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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申请文件的审核问询函

中有关财务事项的回复 

 

大华核字[2019]004311 号 

 

上海证券交易所： 

我们已对《关于申联生物医药（上海）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申请文件的审核问询函》（上证科审（审核）

〔2019〕32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所提及的申联生物医药（上海）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申联生物公司）财务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

并出具了《申联生物医药（上海）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在科创板上市申请文件的审核问询函中有关财务事项的回复》（大华

核字[2019]004004 号）。因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转来《关于申联生

物医药（上海）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申请

文件的第二轮审核问询函》（上证科审（审核）〔2019〕161 号，以下

简称第二轮问询函），我们为此作了追加核查，现回复如下： 

一、 【第二轮问询函第 1 条第（3）、（4）点】关于非洲猪瘟对发

行人生产经营的影响 

根据首轮问询回复，受非洲猪瘟影响发行人 2019 年第 1 季度，

公司产品销量同比下降 19.22%，公司销售收入下降 13.25%，非洲猪

瘟对发行人生产经营产生一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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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发行人补充披露：（3）2018 年 11 月至 2019 年 1-3 月，发行人

的业绩变化情况，以及其他政府苗生产企业的业绩变化情况，补充披

露最终饲养者对于口蹄疫疫苗的采购意愿是否发生显著变化；（4）结

合非洲猪瘟对目前生猪行业的影响，及发行人现有产品相对单一的情

形，对发行人产品面临的行业风险及可能对公司业绩构成的影响进行

分析，披露发行人 2019 年第一季度经营业绩情况，充分揭示是否存

在 2019 年业绩大幅下滑的风险，是否具有持续经营能力，并进行充

分的风险提示。 

请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和申报会计师核查以上情况并发表明确

意见。 

回复： 

（一）2018 年 11 月至 2019 年 1-3月，发行人的业绩变化情况，

以及其他政府苗生产企业的业绩变化情况，补充披露最终饲养者对

于口蹄疫疫苗的采购意愿是否发生显著变化。 

1．2018 年 11 月至 2019 年 3 月，申联生物公司的业绩变化情况 

2018 年 11 月至 2019 年 3 月，申联生物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具体

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 年 11 月 2018 年 12 月 2019 年 1 月 2019 年 2 月 2019 年 3 月 

主营业务收入 812.22 1,433.84 429.81 1,921.31 7,132.05 

根据国家动物强制免疫计划，春秋两季需对所有易感家畜进行一

次集中免疫，简称为“春防”、“秋防”。相应地，申联生物公司产品

销售亦集中在上述时间段。2018 年 11-12 月属于销售淡季，收入较少。

2019 年一季度为销售旺季，但受非洲猪瘟影响，申联生物公司销售

收入同比下降 1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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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其他政府苗生产企业的业绩变化情况 

国内目前生产口蹄疫疫苗的企业有 8 家，分别是申联生物公司、

金宇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生物股份”）、中牧实业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牧股份”）、天康生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天康生物”）、中农威特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农

威特”）、内蒙古必威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必威安泰”）、

上海海利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利生物”）、中普生物

制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普生物”），其中中牧股份、天康生物、

生物股份、海利生物为上市公司，由于上述 4 家公司未披露其口蹄疫

疫苗业务的业绩情况，亦未披露其政府苗业务的业绩情况，另外 3 家

公司中农威特、必威安泰、中普生物为非上市公司，未披露其相关业

务数据，故下表仅列示上述 4 家上市公司分季度营业收入如下： 

单位：万元 

公司名称 
2018 年第四季度 2019 年第一季度 

金额 同比 金额 同比 

中牧股份 124,099.68 -14.39% 79,996.12 -14.85% 

天康生物 156,219.80 34.22% 120,481.39 20.92% 

生物股份 46,458.56 -19.37% 33,405.36 -40.06% 

海利生物 5,880.97 -9.71% 8,095.62 31.04% 

2019 年第一季度，生物股份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降低 40.06%，

主要是因为非洲猪瘟疫情给下游养殖业带来冲击，生猪存栏量减少进

而影响其疫苗产品的销售，但生物股份未单独披露其政府苗业务受到

的影响。 

2019 年第一季度，海利生物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增长 31.04%，

主要系其合并范围增加所致。 

中牧股份、天康生物涉足的业务领域较多，未明确披露其业务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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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的原因。 

3．最终饲养者对于口蹄疫疫苗的采购意愿是否发生显著变化 

口蹄疫传染性强、危害严重，我国对其实施强制免疫，未免疫动

物按规定不能开具检疫合格证明，无法销售，因此无论是出于经济考

虑还是政策要求，最终饲养者都有意愿对口蹄疫进行预防。非洲猪瘟

会影响到生猪养殖规模进而影响到口蹄疫疫苗的使用量，但不会改变

最终饲养者对于口蹄疫疫苗的采购意愿，最终饲养者对于口蹄疫疫苗

的采购意愿未发生显著变化。 

（二）结合非洲猪瘟对目前生猪行业的影响，及发行人现有产

品相对单一的情形，对发行人产品面临的行业风险及可能对公司业

绩构成的影响进行分析，披露发行人 2019 年第一季度经营业绩情

况，充分揭示是否存在 2019 年业绩大幅下滑的风险，是否具有持续

经营能力，并进行充分的风险提示。 

1．结合非洲猪瘟对目前生猪行业的影响，及申联生物公司现有

产品相对单一的情形，对申联生物公司产品面临的行业风险及可能

对申联生物公司业绩构成的影响进行分析 

（1）受生猪养殖规模下降影响，2019 年 1 季度申联生物公司收

入同比下降 13.25%，截至本回复出具之日，非洲猪瘟疫情尚未对申

联生物公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申联生物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兽用生物制品研发、生产、销售的

高新技术企业，主要产品为猪口蹄疫疫苗。申联生物公司经营业绩与

生猪养殖规模密切相关。 

2018 年 8 月非洲猪瘟在我国出现后，受疫情扩大等因素影响，

生猪存栏自 2019 年 1 月以来出现快速下降。2018 年 11 月至 201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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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生猪存栏分别为 32,306 万头、31,111 万头、29,338 万头、27,754

万头、27,421 万头、26,626 万头，同比下降分别为 2.90%、4.80%、

12.62%、16.60%、18.80%、20.80%。 

受生猪养殖规模下降影响，2019 年第 1 季度申联生物公司产品

销量同比下降 19.22%，销售收入同比下降 13.25%。申联生物公司收

入下降幅度小于销量的下降幅度，主要系申联生物公司从 2019 年开

始 销 售 猪 口 蹄 疫 O 型 、 A 型 二 价 合 成 肽 疫 苗 （ 多 肽

2700+2800+MM13），该产品售价相对猪口蹄疫 O 型合成肽疫苗（多

肽 2600+2700+2800）较高。 

（2）非洲猪瘟影响仍然持续，但疫情发生势头趋缓；如果非洲

猪瘟疫情进一步加重，则很有可能增大对包括申联生物公司在内的猪

口蹄疫疫苗生产企业经营业绩的影响 

2018 年 11 月至 2019 年 4 月，我国能繁母猪存栏量分别为 3,058

万头、2,988 万头、2,882 万头、2,738 万头、2,675 万头、2,608 万头，

同比下降分别为 6.90%、8.30%、14.75%、19.10%、21.00%、22.30%。

能繁母猪的减少会导致未来生猪出栏受到影响，预计未来一段时间

内，包括申联生物公司在内的猪口蹄疫疫苗生产企业的经营仍将受到

非洲猪瘟的影响。 

根据农业农村部公布信息，去年 8 月我国发生非洲猪瘟疫情以

来，截至今年 4 月 22 日，共发生了 129 起非洲猪瘟疫情。当前，非

洲猪瘟疫情发生势头趋缓，今年共发生疫情 30 起，有 23 个省份疫情

已经解除，生猪生产和调运正常秩序加快恢复。如果非洲猪瘟疫情进

一步加重，则很有可能增大对包括申联生物公司在内的猪口蹄疫疫苗

生产企业经营业绩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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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近十年来我国生猪年出栏量保持在 7 亿头左右，虽然受非

洲猪瘟影响，目前养殖规模下降，但长期来看我国生猪养殖量有望得

以恢复，申联生物公司长期业绩仍有支撑 

我国是生猪养殖和产品消费大国，我国生猪养殖量约占全球半

数，居民猪肉消费占肉类消费的 60%以上，故有“猪粮安天下”的说

法。近十年来，我国生猪年出栏量保持在 7 亿头左右。虽然受非洲猪

瘟疫情影响，目前行业经营业绩面临下降风险，但长期来看，我国猪

肉消费习惯难以改变。随着疫情的势头趋缓，猪肉价格的上升，养殖

场户的补栏意愿增强，生猪养殖规模有望得以恢复，申联生物公司长

期业绩仍有支撑。 

（4）申联生物公司业绩对非洲猪瘟疫情的敏感性分析 

申联生物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兽用生物制品研发、生产、销售的

高新技术企业，主要产品为猪口蹄疫疫苗。申联生物公司产品销量与

生猪养殖规模密切相关。从 2019 年 1-4 月口蹄疫疫苗销量来看，申

联生物公司产品销量下降幅度与养殖规模下降幅度接近。针对非洲猪

瘟疫情导致养殖规模下降的不同幅度，申联生物公司对 2019 年业绩

进行了敏感性分析，具体如下： 

①主要假设条件 

假设 2019年 5-12月生猪养殖规模同比分别下降 20%、30%、40%、

50%；申联生物公司产品销量下降幅度与养殖规模下降幅度相同；产

品销售价格按照 2019 年 1-4 月均价进行测算；管理费用和研发费用

按照 2018 年金额测算；销售费用按照 2018 年销售费用率测算。 

②敏感性分析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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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项目 
养殖规模下降

50% 

养殖规模下降
40% 

养殖规模下降
30% 

养殖规模下降
20% 

营业收入 19,457.31 21,061.56 22,665.81 24,279.69 

营业收入同比 -29.28% -23.45% -17.62% -11.75% 

营业利润 5,555.34 6,522.15 7,573.95 8,581.46 

利润总额 5,554.34 6,521.15 7,572.95 8,580.46 

净利润 4,776.74 5,608.19 6,512.73 7,379.20 

净利润同比 -45.46% -35.97% -25.64% -15.74% 

2．申联生物公司 2019 年第一季度经营业绩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 1-3 月 

（未经审计） 
2018 年 1-3 月 变动比率 

营业收入 9,483.16  10,931.75  -13.25% 

营业成本 1,734.36  2,154.99  -19.52% 

营业利润 4,087.58  4,797.33  -14.79% 

利润总额 4,087.57  4,806.32  -14.95% 

净利润 3,509.12  4,090.28  -14.21% 

3．充分揭示是否存在 2019 年业绩大幅下滑的风险，是否具有

持续经营能力，并进行充分的风险提示 

非洲猪瘟疫情对申联生物公司业绩影响的风险： 

非洲猪瘟具有早期发现难、预防难、致死率高、传播快等特点。

2018 年 8 月 3 日，国家参考实验室确诊出国内首例非洲猪瘟疫情，

后续我国辽宁、河南、江苏、浙江、安徽、黑龙江等多个地区均出现

非洲猪瘟确诊病例，疫情涉及范围较广，呈现多点散发的态势，目前

非洲猪瘟疫情已经遍及全国大部分省份。2018 年，我国生猪出栏

69,382 万头，与上年基本持平；2019 年第一季度，我国生猪出栏 18,842

万头，同比下降 5.71%；2019 年 1-3 月，生猪存栏分别为 29,338 万头、

27,754 万头、27,421 万头，同比下降分别为 12.62%、16.60%、18.80%，

能繁母猪存栏量分别为 2,882 万头、2,738 万头、2,675 万头，分别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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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年同期减少 14.75%、19.10%和 21.00%。 

申联生物公司目前产品为猪口蹄疫疫苗，经营业绩与生猪数量密

切相关。受非洲猪瘟的影响，我国 2019 年第一季度生猪养殖规模下

降，申联生物公司 2019 年第一季度营业收入亦同比下降 13.25%，且

非洲猪瘟对申联生物公司业务的影响仍在持续。若非洲猪瘟疫情仍持

续或加重，导致我国生猪养殖规模大幅下降，申联生物公司 2019 年

经营业绩存在大幅下滑的风险。 

（3）是否具有持续经营能力 

申联生物公司是猪口蹄疫合成肽疫苗领域的领军者，连续多年在

国内猪口蹄疫合成肽疫苗市场占有率第一。申联生物公司作为国内同

时拥有猪口蹄疫 O 型、A 型二价灭活疫苗和猪口蹄疫 O 型、A 型二

价合成肽疫苗新兽药注册证书的两家企业之一，产品竞争优势明显。

其中，申联生物公司是目前国内唯一一家生产猪口蹄疫 O 型、A 型

二价合成肽疫苗的企业；申联生物公司与中国农业科学院兰州兽医研

究所、中农威特、生物股份联合研制的猪口蹄疫 O 型、A 型二价灭

活疫苗（Re-O/MYA98/JSCZ/2013 株+Re-A/WH/09 株）是国内外首例

使用反向遗传技术定向设计和优化改造疫苗种毒的猪用口蹄疫 O 型、

A 型二价灭活疫苗，克服了以流行毒株作为种毒的自然属性缺陷，突

破了常规疫苗种毒筛选技术的瓶颈，提高了抗原产量，具有良好的抗

原性和免疫效力，减弱了致病性，提高了生物安全性。随着未来国内

对猪口蹄疫 O 型、A 型二价疫苗需求量越来越大，申联生物公司拥

有的两个猪口蹄疫 O 型、A 型二价疫苗具有较好的发展前景。 

生猪养殖在我国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我国政府对非洲猪瘟疫情

特别重视，采取了一系列防控措施并正在抓紧研制疫苗，农业农村部



 

                                            

大华核字[2019]004311 号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申请文件的审核问询函中有关财务事项的回复 

第 9 页 

及各省也陆续出台了相关养猪扶持政策。 

近十年来，我国生猪年出栏量保持在 7 亿头左右，猪肉年产量大

约是 5,400 万吨，减少 20%影响的产量是 1,080 万吨。根据 USDA 公

布的数据，全球主要猪肉出口国（欧盟 27 国、美国、加拿大、巴西）

2018 年猪肉出口量为 765.7 万吨，全部进口到中国也将不能保证我国

人民的消费需求。因此养殖量的下降将造成我国生猪和猪肉价格的上

涨，并刺激生猪养殖业的资金投入和技术投入，进而促进养殖量的提

升。虽然受非洲猪瘟疫情影响，目前行业经营业绩面临下降风险，但

长期来看，我国猪肉消费习惯难以改变。随着疫情的发展势头趋缓，

猪肉价格的上升，养殖场户的补栏意愿增强，生猪养殖规模有望得以

恢复，申联生物公司长期业绩仍有支撑。 

综上，申联生物公司具有持续经营能力。 

（三）会计师的核查与结论 

执行的核查程序： 

1．获取并检查申联生物公司的销售收入明细表，分析比较报告

期（2016 年度至 2018 年度，下同）以及 2019 年 1-3 月各月主营业务

收入变动趋势； 

2．获取申联生物公司 2019 年一季度财务报表，包括 2019 年 3

月 31 日的资产负债表，2019 年 1-3 月的利润表、股东权益变动表和

现金流量表，就财务报表询问申联生物公司有关人员和对财务数据实

施分析程序； 

3．访谈了申联生物公司董事长、销售业务人员关于非洲猪瘟对

公司业绩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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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查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口蹄疫传染性强、危害严重，我国对其实施

强制免疫，最终饲养者对于口蹄疫疫苗的采购意愿未发生显著变化；

申联生物公司具备持续经营能力。 

二、 【第二轮问询函第 3 条】关于原材料库龄较长的情况 

根据首轮问询回复，2016 年至 2018 年末，公司原材料金额分别

为 721.66 万元，1,102.21 万元和 1,268.47 万元，在 2018 年销售下滑

的情况下原材料持续增长。另，发行人原材料和自制半成品库龄较长，

且 2018 年公司未采购哌啶，主要系采购哌啶需海运检验，采购周期

长，且期末库存均能保证次年全年领用量，因此公司优化原材料库存

结构，未在 2018 年采购哌啶。 

请发行人进一步说明：（1）1-2 年、2 年以上原材料、自制半成

品的具体内容，结合生产过程、生产周期、下年销售情况、产成品保

质期要求分析库龄的合理性，报告期长库龄原材料的金额占比逐年升

高的合理性，自制半成品库龄较长的原因，是否存在需要计提存货跌

价准备的情况；（2）说明 2017 年哌啶采购量和金额，结合生产用量、

保质期要求、存储要求等分析 2018 年不采购哌啶的合理性。 

请保荐机构、申报会计师核查以上情况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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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1-2 年、2 年以上原材料、自制半成品的具体内容，结合

生产过程、生产周期、下年销售情况、产成品保质期要求分析库龄

的合理性，报告期长库龄原材料的金额占比逐年升高的合理性，自

制半成品库龄较长的原因，是否存在需要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的情

况。 

1．1 年以上原材料的具体内容 

报告期各期末（2018 年 12 月 31 日、2017 年 12 月 31 日、2016

年 12 月 31 日，下同），申联生物公司库龄 1 年以上原材料金额为

1,149,405.98 元、669,923.63 元和 896,292.35 元，占报告期各期末原

材料的比例为 9.06%、6.08%和 12.42%。具体如下： 

项目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氨基酸 95,252.98 185,137.65 336,545.45 

哌啶 840,000.70 264,000.22 428,313.93 

包装物 6,037.04 210,099.40 131,432.98 

其他原材料 208,115.27 10,686.36   

合计 1,149,405.98 669,923.63 896,292.35 

报告期各期末，申联生物公司库龄一年以上的原材料主要包括氨

基酸、哌啶、包装物（瓶签、箱签、泡沫盒、膜包等）、其他原材料

（N，N-二异丙基碳二亚胺和二甲基亚砜），上述原材料保质期均较

长，申联生物公司结合原材料的采购和领用情况，动态管理原材料库

存，并保有一定的安全库存，库龄 1 年以上的原材料金额较小。 

2．1 上以上自制半成品的主要内容 

申联生物公司 1 年以上自制半成品为抗原。截至 2018 年末，库

龄 1 年以上的自制半成品共 2 批次，金额 72,450.36 元，有效期分别

至 2020 年 4 月和 2020 年 5 月，此 2 批次自制半成品已于 2019 年 1

月由生产车间领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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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申联生物公司不存在需要补充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的情况 

申联生物公司期末对存货进行全面清查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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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各期末，申联生物公司

已经按照公司会计政策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申联生物公司库龄 1 年以上的存货占比较低，库龄结构合理；

2018 年末库龄 1 年以上原材料金额增加的主要原因为库龄 1 年以上

哌碇金额增加，其有效期至 2022 年 6 月；库龄 1 年以上自制半成品

金额较小，且已于 2019 年 1 月由生产车间领用。 

报告期各期末，申联生物公司不存在过期、残次、毁损的原材料。 

因此，申联生物公司不存在需要补充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的情况。 

（二）说明 2017 年哌啶采购量和金额，结合生产用量、保质期

要求、存储要求等分析 2018 年不采购哌啶的合理性。 

申联生物公司报告期哌啶采购、领用、库存情况如下： 

单位：升、万元 

年度 

期初库存 本期采购 本期领用 期末库存 

有效期至 

数量 金额 数量 金额 数量 金额 数量 金额 

2016 年度 7,296.42 176.24 6,900.00 165.60 6,798.23 164.01 7,398.20 177.83 2020 年 6 月 

2017 年度 7,398.20 177.83 7,500.00 180.00 6,298.34 151.43 8,599.86 206.40 2021 年 7 月 

2018 年度 8,599.86 206.40     5,099.86 122.40 3,500.00 84.00 2022 年 6 月 

2017 年度，申联生物公司采购哌啶 7,500.00 升，金额为 180.00

万元。报告期内，申联生物公司领用哌啶分别为 6,798.23 升、6,298.34

升和 5,099.86 升，哌啶期初数量分别为 7,296.42 升、7,398.20 升和

8,599.86 升，各期哌啶期初数量均能保证当年生产用量。 

申联生物公司根据哌啶库存水平及领用情况计划采购，由于 2017

年末哌啶库存数量已能满足 2018 年哌啶的领用需求，且哌啶有效期

较长，故申联生物公司在 2018 年未对哌啶进行采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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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会计师的核查与结论 

执行的核查程序： 

1．对 2018 年末存货执行全面监盘，并以 2018 年末盘点结果为

基础执行前推程序以复核 2017 年末及 2016 年末库存盘点结果；比对

盘点结果与公司账面存货数量，检查实际存货数量与账面存货数量是

否存在重大差异；在存货监盘中关注是否存在过期、残次、毁损、滞

销积压的存货； 

2．获取并检查报告期各期末存货明细表，结合监盘程序抽查验

证 2018 年末存货明细表中记录的库龄和有效期信息；结合报告期各

期末存货明细表中的库龄、有效期信息，存货出入库记录，执行前推

程序复核 2017 年末、2016 年末存货项目的库龄、有效期； 

3．检查 2019 年 1-3 月存货出入库情况； 

4．对报告期各期生产领用哌碇与完工入库产量配比的情况进行

分析性复核，结合报告期各期末哌碇库存数量、有效期信息，判断

2018 年度不采购哌碇的合理性。 

核查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报告期各期末，申联生物公司已经按照公司

会计政策计提存货跌价准备，不存在需要补充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的情

况；申联生物公司库龄 1 年以上的存货占比较低，库龄结构合理；2018

年末库龄 1年以上原材料金额增加的主要原因为库龄 1年以上哌碇金

额增加；库龄 1 年以上自制半成品金额较小，且已于 2019 年 1 月由

生产车间领用；结合报告期生产领用哌碇与完工入库产量配比的情

况、报告期各期末哌碇库存数量、有效期信息，申联生物公司 2018

年度不采购哌碇具有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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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第二轮问询函第 4 条】关于应收账款 

根据首轮问询回复，公司 2018 年 12 月 31 日应收账款余额

5,238.77 万元，截止 2019 年 3 月 31 日，上述应收账款已回款 2,028.35

万元，回款比例 38.72%。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公司一年以上应

收账款余额 311.81 万元，占应收账款余额的比例为 5.95%。 

请发行人进一步说明：（1）2018 年末一年以上应收账款情况，

包括主要客户、应收账款金额和占比、账期等，分析是否存在需要单

项计提坏账准备的情况；（2）因下游客户为政府客户，其付款时间依

据财政资金的审批拨付情况及财政资金使用相关规定，合同中多未约

定明确付款时间。请发行人根据历史经验分析 2018 年应收账款的回

收周期，说明非洲猪瘟是否对发行人账款如期回收存在影响。 

请保荐机构、申报会计师核查以上情况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2018 年末一年以上应收账款情况，包括主要客户、应收

账款金额和占比、账期等，分析是否存在需要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

情况。 

2018 年末申联生物公司一年以上应收账款情况如下： 

客户名称 期末余额 占比（%） 已计提坏账准备 账龄 

哈尔滨市畜牧兽医局 1,775,445.00 56.94 88,772.25 1-2 年 

大庆市畜牧兽医局 794,940.00 25.49 39,747.00 1-2 年 

七台河市畜牧兽医局 247,502.00 7.94 12,375.10 1-2 年 

牡丹江市畜牧兽医局 135,390.00 4.34 6,769.50 1-2 年 

四川永鑫畜牧养殖有限公司 95,700.00 3.07 81,300.00 2 年以上 

合计 3,048,977.00 97.78 228,963.85  

注：占比（%）为客户应收账款期末余额占一年以上应收账款期末合计余额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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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末，申联生物公司一年以上应收账款涉及的客户主要为

哈尔滨市、大庆市、七台河市、牡丹江市畜牧兽医局，因黑龙江省关

于疫苗款项的财政资金未能及时拨付到位，导致该省部分地区疫苗货

款仍未支付。 

2018 年末一年以上应收账款余额主要为应收政府客户款项，受

财政资金的审批拨付情况影响，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未低于其账面

价值。经比较同行业可比公司应收账款账龄结构和坏账准备计提政

策，申联生物公司坏账计提政策谨慎。 

综上，申联生物公司不需要对一年以上应收账款单项计提坏账准

备。 

（二）因下游客户为政府客户，其付款时间依据财政资金的审

批拨付情况及财政资金使用相关规定，合同中多未约定明确付款时

间。请发行人根据历史经验分析 2018 年应收账款的回收周期，说明

非洲猪瘟是否对发行人账款如期回收存在影响。 

报告期各期末应收账款在下一年度回款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年度 
应收账款 

余额 

下年度 1-5 月回款 下年度 6 月回款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2016 年 4,332.06 2,913.09 67.25% 480.46 11.09% 

2017 年 8,012.73 6,126.66 76.46% 357.77 4.47% 

2018 年 5,238.77 2,804.55 53.53% - - 

注：申联生物公司 2018 年末应收账款余额，在下年度 1-5 月回款金额 2,804.55 万元为截至

2019 年 5 月 24 日。 

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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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年度 
应收账款 

余额 

下年度三季度回款 下年度四季度回款 合计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2016 年 4,332.06 605.02 13.97% 302.12 6.97% 4,300.69 99.28% 

2017 年 8,012.73 904.05 11.28% 312.43 3.90% 7,700.91 96.11% 

2018 年 5,238.77 - - - - 2,804.55 53.53% 

申联生物公司报告期各期末应收账款均于下年末基本收回。 

申联生物公司 2018 年末应收账款余额主要为应收政府客户款

项，受财政资金的审批拨付情况影响，非洲猪瘟不存在对申联生物公

司账款如期回收的直接影响。 

（三）会计师的核查与结论 

执行的核查程序： 

1．对销售与收款循环执行了解内部控制和控制测试程序； 

2．结合与同行业可比公司的比较，分析申联生物公司坏账计提

政策的谨慎性； 

3．获取并检查报告期各期末应收账款回款情况，分析应收账款

的回收周期； 

4．结合营业收入（包括金额及数量）、应收账款和预收账款余额

对主要客户（包括一年以上应收账款期末余额较大的客户）执行函证

程序； 

5．结合申联生物公司销售模式、应收账款的回收周期等情况，

判断非洲猪瘟对申联生物公司账款如期回收的影响。 

核查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申联生物公司 2018 年末一年以上应收账款

余额主要为应收政府客户款项，受财政资金的审批拨付情况影响，预

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未低于其账面价值，不需要对一年以上应收账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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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项计提坏账准备；非洲猪瘟不存在对申联生物公司账款如期回收的

直接影响。 

四、 【第二轮问询函第 5 条】关于在建工程 

根据首轮问询回复，发行人兰州生物产业园项目总投资 8.68 亿

元，截至 2018 年末，已投入 3.99 亿元。上述金额与审计报告中 8.18

亿元的预算金额以及 44.08%的工程进度相矛盾，分析说明两者是否

存在差异以及差异原因。从资金流、相关货物实物流的角度补充说明

发行人兰州生物产业园项目截至 2018 年末已投入 3.99 亿元的资金来

源、资金去向，是否存在体外资金循环的情况，兰州生物产业园项目

的投资原因，总投资 8.68 亿元与发行人决策投资时自身规模的匹配

程度。 

保荐机构、申报会计师核查以上情况，并说明核查过程、核查方

式、取得的证据、支持核查结论相关理由的充分性。 

回复： 

（一）根据首轮问询回复，发行人兰州生物产业园项目总投资

8.68 亿元，截至 2018 年末，已投入 3.99 亿元。上述金额与审计报告

中 8.18 亿元的预算金额以及 44.08%的工程进度相矛盾，分析说明两

者是否存在差异以及差异原因。 

首轮问询回复与审计报告数据差异原因为口径不同。首轮问询回

复数据口径为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兰州生物产业园（悬浮培养口蹄疫

灭活疫苗项目），审计报告数据口径为财务报表项目—在建工程—兰

州生物产业园（悬浮培养口蹄疫灭活疫苗项目），具体差异原因如下： 

项目 序号 金额（万元) 

首轮问询回复已投入金额 a 39,938.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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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序号 金额（万元) 

减：土地使用权 b 3,246.15 

减：直接计入固定资产的投入金额 c 634.41 

在建工程累计增加额 d=a-b-c 36,058.34 

首轮问询回复总投资 e 86,800.00 

减：铺底流动资金 f 5,000.00 

审计报告预算金额 g=e-f 81,800.00 

审计报告工程进度 h=d/g 44.08% 

（二）从资金流、相关货物实物流的角度补充说明发行人兰州

生物产业园项目截至 2018 年末已投入 3.99 亿元的资金来源、资金去

向，是否存在体外资金循环的情况，兰州生物产业园项目的投资原

因，总投资 8.68 亿元与发行人决策投资时自身规模的匹配程度。 

1．资金来源 

申联生物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兰州生物产业园（悬浮培养口

蹄疫灭活疫苗项目）（以下简称“兰州生物产业园项目”）资金来源主

要为自有资金。 

申联生物公司报告期累计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2.25 亿元，

累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44 亿元，累计吸收投资收到的

现金 2.895 亿元，累计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所支

付的现金 2.98 亿元；截至 2018 年末，应付建筑工程款和设备采购款

0.66 亿元，货币资金余额 3.84 亿元；申联生物公司现金流量能够满

足兰州生物产业园项目阶段性建设的需要。 

2．资金去向 

兰州生物产业园项目截至 2018 年末已投入 39,938.90 万元，形成

资产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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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报表项目 明细 期末余额 

在建工程 

建筑工程 62,374,124.18 

安装工程 71,450,338.37 

在安装设备 102,048,657.27 

待摊支出 32,183,970.13 

固定资产原值  
购置 6,344,116.68 

在建工程转入 92,526,302.18 

无形资产原值 土地使用权 32,461,523.00 

合计   399,389,031.81 

截至 2018 年末，兰州生物产业园项目，应付建筑工程款和设备

采购款 6,569.65 万元，已支付的款项主要支付给建筑工程承包商如中

国电子系统工程第二建设有限公司、甘肃第三建设集团公司、河南科

兴建设有限公司等，以及设备供应商 SYSBIOTECH S.A.R.L、苏州悠

远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北京中原合聚经贸有限公司、成都英德生物医

药设备有限公司、楚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甘肃辰华工业科技有限公

司、兰州万仕达热力设备有限公司、上海怀信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森松制药设备工程有限公司、上海奥星制药技术装备有限公司

等，不存在体外资金循环的情况。 

3．兰州生物产业园项目的投资原因 

申联生物公司兰州生物产业园项目的实施，有利于完善申联生物

公司产品种类，增强申联生物公司核心竞争力，进一步提高申联生物

公司在口蹄疫疫苗领域的市场占有率及盈利能力。 

我国是世界上使用口蹄疫疫苗量最多的国家，口蹄疫合成肽疫苗

和口蹄疫灭活疫苗是我国两种主流的预防口蹄疫的疫苗，均能较好的

满足我国口蹄疫防疫需求，两种疫苗各有优势，长期来看将并行销售。 

申联生物公司经过多年积累和发展，已形成了完整且成熟的口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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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合成肽疫苗生产能力，并随着不断的研发创新提升产品竞争力，目

前已成为市场上拥有口蹄疫合成肽疫苗产品最齐全的企业，2016 年

-2017 年，申联生物公司在国内口蹄疫合成肽疫苗市场占有率保持第

一。 

在此前提下，兰州生物产业园项目的实施，将有效的扩充申联生

物公司产品种类，与现有产品形成优势互补，迅速打开灭活疫苗市场，

有利于增强核心竞争力，进一步提高申联生物公司在口蹄疫疫苗领域

的市场占有率及盈利能力。 

4．总投资 8.68亿元与申联生物公司决策投资时自身规模的匹配

程度 

申联生物公司于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决议，兰州生物产业园项目总投资为 8.68 亿元。 

申联生物公司于 2012-2014 年期间即开始对该项目进行酝酿，在

2014 年做出正式决策之时，根据申联生物公司当时的自身实力，认

为有能力分步实施该项目：即将 2.5 亿头份疫苗的产能分两阶段实现，

先实施第一条生产线，待投产后根据情况再择机投资第二条生产线。

不考虑项目流动资金的情况下，建成第一条生产线并投产所需资金的

预算为 3.32 亿元，当时预计 2018 年建成投产后，再建设第二条生产

线。该项目在 2014 年的投资决策时，项目投资额与投资进度安排与

决策时申联生物公司自身规模是匹配的。 

2013 年至 2018 年，申联生物公司营业收入、净利润、货币资金

及理财余额、资产总额规模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 年度/ 

2018-12-31 

2017 年度/ 

2017-12-31 

2016 年度/ 

2016-12-31 

2015 年度/ 

2015-12-31 

2014 年度/ 

2014-12-31 

2013 年度/ 

2013-12-31 

营业收入 27,513.74 30,207.60 26,770.54 24,092.27 20,365.30 19,30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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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18 年度/ 

2018-12-31 

2017 年度/ 

2017-12-31 

2016 年度/ 

2016-12-31 

2015 年度/ 

2015-12-31 

2014 年度/ 

2014-12-31 

2013 年度/ 

2013-12-31 

净利润 8,758.03 9,867.80 7,347.18 7,584.38 6,114.04 4,182.34 

货币资金

及理财余

额 

38,431.12 14,598.33 16,533.92 17,652.11 23,762.97 22,194.74 

资产总额 101,312.15 69,219.31 60,779.07 49,031.63 52,889.16 53,152.88 

2014 年，申联生物公司决议拟投资兰州生物产业园项目，初始

设计两条生产线，达到年产 2.5 亿头份疫苗产能。在当时农业农村部

尚未设置生物安全三级防护标准的情况下，申联生物公司参考国外动

物疫苗生产线生物安全设计要求，动物房按照普通防护要求设计，在

不考虑项目流动资金的情况下，预算总投资约 6 亿元。 

考虑到当时申联生物公司的资金状况和盈利水平，申联生物公司

计划先建设第一条生产线，该生产线盈利后再建设第二条生产线。

2014 年 12 月，申联生物公司召开董事会对投资建设兰州生物产业园

项目作出决议，决定投资约 3.32 亿元在兰州新区建设口蹄疫灭活疫

苗生产线。 

截至 2014 年末，申联生物公司货币资金及银行理财余额合计达

到 2.38 亿元，总资产为 5.29 亿元，申联生物公司考虑了长期资金需

求，对未来现金流进行了预测，并对资金准备及运用做出了长期安排，

申联生物公司认为有能力分步实施该灭活疫苗投资项目。 

2016 年，申联生物公司启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申请，

并根据兰州生物产业园项目建设情况，决定在原有 6 亿元投资预算的

基础上追加动物房投资 2,800.00 万元、预备费 4,000.00 万元和铺底流

动资金 5,000.00 万元，总投资调整为 7.18 亿元。 

农业农村部分别于 2017 年 8 月颁布《兽用疫苗生产企业生物安

全三级防护标准》，于 2018 年 10 月颁布《兽用疫苗生产企业生物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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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三级防护检查验收评定标准》。为满足上述标准，申联生物公司于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调整投资金额，确定悬浮培养口蹄

疫灭活疫苗项目预算总投资为 8.68 亿元。 

该投资金额亦与申联生物公司自身规模匹配，具有较强的可实施

性，具体原因如下： 

（1）申联生物公司自 2013 年以来，经营规模不断扩大 

申联生物公司自 2013 年至 2017 年，收入规模不断增长，由 1.93

亿元上升至 3.02 亿元；净利润稳中有升，由 4,182.34 万元上升至

9,867.80 万元。截至 2018 年末，申联生物公司总资产规模达到

101,312.15 万元。申联生物公司保持着稳健的经营业绩，自身经营利

润的累计为兰州生物产业园项目的资金投入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2）兰州生物产业园项目总投资 8.68 亿元为陆续投入 

兰州生物产业园项目计划在项目实施后逐步完成资金投入。 

单位：万元 

项目 以前年度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合计 

投入 10,107.00 10,708.50 5,662.00 8,387.00 18,263.50 33,682.00 86,810.00 

由上表可知，申联生物公司兰州生物产业园项目总投资 86,810.00

万元并非一次性投入，而是在建设期内逐步投入。报告期各年计划投

入金额相对较小，分别为 10,708.50 万元、5,662.00 万元和 8,387.00

万元，2019 年和 2020 年计划投入金额较大，分别达到 18,263.50 万

元和 33,682.00 万元。 

（3）申联生物公司阶段性融资以满足兰州生物产业园项目的投

资需求 

2016 年 3 月，杨玉芳、杨从州、吴本广、Chui,JamesJie 等对申

联生物公司增资，申联生物公司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增加了 8,4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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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2018 年 7 月，海富长江成长股权投资（湖北）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海通创新证券投资有限公司、中国-比利时直接股权投资基

金、上海通孚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对申联生物公司增资，申联生物公

司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增加了 20,500 万元。 

本次发行后，申联生物公司预计募集资金 45,000.00 万元，将进

一步满足申联生物公司兰州生物产业园项目的投资需求。 

综上，申联生物公司综合考虑了自身业绩规模、货币资金规模，

以及兰州生物产业园项目的资金投入节奏作出投资决策，兰州生物产

业园项目总投资 8.68 亿元与申联生物公司决策投资时的自身规模相

匹配。 

（三）会计师的核查与结论 

执行的核查程序： 

1．了解申联生物公司报告期内在建工程的招投标审核、合同审

批、工程决算审计等流程，执行了穿行测试和控制测试程序； 

2．实地查看在建工程的完工进度和状态； 

3．获取并检查申联生物公司兰州生物产业园项目的可行性研究

报告，访谈管理层和技术人员了解工程建成后的前景，查看申联生物

公司的监理报告，结合实地查看以检查工程的完工进度和资产状态； 

4．获取并检查了申联生物公司报告期内在建工程的明细表，工

程完工进度表，抽样复核了合同、相关账户凭证等支持性文件，检查

了工程预算、实际支出情况以及工程监理情况，检查成本归集是否存

在混入产品成本及费用的情况； 

5．检查与购建兰州生物产业园项目相关的付款单据，并与银行

对账单执行双向核对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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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结合固定资产审计，检查主要在建工程的竣工验收报告或者

其他能够证实在建工程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资料，对比在建工程达

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时间和转入固定资产时间是否一致； 

7．函证主要建筑工程承包商以及设备供应商。 

上述核查程序已全部记录于审计工作底稿。 

核查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首轮问询回复与审计报告数据差异原因为口

径不同；申联生物公司兰州生物产业园项目资金来源主要为自有资

金；截至 2018 年末，兰州生物产业园项目应付建筑工程款和设备采

购款 6,569.65 万元，已支付的款项主要支付给建筑工程承包商以及设

备供应商等，不存在体外资金循环的情况；申联生物公司兰州生物产

业园项目的实施，有利于扩充申联生物公司产品种类，提高申联生物

公司核心竞争力；兰州生物产业园项目总投资 8.68 亿元与申联生物

公司决策投资时的自身规模相匹配。 

五、 【第二轮问询函第 8 条】关于研发费用 

发行人研发费用主要为职工薪酬。 

请发行人进一步说明：（1）研发费用相关的内控制度，归集方法

是否一贯合理；（2）主要为职工薪酬的原因及合理性，是否符合行业

惯例，是否与同行业公司一致；（3）研发费用尤其是职工薪酬是否能

对应到具体研发项目，是否存在将一般费用计入研发费用的情形。 

请保荐机构、申报会计师核查以上情况并发表核查意见。 

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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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发费用相关的内控制度，归集方法是否一贯合理。  

申联生物公司为了规范研发项目管理、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加

强新产品新技术的开发和产品改良的管理、加快技术积累和产品升

级，制定了《研发管理制度》及《研发支出审批流程》等制度。  

上述制度对申联生物公司研发项目的立项与审批、跟踪与评价管

理、人财物管理、研发费用范围和标准、研发费用的审批等方面作了

明确规定。  

申联生物公司研发中心、财务部等组织机构按照上述制度的要

求，对研发项目的全过程进行有效监控、记录及管理，实现对研发项

目人员的有效管理，对研发用设备、仪器采购、材料领用及使用实施

有效的管理和控制，对研发费用及研发核算进行规范和控制，清晰记

录成本费用归集分配的过程，定期对项目费用和项目进度进行复核、

评价、验收等工作。  

研发费用发生时，研发中心、财务部、财务总监、总经理按照审

批流程逐级对各项研发费用进行审核，财务部根据研发费用范围和标

准判断是否可以将其列入研发费用核算。  

申联生物公司按照具体研发项目归集各项研发费用。研发项目立

项时设置研发支出辅助账，研发支出辅助账分别研发项目、费用类型

（包括职工薪酬、合作研发费、材料、折旧、试验费等）进行核算；

涉及分配的，其中职工薪酬按照耗用的工时，水电费等按照研发项目

使用情况进行归集和分摊，以避免将与研发无关的费用在研发费用中

列支，报告期相关归集分配方法合理且一贯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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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为职工薪酬的原因及合理性，是否符合行业惯例，

是否与同行业公司一致。 

报告期内，申联生物公司研发费用及占比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职工薪酬 1,240.85 58.29% 1,003.23 60.26% 796.75 47.58% 

合作研发费 - - 50.00 3.00% 200.00 11.94% 

材料 433.97 20.39% 224.00 13.45% 378.35 22.59% 

折旧 152.17 7.15% 122.60 7.36% 120.90 7.22% 

试验费 175.07 8.22% 123.52 7.42% 63.61 3.80% 

其他 126.69 5.95% 141.58 8.50% 115.02 6.87% 

合计 2,128.74 100.00% 1,664.93 100.00% 1,674.62 100.00% 

申联生物公司研发费用中职工薪酬占研发费用总额的比例分别

为 47.58%、60.26%和 58.29%。 

申联生物公司研发费用中职工薪酬金额、比例与同行业可比公司

相比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生物股份 2,135.99 19.88% 3,209.72 44.80% - - 

海利生物 1,047.07 38.38% 706.97 35.07% - - 

普莱柯 3,288.22 44.76% 2,038.87 33.31% - - 

瑞普生物 2,851.41 35.50% 2,121.96 24.88% - - 

申联生物公司 1,240.85 58.29% 1,003.23 60.26% 796.75 47.58% 

注：同行业可比公司未披露其 2016 年度研发费用结构。 

报告期内，申联生物公司研发活动主要围绕合成肽疫苗的开发、

抗原工艺关键控制点展开。与同行业可比公司相比，申联生物公司研

发费用中职工薪酬占比较高，主要系申联生物公司合成肽疫苗的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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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理、工艺特点所决定：合成肽疫苗的研发试制原理是运用化学合成

方法，以氨基酸序列为模板人工合成保护性抗原多肽。 

第一，申联生物公司口蹄疫合成肽疫苗系列产品研发关键在于人

力资本投入。口蹄疫合成肽疫苗的开发重点在于应用表位筛选技术完

成抗原设计，与其他疫苗设计开发程序相比较，口蹄疫合成肽疫苗的

开发更倚重于研发人员的创新性设计，与其他疫苗筛选体系具有差

异。 

第二，申联生物公司研发领用的原材料金额较小。口蹄疫合成肽

疫苗开发流程主要包含抗原设计、工艺开发、产品试制，动物实验等

方面，主要生产原料包括保护氨基酸、合成化学试剂、疫苗佐剂、实

验动物等，均为商业化程度高、供应充足的原材料品种。同时申联生

物公司具备成熟的合成肽疫苗开发体系，试验成功率较高，研发试验

原物料使用量较少，所需原材料金额较小。 

第三，申联生物公司研发归集的折旧摊销金额较小。申联生物公

司为技术驱动型企业，合成肽的研发试制具有流程简洁、设备小型化、

成本低的特点，部分研发需要的固定资产亦可使用生产用设备，研发

所使用的固定资产账面价值不高，导致归集至研发费用中的折旧摊销

金额较小。 

综上，申联生物公司研发费用中职工薪酬占比相对同行业可比公

司较高系由合成肽研发原理、工艺特点决定，具有合理性。 

（三）研发费用尤其是职工薪酬是否能对应到具体研发项目，

是否存在将一般费用计入研发费用的情形。 

申联生物公司的研发费用按研发项目归集，能够与研发项目对

应；研发费用包括职工薪酬、合作研发费、材料、折旧、试验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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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计入具体的研发项目核算。 

报告期内，申联生物公司严格按照上述制度在项目管理、费用控

制和财务核算等方面进行控制，不存在将应计入生产成本、其他期间

费用项目的一般费用计入研发费用的情形，申联生物公司研发费用与

研发活动直接相关。  

（四）会计师的核查与结论 

执行的核查程序： 

1．了解申联生物公司报告期内研发费用、人事与薪酬内部控制，

执行了穿行测试和控制测试程序； 

2．评价研发费用范围和标准是否符合税务机关的有关规定； 

3．获取申联生物公司报告期研发项目清单，抽查主要研发项目

立项与审批、跟踪与评价管理等情况； 

4．获取研发支出辅助账，检查研发费用发生情况，包括合同、

发票、付款单据等的审批情况、归集与分配情况等； 

5．获取月度工资表、复核薪酬的发生、计提和分配情况，抽查

薪酬发放记录并进行分析性复核。 

核查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申联生物公司制定了与研发费用相关的内部

控制制度，设计合理，执行有效；报告期研发费用归集分配方法合理

且一贯执行；申联生物公司研发费用中职工薪酬占比相对同行业可比

公司较高系合成肽疫苗的工艺特点所决定，具有合理性；申联生物公

司的研发费用按研发项目归集，包括职工薪酬、合作研发费、材料、

折旧、试验费等，均计入具体的研发项目核算；申联生物公司不存在

将应计入生产成本、其他期间费用项目的一般费用计入研发费用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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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 

六、 【第二轮问询函第 9 条】关于成本 

请发行人补充披露：（1）报告期营业成本中料、工、费金额及占

比情况，原材料中主要材料的占比情况，营业成本金额和结构变动的

原因，营业成本及构成变动是否符合市场同期变化情况，同营业收入、

产销量变动的匹配情况，说明报告期内成本核算方法是否保持了一贯

性；（2）结合报告期各年主要原材料和能源价格变动，分析其对营业

成本的影响。 

请保荐机构、申报会计师对以上情况进行核查并发表意见。 

回复： 

（一）报告期营业成本中料、工、费金额及占比情况，原材料

中主要材料的占比情况，营业成本金额和结构变动的原因，营业成

本及构成变动是否符合市场同期变化情况，同营业收入、产销量变

动的匹配情况，说明报告期内成本核算方法是否保持了一贯性。 

报告期内，申联生物公司产品均为猪口蹄疫 O 型合成肽疫苗（多

肽 2600+2700+2800），营业成本中料、工、费金额及占比情况列示如

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直接材料 3,265.33 59.84% 3,765.16 62.23% 3,493.77 59.84% 

直接人工 440.66 8.08% 453.16 7.49% 468.55 8.03% 

制造费用 1,750.79 32.08% 1,832.33 30.28% 1,875.93 32.13% 

合计 5,456.78 100.00% 6,050.64 100.00% 5,838.25 100.00% 

报告期内，申联生物公司营业成本随营业收入的波动而波动，营

业成本中的料、工、费的比例基本保持稳定。 



 

                                            

大华核字[2019]004311 号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申请文件的审核问询函中有关财务事项的回复 

第 30 页 

报告期内，营业成本中直接材料占比 60%左右，是营业成本的主

要构成部分。直接材料中，50V2/50VC 疫苗佐剂、NMP、氨基酸、

疫苗瓶和哌啶是申联生物公司产品的主要原材料，其在直接材料中占

比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50V2/50VC 1,360.51 41.67% 1,637.58 43.49% 1,469.15 42.05% 

NMP 664.49 20.35% 704.44 18.71% 667.08 19.09% 

氨基酸 339.64 10.40% 412.50 10.96% 376.96 10.79% 

疫苗瓶 202.65 6.21% 231.41 6.15% 217.04 6.21% 

哌啶 124.40 3.81% 138.94 3.69% 137.47 3.93% 

其他 573.65 17.57% 640.30 17.01% 626.07 17.93% 

合计 3,265.33 100.00% 3,765.16 62.23% 3,493.77 100.00% 

报告期内，申联生物公司产品直接材料中 50V2/50VC 的耗用金

额最大，占直接材料的 40%以上。申联生物公司营业成本中主要原材

料的占比保持稳定。 

报告期内，申联生物公司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及产销量的情况如

下： 

项目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金额/数量 变动 金额/数量 变动 金额/数量 

营业收入（万元） 27,513.74 -8.92% 30,207.60 12.84% 26,770.54 

营业成本（万元） 5,456.78 -9.81% 6,050.64 3.64% 5,838.25 

产量(万毫升) 24,275.81 -23.62% 31,781.36 -5.25% 33,543.98 

销量(万毫升) 28,387.86 -11.12% 31,939.03 3.57% 30,837.31 

报告期内，申联生物公司营业成本与营业收入、产量、销量变动

基本保持一致。由于申联生物公司产品销售价格受到各省市地方动物

防疫主管部门中标价格变化的影响，使得营业收入与营业成本的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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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有差异。 

报告期内，申联生物公司营业成本与销量基本匹配，各年度单位

成本保持稳定。 

项目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营业成本（万元） 5,456.78 6,050.64 5,838.25 

销量（万毫升） 28,387.86 31,939.03 30,837.31 

单位成本（元/毫升） 0.19 0.19 0.19 

申联生物公司外购原材料按采购的实际成本计入账面成本，发出

存货采用月末一次加权平均法结转成本，产成品、半成品及在产品按

照实际成本（直接材料、直接人工和制造费用进行核算）。报告期内, 

申联生物公司成本核算方法未发生变动，保持了一贯性。 

（二）结合报告期各年主要原材料和能源价格变动，分析其对

营业成本的影响。 

报告期内，申联生物公司 50V2/50VC 疫苗佐剂、NMP 等主要原

材料、能源采购价格相对稳定，假定其他相关因素不变，报告期内原

材料价格、能源价格变动 1%对营业成本的影响分析如下： 

项目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若材料价格上涨 1% 

营业成本增加比例 0.60% 0.62% 0.60% 

若能源价格上涨 1% 

营业成本增加比例 0.05% 0.04% 0.04% 

营业成本构成中，直接材料占比较高，原材料价格的变动将会对

营业成本造成一定的影响，而能源价格的变动对营业成本的影响较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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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会计师的核查与结论 

执行的核查程序： 

1．获取产品生产成本汇总明细表，与材料发出汇总表，工资分

配表，制造费用分配表交叉核对一致，且与总账上结转一致。通过询

问管理层和有关部门，了解生产工艺流程及成本核算方法，检查成本

核算方法是否符合申联生物公司生产流程，前后期是否一致，并作出

记录； 

2．从生产成本明细账入手，抽查有关的费用凭证，验证申联生

物公司产品直接耗用材料的数量、计价和材料费用分配是否真实、合

理；抽查产品成本计算单，选择核对直接人工成本与人工费用分配汇

总表相应的实际工资费用是否相符；抽查制造费用中的重大数额项目

及例外项目是否合理；检查制造费用明细账，检查其核算内容及范围

是否正确，并关注是否存在异常会计事项等； 

3．获取主营业务成本明细表，与明细账和总账核对相符；复核

生产成本及销售成本倒轧表，与总账核对相符；分析比较报告期主营

业务成本总额，以及报告期各月份的主营业务成本金额，观察是否有

重大波动和异常情况；结合生产成本的审计，抽查销售成本结转数额

的正确性，并检查其是否与销售收入配比；检查主营业务成本账户中

重大调整事项是否有其充分理由等； 

4．复核分析营业成本组成金额和变动情况，分析营业成本变动

及构成是否合理，是否符合市场同期变化。 

核查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申联生物公司营业成本及构成变动符合市场

同期变化情况，同营业收入、产销量变动相匹配；报告期内成本核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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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保持了一贯性；报告期内，申联生物公司 50V2/50VC 疫苗佐剂、

NMP 等主要原材料和能源价格保持相对稳定，经模拟测算，原材料

价格的变动将会对营业成本产生一定的影响，而能源价格的变动对营

业成本的影响较小。 

七、 【第二轮问询函第 12 条第（2）、（4）点】关于其他说明

事项 

（2）请发行人结合公司营业收入、营业成本、销售价格、业务

模式等，对毛利率高于同行业上市公司的原因进行解释说明；按照可

比产品，说明公司于同行业上市公司毛利率的差异情况及其原因、合

理性；（4）招股书解释当年质量保障基金变更存放账户，导致收到其

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增加 2,000 万元，请公司说明质量保障基金

变更存放账户除了影响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还影响哪一名明

细的现金流量。 

回复： 

（一）请发行人结合公司营业收入、营业成本、销售价格、业

务模式等，对毛利率高于同行业上市公司的原因进行解释说明；按

照可比产品，说明公司于同行业上市公司毛利率的差异情况及其原

因、合理性。 

申联生物公司所处的兽用生物制品行业为技术密集型行业。申联

生物公司专注于口蹄疫疫苗的研发、生产和销售，通过不断的技术创

新以保持产品竞争力。 

申联生物公司生产所需原材料主要包括 50V2/50VC 疫苗佐剂、

NMP、氨基酸、疫苗瓶和哌啶等，单位产品耗用的原材料成本较低，

报告期内单位产品的营业成本在 0.19 元/毫升左右。申联生物公司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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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销售价格受到各省市地方动物防疫主管部门中标价格变化的影响，

报告期内产品平均销售单价在 0.87 元/毫升至 0.97 元/毫升之间。 

报告期内，申联生物公司主营业务毛利率分别为 78.19%、79.96%

和 80.16%，与同行业可比公司类似产品毛利率水平对比如下表所示： 

可比公司 产品类别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生物股份 生物制药 73.62% 80.33% 78.29% 

海利生物 动物疫苗 57.99% 77.32% 75.53% 

普莱柯 猪用疫苗 81.15% 79.91% 82.64% 

瑞普生物 畜用疫苗 83.51% 74.46% 75.47% 

中牧股份 生物制品 56.86% 52.01% 54.04% 

天康生物 制药行业 58.96% 66.20% 57.56% 

申联生物公司  80.16% 79.96% 78.19% 

在兽用生物制品行业，申联生物公司主营业务毛利率与生物股

份、普莱柯、瑞普生物较为接近，高于海利生物、中牧股份、天康生

物。由于各家公司大类产品中细分产品结构仍不同，导致毛利率出现

差异。 

总体来看，申联生物公司毛利率处于同行业公司类似业务的中游

水平，与同行业公司毛利率平均水平较为接近。 

（二）招股书解释当年质量保障基金变更存放账户，导致收到

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增加 2,000万元，请公司说明质量保障基

金变更存放账户除了影响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还影响哪一名

明细的现金流量。 

申联生物公司质量保障基金为受限制的货币资金，在编制现金流

量表时未将其作为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2018 年申联生物公司撤销在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设立的

质量保障基金账户，收回该基金时，申联生物公司列入“收到其他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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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2,000.00 万元。 

同年，申联生物公司在浦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设立等额 2,000.00

万元质量保障基金，申联生物公司列入“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

现金--设立质量保障基金以及变更存放账户”中。 

 

专此说明，请予察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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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北京 

 

中国注册会计师： 

 

 二〇一九年五月二十七日 



 

                                            

大华核字[2019]004311 号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申请文件的审核问询函中有关财务事项的回复 

第 37 页 



 

                                            

大华核字[2019]004311 号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申请文件的审核问询函中有关财务事项的回复 

第 38 页 



 

                                            

大华核字[2019]004311 号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申请文件的审核问询函中有关财务事项的回复 

第 39 页 



 

                                            

大华核字[2019]004311 号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申请文件的审核问询函中有关财务事项的回复 

第 40 页 



 

                                            

大华核字[2019]004311 号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申请文件的审核问询函中有关财务事项的回复 

第 41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