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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否保证相关产品确由专业医生操作完成，相关医生是否可以了解、熟练掌握

使用和推荐发行人的产品，发行人如何保证经销商不存在串货或与发行人直销

发生冲突的情形；发行人的内部管理是否有效。

请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对上述事项进行核查并发表意见。请保荐机构、

申报会计师说明对发行人经销模式下最终销售的核查方法、范围、程序，并对

经销商最终销售情况发表明确意见。

另请请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核查报告期内是否存在经销商将医疗器械产

品销售至美容院等非医疗机构的情形，相关情形是否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发

行人是否配合经销商从事相关销售，发行人的与之相关的内部控制是否有效等

情况，说明核查方法、范围、程序，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请保荐机构、申报会计师说明对发行人经销模式下最终销售的核查方法、

范围、程序，并对经销商最终销售情况发表明确意见。

申报会计师说明

（一）对发行人经销模式下最终销售的核查情况

1、核查方法及程序

（1）对主要经销商进行访谈，了解经销商向发行人采购的产品、经销商销

售区域、主要终端客户等信息；

（2）在访谈的基础上，选取部分经销商，获取由其出具书面的《终端销售

确认函》，说明其销售区域、下游主要客户及各期末库存情况；

（3）通过实地查阅或视频方式，了解公司玻尿酸产品主要经销商的最终销

售对象信息。

2、核查范围

（1）申报会计师对 85 家经销商进行了访谈，其中现场访谈 69 家，电话访

谈 16家，具体核查覆盖的比例如下：



8-2-3

项目 2018年 2017年 2016年

执行访谈程序的经销商收入占当年经销收入比例 50.33% 50.99% 45.60%

（2）选取 2018年前 20大经销商，并随机抽取 28家 2018年销售金额在 200

万以上的经销商，由其出具书面的《终端销售确认函》，该类核查方式覆盖的比

例如下：

项目 2018年 2017 年 2016年

出具《终端销售确认函》的经销商收入占经销收入的比例 45.88% 40.03% 20.66%

（3）通过实地查阅或视频方式，了解发行人玻尿酸产品最终销售对象信息

的核查覆盖比例如下：

项目 2018 年 2017年 2016 年

查阅玻尿酸产品最终销售对象信息的经销商经销收入占

发行人玻尿酸产品经销收入的比例
59.24% 51.10% 41.71%

（二）核查结论

经核查，申报会计师认为：

发行人经销收入真实，其补充披露的经销模式下最终销售的主要销售对象

情况具有商业合理性。发行人主要经销商各期末持有发行人产品库存情况总体

处于合理水平，主要医疗产品经销商终端销售情况正常。

问题4

其他事项

（1）请发行人按照《科创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试行）》第

六十八条规定，进一步规范欺诈发行股份购回承诺事项的内容表述，并在招股

说明书中补充披露。

（2）请保荐机构、申报会计师对发行人的财务管理制度、分红条款能否保

证发行人未来具备现金分红能力发表明确意见。

（3）请保荐机构、申报会计师对发行人对于长兴桐睿、ContateqB.V.、上

海医用可吸收生物材料创新转化促进中心的会计处理、不将其纳入合并范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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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项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二）请保荐机构、申报会计师对发行人的财务管理制度、分红条款能否

保证发行人未来具备现金分红能力发表明确意见。

【发行人说明】

如《关于上海昊海生物科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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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回复报告》（以下简称“第一轮问询函回复”）“问题

31”所描述，发行人主要子公司公司章程中规定的分红条款如下：

序号 公司名称 公司章程对于利润分配的条款

1 其胜生物

公司的利润分配应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利润分配政策

应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公司利润分配不得超过累计可分配利润

的范围，并且每年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不少于当年实现的可分

配利润的 30%

2 建华生物

公司的利润分配应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利润分配政策

应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公司利润分配不得超过累计可分配利润

的范围，并且每年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不少于当年实现的可分

配利润的 70%

3 河南宇宙
公司利润分配按照《公司法》及有关法律、法规，国务院财政主

管部门的规定执行

4 深圳新产业
公司在从税后利润中提取法定公积金、法定公益金、盈余公积金

后所剩利润，按照股东的出资比例分配

5 Contamac

公司可通过普通决议宣派股息，董事可决定支付中期股息。董事

须就其金额提出建议方可宣布股息，且该股息不得超过董事建议

的金额。除非符合股东各自的权利，否则不得宣派或支付股息

6 Aaren 任何财政年度的所有净利润和净损失应分配给股东或由股东承担

其胜生物为发行人净利润规模最大的全资子公司。报告期内，其胜生物的

净利润占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的比例分别为 75.55%、65.60%和

63.45%。为保证发行人的现金分红能力，其胜生物的公司章程规定其每年以现

金方式分配的利润不少于当年实现的可分配利润的 30%。报告期内，其胜生物

严格执行上述规定，每年实际分红金额占其当年实现的可分配利润的比例分别

39.05%、32.75%和 38.02%。此外，建华生物公司章程也对其最低分红比例进

行了约定，其每年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不少于当年实现的可分配利润的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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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分红条款足以保证发行人未来具备现金分红能力。同时，其胜生物及建华

生物的企业法人治理结构也能确保其能按照发行人要求进行资金安排，及时向

发行人支付相应分红款项。

报告期内，作为港股上市公司，公司每年均实施了稳定的现金分红，积极

回报股东。2016 年、2017 年、2018 年，公司实际现金分红金额及其占母公司

净利润、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比例如下表：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年度 2017 年度 2016年度

现金分红 8,002.27 8,002.27 8,002.27
母公司净利润 15,563.77 13,198.52 17,701.26
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1,454.04 37,241.40 30,505.12
现金分红占母公司净利润的比例 51.42% 60.63% 45.21%
现金分红占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的比例
19.30% 21.49% 26.23%

从上表可以看出，报告期内，公司母公司净利润足以支撑其现金分红，并

预留了较大了增长空间。根据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上海昊海生物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并上市后三年分红回报规划》，

如无重大投资计划或重大现金支出发生，公司应当首先采用现金方式分配利润，

每年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不少于当年实现的可分配利润的 20%。公司母公司

净利润也可以保证上述分红回报规划的实施。

【申报会计师意见】

我们查看了与发行人分红能力相关的财务管理制度及各公司章程中的分红

条款，也充分了解发行人各年的实际分红情况，认为相关制度和章程条款可以

合理保证发行人未来具备现金分红能力。

（三）请保荐机构、申报会计师对发行人对于长兴桐睿、ContateqB.V.、上

海医用可吸收生物材料创新转化促进中心的会计处理、不将其纳入合并范围等

事项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发表明确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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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说明】

发行人对于上海交易所第一轮问询问题 17 的回复中已经说明了不将上述三

家公司纳入合并范围的具体情况。现补充说明长兴桐睿是否纳入合并范围对申

报财务报表的影响：

长兴桐睿是有限合伙形式的私募基金，目前合伙人仅有普通合伙人（嘉兴

桐鑫）和有限合伙人（发行人）。嘉兴桐鑫与发行人在合伙企业中占有的份额分

别为 1.11%和 98.89%。

根据合伙协议，嘉兴桐鑫作为长兴桐睿的 GP 和基金管理人，负责寻找合适

的投资项目资源，并运营投资项目、处理日常事务。发行人作为长兴桐睿的有

限合伙人，负责在寻找到合适的投资项目资源后提供相应的资金支持，并对 GP

和基金管理人进行监督。

长兴桐睿最主要的业务活动是相关投资的进入和退出决策，按合伙协议约

定，由投资决策委员会作出。投资决策委员会委员共五名，其表决规则为经出

席得到全体投资决策委员会委员超过五分之四（含本数）赞成票的，投资决策

有效。在投资决策委员会构成上，1 名委员为发行人委派、1 名委员为嘉兴桐鑫

委派、3 名委员为外聘专家。另外,根据合伙协议，发行人(有限合伙人)不享有

无条件罢免普通合伙人的实质性权力。

发行人未合并该股权投资基金企业，将其作为具有共同控制的合营企业处

理。报告期内，长兴桐睿于 2018 年度从发行人处实际取得资金人民币 3.5 亿元，

进行了一笔财务性投资。发行人已按在合伙企业中占有的份额比例在合并财务

报表中确认了相应的投资收益。

倘若发行人将长兴桐睿纳入合并范围，与发行人目前将其作为合营企业核

算相比，对于发行人 2018年度的合并财务报表的影响情况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8 年度

作为合营企业 纳入合并范围 差异 差异率

流动资产 229,256.22 230,281.44 1,125.22 0.49%
非流动资产 214,379.04 213,745.82 -633.22	 -0.30%
总资产 443,635.26 444,027.26 392.00 0.09%
流动负债 45,131.91 45,445.69 313.78 0.70%
非流动负债 14,958.75 14,958.75 -	 -
总负债 60,090.66 60,404.44 313.78 0.52%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

益合计

361,150.97 361,150.9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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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股东权益 22,393.63 22,471.85 78.22 0.35%
所有者权益 383,544.60 383,622.82 78.22 0.02%
净利润 45,507.93 45,586.15 78.22 0.17%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41,454.04 41,454.04 -	 -	

少数股东损益 4,053.89 4,132.11 78.22 1.93%

【申报会计师意见】

申报会计师认为，发行人将长兴桐睿作为合营公司核算，或作为子公司核

算纳入合并范围，对发行人 2018 年度合并财务报表列示的净利润及年末净资产

的当期与累计影响数均不超过当年度审计重要性水平，发行人提交的申报财务

报表在所有重大方面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Contateq B.V.系投资双方

共同控制的合营企业，发行人不将 Contateq B.V.纳入合并范围在所有重大方面

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发行人对上海医用可吸收生物材料创新转化促

进中心的出资系捐赠性质，发行人不将上海医用可吸收生物材料创新转化促进

中心纳入合并范围在所有重大方面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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