2019年、2020年你公司及子公司山西振东医药有限公司均因编造虚假计税依据等受到税务局行政处罚。请详细说明：
	（一）处罚事由、涉案金额及处罚金额，是否属于应披露未披露事项，是否涉嫌虚增收入，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明确意见；
	（二） 分产品品类列示你公司主要销售方式（直销、经销等），以及近两年各品类产品不同销售模式下销售收入、营业成本、毛利率等，并对同品类产品不同销售模式下毛利率差异较大的情况予以解释说明（若有）；
	（三） 列示你公司近两年前十大经销商名称、注册地、成立日期及登记状态，是否与你公司存在关联关系，你公司对其销售金额，截至各年末其最终对外销售金额，是否存在销售退回及退回金额、占销售收入比例等；
	回复：
	（四） 请年审会计师说明针对你公司不同销售方式下销售收入的真实性、准确性采取的审计措施。
	四、 截至2020年末，你公司商誉账面价值为23.35亿元，占公司净资产的41.07%，主要为并购北京振东朗迪制药有限公司形成的商誉。前次问询函要求你公司说明商誉减值测试的计算过程及关键参数，收入、利润预测情况及关键参数与收购时、以前年度预测是否存在差异，回函仅对比永续期关键参数，未对比预测期相关参数。请列表完整对比并购时、以前年度及2020年度评估/商誉减值测试预测期、永续期相关参数，并就变动较大的参数进行解释说明。
	1、并购时、以前年度及2020年预测期、永续期收入预测数据如下：
	五、 回函中称，“因地域广、范围大、数量多，相应的宣传费、推广费、服务费等市场运营费较高，根据收入与费用配比原则，在收入确认时，此类费用按标准进行预提入账”。请补充说明预提前述费用的具体标准，是否符合相关会计准则。
	回复：
	根据公司与第三方服务公司签订的市场推广协议，针对不同产品、不同地区约定不同的市场推广费用标准，从45%-55%不等。根据收入与费用配比原则，以权责发生制为基础，确认收入时，相对应的此类费用预提记入销售费用-销售费或销售服务费，符合相关会计准则。
	六、 2020年年报显示，你公司将“收中央财政应急物资保障体系建设补助资金”4912万元全额确认为其他收益。请说明该项政府补助具体内容，你公司将其确认为与日常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而非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的原因及合理性，并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1、中央财政应急物资保障体系建设补助资金计提内容：根据《财政部关于下达支持应急物资保障体系建设补助资金预算的通知》（财建〔2020〕289号），应急物资保障体系建设用于支持地方加快补齐应急物资保障短板，健全完善中央和地方统筹安排、分级储备、重特大突发事件发生时可统一调度的应急物资保障体系。各市围绕相关政策要求中明确的进一步充实完善专用应急政府储备、大力支持产能备份建设、增强医疗物资和装备应急转产能力等三方面重点任务，统筹整合已有储备资源，进一步充实完善专用应急政府储备的品种规模，对重大传染病防治专...
	2、我公司根据山西省财政厅《关于下达中央支持应急物资保障体系建设补助资金的通知》（晋财建一（2020）158号）文件进行了项目资金申报，其中传染病防治产能备份建设资金186万元，购买原辅料、包材4260万元，疫情药品产品研发554万元，共计5000万元。
	3、根据企业会计准则16号—政府补助，用于购买固定资产或无形资产的财政拨款为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除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之外的政府补助为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我公司根据申报书的内容，用于购买原辅料、包材4260万元，疫情药品产品研发554万元以及已经购置的初、中效板式过滤器等设备配件98万元，共计4912万元确认为与收益相关政府补助计入其他收益。
	会计师在进行年报审计时认为至2020年12月31日，我公司还剩余1631万元专项资金未支付，审计调整1631万元至递延收益，在以后年度确认收益。实际此笔政府补助计入当期收益的为3281万元。由于财务人员疏忽，未将审计调整后的数据分类明细录入，调整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全文“第十二节-财务报告，七、合并财务报表项目注释-84.政府补助-（1）政府补助基本情况”中的政府补助明细如下：
	振东制药2020年收到财政部应急物资保障资金5000万元，用于振东制药复方苦参注射液产能备份建设项目购买设备、原材料、研发等。公司根据政府补贴申请用途入账，用于购买设备及资本化的研发支出记入递延收益，用于购买原材料的一次性转损益。
	项目组获取了相关政策文件，收款凭证，企业申报材料，企业申报的资金用途，资金使用的合同、付款凭证等相关财务资料。对市财政局、省财政厅项目评估相关人员等部门人员进行了走访，了解下发补助资金的初衷、资金管理、后续监管等相关情况。
	经审计，公司资金的使用与申报的用途一致，审计过程中将截止2020年12月31日未使用的补贴资金调减当期损益1631万元。对用于购买固定资产及符合资本化条件的研发支出进递延收益，对购买原材料等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性质的实际支出进当期损益符合相关规定。
	七、 你公司于2013年就你公司下属子公司山西振东医药有限公司与耿志友、刘月联合同纠纷案全额计提预计负债，2020年你公司根据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做出的终审判决结果冲回该笔损失，增加本期利润3167万元。2014年1月你公司控股股东已承诺前述案件给公司可能造成的损失全部由其承担，请说明以前期间你公司会计处理是否充分考虑该承诺的影响，2020年你公司冲回该笔损失是否符合会计准则的规定。请你公司年审会计师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1、2013年12月27日由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出具的编号为（2013）晋民终字第9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书对耿志友、刘月联与本公司下属子公司山西振东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振东医药”）的合同纠纷作出终审判决。判振东医药补偿耿志友、刘月联1797万元，土地补偿款1320万元，承担案件受理费50万元。我公司不服本判决，依法申请再审，最终结果尚不确定。公司根据此判决书认为此项诉讼符合或有事项的确认标准，于2013年12月确认预计负债3167万元，同时计入营业外支出3167万元。
	2、2014年4月3日公司发布诉讼进展公告（编号：2014-018），公告内容：2014年4月3日，公司收到最高人民法院（2014）民申字第462号民事申请再审案件受理通知书，具体情况如下：振东医药因与耿志友、刘月联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3）晋民终字第97号民事判决，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已于2014年3月26日立案审查。本次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将产生一定影响。如果振东医药胜诉，在2013年确认的预计负债将予以冲回；如果败诉，公司控股股东山西振东健康产业...
	3、2020年6月30日，子公司振东医药根据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20年5月9日（2019）晋民终661号民事判决书，驳回耿志友、刘月联的诉讼请求，维持原判，控股股东振东集团不需要承担该项损失，冲回预计损失，增加本期利润3167万元。
	4、2008年12月26日，财政部发布《关于做好执行会计准则企业2008年年报工作的通知》（财会函【2008】60号）中曾规定：企业接受的捐赠和债务豁免，按照会计准则规定符合确认条件的，通常应当确认为当期收益。如果接受控股股东或控股股东的子公司直接或间接的捐赠，从经济实质上判断属于控股股东对企业的资本性投入，应作为权益性交易，相关利得计入所有者权益（资本公积）。故前期公司的会计处理充分考虑了该承诺的影响，2020年公司冲回该笔损失符合会计准则的规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