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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券交易所： 

 

根据贵所 2019 年 9 月 3 日下发的《关于上海美迪西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上证科审(审

核)[2019]512号)的要求，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发证券”或“保

荐机构”)作为上海美迪西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发行人”

或“美迪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保荐机构，已会同发行人、

发行人申报会计师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申报会计师”)、

发行人律师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发行人律师”)，本着勤勉尽责、

诚实守信的原则，就问询函所提问题逐条进行了认真核查及讨论，具体情况如下

文，请予审核。 

 

 

 

除另有说明外，本回复所用简称与招股说明书所用简称一致。 

 

 

问询函所列问题 黑体（不加粗) 

对问题的回答 宋体（不加粗） 

对招股说明书的修改、补充 楷体（加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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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1 

1.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主要业务部门负责人、核心商业销售人员等人员

的平均薪酬低于同行业平均水平。 

（1）请上述人员就自己及近亲属是否从发行人、实际控制人、实际控制人

控制的企业等关联方取得其他报酬或利益作出补充说明；（2）请发行人、实际控

制人就是否存在以直接或间接方式向上述人员提供其他报酬或利益作出补充说

明；（3）请发行人说明是否存在上市后大幅提高相关人员薪酬的安排，如有，对

发行人未来业绩有何影响；（4）请发行人针对上述事项进一步完善招股说明书中

重大事项提示及风险揭示部分相关内容，明确披露上述主体说明和承诺。（5）请

保荐机构、申报会计师和发行人律师就上述事项进行进一步核查，并发表明确意

见。 

回复： 

（一）请上述人员就自己及近亲属是否从发行人、实际控制人、实际控制

人控制的企业等关联方取得其他报酬或利益作出补充说明 

公司实际控制人暨公司总经理 CHUN-LIN CHEN 已出具说明：“除在公司领取

薪酬、奖金或其他因公往来外，本人及本人近亲属未取得公司提供的其他报酬利

益，亦不存在与公司的其他资金往来，公司其他实际控制人陈金章、陈建煌及其

控制的企业等公司关联方未直接或间接代公司向本人或本人近亲属提供报酬及

其他利益的情形，不存在其他人员或其他企业通过任何形式代公司向本人或本人

近亲属等提供报酬或其他利益的情形。” 

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王国林、刘彬彬），主要业务部门负责人（任峰、

彭双清），其他业务部门副总裁级员工（马兴泉、JIANGUO MA、顾性初、张晓冬、

BAOMIN XIN），核心商业销售人员蔡金娜以及 BD 人员（商务拓展人员），已出具

说明：“除在公司领取薪酬、奖金或其他因公往来外，本人及本人近亲属未取得

公司提供的其他报酬利益，亦不存在与公司的其他资金往来，公司实际控制人陈

金章、陈建煌、CHUN-LIN CHEN 及其控制的企业等公司关联方不存在直接或间接

代公司向本人或本人近亲属提供报酬及其他利益的情形，不存在其他人员或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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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通过任何形式代公司向本人或本人近亲属等提供报酬或其他利益的情形。” 

（二）请发行人、实际控制人就是否存在以直接或间接方式向上述人员提

供其他报酬或利益作出补充说明 

公司已出具说明，除向员工发放薪酬、奖金或其他因公往来外，公司不存在

通过其他形式变相向员工发放薪酬，或提供其他报酬或利益的情形。 

公司实际控制人 CHUN-LIN CHEN、陈金章、陈建煌已出具说明：“本人及本

人控制的企业等关联方不存在通过任何直接或间接形式代公司向公司员工及其

近亲属发放薪酬，或提供其他报酬或利益的情形，不存在通过任何形式帮助美迪

西代垫成本费用、或进行利益输送的情形。” 

（三）请发行人说明是否存在上市后大幅提高相关人员薪酬的安排，如有，

对发行人未来业绩有何影响 

公司不存在上市后大幅提高员工薪酬的计划和安排。未来公司将在保持薪酬

制度稳定的基础上，根据行业整体薪酬水平的变化情况以及公司经营发展情况，

逐步优化公司的薪酬机制。同时，公司计划未来三年高级管理人员、主要业务部

门负责人、业务部门副总裁级员工、核心商业销售人员等人员的平均薪酬每年增

幅不超过 15%。 

（四）请发行人针对上述事项进一步完善招股说明书中重大事项提示及风

险揭示部分相关内容，明确披露上述主体说明和承诺 

公司已于招股说明书之“重大事项提示”之“三、风险提示”之“（一）公

司员工平均薪酬低于部分同行业上市公司的风险”及“第四节  风险因素”之“二、

经营风险”之“（一）公司员工平均薪酬低于部分同行业上市公司的风险”披露

以下内容： 

“公司不存在上市后大幅提高员工薪酬的计划和安排。未来公司将在保持薪

酬制度稳定的基础上，根据行业整体薪酬水平的变化情况以及公司经营发展情

况，逐步优化公司的薪酬机制。同时，公司计划未来三年高级管理人员、主要

业务部门负责人、业务部门副总裁级员工、核心商业销售人员等人员的平均薪

酬每年增幅不超过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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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已于招股说明书之“第十节  投资者保护”之“四、发行人及相关责任

主体做出的重要承诺及相关约束措施”之“（八）其他承诺事项”披露以下内容： 

“公司已出具说明:‘除向员工发放薪酬、奖金或其他因公往来外，公司不

存在通过其他形式变相向员工发放薪酬，或提供其他报酬或利益的情形。’ 

公司实际控制人 CHUN-LIN CHEN、陈金章、陈建煌已出具说明：‘本人及本

人控制的企业等关联方不存在通过任何直接或间接形式代公司向公司员工及其

近亲属发放薪酬，或提供其他报酬或利益的情形，不存在通过任何形式帮助美

迪西代垫成本费用、或进行利益输送的情形。’ 

公司实际控制人暨公司总经理 CHUN-LIN CHEN 已出具说明：‘除在公司领取

薪酬、奖金或其他因公往来外，本人及本人近亲属未取得公司提供的其他报酬

利益，亦不存在与公司的其他资金往来，公司其他实际控制人陈金章、陈建煌

及其控制的企业等公司关联方未直接或间接代公司向本人或本人近亲属提供报

酬及其他利益的情形，不存在其他人员或其他企业通过任何形式代公司向本人

或本人近亲属等提供报酬或其他利益的情形。’ 

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王国林、刘彬彬），主要业务部门负责人（任峰、

彭双清），其他业务部门副总裁级员工（马兴泉、JIANGUO MA、顾性初、张晓冬、

BAOMIN XIN），核心商业销售人员蔡金娜以及 BD 人员（商务拓展人员），已出具

说明：‘除在公司领取薪酬、奖金或其他因公往来外，本人及本人近亲属未取得

公司提供的其他报酬利益，亦不存在与公司的其他资金往来，公司实际控制人

陈金章、陈建煌、CHUN-LIN CHEN 及其控制的企业等公司关联方不存在直接或间

接代公司向本人或本人近亲属提供报酬及其他利益的情形，不存在其他人员或

其他企业通过任何形式代公司向本人或本人近亲属等提供报酬或其他利益的情

形。’” 

（五）请保荐机构、申报会计师和发行人律师就上述事项进行进一步核查，

并发表明确意见 

1、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1）核查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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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查发行人实际控制人、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等关联方是否存在通过直接

或间接方式向上述人员提供其他报酬或利益，从而为发行人分担成本费用、调节

利润的情形。 

（2）核查方法 

针对上述核查目的，保荐机构主要从以下四方面进行了核查： 

①针对发行人薪酬水平合理性的核查：结合发行人报告期内整体职工薪酬、

管理费用以及销售费用中的职工薪酬，通过对比同行业上市公司及公司自身情况、

相关员工访谈等方式分析发行人薪酬水平合理性。 

②针对发行人是否存在通过直接或间接方式向上述人员提供其他报酬或利

益的核查：取得发行人银行流水进行核查，对人力资源部总监以及相关员工进行

了访谈，结合发行人工资发放情况，核查发行人是否存在提供其他报酬或利益的

情况。 

③针对发行人实际控制人等关联方是否存在通过直接或间接方式向上述人

员提供其他报酬或利益的核查：取得发行人实际控制人以及上述人员的银行流水

及实际控制人控制企业的银行流水，按照核查标准逐笔核查银行流水的交易对方、

交易时间、交易金额等，同时访谈相关人员并取得其书面确认说明。 

④经由中介机构现场见证（其中，2 名 BD 人员以及 2 名部门副总裁级员工

因外地出差采取视频见证方式），由相关人员签署不存在代垫成本费用的说明。 

（3）核查程序以及核查结果 

①发行人薪酬水平合理性的核查 

A、发行人薪酬水平与同行业公司差异的原因 

与国内上市龙头 CRO企业相比，发行人员工平均薪酬存在低于部分同行业上

市公司的情况，总体原因主要与发行人在收入规模、净利润规模、客户群体、境

外分支机构分布等方面与龙头 CRO企业存在较大差距，具体如下： 



8-1-7 

单位：万元 

项目 药明康德 康龙化成 昭衍新药 美迪西 

2018年营业收入 961,368.36 290,812.30 40,879.82 32,364.07 

2018年归属于母公

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226,052.31 33,922.45 10,833.83 5,897.51 

客户群体 境外客户为主 境外客户为主 境内客户为主 境内客户为主 

境外分支机构分布 

美国、英国、德

国、荷兰等多地

设立境外子公司 

美国、英国等多地

设立境外子公司 

美国设立境外子

公司 
无境外子公司 

同行业上市公司中，药明康德、康龙化成为国际 CRO行业龙头企业，收入规

模、净利润规模均远高于发行人，且客户以境外客户为主，境外设立众多分支机

构，员工薪酬水平较高，在员工薪酬方面与公司可比性较弱；昭衍新药为国内临

床前研究领域领先企业，以国内客户为主，净利润规模高于发行人，在员工薪酬

方面与发行人具有一定的可比性。报告期各期，发行人各类别员工薪酬水平对比

情况如下： 

a、高级管理人员 

发行人高管分别为 CHUN-LIN CHEN、王国林、刘彬彬三人，其中，CHUN-LIN 

CHEN为发行人实际控制人、创始人、董事、总经理，直接和间接持有发行人 8.26%

的股份，其薪酬报告期内均未发生变更，为 36.00 万元/年；王国林为发行人董

事、董事会秘书，2015 年获得员工股权激励，目前直接和间接持有发行人 8.70%

的股份，报告期其薪酬分别为 27.60 万元、27.60 万元、27.60 万元和 30.00 万

元（2019年 1-6月）；刘彬彬为发行人财务总监，报告期内薪酬分别为 32.40 万

元(年化)、35.72 万元、42.00 万元和 21.00 万元（2019 年 1-6 月），呈逐年增

长趋势。 

发行人高管平均薪酬与规模接近、客户群体分布类似的昭衍新药相比差异较

小，与收入规模差异悬殊、客户群体分布差异明显的药明康德、康龙化成相比存

在明显差异，具体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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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公司名称 2018年度 2017年度 2016年度 

药明康德 520.40 459.61 515.01 

药明康德(剔除李革后) 342.66 280.87 204.13 

康龙化成 256.00 217.35 196.53 

昭衍新药 54.85 63.69 55.55 

美迪西 35.20 33.11 32.00 

注：1、由于同行业上市公司未披露 2019年 1-6月份相关数据，故以 2016年度至 2018

年度期间数据进行比较；2、昭衍新药副总经理姚大林，美国国籍,历任美国人类基因组科学

公司神经药理部主任科学家、美国 FDA 药物审评中心药理毒理药审官,合规执法部高级审议

及执法官等职，比照美国薪酬水平领取薪酬，2016 年至 2018 年薪酬分别为 95.61 万元、

112.78 万元、104.24 万元，剔除其单独影响，昭衍新药高管平均薪酬分别为 42.19 万元、

47.29 万元和 42.51 万元；3、药明康德总裁（董事长兼任）李革 2016 年至 2018 年薪酬分

别为 2,691.14万元、1,710.76万元和 1764.60万元，明显高于药明康德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b、部门副总裁级员工 

2017 年以来，基于发行人可预期的良好发展背景，为寻求更大的职业发展

空间并结合各自家庭等个人因素，发行人部门副总裁级员工任峰、马兴泉、

JIANGUO MA、彭双清、张晓冬、BAOMIN XIN 等六名人员加入了发行人，上述人

员薪酬在 44-54万/年之间。 

上述人员加入发行人，一方面为了寻求更大的职业发展空间，取得行业内事

业上的更大成就，并结合各自家庭因素的考虑加入发行人。相比已上市公司相对

稳定与成熟的发展阶段，发行人正处于业务快速扩张的发展阶段，能给上述人才

施展其才华、发挥专业能力、共同分享发展成果的平台。另一方面发行人未来对

该级别员工实施股权激励的确定性较高、收益可期。因此，发行人部门副总裁级

员工加入发行人存在合理性。针对该事项，发行人已在《第五轮问询回复》中进

行了详细说明，具体情况参见《第五轮问询回复》之“问题 1 关于薪酬”之“（二）”

之回复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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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管理人员 

发行人管理人员薪酬水平高于规模接近、客户群体分布类似的昭衍新药，低

于康龙化成，明显低于药明康德。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公司名称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2016年度 

药明康德 未披露 25.77 23.72 

康龙化成 16.49 16.05 14.24 

昭衍新药 未披露 未披露 9.26 

美迪西 11.38 10.11 9.88 

注：1、发行人平均薪酬=2×(短期薪酬中当年计提的工资、奖金、津贴和补贴)/(年末

人数+年初人数)；2、上表中药明康德、康龙化成、昭衍新药平均薪酬数据取自其招股说明

书以及披露的年度报告，其中：(1)药明康德薪酬数据为其管理人员与财务人员薪酬计算所

得，2016 年薪酬数据按照 2017 年度人员数据计算所得；(2)康龙化成薪酬数据为其管理人

员与财务人员薪酬计算所得，康龙化成 2018 年数据为其 2018 年 1-6 月数据年化处理；3、

由于同行业上市公司未披露 2019年 1-6 月份相关数据，故以 2016年度至 2018 年度期间数

据进行比较。 

d、销售人员 

发行人销售费用中职工薪酬占当期营业收入的比例均高于同行业上市公司。 

由于销售人员背景构成、人均销售规模及境内外客户结构差异，发行人销售

人员薪酬水平高于规模接近、客户群体分布类似的昭衍新药，低于药明康德，明

显低于以海外销售人员为主、人均销售规模远高于发行人的康龙化成，具体情况

如下： 

单位：万元 

公司名称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2016年度 

药明康德 未披露 23.53 27.52 

康龙化成 80.49 104.73 88.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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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衍新药 未披露 未披露 11.53 

美迪西 15.97 12.74 12.99 

注：1、发行人平均薪酬=2×(短期薪酬中当年计提的工资、奖金、津贴和补贴)/(年末

人数+年初人数)；2、上表中药明康德、康龙化成、昭衍新药平均薪酬数据取自其招股说明

书以及披露的年度报告，其中：康龙化成 2018年数据为其 2018年 1-6月数据年化处理；3、

由于同行业上市公司未披露 2019年 1-6 月份相关数据，故以 2016年度至 2018 年度期间数

据进行比较。 

由上述比较可以看出，发行人销售人员薪酬水平高于规模接近、客户群体分

布类似的昭衍新药，低于药明康德，明显低于康龙化成，主要差异原因是由于销

售人员背景构成、人均销售规模及客户结构差异所致。同行业上市公司中，康龙

化成销售人员平均薪酬明显高于发行人的主要原因是：(1)康龙化成销售人员主

要为境外人员，截至 2019 年 6月末销售人员为 40 人，其中美国销售人员 21 人，

英国 7 人，中国及亚洲其他地区 12 人，而发行人销售人员基本为境内人员且以

本科学历、35 岁以下人员为主，境外人员薪酬水平明显高于国内薪酬水平；

(2)2016 年至 2018 年康龙化成销售人员的人均销售额分别为 5,552.48 万元、

7,910.75 万元及 7,859.79 万元，明显高于发行人销售人员同期人均销售额

484.18万元、450.68 万元及 513.72万元，较高的人均销售额保证康龙化成销售

人员获得较高的薪酬水平。 

B、发行人薪酬水平与发行人自身发展阶段相适应，具有合理性 

发行人2018年度营业收入为32,364.07万元，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5,897.51

万元，考虑到公司目前的业务规模、经营效益等因素，发行人制定了符合自身发

展阶段的薪酬制度，在保证合理薪资及适当股权激励等措施下，与员工共同做大

做强发行人，共同分享发行人未来持续发展的成果。发行人薪酬政策中对各职级

员工的工资范围，做出了指导性的约定。从发行人整体职工薪酬、计入管理费用

以及销售费用的职工薪酬来看，发行人人力成本的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维持在

较高水平，具体如下： 

a、整体职工薪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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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各期，发行人职工薪酬计提金额分别为 9,146.39 万元、10,373.31

万元、13,947.97 万元和 8,186.05 万元，计提职工薪酬占营业收入的比例情况

如下： 

公司 2019年 1-6月 2018 年度 2017年度 2016 年度 

药明康德 29.94% 30.00% 27.54% 28.63% 

康龙化成 45.29% 43.34% 未披露 未披露 

昭衍新药 43.59% 29.89% 27.86% 未披露 

同行业平均 39.61% 34.41% 27.70% 28.63% 

美迪西 41.07% 43.10% 41.85% 39.36% 

美迪西高于同行业平均的情况 1.47% 8.69% 14.15% 10.72% 

注：上述职工薪酬指应付职工薪酬的本期增加额。 

由上表可以看出，CRO企业人力成本占收入的比例较高，报告期各期发行人

整体职工薪酬占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39.36%、41.85%、43.10%和 41.07%，分

别高于同行业平均值 10.72 个百分点、14.15 个百分点、8.69 个百分点、1.47

个百分点，发行人整体职工薪酬占营业收入的比例高于同行业上市公司。 

b、管理费用中的职工薪酬 

报告期各期，发行人管理费用中职工薪酬金额分别为 1,029.67 万元、

1,270.84万元、1,604.71 万元和 1,027.91万元，管理费用中职工薪酬占营业收

入的比例情况如下： 

公司 2019年 1-6月 2018 年度 2017年度 2016 年度 

药明康德 6.36% 6.07% 7.05% 7.14% 

康龙化成 6.12% 6.08% 6.41% 5.88% 

昭衍新药 9.40% 6.92% 6.05% 7.25% 

同行业平均 7.30% 6.36% 6.51% 6.76% 

美迪西 5.16% 4.96% 5.13% 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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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迪西与同行业平均的差异 -2.14% -1.40% -1.38% -2.33% 

注：药明康德管理费用中人力成本为相关人员的工资、奖金及福利；发行人管理费用中

人力成本为相关人员的职工薪酬。 

由上表可以看出，报告期各期发行人管理费用中职工薪酬占营业收入的比例

分别为4.43%、5.13%、4.96%、5.16%，分别低于同行业平均2.33个百分点、1.38

个百分点、1.40个百分点、2.14个百分点，主要原因系：药明康德、康龙化成作

为行业内龙头企业，昭衍新药作为较早登陆资本市场且在细分领域领先的企业，

收入规模及业绩规模均优于发行人，其管理的规模大于发行人，并且管理人员薪

酬具有较强的市场竞争力，管理人员整体成本高于发行人，管理费用中的人力成

本总额占营业收入的比例较高。同时，因发行人业务规模相对较小，管理扁平化，

高级管理人员数量相对较少且薪酬较低，发行人管理人员以人力资源、采购、财

务等行政职能部门人员为主，因此发行人管理费用中职工薪酬占营业收入的比例

相对较低。 

c、销售费用中职工薪酬 

报告期各期，发行人销售费用中职工薪酬金额分别为 735.91 万元、765.82

万元、1,106.18万元和 597.77万元，销售费用中职工薪酬占营业收入的比例情

况如下： 

公司 2019年 1-6月 2018 年度 2017年度 2016 年度 

药明康德 2.59% 2.42% 2.57% 2.25% 

康龙化成 1.30% 1.43% 1.54% 1.40% 

昭衍新药 1.61% 0.82% 0.83% 0.79% 

同行业平均 1.84% 1.56% 1.65% 1.48% 

美迪西 3.00% 3.42% 3.09% 3.17% 

美迪西高于同行业平均的情况 1.16% 1.86% 1.44% 1.69% 

由上表可以看出，报告期各期，发行人销售费用中职工薪酬占营业收入的比

例分别为 3.17%、3.09%、3.42%和 3.00%，高于同行业上市公司的平均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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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从整体职工薪酬、管理费用和销售费用中的职工薪酬与营业收入的比

例来看，发行人整体职工薪酬占营业收入的比例高于同行业平均水平，管理人员

职工薪酬占营业收入的比例低于同行业平均水平，销售人员职工薪酬占营业收入

的比例高于同行业平均水平，发行人整体薪酬水平具有合理性。 

C、最近 5 年以来，发行人薪酬维持在合理水平，上市后也不存在大幅提升

薪酬的安排 

发行人上述人员最近 5年以来的薪酬水平如下： 

 

注：上海市行业平均工资为上海科研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

均工资，2018年未公布相关数据，数据来源：Wind。 

由上图可以看出，发行人管理人员以及销售人员薪酬水平最近 5年以来呈稳

中有升的趋势，并且高于上海行业平均工资，发行人不存在短期人为压低职工薪

酬的情况。同时，发行人不存在上市后大幅提高员工薪酬的计划和安排，发行人

计划未来三年高级管理人员、主要业务部门负责人、业务部门副总裁级员工、核

心商业销售人员等人员的平均薪酬每年增幅不超过 15%。 

②对发行人是否存在通过直接或间接方式向上述人员提供其他报酬或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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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核查 

A、核查公司银行流水 

保荐机构获取了发行人的已开立银行账户清单，并取得发行人报告期内全部

银行账户的对账单，核查发行人与上述股东方以及员工方之间的往来情况，并与

公司工资表核对。经核查，除正常工资发放、报销款、备用金以外，发行人与上

述股东方以及员工方不存在其他资金往来。 

B、对相关员工进行访谈 

保荐机构核查了发行人薪酬制度，同时对人力资源部总监进行了访谈，了解

发行人的薪酬机制。 

保荐机构对发行人主要业务部门负责人、核心商业销售人员、BD 人员以及

30 名其他部门的员工进行了访谈，了解发行人的薪酬政策、薪酬波动情况以及

发放情况，是否存在实际控制人、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等关联方进行体外支付

薪酬的情况。 

经访谈确认，发行人不存在通过其他方式向上述人员提供其他报酬或利益的

情况。 

③对发行人实际控制人等关联方是否存在通过直接或间接方式向上述人员

提供其他报酬或利益的核查 

A、核查范围 

从利益输送目的来看，为员工代垫成本费用可以调节发行人利润，发行人实

际控制人以及重要股东是具有代垫成本费用的动机，同时还应当具备相应的资金

实力。因此，对发行人实际控制人以及重要股东应当重点核查其银行账户的资金

流出。而对于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主要业务部门负责人、核心商业销售人员等

人员，其作为员工方应当重点核查其银行账户的资金流入。具体核查范围如下： 

类别 核查范围 核查标准 

股东方 

实际控制人：CHUN-LIN CHEN、陈金章、陈建煌 
取得全部银行账户流

水，重点核查单笔金额
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 



8-1-15 

持股 5%以上的重要股东：林长青、陈国兴、王国林、

陈春来 

在 10 万元以上（含）

以上的大额支出 

员工方 

高级管理人员：王国林、刘彬彬 

取得全部银行账户流

水，重点核查单笔金额

在 1万元以上（含）以

上的大额收入 

主要业务部门负责人以及其他业务部门副总裁级员

工：任峰、彭双清、马兴泉、JIANGUO MA、顾性初、

BAOMIN XIN、张晓冬 

核心商业销售人员：蔡金娜 

保荐机构取得上述股东方以及员工方的银行账户流水并由其出具已经完整

提供银行账户的承诺，同时，保荐机构通过分析账户提供方是否提供了包括工资

户、还贷户、日常消费户等账户以及交叉核对不同账户之间的交易对手方账户信

息等方式复核确认其提供的账户。 

B、具体核查内容 

a、针对发行人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企业、重要股东 

保荐机构获取了发行人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企业、重要股东报告期内银行

流水，核查单笔金额在 10 万元以上的资金流水的交易对方、交易时间、交易金

额等信息，核查是否存在向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主要业务部门负责人、核心商

业销售人员等发行人员工提供其他报酬或利益的情形，同时访谈相关人员并取得

其书面确认文件。 

b、针对发行人主要业务部门负责人及部门副总裁级员工 

I、保荐机构对发行人主要业务部门负责人及部门副总裁级员工进行了访谈，

了解其入职美迪西前后的薪酬情况并收集相关佐证资料，了解其选择加入美迪西

的原因及其对美迪西薪酬的满意程度，特别关注入职美迪西前后薪酬差异较大的

员工的合理性解释。 

II、保荐机构获取了发行人主要业务部门负责人及部门副总裁级员工报告期

或其入职以来(孰晚)的银行流水，核查单笔金额在 1万元以上的资金流水的交易

对方、交易时间、交易金额等信息，同时访谈相关人员并取得其书面确认文件。 

c、针对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核心商业销售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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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机构获取了上述人员报告期内或其入职以来（孰晚）的银行流水，核查

单笔金额在 1万元以上的资金流水的交易对方、交易时间、交易金额等信息，同

时访谈相关人员并取得其书面确认文件。 

④中介机构共同现场见证（其中，2 名 BD 人员以及 2 名部门副总裁级员工

因外地出差采取视频见证方式）相关人员出具不存在代垫成本费用的说明 

在充分核查上述人员银行流水的基础上，发行人、实际控制人、持股 5%以

上的重要股东、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主要业务部门负责人（2 名）、其他业务

部门副总裁级员工（5 名）、核心商业销售人员（1名）以及其他 BD人员（17名）

签署了关于不存在代发薪酬、代垫成本及输送利益的说明函。  

保荐机构等中介机构对上述人员签署承诺过程进行了现场见证（其中，2名

BD人员以及 2名部门副总裁级员工因外地出差采取视频见证方式），确认其出具

说明的真实性。 

（4）核查结论 

综上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①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主要业务部门负责人、核心商业销售人员等人员

及近亲属不存在从发行人、实际控制人、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等关联方取得其

他报酬或利益的情形； 

②发行人、实际控制人不存在通过直接或间接方式向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

主要业务部门负责人、核心商业销售人员等发行人员工提供其他报酬或利益的情

形； 

③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主要业务部门负责人、核心商业销售人员已就自

己及近亲属不存在从发行人、实际控制人、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等关联方取得

其他报酬或利益作出说明；发行人、实际控制人已就不存在以直接或间接方式向

上述人员提供其他报酬或利益作出说明； 

④发行人已说明不存在上市后大幅提高相关人员薪酬的安排； 

⑤发行人已按照要求在招股说明书中相应章节披露上述回复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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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申报会计师核查意见 

申报会计师认为: 

(1)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主要业务部门负责人、核心商业销售人员等人

员及近亲属不存在从发行人、实际控制人、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等关联方取得

其他报酬或利益的情形； 

(2)发行人、实际控制人不存在通过直接或间接方式向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

主要业务部门负责人、核心商业销售人员等发行人员工提供其他报酬或利益的情

形； 

(3)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主要业务部门负责人、核心商业销售人员已就

自己及近亲属不存在从发行人、实际控制人、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等关联方取

得其他报酬或利益作出说明；发行人、实际控制人已就不存在以直接或间接方式

向上述人员提供其他报酬或利益作出说明； 

(4)发行人已说明不存在上市后大幅提高相关人员薪酬的安排； 

(5)发行人已按照要求在招股说明书中相应章节披露上述回复内容。 

3、发行人律师核查意见 

发行人律师认为，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主要业务部门负责人、核心商业

销售人员及其近亲属不存在从发行人、实际控制人、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等关

联方取得其他报酬或利益的情形；发行人、实际控制人不存在以直接或间接方式

向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主要业务部门负责人、核心商业销售人员等提供其他报

酬或利益；发行人不存在在上市后大幅提高相关人员薪酬的安排；发行人已在招

股说明书中进行了重大事项提示及风险揭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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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2 

请发行人进一步说明“公司总体上处于国内行业领先地位”、“逐步建立了领

先的行业地位”等包含“领先”“先进”的相关表述是否具有客观依据，如无，

请删除。请保荐机构核查并发表意见。 

回复： 

1、发行人说明 

根据招商证券 2018 年发布的研究报告显示，国内 CRO 企业的收入规模超过

1亿元的家数占国内 CRO 企业的总家数仅有 6%；公司通过查询国家药品监督管理

局的 GLP 认证公告和访谈行业专家，通过中国 GLP 认证的研究机构共 69 家，其

中公司制的营利性组织仅 31 家，能开展 8 项以上试验项目且同时达到美国 GLP

标准的 CRO 公司不超过 10 家；同时，根据火石创造数据库统计显示，我国目前

涉及药物发现服务的 CRO 企业有 92 家，整体呈现龙头企业引领、中小企业创新

特色发展局面。公司主要从事包括药物发现、药学研究以及临床前研究的临床前

CRO综合服务，2018年实现营业收入 32,364.07 万元，公司取得了 8项国家药品

监督管理局的 GLP认证的试验项目，且通过了美国 FDA GLP检查。综上，公司前

期根据国内 CRO行业的总体规模、竞争对手情况、业务范围、技术水平等因素综

合判断公司在国内所处的行业地位。 

由于目前尚无权威、全面的国内 CRO企业的行业地位比较和排名，为保证披

露的严谨性和避免产生误导，公司对招股说明书全文中与“公司总体上处于国内

行业领先地位”、“逐步建立了领先的行业地位”等包含“领先”、“先进”的相关

表述进行了删除或修改为“具有较强市场竞争力”等类似表述。 

2、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保荐机构查询了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等行业主管部门、GLP机构产业联盟网

等行业协会的官方网站；查阅了 CRO行业的相关研究报告；访谈了相关行业专家。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由于目前尚无权威、全面的国内 CRO企业的行业地位

比较和排名，为保证披露的严谨性和避免产生误导，发行人已对招股说明书全文

中与“公司总体上处于国内行业领先地位”、“逐步建立了领先的行业地位”等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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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领先”、“先进”的相关表述进行了删除或修改为“具有较强市场竞争力”等

类似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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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页无正文，为《关于上海美迪西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在科创板上市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的回复》之盖章页) 

 

 

 

 

 

上海美迪西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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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页无正文，为《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美迪西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的回复》之签字盖章

页) 

  

 

 

保荐代表人签字：                                                            

易志强                   李映文 

 

 

保荐机构法定代表人、董事长签字：                  

孙树明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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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机构董事长声明 

 

本人已认真阅读上海美迪西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本次审核中心意见落实

函回复报告的全部内容，了解报告涉及问题的核查过程、本公司的内核和风险控

制流程，确认本公司按照勤勉尽责原则履行核查程序，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回复

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上述文件的真实性、准确

性、完整性、及时性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保荐机构董事长签字：                     

孙树明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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