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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北京佰仁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申请文件的 

第三轮审核问询函中有关财务会计问题的专项说明（2019年

半年报财务数据更新版） 

 

 

上海证券交易所： 

贵交易所关于《北京佰仁医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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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轮审核问询函》（以下简称审核问询函）收悉。对问

询函所提财务会计问题，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我们）

对北京佰仁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佰仁医疗或公司）相关

资料进行了核查，现做专项说明如下： 

 

一、审核问询 9.请发行人进一步补充披露与同行业可比公司同类型产品毛利率水

平的比较情况并分析差异原因。  

请保荐机构、申报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回复： 

发行人披露： 

下述内容已在招股说明书“第八节 财务会计信息与管理层分析”之“十一、

经营成果分析”之“（四）毛利和毛利率分析”中补充披露。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北京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 22号 

赛特广场 5层邮编 100004 

电话 +86 10 8566 5588 

传真 +86 10 8566 5120 

www.grantthornt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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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公司收入占比较高的产品包括神经外科生物补片、心胸外科生物补

片、瓣膜成形环和人工生物心脏瓣膜（牛瓣）。神经外科生物补片的可比公司主

要包括冠昊生物（300238.SZ）、正海生物（300653.SZ）和天新福（原为普华和顺

(1358.HK)子公司，2017 年被泰邦生物(CBPO.O)收购），其中冠昊生物、正海生物

的同类产品毛利率情况有公开数据披露；心胸外科生物补片的可比公司主要包括

美国戈尔公司、上海契斯特医疗科技公司，公司的心胸外科生物补片产品为动物

源性材料，上述两家可比公司类似产品均为高分子材料，且上述两家公司均为非

上市公司，未有公开数据披露；瓣膜成形环的可比公司主要包括美国爱德华公司

（EW.N）、美国美敦力公司（MDT.N）、美国圣犹达公司（2017 年初被美国雅培

公司（ABT.N）收购），上述公司未披露同类产品的毛利率；人工生物心脏瓣膜

（牛瓣）的可比公司主要包括美国爱德华公司、美国圣犹达公司和北京市普惠生

物医学工程有限公司，美国爱德华公司、美国圣犹达公司未披露同类产品的毛利

率，北京市普惠生物医学工程有限公司为非上市公司，未有公开数据披露。公司

主要产品中除神经外科生物补片外均无可比同行业 A股上市公司。 

公司神经外科生物补片产品与冠昊生物、正海生物的同类产品毛利率比较情

况如下： 

证券简称 产品名称 
2019年 

1-6月 
2018年度 2017年度 2016年度 

冠昊生物 
生物型硬脑（脊）膜

补片 
— 93.46% 92.13% 91.57% 

正海生物 生物膜 — 94.20% 94.56% 93.83% 

同行业平均 — 93.83% 93.35% 92.70% 

佰仁医疗 神经外科生物补片 91.47% 91.05% 89.80% 89.46% 

备注：正海生物的生物膜产品及公司的神经外科生物补片产品均为脑膜补片。冠昊生物

和正海生物尚未公告半年报。 

2016 至 2019 年 1-6 月，公司的神经外科生物补片产品毛利率分别为 89.46%、

89.80%、91.05%、91.47%，毛利率略低于行业平均水平。主要系公司神经外科生

物补片产品与同类产品定价略低于同行业公司。2019 年 1-6 月，公司神经外科生

物补片毛利率于 2018 年度相当。 

虽公司心胸外科生物补片与神经外科生物补片的用途不同，但两者成本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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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工艺流程相似，且上述两类产品加总后收入占比较主营业务收入占比较大，系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销售收入来源，因此合并与冠昊生物、正海生物进行比较。具

体如下： 

证券简称 产品名称 
2019年 

1-6月 
2018年度 2017年度 2016年度 

冠昊生物 
生物型硬脑（脊）膜

补片 

— 
93.46% 92.13% 91.57% 

正海生物 生物膜 — 94.20% 94.56% 93.83% 

同行业平均 — 93.83% 93.35% 92.70% 

佰仁医疗 

外科生物补片 90.30% 89.77% 88.12% 87.94% 

其中：神经外科生物

补片 
91.47% 91.05% 89.80% 89.46% 

心胸外科生物补

片 
88.88% 88.26% 84.80% 84.17% 

备注：报告期各年，公司神经外科生物补片与心胸外科生物补片的销售收入占主营业务

收入比例均在 70%以上。 

公司主要产品为动物源性植介入医疗器械，属于附加值较高的第 III 类医疗器

械，报告期各年主营业务综合毛利率分别为 88.09%、89.09%、91.03%、91.31%，

其中神经外科生物补片和外科生物补片产品的整体毛利率分别为 87.94%、88.12%、

89.77%、90.30%，与行业平均水平接近，不存在重大差异。 

核查程序： 

1、询问管理层销售流程、销售模式及内控制度等，对销售收入循环的主要

业务活动流程和控制进行了解，并执行穿行测试，识别可能发生错报的环节及关

键控制点，以评价控制设计和执行。 

2、了解发行人的基本生产流程、成本核算方法及核算过程，检查成本核算

方法是否符合企业生产流程、并在整个报告期内保持一致。 

3、获取发行人报告期内销售收入成本明细表，复算各类产品的毛利额、毛

利率，分析主要产品的毛利率及变动情况，确定其是否存在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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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查询同行业上市公司招股说明书或年报，结合产品结构，对同行业公司

可比产品的毛利率进行比较，分析差异原因。 

核查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公司报告期内产品毛利率与同行业可比公司之间不存在

重大差异。 

 

二、审核问询 10.请发行人结合同行业公司近期增资或股份转让的估值情况进

一步披露员工持股计划增资时的公允价值，分析是否需要按照《企业会计准则》

的相关要求确认股份支付费用，测算确认相关股份支付费用对净利润的影响，是

否符合所选择的科创板上市标准。 

请发行人补充提供员工持股计划相关董事会决议、股东大会决议、员工持股

计划方案、增资扩股或股权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 

请保荐机构、申报会计师核查并就相关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

的要求发表明确意见。 

请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核查并就是否仍符合所选择的科创板上市标准发表

明确意见。 

回复： 

发行人披露： 

下述内容已在招股说明书“第五节 发行人基本情况”之“八、发行人股本情况”

之“（五）最近一年新增股东情况”之“2、佰奥企业管理”之“（4）佰仁医疗在并购市

场的同行业市盈率水平”中补充披露。 

（4）佰仁医疗在并购市场的同行业市盈率水平 

公司统计了 2018 年至 2019 年部分 A 股上市公司并购新三板医药制造业及专

用设备制造业的市盈率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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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倍 

A股上市公司并购新三板医药制造业及专用设备制造业的市盈率情况 

收购方 标的公司 
标的公司行

业 

标的金额 

（万元） 
实施状态 收购市盈率 

振德医疗 

603301.SH 

美迪斯 

836841.OC 
医药制造业 10,416 实施完成 3.70 

八菱科技 

002592.SZ 

弘天生物 

832979.OC 
医药制造业 90,775.32 

股东大会

通过 
15.22 

众生药业 

002317.SZ 

逸舒制药 

832796.OC 
医药制造业 2,172.17 实施完成 11.61 

蓝黛传动 

002765.SZ 

台冠科技 

837903.OC 

专用设备制

造业 
71,472.17 实施完成 14.46 

平均 - - - 11.25 

佰仁医疗 

申报时间 预计市值分析报告预计

市盈率区间：

[29.72,58.35] 

增资时间 
申报前增资市

盈率 

2019-04-15 2018-11-21 
 （静态）9.06  

 （动态）8.21  

数据来源：上市公司公开披露文件、Choice金融终端。 

根据上表，佰仁医疗增资时估值的市盈率 9.06 倍与上市公司并购新三板医药

制造业及专用设备制造业的平均市盈率 11.25 倍无重大差异。考虑到上表中标的

公司美迪斯主要产品为医用敷料产品及体育防护用品，属于第一类医疗器械，其

对应 3.70 倍市盈率相对其他企业偏低，可比性较小，因此剔除该异常值，计算平

均收购市盈率为 13.76 倍。为了便于投资者分析比较，依据谨慎性原则，公司管

理层根据平均市盈率 13.76 倍确定本次增资时公司的公允价值。据此，公司根据

《企业会计准则第 11号——股份支付》的规定确认股份支付费用。 

① 测算股份支付对净利润的影响 

根据 13.76 倍市盈率确定本次增资时公司的公允价值，2018 年确认的股份支

付费用计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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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元、倍 

项目 过程 金额\市盈率\占比 

2017年度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扣非

后孰低） 
1 42,201,460.30  

A股上市公司并购新三板医药制造业及专用

设备制造业的市场平均市盈率 
2 13.76  

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估值 3=1×2 580,692,093.73  

扣除实际控制人占员工持股平台份额后员工

持股平台持股比例 
4 8.26% 

用于股权激励的权益工具公允价值 5=3×4 47,987,749.41  

员工持股平台增资支付对价(授予价格） 6 31,535,000.00  

股份支付费用 7=5-6 16,452,749.41  

对净利润的影响 8 16,452,749.41 

② 是否符合所选择的科创板上市标准 

根据《预计市值的分析报告》，公司在申报科创板时选择《上海证券交易所

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第 2.1.2 条第（一）的规定：“预计市值不低于人民币 10

亿元，最近两年净利润均为正且累计净利润不低于人民币 5,000 万元，或者预计

市值不低于人民币 10 亿元，最近一年净利润为正且营业收入不低于人民币 1 亿

元。” 

结合上述测算，根据公司 2017 年扣非后孰低净利润并按 13.76 倍市盈率确定

公允价值时，2018 年测算计入 1,645.27 万元股份支付费用，2017 年及 2018 年归属

于母公司扣非前后孰低的净利润分别为 4,220.15万元和 3,339.97万元，均为正数且

合计超过 5,000 万元，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第 2.1.2 条第

（一）的规定：“预计市值不低于人民币 10亿元，最近两年净利润均为正且累计

净利润不低于人民币 5,000 万元，或者预计市值不低于人民币 10 亿元，最近一年

净利润为正且营业收入不低于人民币 1亿元”。 

③ 本次员工持股平台增资所履行的相关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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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10 月 31 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会议审议并通过了

《关于公司增资的议案》。2018年 11月 16日，公司召开 2018年第四次临时股东

大会，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增资的议案》，同意佰奥企业管理以 5.3 元/

股的价格向佰仁医疗增资 600万股。 

④ 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1 号——股份支付》及其应用指南的相关规定，“以权

益结算的股份支付换取职工提供服务的，应当以授予职工权益工具的公允价值计

量。权益工具的公允价值，应当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

计量》确定。”公司对于授予的不存在活跃市场的限制性股票，可采用授予日同期

外部投资者认购价格或合理的方法进行估值确定限制性股票的公允价值，由于没

有同期外部投资者进行认购，故公司采用其他合理方法确认公允价值。方法如下： 

A.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1 号——股份支付》及其应用指南的规定，在

确定公允价值时，参考《首发业务若干问题解答》中“合理考虑入股时间阶段、业

绩基础与变动预期、市场环境变化、行业特点、同行业并购重组市盈率水平、股

份支付实施或发生当年市盈率与市净率指标等因素的影响，采用恰当的估值技术

确定公允价值”的要求，以评估价值作为定价主要参考依据。公司最早于 2017 年

初公司启动上市计划时即开始筹划引入员工入股，主要考虑部分老员工长期服务

于公司，为公司核心人力资源，引入其入股有助于加强利益一致性、实现公司更

好发展。2017 年 1 月 19 日，用于核心员工持股的平台佰奥企业管理正式成立。

2018 年 2 月 8 日，公司聘请的咨询机构慧聪书院提供了主体员工持股计划，同日，

公司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2018 年 3 月 2 日，公司召开上市中介协调会，讨

论员工持股计划，经实际控制人与参与人员协商拟定以 4.5 元/股价格增资，对应

公司估值为 32,400万元。为保证作价公允，2018年 7月 30日，公司聘请的中水致

远出具《评估报告》（中水致远评报字[2018]第 010149 号），采用收益法和资产

评估基础法两种方法评估，其中收益法评估值为 36,272.75 万元，资产评估基础法

评估值为 15,041.83 万元，采用收益法的评估结果作为最终评估结论，即截至评估

基准日 2018 年 6 月 30 日公司股东全部权益评估价值为 36,272.75 万元。公司增资

时估值参考该《评估报告》确定为 38,160 万元。佰奥企业管理取得公司股权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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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对价参照《评估报告》确定的权益工具公允价值，因此未确认股份支付费用。 

B. 根据《佰奥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合伙协议》，公司员工于 2018 年 9

月 25日被授予佰奥企业管理的份额。截至 2018年 10月底，员工投入佰奥企业管

理的出资已基本到位。2018年 11月 5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首届中国国际进口

博览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宣布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

制。2019年 1月 30日起，中国证监会逐步发布了《科创板上市公司持续监管办法

（试行）》、《科创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试行）》等一系列科创

板要求和规则，科创板将是一个问询效率较高、注册所需时间较短的板块。同时，

科创板股票发行价格是根据投资者市场询价而来。鉴于上述授予日后市场环境的

变化，公司根据谨慎性原则，采用近期 A 股上市公司并购新三板医药制造业及专

用设备制造业的市场平均市盈率的方法确定权益工具公允价值（按 13.76 倍平均

市盈率），使用 2017年度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扣非孰低）作为基数进行

测算，佰奥企业管理取得公司股权支付的对价小于权益工具公允价值，按照企业

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需确认股份支付费用 1,645.27 万元。具体计算过程及对净

利润的影响详见“① 测算股份支付对净利润的影响”。 

基于上述判断过程，公司管理层认为，将该并购市场的平均市盈率定为公允

价值更为谨慎，鉴于此，公司就上述员工持股平台增资事项，确认股份支付费用

1,645.27万元，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 11号——股份支付》的规定。公司据此修改

申报会计报表，申报会计师就股份支付事项进行了会计差错更正，保荐机构已修

改了相关申报文件。 

核查说明： 

2018年 11月 16日，公司召开 2018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审议并通过

了《关于公司增资的议案》，同意佰奥企业管理以 5.3 元/股的价格向佰仁医疗增

资 600 万股，该合伙企业系佰仁医疗公司员工持股平台。我们对上述增资行为是

否需要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要求确认股份支付费用执行相关核查过程并

在招股说明书中加以补充披露，详见上述发行人披露“④ 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

则》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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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查程序： 

1、获取并查阅员工持股计划相关董事会决议、股东大会决议、员工持股方

案、《佰奥企业管理合伙协议》等文件。 

2、获取近期 A股上市公司公开信息，查阅 A股上市公司并购新三板医药制造

业及专用设备制造业的一级市场市盈率情况，并以此作为参考，计算确认相关股

份支付对净利润的影响。 

核查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公司采用按照资产评估结果并考虑其他价值调整因素的

方法或参考近期 A 股上市公司并购新三板医药制造业及专用设备制造业的一级市

场市盈率情况确定的合理市盈率的方法，确定权益工具公允价值的方法及会计处

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两种估值方法确定的权益工具公允价值均在合理

估值区间内。公司鉴于授予日后市场环境的变化，参考近期 A 股上市公司并购新

三板医药制造业及专用设备制造业的一级市场市盈率情况确定的合理市盈率的方

法确定权益工具公允价值，更加符合谨慎性原则。 

  



 

8-4-8-10 

我们根据审核问询的落实情况及再次履行审慎核查义务之后，提供了本落

实审核问询的专项说明。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项目合伙人） 

 

 

中国注册会计师 

 

 

 
 
 
 
 

 二○一九年八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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