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迈得医疗工业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并在科创板上市的
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的回复
天健函〔2019〕773 号

上海证券交易所：
由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转来的《关于迈得医疗工业设备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并在科创板上市的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
（上证科审(审核) 〔2019〕485
号，以下简称落实函）奉悉。我们已对落实函所提及的迈得医疗工业设备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迈得医疗公司或公司）财务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现汇报如下。

一、请发行人进一步说明报告期各期研发费用与向税务部门申报的研发费
用加计扣除是否存在重大差异，如有请说明主要原因，请保荐机构和申报会计
师核查并发表意见（落实函第二条）
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按年度向税务部门申报。迈得医疗公司 2016 年度-2018
年度向税务部门申报的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期间

公司研发费用

税务申报研发费用

差异

2016 年度

1,369.66

1,325.87

43.79

2017 年度

1,381.58

1,030.53

351.05

2018 年度

1,942.30

1,649.29

293.00

申报差异具体内容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专项政府补助实施形成

2016 年度

2017 年度

2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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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2.44

2018 年度
547.38

的研发费用
不可扣除的折旧摊销

18.75

其他不可扣除的费用

27.18

25.09

51.43

15.32

合并抵销的研发服务费
合

计

-294.79
43.79

351.05

293.00

公司部分研发活动使用专项政府补助实施，该部分研发费用向税务部门申报
时不能加计扣除。
不可扣除的折旧摊销，主要系公司研发场所对应的房屋折旧不得加计扣除。
合并抵销的研发服务费系迈得医疗公司接受子公司天津迈得自动化科技有
限责任公司为迈得医疗公司提供的服务。
针对上述内容，我们执行了以下核查程序：
1. 了解与研发费用相关的关键内部控制设计，对研发流程进行穿行测试，
了解研发费用主要项目，包括材料费、人员工资、折旧摊销等费用归集相关的内
控制度和方法，抽取样本核查合同、发票、银行水单等相关研发费用原始凭证，
了解研发费用的会计处理方式；
2. 获取并查阅公司报告期内主要研发项目的情况表、研发项目立项报告，
检查相关研发项目是否立项、审批，核算制度是否得到有效执行；
3. 查阅研发费用明细账，详细了解各项费用的支出情况和费用归集情况，
访谈研发部门、财务负责人，了解报告期内研发费用变动的原因，结合了解到的
经营业绩变动及研发计划，对研发费用各期间变动进行分析，复核研发费用构成；
4. 获取并查阅公司的研究开发费用专项审计报告，检查研发费用加计扣除
金额与实际账面数之间的差异内容；
5. 获取并查阅公司所得税汇算清缴报告，检查实际申报的研发费用加计扣
除金额是否与研发费用专项审计报告一致。
经核查，我们认为公司研发费用与向税务部门申报的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的差
异主要系政府补助及接受子公司服务合并抵销所致，报告期各期研发费用与向税
务部门申报的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不存在重大差异。

二、请发行人补充说明报告期各期利润率变动较大的原因，请保荐机构和
申报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意见（落实函第三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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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各期迈得医疗公司利润率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2019 年 1-6 月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营业收入

7,946.81

21,489.57

17,338.90

13,943.06

净利润

1,535.71

5,565.25

5,584.04

2,339.69

扣非后净利润

844.81

4,909.42

4,778.88

3,092.41

利润率

19.32%

25.90%

32.21%

16.78%

利润率（扣非后）

10.63%

22.85%

27.56%

22.18%

由上表可以看出，2016 年扣非前利润率较低，主要由于 2016 年度确认股份
支付费用 928 万元。此外，报告期内公司计入非经常性损益的政府补助金额分别
为 186.13 万元、899.62 万元、801.16 万元、809.52 万元，占各期营业收入比
例分别为 1.33%、5.19%、3.73%、10.19%。由于相关政策、审批进度等因素影响，
报告期内计入非经常性损益的政府补助金额有所波动，导致报告期内扣非前利润
率也有所波动。
从扣非后的利润率来看，报告期各期相对平稳。2017 年扣非后利润率为
27.56%，相对较高，主要原因为：（1）2017 年营业收入增长 24.36%，且毛利率
较高的血液净化类产品收入占营业收入比例由 9.53%增长至 19.97%，使得综合毛
利率上升了 1 个百分点，带动了整体利润水平的增长；
（2）2016-2017 年公司研
发费用为 1,369.66 万元和 1,381.58 万元、销售费用为 650.98 万元和 745.55 万
元，绝对数相对稳定，费用率有所降低。因此，上述两个因素共同导致了 2017
年扣非后的利润率水平较高。
2018 年发行人扣非后利润率为 22.85%，变动原因主要由于：
（1）由于 2018
年销售的产品构成的不同，2018 年综合毛利率较 2017 年下降了 3.48%，使 2018
年利润率有所下滑，但扣非后利润率与 2016 年持平；（2）随着公司规模的不断
扩大和订单的持续增加，日常管理和研发任务逐步加重，公司扩充了管理团队和
研发团队，2018 年度增加了部分管理人员和研发人员，相应的管理费用率增长
了 0.44%，研发费用率增长了 1.07%。
2019 年 1-6 月迈得医疗公司扣非后的利润率略低于上年度的一半，主要原
因系公司的产品销售具有一定的季节性特征，上半年销售收入占全年销售收入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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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为 25%-30%。而期间费用、房屋折旧等固定支出全年较为平均，导致 2019 年
上半年扣非前后利润率较低。
针对上述情况，我们执行了以下核查程序：
1. 对迈得医疗公司客户实施函证程序，并对主要客户进行走访。抽取部分
销售的记账凭证、销售合同、发票、出入库单、验收单等资料，核查收入确认的
真实性；
2. 取得公司生产成本计算表，复核成本计算过程；
3. 查阅管理费用、研发费用、销售费用明细账，详细了解各项费用的支出
情况和费用归集情况。获取各年的人员花名册、抽查薪酬计算表和发放表、银行
付款凭证，抽取相关费用的记账凭证和相应支持性文件。访谈迈得医疗公司高管，
了解相关费用变动原因；
4. 复核公司关于股份支付的计算程序，核查公司关于股份支付的记账凭证。
经核查，我们认为报告期内迈得医疗公司利润率波动来源于股份支付活动以
及其实际生产经营规模的变动，利润率波动不存在异常。

三、 请发行人进一步说明报告期内向欧姆龙采购伺服电机的价格与欧姆龙
向无关联第三方销售价格差异较大的原因，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信息。
请保荐机构和申报会计师发表核查并发表意见。（落实函第五条）
欧姆龙自动化系统（杭州）有限公司系日本欧姆龙株式会社的全资下属企业，
欧姆龙集团分别在东京证券交易所和法兰克福证券交易所两地上市，与迈得医疗
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欧姆龙提供的第三方销售价格是其对外销售的平均价格。欧姆龙向公司销售
的价格低于其向无关联第三方销售的平均价格，主要原因是：在和迈得医疗公司
合作前，欧姆龙在国内医疗耗材制造装备领域份额较小。公司是行业知名大客户，
并将欧姆龙带进了这个行业，使欧姆龙在这个行业的市场份额得到快速提升。因
此迈得医疗公司是欧姆龙在医疗耗材制造装备行业的战略客户，是由日本本社给
予战略性的行业开拓价格。迈得医疗公司不存在通过其他方面给予欧姆龙价格补
偿的情形，迈得医疗公司与欧姆龙亦不存在其他方面的利益往来。公司不存在应
披露而未披露的信息。
针对上述情况，我们执行了以下核查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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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访谈了欧姆龙的相关负责人、迈得医疗公司的采购负责人，了解公司与
欧姆龙的合作关系、欧姆龙向公司销售的价格低于其向无关第三方销售价格的原
因等；
2. 核查了迈得医疗公司与欧姆龙签订的采购合同、发票、入库单和付款凭
证等；
3. 取得并核查迈得医疗公司及其关联方（不含独立董事）的资金流水，核
对其资金流水中的交易对手方与欧姆龙无关；
经核查，我们认为欧姆龙向公司销售的价格低于其向无关第三方销售价格是
源于欧姆龙给予其战略合作客户的优惠，符合商业逻辑；欧姆龙与公司不存在应
披露而未披露的信息。

四、请发行人补充说明对上海普益销售产品毛利为负的原因，请保荐机构
和申报会计师发表核查并发表意见。（落实函第六条）
2018 年迈得医疗公司销售给上海普益 1 台 Y 型留置针自动组装机（熔头部
分），该台设备系公司生产的首台留置针自动组装机，其不含税销售单价为 250
万元，毛利率为-6.48%，毛利为-16.19 万元。毛利率为负的主要原因如下：
上海普益委托迈得医疗公司生产的留置针熔头机，该类型设备涉及较多新的
技术难点，如二次塑形技术、留置针导管座检堵检漏技术、皮管拉直工艺技术、
皮管及铆钉组装工艺流程等。该类型系公司首次设计并生产，因此生产过程中不
断修改完善设计方案，进行了多次重大生产调整和调试，导致该设备生产耗时较
长，耗费材料较多，整体成本较高，故毛利为负。
虽然迈得医疗公司销售的首台留置针熔头机设备毛利为负，但迈得医疗公司
也借此经验形成了其 7 大核心技术之一的“二次塑形技术”和多项相关技术，打
开了市场，也将为迈得医疗公司赢得先机，带来长期利益。
针对上述情况，我们执行了以下核查程序：
1. 获取 Y 型留置针自动组装机（熔头部分）相应生产任务单、料工费计算
表，重新计算该设备生产成本，核查该设备成本核算的准确性；
2. 获取 Y 型留置针自动组装机（熔头部分）销售记账凭证以及销售合同、
发票、出入库单、安装确认单等支持性文件，并获取相应收款凭证及银行回单，
核查收入确认的真实性和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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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核查，我们认为迈得医疗公司销售给上海普益的 Y 型留置针自动组装机
（熔头部分）毛利为负与该设备技术难度有关，其毛利率为负数合理，不存在异
常。

五、请发行人补充说明应收账款余额大，是否与发行人商业模式相关，并
补充说明期后回款的相关情况。请保荐机构和申报会计师发表核查并发表意见
（落实函第七条）
2019 年 6 月 30 日公司应收账款余额较大，主要原因：
（1）对于部分长期合
作的实力较强的客户，如山东威高，在结算条款中一般包含 30%-40%的信用期付
款；
（2）考虑到未来合作机会等因素以及在将应收账款风险维持在可接受水平的
前提下，公司对于长期合作的主要客户的收款执行上相对宽松，如三鑫医疗、江
西洪达、江西益康等。因此，公司应收账款规模的变动主要受具体合同结算条款、
公司收款执行力度等因素影响，与商业模式无关。
尽管从绝对数看，应收账款余额较大，但从相对数来看，报告期各期应收账
款账面余额占当期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64.39%、40.96%、37.78%和 99.25%，
2016-2018 年呈大幅下降趋势，主要是因为随着公司加大催收力度，货款回笼更
加及时，2018 年末的比例仅为 37.78%，与同行业上市公司平均值差异不大（平
均值为 38.81%，其中楚天科技 44.26%、迦南科技 44.20%、东富龙 27.96%）。
2019 年 6 月末应收账款占营业收入的比例较大，主要原因系公司收入确认
存在一定的季节性，一般集中在下半年，上半年实现的销售额相对较小，导致该
比例较高。
截至本落实函回复出具日，报告期内公司各期末应收账款期后收回金额和比
例统计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应收账款余额

期后回款

回款比例

2019 年 6 月 30 日

7,887.22

887.73

11.26%

2018 年 12 月 31 日

8,119.06

4,380.24

53.95%

2017 年 12 月 31 日

7,101.62

5,488.77

77.29%

2016 年 12 月 31 日

8,977.89

8,180.84

9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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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以上数据统计，报告期各期末的应收账款余额期后收回比例分别为
91.12%、77.29%、53.95%和 11.26%，公司期后回款正常。
2017 年 12 月 31 日期后收款比例相对较低，主要系浙江玉升医疗器械股份
有限公司（已于 2018 年核销）、江西升升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已于 2018 年核销）
和山东颐兴医疗器械有限公司破产重整(清算)，合计应收账款 553.03 万元。截
至报告期末，公司已对山东颐兴医疗器械有限公司应收账款计提 268.29 万元的
坏账准备，计提比例为 93.88%。该公司目前正在破产清算阶段，公司申报的债
权已得到破产管理人的确认。此外，包头市欣康医疗器械有限责任公司、淄博侨
森医疗用品有限公司、江阴市医疗器械有限公司合计 57.10 万元的款项无法收回
（已于 2018 年核销）。上述款项共计 610.13 万元，扣除这部分款项外，2017 年
12 月 31 日的应收账款回款比例为 84.55%。
2018 年 12 月 31 日期后回款比例较低，除山东颐兴医疗器械有限公司的应
收款项由于其处于破产清算尚未收回外，主要由于江西益康医疗器械集团有限公
司和浙江康康医疗器械有限公司分别存在尚未收回的应收账款 988.04 万元和
348.63 万元，均系 2018 年销售形成的应收账款。尚未回款的原因是该公司存在
新设备的购买意向，要求延期付款，公司考虑到前期付款情况较好且为了长期稳
定的合作，结合了解到的其还款能力和后续新设备的购买能力，接受了对方提出
的延期付款的请求。剔除上述影响，2018 年 12 月 31 日的应收账款期后回款比
例为 67.42%。
针对上述情况，我们执行了以下核查程序：
1. 向公司业务部门、财务部门人员了解公司销售与收款制度，向相关业务
人员询问信用期外货款未收回的原因；
2. 向公司主要客户的销售额和应收账款余额进行函证，确认应收账款的存
在，并核查期后回款情况；
3. 取得公司应收账款形成的依据，包括销售合同、设备验收单、发票、出
库单、报关单、提单等资料，核实公司债权的真实性；
4. 对公司主要客户进行现场走访，观察客户实际经营情况；
5. 查阅客户工商信息，了解是否存在重大诉讼、破产、重组等事项；
6. 取得并核查公司实际控制人、主要股东、董监高（不含独立董事）及其
关联方的资金流水，将资金流水中的交易对手方与主要客户及其关联方清单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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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对。
经核查，我们认为公司主要销售对象为长期合作或信用较好的客户，应收账
款规模受具体合同结算条款、公司收款执行力度等因素影响。与公司商业模式无
关。期后回款情况与公司的业务实际相吻合。

专此说明，请予察核。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杭州

中国注册会计师：

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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