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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仁药业集团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监管工作函 

并核实有关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辅仁药业集团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6 年 6 月 3 日

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监管一部《关于辅仁药业集团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重

大资产重组标的资产相关事项的监管工作函》（上证公函[2016]0597 号）（以下

简称“监管工作函”），主要内容如下： 

    “一、请核实公司在相关重组文件中披露的开封制药的营业收入、净利润、

净资产等主要财务数据是否真实、准确； 

二、请核实公司在相关重组文件中披露的开封制药的香丹注射液生产量、销

售量等信息是否真实、准确；并对比中国药品电子监管系统记录中上述药品的生

产量、销售量是否存在差异，说明差异原因； 

三、请核实公司在相关重组文件中披露的开封制药相关毛利率数据是否真

实、准确，并说明选取的同行业对比公司是否具有可比性，及其选取标准和依据； 

四、请核实本次重组中公司聘请的河南天基律师事务所芦书涛是否曾在公司

关联人处任职，是否具有独立性； 

五、请公司本次重组财务顾问针对上述事项，会计师针对上述一、二、三项

事项进行核查并发表意见。” 

在收到监管工作函后，公司和本次重组相关中介机构对上述问题进行了核

实，现回复如下： 

问题一：请核实公司在相关重组文件中披露的开封制药的营业收入、净利

润、净资产等主要财务数据是否真实、准确。 

回复： 



本次重组中，公司对开药集团的经营情况进行了详细了解和分析，充分关注

了开药集团营业收入、净利润、净资产等主要财务数据的真实性、准确性，并聘

请中介机构对开药集团财务状况进行全面尽职调查和核查分析，主要核查程序如

下： 

一、会计师核查情况 

（一）对开药集团营业收入、净利润的核查 

1、对开药集团营业收入、营业成本的核查 

（1）销售收入确认原则的核查 

开药集团的销售采取通行的销售商品收入确认原则，即已将商品所有权上的

主要风险和报酬转移给购买方；公司既没有保留与所有权相联系的继续管理权，

也没有对已售的商品实施有效控制；收入的金额能够可靠地计量；相关的经济利

益很可能流入企业；相关的已发生或将发生的成本能够可靠地计量时，确认销售

收入的实现。具体为商品交付并取得客户确认后确认相关的收入。 

经核查，开药集团的销售收入确认原则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符合

行业惯例。 

（2）营业收入、成本确认依据的核查 

选取了 13 种产品进行了穿行测试，重点复核了原材料的采购单、付款单、

领用单、成本计算单、制造费用分配表、产成品的入库单、出库单、货运单及验

收单等，经核查，开药集团的营业收入、成本确认依据充分，记录真实准确。 

（3）毛利率的核查 

报告期内开药集团毛利率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5 年度 2014 年度 2013 年度 

营业收入 400,745.95 357,236.32 310,586.87 

营业成本 258,666.71 225,996.96 201,877.08 

毛利率 35.45% 36.74% 35.00% 

通过计算开药集团报告期的毛利率指标，分析其报告期内的变化情况，并与

同行业企业进行比较分析，开药集团报告期内的毛利率基本稳定，与同行业保持

一致。 



（4）对报告期内销售商品、采购货物情况进行函证： 

对开药集团报告期内的销售商品和采购货物的情况进行了函证确认，发函及

回函情况如下： 

1）开药集团销售函证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15 年 2014 年 2013 年 

销售发函金额 359,401.40 314,632.29 257,137.48 

销售收入总额 400,745.95 357,236.32 310,586.87 

销售发函金额占销售收入总

额比例 
89.81% 88.08% 82.79% 

销售回函金额 327,824.98 281,499.00 232,807.56 

销售回函金额占发函金额比

例 
91.09% 89.47% 90.54% 

2）开药集团采购函证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15 年 2014 年 2013 年 

采购发函金额 245,717.25 216,558.84 183,207.91 

采购总额 249,817.77 229,654.60 193,031.38 

采购发函金额占采购总额比

例 
98.36% 94.30% 94.91% 

采购回函金额 223,832.35 202,438.78 154,125.34 

采购回函金额占发函金额比

例 
91.09% 93.48% 84.13% 

经核查，开药集团报告期内销售商品、采购货物与账面记录相符，真实准确。 

（5）对前 20 大供应商和前 20 大客户进行实地走访 

对于报告期内前 20 大供应商和前二十大客户进行了实地走访，进一步了解

开药集团与客户和供应商的业务模式和经济往来形式。在走访过程中，对所有的

客户和供应商进行了访谈，填写了访谈表，由走访人员、被走访人员签字、对方

单位或所在部门盖章确认，并取得客户和供应商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工商简档、

公司章程、以及签署的不存在关联关系的声明和承诺等文件。同时，通过《全国

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逐项查询了报告期内公司前 20 大供应商和前 20 大客户

的工商登记、信用等信息，对访谈过程中获取的信息进行了印证。同时，随机抽

取部分采购或销售合同，与对方提供的合同及对应的银行流水和记账凭证进行了

核对，未发现异常。 



经核查，报告期内开药集团与客户及供应商的交易内容真实，收入、成本确

认真实准确。 

（6）穿行测试 

结合开药集团销售与收款、采购与付款业务相关内控制度，了解开药集团销

售、采购主管部门设置及其职责情况，并进行相关穿行测试。 

销售与收款业务穿行测试：选取 13 种开药集团重要产成品，从产成品入库

单追踪至该品种出库单、发货单及验收单，进而核查其对应的主营业务收入、应

收账款等记账凭证，同时将收款凭证与打印的银行流水进行核对。 

采购与付款业务穿行测试：选取 19 家重要供应商，以采购合同为起点，追

踪该材料的验收单、入库单、采购发票、付款审批单及付款凭证，同时将付款凭

证与打印的银行流水进行核对。 

经核查，开药集团报告期内销售与收款、采购与付款业务真实准确。 

（7）销售、采购合同核查 

抽查了开药集团报告期内前 20大供应商的主要采购合同以及前 20大客户的

主要采购合同和销售合同，核查了合同的主要条款，并将采购合同与原材料入库

单、验收单、原材料记账凭证付款凭证和银行付款流水进行核对；将销售合同与

产品出库单、发运单、收入记账凭证、收款凭证和银行收款流水进行核对。经核

查，未发现异常。 

综上核查，开药集团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确认真实准确的。 

2、营业税金及附加、所得税的核查 

获取了开药集团报告期内的金穗系统中的开票明细，并抽查部分月份的开票

明细与明细账进行逐笔核对；获取了开药集团的纳税申报系统中的各月的纳税申

报表，并与明细帐进行逐笔核对；获取了所得税汇算报告，并与明细账和财务报

表进行核对；对报告期的各项税费进行了测算；对各年支付的税款，不仅逐笔检

查了支付凭证，而且向所属国税和地税部门进行了函证确认，同时取得了所属税

局开具了无违法违规证明。 

经核查，开药集团报告期内营业税金及附加、所得税真实准确，未发现有调

节净利润的现象。 



3、销售费用、管理费用的核查 

结合开药集团的销售模式、销售政策制度，了解开药集团销售费用的构成、

核算内容及核算方法；复核销售费用、管理费用各明细科目发生额是否不存在重

大异常变化；取得开药集团的薪酬政策、标准及相关考核情况，复核销售费用、

管理费用中的职工薪酬的合理性；复核固定资产折旧及无形资产摊销计量，是否

不存在应费用化支出予以资本化的情况；结合开药集团的研发情况，取得开药集

团报告期内研发项目的立项报告、研发进度、以及委托研发合同等，复核研发支

出的真实性、合理性；实施必要的截止测试，核查销售费用、管理费用是否存在

跨期情况。 

经核查，开药集团的销售费用、管理费用计量真实、准确，未发现有调节利

润的情况。 

4、财务费用的核查 

取得开药集团报告期内银行贷款合同，根据开药集团的银行借款、资金使用

情况及合同约定的利率，测算财务费用中利息支出是否准确；抽查开药集团的银

行流水和计息单，核对财务费用实际发生额是否与账面记录是否一致，证实财务

费用发生额的真实性和完整性。 

 经核查，开药集团的财务费用计量真实、准确，未发现有调节利润的情况。 

5、营业外收支的核查 

核查报告期营业外收支明细项目的设置是否符合规定的核算内容与范围，是

否划清营业外收入支出与其他收入成本的界限；取得开药集团报告期内营业外收

支的明细表，核查营业外收支的核算内容及会计处理是否符合相关规定，营业外

收入主要是收到的政府补助款，营业外支出主要为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核查政

府补助项目，审查各项政府补助的批准文件，复核收入的性质、金额、入账时间、

会计处理是否正确；结合固定资产清理、无形资产等的审计，核查非流动资产的

处置是否正确。 

经核查，开药集团的营业外收支计量真实、准确，未发现有调节利润的情况。 



综上核查，开药集团报告期内的营业收入、净利润等业绩数据真实、准确。 

（三）对开药集团主要资产的核查 

报告期内，开药集团的资产主要由货币资金、应收账款、存货、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在建工程等构成。 

（1）货币资金 

对现金进行监盘，并与现金日记账期末余额进行核对；获取了银行账户开立

清单，对所有银行账户进行函证，确认银行存款余额及保证金余额的真实存在性；

打印开药集团报告期内所有银行流水，从明细账抽取大额明细追查至银行流水，

同时从银行流水抽取大额的流水追查至明细账及原始凭证；抽查大额银行收支，

追查至相应的合同。 

经核查，开药集团的货币资金记录准确、完整、期末货币资金真实存在。 

（2）应收账款  

开药集团应收账款欠款单位以医疗机构、医药经销商为主，对重要应收账款

客户进行走访及函证，发函及回函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5 年 2014 年 2013 年 

应收账款发函金额 123,977.85 97,313.64 80,980.93 

应收账款期末余额 141,273.19 116,771.60 105,673.88 

应收账款发函金额

占期末余额比例 
87.76% 83.34% 76.63% 

应收账款回函金额 111,402.57 88,147.71 73,282.48 

应收账款回函金额

占发函金额比例 
89.86% 90.58% 90.49% 

此外，分析核查了应收账款账龄及坏账准备的计提情况；结合开药集团收款

政策，应收账款周转率、现金流量情况，对开药集团销售收入回款情况进行分析，

复核应收账款增幅与营业收入的配比关系。 

经核查，开药集团报告期末应收账款余额真实存在。 

（3）存货 



检查了开药集团报告期内各期末存货明细表，分析了存货周转率及期末存货

余额变动的原因；检查了存货管理制度和存货盘点记录、并对期末存货进行了监

盘；结合存货监盘，对存货的生产批号、生产日期、到期日进行检查、分析存货

是否存在减值迹象，并结合售价波动、商品有效期以及期后销售情况，分析存货

跌价准备的计提数是否充分、合理。 

经核查，开药集团建立并有效执行了完善的存货盘点制度、各期末存货真实，

存货跌价准备计提充分合理，存货期末余额可以确认。 

（4）对固定资产、在建工程、无形资产取得了开药集团在建工程、固定资

产、无形资产的明细表，并与总账、明细账、报表进行核对；查阅了相关购买合

同、完税凭证、验收单、银行支付流水，确认各项资产记录的真实准确性；获取

在建工程的立项审批文件、建造合同、工程进度确认单、结算单等资料，实地察

看在建工程建设进度；获取报告期内重大在建工程转固的相关资料，确认在建工

程转固时点是否恰当；对期末资产进行实地盘点，确认实物资产的真实存在性；

对重要资产的所有权凭证（如房产证、土地证、车辆行驶证、专利证书等）进行

了检查，确认资产为开药集团所拥有。对固定资产的折旧、无形资产摊销、及减

值准备情况进行测算。经核查，在建工程、固定资产、无形资产的期末余额可以

确认。 

（四）对开药集团主要负债的核查 

开药集团的负债主要包括银行贷款、应付票据、应付账款、递延收益等。 

（1）银行贷款 

 获取了开药集团的征信报告，对开药集团征信报告上列示的信息与账面记

录核对；获取了银行借款合同和抵押担保合同，并对其逐项核查；对报告期新增

加的借款和还款金额，逐笔核查其原始凭证和银行流水；对报告期每年末的银行

借款余额进行了函证确认。 

经核查，开药集团报告期末银行贷款真实准确，可以确认。 

（2）应付票据 

获取开药集团的征信报告，对开药集团征信报告上列示的信息与账面记录核

对，检查其中有关应付票据的信息与明细账合计数、总账数、报表数是否相符；



检查与应付票据相关的备查簿、债务合同、发票和收货单等资料，核实交易、事

项真实性；对应付票据的重要项目和交易条款进行了检查；对报告期各年末的应

付票据向银行进行了函证，核实其应付票据的存在性和准确性。 

经核查，开药集团报告期末的应付票据真确实准，可以确认。 

（3）应付账款 

核查了应付账款明细表、重大的采购合同、付款条款和实际执行情况，对重

要供应商的应付账款进行走访及函证，发函及回函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5 年 2014 年 2013 年 

应付账款发函金额 12,180.29 14,689.78 14,110.35 

应付账款期末余额 15,229.71 22,234.38 20,299.98 

应付账款发函金额占

期末余额比例 
79.98% 66.07% 69.51% 

应付账款回函金额 9,652.31 11,491.05 10,909.63 

应付账款回函金额占

发函金额比例 
79.25% 78.22% 77.32% 

经核查，开药集团报告期末应付账款真实准确，余额可以确认。 

（4）递延收益 

开药集团的递延收益为收到的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 获取了开药集团政

府补助明细表，检查了相关的政府补助文件，逐笔检查了相关的拨款凭证，并根

据《企业会计准则-政府补助》的规定，逐项判断会计处理是否正确，检查是否

有与资产无关的或用于补偿企业已发生的相关费用或损失的政府补助；对于以前

期间收到的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复核了与该项政府补助相关的资产的存在

性、预计可使用年限，并据此对报告期各年的摊销额进行了测算。 

经核查，开药集团报告期末递延收益真实准确，余额可以确认。 

（五）对开药集团净资产的核查 

向工商局获取开药集团的工商档案资料，对开药集团从成立至报告期末的历

史沿革进行核查，并逐笔核查了历次出资的原始凭证、进账单、银行函证、验资

报告等。经核查，开药集团的注册资本及资本公积是真实和准确的。 

 



综上，会计师认为：开药集团报告期内的营业收入、净利润、净资产等财

务数据真实、准确，真实反映了开药集团报告期各年末的财务状况和报告期各

期的经营成果；取得的工作底稿，包括征询函及相关文件真实、准确、完整。 

 

二、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情况 

独立财务顾问依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以及辅仁药业与交易对方签署的相关协议，辅仁药业、

交易对方及交易标的提供的有关资料，辅仁药业董事会编制的《辅仁药业集团实

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

书》，按照证券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本着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态

度，遵循客观、公正原则，对交易标的开药集团进行全面尽职调查，就各方提供

的相关底稿资料进行审慎核查、梳理，并以此为基础发表独立财务顾问意见。就

本次重组相关文件，交易各方已出具以下承诺：保证其向参与本次交易的各中介

机构所提供的资料均为真实、准确、完整的原始书面资料或副本资料，资料副本

或复印件与其原始资料或原件一致；所有文件的签名、印章均是真实的，不存在

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对开药集团营业收入、净利润的核查 

1、营业收入、营业成本的核查 

（1）收入确认原则 

开药集团采取通行的销售商品收入确认原则，即：已将商品所有权上的主要

风险和报酬转移给购买方；公司既没有保留与所有权相联系的继续管理权，也没

有对已售的商品实施有效控制；收入的金额能够可靠地计量；相关的经济利益很

可能流入企业；相关的已发生或将发生的成本能够可靠地计量时，确认销售收入

的实现。具体为商品交付并取得客户确认后确认相关收入。 

（2）对报告期内销售商品、采购货物情况进行函证 

对开药集团报告期内的销售商品和采购货物的情况进行了大范围函证（包含

实地走访及邮寄方式），发函及回函情况如下： 

开药集团销售函证统计表 

单位：万元 

项目 2015 年 2014 年 2013 年 



销售发函金额 359,401.40 314,632.29 257,137.48 

销售收入总额 400,745.95 357,236.32 310,586.87 

销售发函金额占销售收入总

额比例 
89.81% 88.08% 82.79% 

销售回函金额 327,824.98 281,499.00 232,807.56 

销售回函金额占发函金额比

例 
91.09% 89.47% 90.54% 

 

开药集团采购函证统计表 

单位：万元 

项目 2015 年 2014 年 2013 年 

采购发函金额 245,717.25 216,558.84 183,207.91 

采购总额 249,817.77 229,654.60 193,031.38 

采购发函金额占采购总额比

例 
98.36% 94.30% 94.91% 

采购回函金额 223,832.35 202,438.78 154,125.34 

采购回函金额占发函金额比

例 
91.09% 93.48% 84.13% 

 

（3）实地走访前 20 大客户和前 20 大供应商 

对于报告期内前 20 大客户和前 20 大供应商进行了实地走访，进一步了解开

药集团与客户和供应商的业务模式和经济往来形式。对客户和供应商的访谈过程

中，认真填写访谈纪要，并由走访人员、被走访人员签字、对方单位或所在部门

盖章确认，尽可能取得供应商和客户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工商简档、公司章程

等文件，获取供应商和客户签署的无关联关系的声明和承诺。同时，通过全国企

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逐项查询了报告期内公司前 20大供应商和前20大客户的工

商登记、信用等信息，对访谈过程中获取的信息进行了印证。另外，随机抽取部

分采购或销售合同，与走访对象提供的合同及对应的银行流水及记账凭证核对，

未发现异常。 

（4）实施穿行测试 

结合开药集团销售与收款、采购与付款业务相关制度，了解开药集团销售、

采购主管部门设置及其职责情况，并进行相关穿行测试。 

销售与收款业务穿行测试：选取 13 种开药集团重要产成品，从产成品入库



单追踪至该品种出库单和发货单，进而核查其对应的主营业务收入、应收账款等

记账凭证，同时将收款凭证与银行流水进行核对。 

采购与付款业务穿行测试：选取 19 家重要供应商，以采购合同为起点，追

踪该材料的验收单、入库单、采购发票、付款审批单及付款凭证，同时将付款凭

证与银行流水进行核对。 

（5）抽查销售、采购合同 

抽查了开药集团报告期内前 20大客户的销售合同以及前 20大供应商的采购

合同，将销售合同与产品出库单、发运单、收入记账凭证、收款凭证和银行收款

流水进行核对，将采购合同与原材料入库单、验收单、原材料记账凭证付款凭证

和银行付款流水进行核对。 

（6）核查营业成本及毛利率 

获取报告期主要产品的成本明细表，了解产品单位成本及构成情况，包括直

接材料、直接人工、燃料和动力、制造费用等。分析报告期内主要产品单位成本

变动情况及其合理性。 

计算开药集团报告期的毛利率指标，分析其报告期内的变化情况并判断其未

来变动趋势，与同行业企业进行比较分析，判断发行人产品毛利率等是否正常 

2、营业税金及附加、所得税的核查 

查阅开药集团报告期纳税记录，纳税申报表，纳税证明，与开药集团相关收

入、利润进行匹配复核。 

3、销售费用、管理费用的核查 

结合开药集团的销售模式、销售政策制度，了解开药集团销售费用的构成、

核算内容及核算方法。复核销售费用、管理费用中的职工薪酬的合理性；复核销

售费用、管理费用各明细科目发生额是否不存在重大异常变化；复核固定资产折

旧及无形资产摊销计量，是否不存在应费用化支出予以资本化的情况。对照各年

营业收入环比分析，核对与营业收入直接相关的营业费用变动趋势是否一致。  

4、财务费用的核查 

取得开药集团报告期内银行贷款合同，根据开药集团的银行借款及资金使用

情况及合同约定的利率，判断利息支出是否准确。 

 



经核查，开药集团的营业收入、净利润等业绩数据真实、准确。 

 

（二）对开药集团净资产的核查 

1、主要资产情况核查 

（1）货币资金 

取得开药集团银行账户资料，查阅银行函证资料，确认银行存款余额及保证

金余额。取得银行流水，抽取较大金额往来记账凭证，检查是否存在对应银行流

水，核查大额货币资金流入流出。复核货币资金期初余额、本期发生额和期末余

额。 

（2）应收账款 

对开药集团应收账款客户进行大范围走访及函证，发函及回函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5 年 2014 年 2013 年 

应收账款发函金额 123,977.85 97,313.64 80,980.93 

应收账款期末余额 141,273.19 116,771.60 105,673.88 

应收账款发函金额占期末余额比例 87.76% 83.34% 76.63% 

应收账款回函金额 111,402.57 88,147.71 73,282.48 

应收账款回函金额占发函金额比例 89.86% 90.58% 90.49% 

结合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情况，判断开药集团应收账款坏账计提政策是否谨

慎合理，坏账准备计提是否充分。结合开药集团收款政策，应收账款周转率、现

金流量情况，对开药集团销售收入回款情况进行分析，复核应收账款增幅与营业

收入的配比关系。 

（3）存货 

取得开药集团报告期各年末存货余额明细表，分析存货周转率及期末存货余

额变动的原因；查阅存货管理制度和存货盘点记录，确认存货计价的准确性，核

查是否存在大量积压或冷备情况，分析提取存货跌价准备的计提方法是否合理、

提取数额是否充分。 

（4）固定资产、在建工程、无形资产 

查阅开药集团在建工程、固定资产、无形资产的明细表和减值准备情况，核

查固定资产使用状况，在建工程施工进度，确认固定资产的使用状态是否良好，



在建工程是否达到结转固定资产的条件，分析固定资产折旧政策的稳健性以及在

建工程和固定资产减值准备计提是否充分，根据固定资产的会计政策对报告期内

固定资产折旧计提进行测算。对照无形资产的有关协议、资料，核查重要无形资

产的取得方式、入账依据、初始金额、摊销年限及确定依据、摊余价值及剩余摊

销年限。 

2、主要负债情况核查 

查阅主要银行借款资料，了解银行借款状况，开药集团在主要借款银行的资

信评级情况，是否存在逾期借款；取得应付款项明细表，了解应付票据是否真实

支付、大额应付账款的账龄和逾期未付款原因、大额其他应付款及长期应付款的

具体内容和业务背景等；了解主要合同承诺的债务金额、期限、成本。 

 

经核查，开药集团资产、负债以及净资产等财务数据真实、准确。 

 

综上，独立财务顾问认为：开药集团报告期内的营业收入、净利润、净资

产等主要财务数据真实、准确，真实反映了开药集团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取得的工作底稿，包括征询函及相关文件真实、准确、完整。 

 

综上所述，开药集团报告期内的营业收入、净利润、净资产等主要财务数

据真实、准确，真实反映了开药集团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取得的工作底稿，

包括征询函及相关文件真实、准确、完整。 

 

问题二：请核实公司在相关重组文件中披露的开封制药的香丹注射液生产

量、销售量等信息是否真实、准确；并对比中国药品电子监管系统记录中上述

药品的生产量、销售量是否存在差异，说明差异原因。 

回复： 

经核实开药集团相关生产记录、产品入库和出库信息（销售核查情况详见问

题一回复），重组文件中披露的开药集团的香丹注射液生产量、销售量等信息真

实、准确。 

中国药品电子监管系统中相关数据的核查过程为：通过登录中国药品电子监



管系统企业客户端进行查询核对，但由于企业客户端没有数据统计或数据导出功

能，具体核查采取逐年查询、逐笔数据截屏留档、并逐笔加总的方法进行，能够

确认中国药品电子监管系统中相关数据的真实、准确。 

根据上述核查，报告期内开药集团香丹注射液生产量、销售量情况，以及与

中国药品电子监管系统（以下简称“监管系统”）记录数的对比情况如下： 

单位：万盒 

产年 
重组文件中

披露产量 

监管系统 

记录产量 
产量差异 

重组文件中

披露销量 

监管系统 

记录出库量 

2013 年度 6,430.00 6,427.93 2.07 6,133.08 6,072.96 

2014 年度 4,724.00 4,724.00 0 4,884.95 4,921.81 

2015 年度 3,405.37 3,405.37 0 3,289.52 3,304.74 

对于开药集团香丹注射液生产量，重组文件中 2014 年度、2015 年度披露数

量与监管系统记录数量一致，不存在差异；2013 年存在少量差异，原因系 2013

年车间改造期间，少量产品包装未能及时打印电子监管码并录入监管系统，但该

部分产品未实现销售。 

对于开药集团香丹注射液销售量，由于监管系统记录数量为产品出库数量，

无销量数据，重组文件中根据企业会计准则披露的确认销售收入的销量与监管系

统登记的出库量不属于同一统计口径。同时，开药集团报告期各期销量与监管系

统记录的出库量基本一致，无重大差异。 

 

独立财务顾问意见：经核查，除具有合理原因导致的较小差异外，重组文

件中披露的香丹注射液产销量与监管系统的相关记录不存在重大差异。公司在

相关重组文件中披露的开药集团的香丹注射液产销量等信息真实、准确。 

 

会计师意见：经核查，除具有合理原因导致的较小差异外，未发现重组文

件中披露的香丹注射液产销量与监管系统的相关记录有重大差异。公司在相关

重组文件中披露的开药集团的香丹注射液产销量等信息真实、准确。 

 

问题三：请核实公司在相关重组文件中披露的开封制药相关毛利率数据是

否真实、准确，并说明选取的同行业对比公司是否具有可比性，及其选取标准



和依据。 

回复： 

（一）重组文件中披露的开药集团毛利率数据真实、准确 

根据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开药集团审计报告，报告期

内开药集团综合毛利率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5 年度 2014 年度 2013 年度 

营业收入 400,745.95 357,236.32 310,586.87 

营业成本 258,666.71 225,996.96 201,877.08 

毛利润 142,079.24 131,239.36 108,709.78 

综合毛利率 35.45% 36.74% 35.00% 

开药集团营业收入、营业成本核查情况详见问题一回复中相关核查情况。通

过该等核查，开药集团营业收入、营业成本等主要财务数据真实、准确，据此计

算得出的毛利率数据真实、准确。 

（二）与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毛利率对比情况 

报告期内，开药集团综合毛利率与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对比情况如下：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2015 年度 2014 年度 2013 年度 

603669.SH 灵康药业 60.02%   60.89%    59.11%  

300254.SZ 仟源医药 68.67%   68.56%    65.31%  

300006.SZ 莱美药业 37.07%   31.95%    38.00%  

300194.SZ 福安药业 44.20%   31.83%    32.55%  

600789.SH 鲁抗医药 19.69%   17.87%    16.72%  

000566.SZ 海南海药 42.41%   41.04%    42.20%  

000153.SZ 丰原药业 26.87%   26.50%    26.06%  

000919.SZ 金陵药业 21.97%   24.23%    23.60%  

002603.SZ 以岭药业 63.44%   63.11%    66.65%  

000739.SZ 普洛药业 27.39%   26.02%    22.64%  

600664.SH 哈药股份 24.93%   27.52%    29.55%  

平均值 39.70%   38.14%    38.40%  

开药集团 35.45% 36.74% 35.00% 

数据来源：同花顺 iFinD 



（三）同行业可比公司选取的标准和依据 

开药集团是一家集化学药、中成药和原料药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医药

企业，产品品种众多、剂型全面。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

年修订）》，开药集团所从事的业务属于“医药制造业（C27）”。开药集团同行业

可比公司的选择主要考虑了如下标准：（1）可比公司所处行业同为医药制造业，

主营业务与开药集团有相似性，产品结构多元，剂型多样；（2）可比公司主要产

品治疗领域与开药集团有相似性；（3）可比公司业务收入构成情况与开药集团有

相似性。具体情况如下： 

1、开药集团产品结构情况 

报告期内开药集团主营业务收入按产品治疗领域划分情况 

单位：万元 

产品名称 
2015 年度 2014 年度 2013 年度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抗生素等抗感染类

药品 
187,884.81 46.94% 166,846.19 46.79% 142,853.46 46.23% 

感冒镇咳类药品 52,543.77 13.13% 43,482.21 12.19% 33,005.90 10.68% 

免疫调节类药品 27,328.13 6.83% 27,236.93 7.64% 26,477.31 8.57% 

心脑血管用药 29,400.23 7.35% 30,552.75 8.57% 26,242.62 8.49% 

营养药及辅助用药 24,828.37 6.20% 17,426.82 4.89% 16,148.37 5.23% 

消化系统药品 12,906.57 3.22% 12,583.52 3.53% 11,440.26 3.70% 

抗炎类药品 9,845.95 2.46% 10,926.15 3.06% 11,749.44 3.80% 

神经用药等其他药

品 
11,756.79 2.94% 4,880.68 1.37% 3,555.50 1.15% 

药品药械经销 43,751.36 10.93% 42,637.66 11.96% 37,535.84 12.15% 

合计 400,245.97 100.00% 356,572.91 100.00% 309,008.70 100.00% 

 

2、可比公司与开药集团在主营业务、产品及收入结构方面对比情况 

公司

名称 
主营业务 主要产品剂型 主要产品治疗领域 业务收入构成情况 

开药

集团 

主要从事原料药、化

学药、中成药的研发、

生产和销售，属于医

药制造业 

原料药、粉针剂、水针剂

（含大容量注射液、小容

量注射液）、口服液、胶

囊剂、颗粒剂等 

主要产品涵盖抗生素等抗

感染类药品（头孢菌素类、

原料药）、感冒镇咳类、心

脑血管用药、营养及辅助

用药及免疫调节等药品 

见上表“1、开药集团产品结

构情况” 



公司

名称 
主营业务 主要产品剂型 主要产品治疗领域 业务收入构成情况 

灵康

药业 

主要从事化药处方药

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属于医药制造业 

无菌原料药、粉针剂、片

剂、胶囊剂、冻干粉针剂

（头孢菌素类）、粉针剂

（头孢菌素类）、小容量

注射剂等 

主要产品涵盖抗生素等抗

感染药类（注射用头孢

类）、消化系统类、肠外营

养类等治疗领域 

2015 年度营业收入中抗感染

类药品占 38.92%，营养类药

品占 35.26%，消化系统用药

占 16.64%。 

仟源

医药 

主要从事化学药原料

及制剂的研发、生产

和销售，属于医药制

造业 

原料药、粉针剂、片剂、

硬胶囊剂（含头孢菌素

类）、颗粒剂 

主要产品涵盖抗感染类、

泌尿系统、呼吸系统、心

脑血管类、保健类等治疗

领域 

2015 年度营业收入中抗感染

类药品占 28.71%，泌尿系统

用药占 15.40%，呼吸和心脑

血管系统及医药原料中间体

占 11.97% 

莱美

药业 

主要从事化学制剂、

原料药及中药的研

发、生产和销售，属

于医药制造业 

原料药、片剂、冻干粉针

剂、粉针剂、大容量注射

剂、小容量注射剂 

主要产品涵盖抗感染类、

特色专科类（主要为抗肿

瘤药、消化系统药、肠外

营养药、生物制品）、大输

液类、中成药及饮片类等。 

2015 年度营业收入中抗感染

类药品占 34.58%，消化、抗

肿 瘤 及 肠 外 营 养 用 药 占

24.64%，水针剂（大输液）药

品占 18.16% 

福安

药业 

主要从事医药中间

体、原料药、化学制

剂生产及销售、药品

研发，属于医药制造

业 

原料药、粉针剂、冻干粉

针剂、小容量注射剂、大

容量注射剂、硬胶囊剂、

颗粒剂 

主要产品涵盖抗生素抗感

染类、呼吸系统类、抗肿

瘤类等治疗领域 

2015 年度营业收入中抗生素

类制剂药品占 58.90%，原料

药剂中间体占 33.76%，药品

经销及其他占 3.25% 

鲁抗

医药 

主要从事医药产品的

研发、生产和销售，

属于医药制造业 

原料药、片剂、粉针剂、

胶囊剂、中成药、颗粒剂 

主要产品涵盖抗生素类、

氨基酸类、心脑血管类等

治疗领域 

2015 年度营业收入中化学制

剂药品占 50.22%，抗生素及

抗生素原料药占 47.40% 

海南

海药 

主要从事药品及、医

疗器械的研发、生产

和销售，属于医药制

造业 

原料药、医药中间体、片

剂、粉针剂、胶囊剂、中

成药 

主要产品涵盖抗生素类

（头孢制剂系列）、抗感染

类、胃肠道药、抗肿瘤用

药等治疗领域 

2015 年度营业收入中原料药

及中间体占 39.86%，抗生素

类头孢制剂系列占 22.05% 

丰原

药业 

主要业务包括医药制

造和商业流通。其中

医药制造涉及生物

药、化学药及中药的

研发、生产和销售，

属于医药制造业 

粉针剂、片剂、原料药、

大容量注射剂、小容量注

射剂、胶囊剂等 

主要产品涵盖抗生素类、

原料药、解热镇痛、妇儿、

神经系统、心血管、泌尿

系统、营养类用药等治疗

领域 

2015 年度营业收入中化学药

合成药及制剂 32.35%，主要

包括原料药及头孢系列用药

等 

金陵

药业 

主要从事药品生产、

销售和医药服务，属

于医药制造业 

片剂、口服液、小容量注

射剂、硬胶囊剂（含头孢

类）、中成药 

主要产品涵盖抗生素抗感

染类（头孢克肟胶囊、盐

酸林可霉素胶囊）、心血管

类（脉络宁注射液）、免疫

调节类用药（香菇多糖注

射液） 

2015 年度营业收入中化学药

品占 56.60%，主要包括抗感

染、心血管和免疫调节类用

药；中药占 15.67% 

以岭

药业 

主要从事药品的研

发、生产和销售，属

于医药制造业 

片剂、胶囊剂、颗粒剂 

主要产品涵盖抗感冒类、

抗病毒类、心脑血管类等

治疗领域 

2015 年度营业收入中心脑血

管类药品占 67.18%，抗感冒

类药品占 18.76% 



公司

名称 
主营业务 主要产品剂型 主要产品治疗领域 业务收入构成情况 

普洛

药业 

主要从事原料药、制

剂的研发、生产和销

售业务，属于医药制

造业 

原料药剂中间体（含头孢

克肟、其他霉素等）、化

学药制剂（含头孢克肟胶

囊、分散片；阿莫西林克

拉维酸钾胶囊等） 

主要产品涵盖抗生素、抗

病毒类、心血管类、抗肿

瘤类等治疗领域 

2015 年度营业收入原料药及

中间体占 79.49%，主要为抗

感染类头孢菌素类药物；化学

药制剂占 19.96% 

哈药

股份 

主要从事医药研发与

制造业务，涵盖化学

原料药、化学制剂、

生物制剂、中药、保

健品等产业领域，属

于医药制造业 

化学原料药、化学制剂

（片剂、颗粒剂、水针剂、

胶囊剂等）、中药、生物

制剂 

主要产品涵盖抗感染、心

脑血管、感冒药、消化系

统、抗肿瘤药以及营养补

充剂等治疗领域 

2015 年度医药制造业务收入

中抗感染类药品占 48.61%，

营养补充剂占 19.10%，心脑

血管及感冒用药占 18.55% 

数据来源：各可比公司 2015 年报 

通过比对，上述选取的同行业对比公司与开药集团在主营业务、主要产品剂

型、治疗领域、业务收入构成等方面具有相似性，与开药集团具有可比性。 

 

独立财务顾问意见：经核查，上市公司在相关重组文件中披露的开药集团

相关毛利率数据真实、准确，选取的同行业对比公司具有可比性。 

 

会计师意见：经核查，上市公司在相关重组文件中披露的开药集团相关毛

利率数据真实、准确，选取的同行业对比公司具有可比性。 

 

问题四：请核实本次重组中公司聘请的河南天基律师事务所芦书涛是否曾

在公司关联人处任职，是否具有独立性。 

回复： 

（一）芦书涛的任职情况 

经检索企业信用系统、查阅相关劳动合同，并根据芦书涛律师出具的声明及

承诺函，芦书涛的任职情况如下：      

任职单位 担任职务 任职时间 
任职单位与上市公司 

关联关系说明 

第一拖拉机股份有限公

司 
法律顾问 

2005 年 7 月至

2007 年底 
无关联关系 

辅仁药业集团医药有限

公司 
法律顾问 

2008 年初至 2012

年 3 月 

为开药集团下属子公司，与

上市公司受同一控制人控



制 

河南天基律师事务所 专职律师 2012 年 3 月至今 
2014 年 6 月起担任上市公

司常年法律顾问 

上海顺丰储运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董事 
2015 年 11 月至今 

曾为上市公司子公司，后转

让予洛阳中泉物资有限公

司（该公司与上市公司不存

在关联关系），并于 2015 年

11 月办理了工商变更手续 

除上述情况，芦书涛无其他任职情况。 

（二）芦书涛律师履职具有独立性 

芦书涛律师于 2012年3月之前曾任辅仁药业集团医药有限公司之法律顾问，

后离职并到河南天基律师事务所担任专职律师。河南天基律师事务所自 2014 年

6 月起担任上市公司常年法律顾问，芦书涛不存在同时在辅仁药业集团医药有限

公司和河南天基律师事务所任职的情形。 

报告期内，上海顺丰储运有限公司（下称“顺丰储运”）曾为上市公司的子公

司，2015 年 11 月，上市公司将其所持顺丰储运全部股权转让予洛阳中泉物资有

限公司。股权转让后，为便于处理转让事宜并完成交接工作，芦书涛律师受上市

公司及顺丰储运的共同委托，协助顺丰储运办理后续交接事务，并自顺丰储运股

权转让完成工商变更之日，临时担任顺丰储运董事及法定代表人。芦书涛未持有

顺丰储运任何股权，未在顺丰储运领取任何薪酬，未参与顺丰储运任何生产经营

活动，待相关交接工作全部处理完毕，芦书涛将辞去在该公司的全部职务。此外，

顺丰储运在股权转让前后，长期处于经营停滞状态，实际无生产经营活动。 

根据上述情况，从实质判断，芦书涛律师担任顺丰储运的董事及法定代表人

只是名义上的挂职，客观上并未实际参与顺丰储运的任何生产经营活动，仅为便

于处理本次股权转让及交接的相关事宜，上述行为是其为上市公司提供常年法律

顾问服务的一种延伸，因此实质上不影响芦书涛律师以及河南天基律师事务所为

上市公司提供证券法律服务的独立性，芦书涛的履职未违反《律师事务所从事证

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的规定。 

本次重组过程中芦书涛律师受河南天基律师事务所委派，作为对上市公司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进行见证的承办律师之一，与河南天基律师事务所

其他律师共同见证公司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全部议程，并出具法律意见



书。芦书涛律师及河南天基律师事务所另一名律师共同作为专职律师履行职务，

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

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上市公司章程以及律师事务所有关

内控制度的规定，对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

议召集人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重要事项进行了审核和见证，履职过程中

不存在违规行为，具有独立性。 

此外，为进一步保证上市公司法律顾问履职的独立性，上市公司将不再聘用

芦书涛所在律师事务所担任法律顾问。 

 

独立财务顾问意见：经核查，从实质判断，芦书涛律师过往曾在辅仁药业

关联方任职的情况不影响其在本次重组中为股东大会提供见证意见的法律服务

的独立性，芦书涛的履职未违反《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第

十一条的规定。 

 

 

特此公告。 

 

 

 

 

 

辅仁药业集团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 年 6 月 22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