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问题 2、一季报显示，公司 2022 年 1-3 月实现营收 5,909.26 万元，同比增

长 113.27%，实现归母净利润-2,939.85 万元，同比增长 28.81%。请公司结合主

要产品销售收入、毛利率、产销量变动情况，分析说明一季度业绩增长的原因。 

 [公司回复] 

一、结合主要产品销售收入、毛利率、产销量变动情况，分析说明一季度

业绩增长的原因 

（一）2022 年第一季度，公司主要产品销售收入、毛利率、产销量变动情

况如下：  

项目 期间 
产量（万

套/个） 

销量（万套

/个） 

收入 

（万元） 
成本（万元） 毛利率（%） 

支架 

2022 年一季度 1.24 1.04 2,784.71   674.03  75.80 

2021 年一季度 0.70 0.31  518.03   125.45  75.78 

同期变动额 0.54 0.73 2,266.68   548.58  0.01 

同期变动率 76.60% 234.90% 437.56% 437.31% 
 

球囊 

2022 年一季度 4.01 3.78 3,118.99   1,004.31  67.80 

2021 年一季度 2.22 2.11 2,243.26   902.68  59.76 

同期变动额 1.79 1.68  875.73   101.63  8.04 

同期变动率 80.54% 79.56% 39.04% 11.26% 
 

其他 

2022 年一季度 
 

0.03  2.48   6.77  -172.73 

2021 年一季度 
 

0.00  0.75   0.66  11.76 

同期变动额 
 

0.02  1.73   6.11  -184.49 

同期变动率 
 

920.00% 230.00% 920.00% 
 

主 营 业

务 收 入

合计 

2022 年一季度 5.26 4.85 5,906.19   1,685.11  71.47 

2021 年一季度 2.93 2.42 2,762.05   1,028.79  62.75 

同期变动额 2.33 2.43 3,144.14   656.32  8.72 

同期变动率 79.59% 100.31% 113.83% 63.80% 
 



 

项目 期间 
产量（万

套/个） 

销量（万套

/个） 

收入 

（万元） 
成本（万元） 毛利率（%） 

其 他 业

务收入 

2022 年一季度 
  

 3.07   0.19  93.66 

2021 年一季度 
  

 8.77   0.20  97.70 

同期变动额 
  

 -5.70   -0.01  -4.04 

同期变动率 
  

-65.03% -3.71%  

营 业 收

入合计 

2022 年一季度 
  

5,909.26   1,685.30  71.48 

2021 年一季度 

  
2,770.82   1,028.99  62.86 

同期变动额 
  

3,138.44   656.31  8.62 

同期变动率 

  
113.27% 63.78% 

 
（二）2022 年第一季度，公司业绩增长的原因 

2022 年第一季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5,909.26 万元，较上年同期 2,770.82

万元增加 3,138.44 万元，上涨 113.27%。公司实现归母净利润-2,939.85 万元，较

上年同期-4,129.30 万元增加 1,189.45 万元，上涨 28.81%。公司业绩增长的主要

原因系公司在售产品销量有所增加，导致公司营业收入增长，产品规模效应递增，

盈利能力增强，销售费用同比下降，并叠加管理费用及研发费用增长等因素综合

影响所致。 

1、产品销量有所增加，营业收入增长 

2022 年第一季度，公司在售产品较上年同期增加一款颅内药物洗脱支架。

此外，公司其他在售冠脉介入产品及神经介入产品销量均有所增加，导致公司

2022 年第一季度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增加 3,138.44 万元，上涨 113.27%。 

2、规模效应递增，产品盈利能力增强 

2022 年第一季度，由于公司在售产品产销量均有所增长，公司产品规模效

应递增，部分产品单位成本较上年同期大幅下降，公司产品综合毛利率由上年同

期的 62.86%，增长到 71.48%，产品毛利润较上年同期增加 2,482.13 万元,同比增

长 142.50%。 



 

3、销售费用同比下降 

2022 年第一季度，公司根据市场环境及冠脉集采政策的变化情况，对冠脉

介入营销团队进行重塑，公司冠脉销售团队人工成本有所下降。此外，叠加 2022

年第一季度疫情因素的影响，公司 2022 年第一季度市场推广费、培训费、国际

市场开发费及销售人员差旅费等费用均有所下降，导致公司 2022 年第一季度销

售费用 1,210.94 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10.89%。 

4、管理费用同比增长 

2022 年第一季度，公司管理费用 2,781.65 万元，较上年同期 1,956.54 万元

增加 825.11 万元，同比增长 42.17%。主要系新产品取得注册证后无形资产摊销

增加，以及子公司赛诺神畅在 2022 年第一季度尚未正式投产，按照会计准则的

相关规定，其与生产运营相关的人工成本及运营费用均在管理费用中列支等因素

综合影响所致。 

5、研发费用持续增长 

2022 年第一季度，公司研发费用 4,076.13 万元，较去年同期 3,054.60 万元

增加 1,021.53 万元，同比增长 33.44%。主要系因研发项目增加及部分研发项目

进入关键里程碑，其材料、人工成本、折旧、动物实验费及技术服务费等增加所

致。 

综上，公司 2022 年第一季度业绩较上年同期增长，主要系公司在售产品销

量有所增加，导致公司营业收入增长，产品规模效应递增，盈利能力增强，销售

费用同比下降，并叠加管理费用及研发费用增长等因素影响所致。 

 

[年审会计师核查] 

（一）核查过程 

我们对上述问题实施的核查程序包括但不限于： 

1、取得公司 2022 年 1-3 月销售明细，了解公司主要销售客户及产品情况； 

2、取得公司 2022 年 1-3 月分产品销售收入、毛利率、产销量变动情况，复

核公司对一季度业绩增长原因的分析是否合理； 



 

3、取得公司 2022 年 1-3 月费用同期比较情况，复核公司对于费用波动原因

的分析是否合理。 

 

（二）核查结论 

基于执行的核查工作，我们认为：公司上述回复与我们实施核查工作了解到

的情况在所有重大方面一致。 

 

问题 3、年报显示，存货期末余额为 8,487.67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31.09%，

其中，库存商品账面余额 2,172.83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363.27%，已计提 

205.67 万元跌价准备。请公司：（1）列明库存商品构成，账面余额大幅增长的

原因；（2）结合在手订单、库龄、周转周期以及库存商品跌价准备测算过程等，

说明资产减值计提是否充分。 

 [公司回复] 

一、列明库存商品构成，账面余额大幅增长的原因 

报告期末，公司库存商品 2,172.83 万元，较上年同期 469.02 万元，增加

1,703.81 万元，同比增 363.27%；其中,神经业务产品增加 446.10 万元，冠脉支架

增加 1,256.68 万元（主要是由于为加速新产品 HT 冠脉支架的入院速度，公司在

策略上选择多种销售模式组合，比如寄售等，需要进行备货，保有一定的库存量），

其他产品增加 1.03 万元。 

报告期末，公司库存商品余额大幅增加，有两方面的原因： 

1、由于产品数量变动，使库存商品余额增加 1,413.70 万元（主要是公司根

据销售需求保有的安全库存）； 

2、由于单位产品成本变动，使库存商品余额增加 290.11 万元；主要系 

（1）由于颅内球囊销量持续增长及颅内支架新产品的上市，颅内球囊及颅

内支架数量增加，使库存商品余额增加 653.71 万元；由于其单位成本的变动，

使库存商品余额减少 207.61 万元； 

 



 

（2）为了加速新产品 HT 冠脉支架的入院速度，公司在营销策略上选择多

种销售模式进行组合，包括经销及寄售模式等，寄售模式销售需要保持一定的库

存量，因此冠脉支架库存数量增加，导致库存商品余额增加 769.58 万元；由于

其单位成本的变动，使库存商品余额增加 487.10 万元； 

（3）其他产品因数量减少，使库存商品减少 9.59 万元；由于其单位成本变

动，使库存商品增加 10.62 万元。 

报告期末库存商品构成如下表所示： 

存货类别 金额（万元） 

冠脉球囊 116.99 

冠脉支架 1,499.77 

颅内球囊 368.32 

颅内支架 135.85 

指引导丝 51.90 

合计 2,172.83 

 

二、结合在手订单、库龄、周转周期以及库存商品跌价准备测算过程等，

说明资产减值计提是否充分 

公司存货按照产品有效期限分为效期内存货和过效期存货，在每个资产负债

表日分别对其进行减值测试。 

对于有效期内的存货，公司按照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计量。产成品、库存

商品和用于出售的材料等直接用于出售的商品存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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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要经过加工的材料存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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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执行销售合同或者劳务合同而持有的存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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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过有效期的存货，可变现净值为零，公司按照成本全额计提存货跌价准

备。 

2021 年期末，公司对库存商品进行了可变现净值测算，测算时采用的预计

售价，对于已上市产品取自报告期后预计销售单价、对于预期上市新产品取自预

计出厂定价，预计售价已考虑集采政策影响下价格调整因素；测算时除冠脉球囊

外，其他产品销售费率参照 2021 年平均费率 29%进行预估。由于目前市场销售

状况，公司不存在大量的在手订单，同时公司也关注了各类库存商品的周转天数

及库龄情况（表 1），并依据目前执行的对近效期 6 个月内的产品非必要不对外

销售的要求，对有效期 6 个月内预计无法销售的库存商品剔除期后领用或销售的

部分及滞销品已全额计提跌价准备。对有效期 6 个月以上的库存商品进行可变现

净值测算，经测算，该部分库存商品库存成本加上为达到预计可出售状态需继续

投入成本的总和均低于其预计可变现净值，因此报告期末，公司计提的存货跌价

准备是充分的，不存在计提不足的情况。 

表 1：库存商品库龄情况表                                        单位：万元 

库存

商品

类别 

产品效

期 

21 年平均

存货周转

天数（天） 

金额 

其中： 

1 天-180

天 

181 天-360

天 

361 天-540

天 

541 天-720

天 

计提减

值 

冠脉 

球囊 
24个月 21 116.99 108.53 3.79 4.05 0.62 0.44 

冠脉 

支架 

12-18

个月 
241 1,499.78 1,155.15 279.12 64.96 0.54 152.27 

颅内 

球囊 
24个月 43 368.31 353.58 6.51 7.09 1.14 1.05 

颅内 

支架 
18个月 163 135.85 135.85     

指引 

导丝 
24个月 1,349 51.90   45.00 6.90 51.90 

合计 
  

2,172.83 1,753.11 289.42 121.10 9.20 205.67 

 

 

[年审会计师核查] 

（一）核查过程 

我们对上述问题实施的审计程序包括但不限于： 

 



 

1、取得公司存货相关的管理制度，并对财务经理、生产总监进行访谈，了

解公司存货管理情况； 

2、取得库存商品明细，比较库存商品期初期末余额的变化情况，分析账面

余额增加的原因； 

3、对期末存货执行了监盘程序，复核公司存货账实是否相符； 

4、取得公司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存货剩余有效期明细表（库龄和效期匹

配表）及存货跌价计算表，复核存货跌价计提的合理性及准确性； 

5、取得公司 2022 年 1-2 月销售出库序时簿、生产领用序时簿并与期末计提

跌价的存货进行比对分析，判断公司存货跌价计提的合理性； 

 

（二）核查结论 

基于执行的核查工作，我们认为：公司库存商品账面余额增加具有合理原因；

就财务报表整体的公允反映而言，公司存货跌价准备的计提在所有重大方面符合

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问题 4、年报显示，2021 年管理费用  9,202.51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 

51.66%，主要因拓展神经介入业务团队扩张导致人工成本增加。请公司：（1）

说明神经介入业务团队的主要工作内容和团队人员构成情况；（2）结合管理费

用的各项明细，说明费用的快速增长与公司业务结构变化、收入下降、人员增

长的情况是否相匹配。 

 [公司回复] 

一、神经介入业务团队的主要工作内容和团队人员构成情况 

 公司神经介入子公司赛诺神畅医疗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赛诺神畅”）

于 2020 年 8 月在江苏苏州吴中经济开发区设立，注册资本 1.25 亿元人民币，经

营面积一万余平米，主要从事高端神经介入器械的研发、生产及销售。业务覆盖

神经介入急性缺血、狭窄缺血、出血及通路几大领域，目前已上市三款产品，包

括：全球首款 NOVA 颅内药物洗脱支架系统、国内首款用于颅内狭窄的快速交



 

换球囊 Neuro RX、国内首款用于颅内狭窄的低命名压快速交换球囊 Neuro LPS。

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赛诺神畅员工总数 178 人，较上年同期员工总数 4 人

增加 174 人，团队人员构成情况具体如下： 

序号 职能体系 人员数量（人） 

1 研发体系 62 

2 生产运营 69 

3 市场营销 36 

4 管理支持 11 

合计  178 

 

二、结合管理费用的各项明细，说明费用的快速增长与公司业务结构变化、

收入下降、人员增长的情况是否相匹配。 

2021 年度，公司管理费用主要项目与上年同期比较情况如下表：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变动金额 变动比例 

职工薪酬 3,555.62 2,383.10 1,172.52 49.20% 

资产折旧及摊销 3,068.93 1,126.72 1,942.21 172.38% 

中介咨询服务费 768.47 726.26 42.20 5.81% 

专利维护服务费 316.66 340.77 -24.11 -7.08% 

水电费 245.10 43.55 201.55 462.81% 

物业费 170.28 138.24 32.03 23.17% 

差旅费 120.68 82.66 38.02 45.99% 

租赁费 52.41 675.58 -623.17 -92.24% 

合计 8,298.14 5,516.90 2,781.24 50.41% 

占总金额比例 90.17% 90.92%     

由上表可知，公司管理费用的快速增长主要系职工薪酬、资产折旧摊销以及

水电费的增加所致。上述项目增加的主要原因如下： 

1、职工薪酬本年增加主要由于子公司赛诺神畅医疗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赛诺神畅”）职工薪酬增长较多所致。赛诺神畅成立于 2020 年 8 月 18 日，

2020 年度处于初步建设期，相关人员及经营活动并未正式开展，2021 年公司大



 

力发展神经介入类业务，拓展经营团队及管理团队，且由于 2021 年未正式投产，

生产运营相关人员薪酬也计入管理费用，导致本年职工薪酬增加较多。 

2、资产折旧及摊销的大幅增加主要由于公司自主研发项目 PIONEER 2 与

Nova 项目分别于 2020 年 12 月与 2021 年 7 月获得注册证，资本化的后续摊销计

入管理费用，本期摊销金额共 1,094.53 万元；此外由于赛诺神畅 2021 年尚未正

式开展生产活动，相关厂房设备及装修摊销计入管理费用，导致本年管理费用资

产折旧与摊销费用较 2020 年增加较多。 

3、水电费增加主要由于赛诺神畅的厂房筹建以及业务开展，导致水电费相

应增长。 

综上所述，公司的管理费用大幅增长主要源于公司 2021 年大力发展神经介

入类业务所致，与公司业务结构的变化情况匹配；神经介入业务的发展，也进一

步导致公司计入管理费用的人员由 2020 年 70 人，增长为 2021 年 139 人，从而

使得公司管理费用职工薪酬增长较快，因此公司管理费用的增长与人员增长基本

匹配。 

此外，2021 年虽然公司整体营业收入下降，但收入的下降主要由于冠脉支

架纳入集采导致公司原主要产品 BuMA 营业收入大幅度下降；管理费用的上升

主要来源于神经介入类业务的布局，神经介入类业务新产品 Nova 颅内支架 2021

年销售金额达到 3,214.19 万元，与原主要销售产品 BuMA 基本持平，呈现快速

增长的趋势。因此公司管理费用快速增长与相关业务收入变动情况匹配。 

 

[年审会计师核查] 

（一）核查过程 

我们对上述问题实施的审计程序包括但不限于： 

1、了解神经介入团队构成情况及主要工作内容； 

2、对管理费用发生额执行同期比较分析，复核变动趋势是否与公司实际业

务匹配； 

 



 

3、对管理费用抽样执行细节测试及截止测试，获取服务合同、了解业务内

容，并获取相关服务成果进行核查。 

4、对公司本期收入结构及费用波动情况执行分析程序，分析费用大幅增长

与公司业务结构、人员变化、收入波动情况是否匹配。 

 

（二）核查结论 

基于执行的核查工作，我们认为：上述公司回复中有关团队构成情况及主要

工作内容、管理费用波动原因分析以及费用波动情况与公司业务结构变化、收入

变化、人员增长情况匹配性分析与我们执行公司 2021 年度财务报表审计过程中

了解的相关情况没有重大不一致。 

 

问题 5、年报显示，2021 年末研发人员 183 人，较上年末 102 人，同比

增加 79%；研发投入 18,536.40 万元，同比增长 16.44%，其中，费用化研发

投入 14,893.31 万元，同比增长 36.97%，资本化研发投入 3,643.09 万元。请

公司：（1）补充说明研发人员的划分依据，本期研发人员数量大幅增长的原因

及合理性；（2）结合研发项目的具体内容、进展和成果，说明研发费用增长的

原因；（3）结合公司资本化会计政策，说明研发费用资本化的原因及合理性。 

 [公司回复] 

一、补充说明研发人员的划分依据，本期研发人员数量大幅增长的原因及

合理性 

公司将研发部、法规与临床事务部-临床运营与医学、前沿创新部、导管技

术部（2021 年已并入研发部）的员工划为研发人员。上述部门的员工都是在公

司直接从事研发活动的人员，主要包括研究人员和技术人员。 

公司的研发活动主要包括技术研究创新、新产品开发、产品工艺水平提升、

根据研发成果申请专利权，以及管理与执行公司临床实验项目等。研发部主要负

责新工艺、新技术、新产品的核心研发工作; 法规与临床事务部-临床运营&医学

主要负责管理与执行公司临床试验项目，并获得相应研究数据结果的工作；前沿



 

创新部主要负责技术研究、创新和概念验证、在研项目技术支持及知识产权保护

等工作。 

2021 年末研发人员 183 人，较上年末 102 人，同比增加 79%；具体情况

如下： 

单位：人 

公司 部门 2021 年 2020 年 变动数 变动率 

赛诺医疗 

研发部 76 78 -2 -3% 

法规与临床事务部-临床运营&医学 4 5 -1 -20% 

前沿创新部 6 1 5 500% 

导管技术部   5 -5 -100% 

赛诺神畅 

研发部 61 3 58 1933% 

法规与临床事务部-临床运营&医学 1   1   

导管技术部   1 -1 -100% 

赛诺心畅 研发部 28   28   

恩脉医疗 研发部   2 -2 -100% 

海外子公司 研发部 7 7 0 0% 

合计   183 102 81 79% 

从上表可知，2021 年研发人员增加 81 人，其中赛诺医疗减少 3 人、赛诺神

畅增加 58 人、赛诺心畅增加 28 人、恩脉医疗减少 2 人，主要原因系为推动公司

业务快速发展，2021 年，公司将神经介入业务和结构性心脏病业务分别划入子

公司赛诺神畅和赛诺心畅，同时关闭孙公司恩脉医疗，并将恩脉医疗人员和神经

介入研发项目转让到公司神经业务子公司赛诺神畅，将其部分冠脉介入业务转让

到赛诺医疗。  

业务调整完成后，赛诺神畅和赛诺心畅独立运营。赛诺神畅承接 14 个神经

介入研发项目，其中新增项目 7 个，延续项目 7 个；赛诺心畅承接 3 个结构性心

脏病领域研发项目，其中新增项目 2 个，延续项目 1 个； 基于上述原因，2021

年研发人员大幅增长具有合理性。 

 

二、结合研发项目的具体内容、进展和成果，说明研发费用增长的原因 

2021 年，公司费用化研发投入 14,893.31 万元，同比增长 36.97%，主要原因

如下： 



 

1、新增研发项目 15 个，费用化研发投入增加 2,100.96 万元，致使研发费用

同比增长 19.32%； 

2、完成关键进度项目 11 个，费用化研发投入增加 3,477.14 万元，致使研发

费用同比增长 31.98%； 

3、已完成或即将完成及停止的项目 15 个，费用化研发投入减少 2,016.04 万

元，致使研发费用同比下降 18.54%； 

4、其他综合费用增加 457.79 万元，主要为研发实验室装修工程摊销额增加

164 万元、研发人员差旅费增加 51 万元、研发测试平台及预研项目材料增加 50

万元、房租增加 58 万元，致使研发费用同比增长 4.21%。 

2021 年研发项目的具体内容、进展和成果，详见公司《2021 年年度报告》

“第三节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二、报告期内公司所从事的主要业务、经营模式、

行业情况及研发情况说明”“（四）核心技术与研发进展”“4、在研项目情况”。 

 

三、结合公司资本化会计政策，说明研发费用资本化的原因及合理性 

（一）公司资本化会计政策 

公司无形资产获得分为外购和自主研发两种方式，对于内部自主研发的无形

资产划分研究阶段和开发阶段，具体划分标准如下： 

研究阶段：为获取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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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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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阶段的支出，于发生时计入当期损益。开发阶段的支出同时满足下列条

件的，确认为无形资产，不能满足下述条件的开发阶段的支出计入当期损益： 

1、完成该无形资产以使其能够使用或出售在技术上具有可行性； 

2、具有完成该无形资产并使用或出售的意图； 

3、无形资产产生经济利益的方式，包括能够证明运用该无形资产生产的产

品存在市场或无形资产自身存在市场，无形资产将在内部使用的，能够证明其有



 

用性； 

4、有足够的技术、财务资源和其他资源支持，以完成该无形资产的开发，

并有能力使用或出售该无形资产； 

5、归属于该无形资产开发阶段的支出能够可靠地计量。 

无法区分研究阶段支出和开发阶段支出的，将发生的研发支出全部计入当期

损益。 

（二）公司开发阶段支出资本化的具体条件及费用内容 

1、资本化时点 

需要临床试验的研发项目：不需要临床批件情况下以主中心医院伦理委员会

通过并取得伦理批件为资本化时点；需要临床批件情况下以取得临床批件为资本

化时点。不需要临床试验的研发项目，以第三方检测机构检测合格并取得《检测

报告》为资本化时点。 

2、资本化费用内容 

公司对于研究开发活动发生的各项支出能够单独和准确核算。在公司同时从

事多项研究开发活动的情况下，所发生的支出明确用于该项研究开发活动的，直

接计入该项研究开发活动成本；无法明确对应的，按照一定的方法分摊计入该项

研究开发活动成本。本公司除资本化时点后发生的人体临床试验等直接费用予以

资本化之外，其余成本均予以费用化计入当期损益。 

根据公司无形资产确认的会计政策，公司根据实际情况合理评估在研项目的

状态，逐条确认研发项目的进度及现状，确认研发项目是否达到资本化条件。 

（三）研发费用资本化的原因及合理性 

2021 年度，公司在研项目 36 个，期初资本化研发项目 2 个，报告期新增资

本化研发项目 4 个，符合无形资产确认条件结转为无形资产的研发项目 1 个，期

末在研资本化研发项目 5 个，所有予以资本化的研发项目都已进入人体临床试验

阶段，具有技术可行性；临床试验结束并获取注册许可后，公司可以依托现有生

产技术及生产能力来完成研发成果转化工作，且资本化研发项目对应的产品均有

市场需求；目前资本化研发项目支出类型仅为临床试验支出和研发材料支出，会



 

计核算过程中这两类费用均与研发项目一一对应，边界清晰可准确归集，相关支

出均能可靠计量；综上所述，报告期末，予以资本化的 5 个研发项目符合公司资

本化会计政策，具有合理性。 

2021 年度，公司资本化研发项目具体明细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项目 
资本化内

容 

上年年末余

额 

本期增加金

额 

本期减少金

额 
期末余额 

资本化开

始时点 

资本化具体

依据 

期末研发进

度 

BuMA 

Supreme 

生 物 降

解 药 物

涂 层 冠

脉 支 架

系 统 - 

Pioneer 3 

临床试验

费 
16,219.60 1,852.94  18,072.54 

2017/5/18 
取得美国

FDA 批件 

人体临床试

验阶段 研发材料

费 
4,868.13 185.01   5,053.14 

Nova 颅

内 药 物

洗 脱 支

架系统 

临床试验

费 
874.92  874.92  

2014/6/12 

取得中国主

中心伦理批

件 

人体临床试

验阶段 研发材料

费 
760.96 22.03  782.99   

BUMA 

SUPRE

ME 生物

降 解 药

物 涂 层

冠 脉 支

架 系 统

-PIONEE

R 4 

临床试验

费 
 720.63  720.63 

2021/7/30 

取得欧洲国

家医疗器械

临床研究伦

理委员会伦

理批件 

人体临床试

验阶段 研发材料

费 
        

颅 内 自

膨 药 物

支 架 系

统 

临床试验

费 
 99.04  99.04 

2021/11/25 

取得上海长

海医院医学

伦理委员会

伦理批件 

人体临床试

验阶段 研发材料

费 
  15.74   15.74 

颅 内 取

栓支架 

临床试验

费 
 381.88  381.88 

2021/4/24 

取得东部战

区总医院临

床试验伦理

委员会伦理

批件 

人体临床试

验阶段 研发材料

费 
  251.35   251.35 



 

项目 
资本化内

容 

上年年末余

额 

本期增加金

额 

本期减少金

额 
期末余额 

资本化开

始时点 

资本化具体

依据 

期末研发进

度 

颅 内 抽

吸导管 

临床试验

费 
 113.22  113.22 

2021/8/26 

取得武汉大

学中南医院

医学伦理委

员会伦理批

件 

人体临床试

验阶段 研发材料

费 
  1.24   1.24 

合计   22,723.61 3,643.09 1,657.91 24,708.79       

 

[年审会计师核查] 

（一）核查过程 

我们对上述问题实施的审计程序包括但不限于： 

1、询问公司财务及研发业务人员本期研发项目进度与预期获证情况，获取

本期药物洗脱支架注册证附件，复核注册机构、批准日期及有效期限等； 

2、对公司目前国内外研发临床项目进行访谈，了解目前公司研发战略计划、

临床现阶段成果等； 

3、对本期研发投入归集分摊进行了解，获取研发人员工时审批及记录表，

复核薪酬分摊合理性； 

4、对本期研发投入费用化与资本化金额及进度执行函证程序，进一步验证

账面金额及研发业务进展的真实性； 

5、获取公司本期领料其他出库表，对费用化与资本化研发领料进行双向核

对，了解研发领料用途是否与项目进度一致；查验本期研发投入中外包临床试验、

动物实验、注册检测等合同，并复核相关服务反馈成果； 

6、查阅同行业可比公司年度报告及招股说明书，了解可比公司的资本化时

点与相关依据，对比公司资本化时点及依据的合理性。 

（二）核查结论 

基于执行的核查工作，我们认为：上述公司回复中有关研发人员与研发投入

增长与资本化政策的信息与我们执行公司 2021 年度财务报表审计过程中了解的

相关情况没有重大不一致。 



 

 

问题 6、年报显示，在建工程期末余额 1,192.08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 70.88%，

主要为厂房装修等工程完工并转入长期待摊费用；长期待摊费用本期增加装修

费 7,450.66 万元，期末余额较上年同期增长 232.95%。根据在建工程项目变动情

况表，狮城科技园厂房工程项目本期增加金额 3,542.92 万元，本期其他减少金额

5,012.49 万元，项目已完工。请公司：（1）按项目说明在建工程转入长期待摊

费用的原因及会计准则依据；（2）按项目补充长期待摊费用的摊销方法、预计

摊销年限、每年摊销金额，以及相关会计处理与可比公司是否存在重大差异；

（3）补充狮城科技园厂房工程项目本期其他减少金额的具体含义、会计处理、

转出时点，是否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公司回复] 

一、按项目说明在建工程转入长期待摊费用的原因及会计准则依据 

2021 年度公司长期待摊费用增加装修费 7,450.66 万元，其中，由在建工程

转入长期待摊费用增加7,093.00万元，当期新增，当期完工的装修费用增加357.66

万元。 

（一）在建工程转入长期待摊费用的项目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类型 结转金额 

1 狮城科技园 3#厂房工程 装修费  5,012.49  

2 四五楼装修 装修费  1,085.64 

3 激光切割及附属设施改造 装修费  454.96  

4 实验室改造 装修费  197.12  

5 洗衣房改造 装修费  177.05  

6 酸洗抛光工序改造 装修费  119.93  

7 纯化水分配系统 装修费  45.81  

 
合计 

 
 7,093.00  



 

如上表所示，公司上述在建工程转入长期待摊费用的原因为上述在建工程的

主要内容属于经营租赁方式租入的固定资产改良支出，且相关支出摊销期限大于

一年。 

（二）在建工程转入长期待摊费用的会计准则依据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在建工程主要核算企业基建、更新改造

等在建工程发生的支出，在其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时，根据实际情况，结转在建

工程至固定资产等科目。长期待摊费用核算企业已经发生但应由本期和以后各期

负担的分摊期限在 1年以上的各项费用，公司上述固定资产改良支出在未达到可

使用状态时于在建工程核算，并在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后根据其性质转入长期待

摊费用，相关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二、按项目补充长期待摊费用的摊销方法、预计摊销年限、每年摊销金额，

以及相关会计处理与可比公司是否存在重大差异。 

（一）按项目补充长期待摊费用的摊销方法、预计摊销年限、每年摊销金额： 

公司长期待摊费用的摊销方法为在受益期内平均摊销，各项目的预计摊销年

限、每年摊销金额见下表。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摊销方法 预计摊销年限 

未摊销完项

目的月摊销

额 

每年摊销金额

（摊销 12 个月） 

本年摊销金

额 

装修费 年限平均法 预计受益期间  184.54   2,214.48   1,400.40  

模具费 年限平均法 预计受益期间  6.23   74.76   73.18  

临床保险费 年限平均法 协议约定的保障期间  4.10   49.20   51.00  

其他费用 年限平均法 预计受益期间  2.31   27.72   23.66  

合计    197.19   2,366.28   1,548.23  

 

 



 

 

（二）可比公司长期待摊费用的相关会计处理与公司比较情况 

政策对比 蓝帆医疗 乐普医疗 赛诺医疗 比较结果 

计提方法 

本公司长期待摊费用

是指已经支出，但受益

期限在一年以上（不含

一年）的各项费用。 

长期待摊费用为已经发生但

应由本期和以后各期负担的

分摊期限在一年以上的各项

费用。本公司长期待摊费用

包括装修费、咨询服务费、

模具等。 

长期待摊费用为已经

发生但应由本期和以

后各期负担的分摊期

限在一年以上的各项

费用，主要分为装修

费、临床保险费、模具

费等。 

基本一致 

摊销方法 

长期待摊费用按费用

项目的受益期限分期

摊销。若长期待摊的费

用项目不能使以后会

计期间受益，则将尚未

摊销的该项目的摊余

价值全部转入当期损

益。 

长期待摊费用在受益期内平

均摊销。 

装修费、临床保险费、

模具费的摊销方法均

为在受益期内平均摊

销。 

基本一致 

预计摊销年

限 

（年报未披露） 

根据收益期限确定摊销年

限，若长期待摊的费用项目

不能使以后会计期间受益，

则将尚未摊销的该项目的摊

余价值全部转入当期损益。 

按预计受益期限确定

摊销年限 基本一致 

由上表可见，公司长期待摊费用的相关会计政策与同行业可比公司不存在重

大差异。 

 

三、补充狮城科技园厂房工程项目本期其他减少金额的具体含义、会计处

理、转出时点，是否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一）狮城科技园厂房工程项目本期其他减少金额的具体含义、会计处理 

狮城科技园厂房工程项目其他减少的金额为狮城科技园厂房装修达到预定

可使用状态后转入长期待摊费用的金额。 

狮城科技园厂房工程项目完工并达到可使用状态后，公司进行如下会计处理： 

借：长期待摊费用 5,012.49 万元 

贷：在建工程     5,012.49 万元 

（二）狮城科技园厂房工程项目本期减少的转出时点，是否达到预定可使用

状态 



 

狮城科技园厂房工程项目于 2021 年 11 月 12 日获取由监理单位上海建通工

程建设有限公司、施工单位南通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设计单位上海新建设建

筑设计有限公司三方签字盖章的工程质量竣工验收记录，确认已达到预定可使用

状态，并于 2021 年 11 月转出在建工程，计入长期待摊费用摊销。 

 

[年审会计师核查] 

（一）核查过程 

我们对上述问题实施的审计程序包括但不限于： 

1、向公司工程管理部人员、财务人员询问资产验收环节业务流程及相关账

务处理等事项，核查在建工程验收资料； 

2、对主要项目执行盘点程序，复核公司人员提供的项目进度情况； 

3、对部分项目执行函证程序，通过第三方回函相符对项目进度情况进行确

认； 

4、获取公司在建工程及长期待摊费用台账，与财务账面进行核对，查阅各

个项目的验收报告或许可证等结转依据，复核各个项目结转时点及金额的准确性

和可靠性；查阅各个项目的相关合同，复核受益年限及摊销金额计提的合理性和

准确性。 

5、取得狮城科技园厂房工程项目工程验收资料，并现场察看狮城科技园厂

房工程项目情况，复核在建工程转出时点的准确性； 

 

（二）核查结论 

基于执行的核查工作，我们认为：上述公司回复中有关长期待摊费用的会计

处理与我们执行公司 2021 年度财务报表审计过程中了解的相关情况没有重大不

一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