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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券交易所： 

根据贵所出具的《关于厦门特宝生物工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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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轮审核问询函》 （上证科审（审核）[2019]326 号，

以下简称问询函）的要求，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我

们”）对贵所的问询函所列问题中需要申报会计师说明或发表意见的问题进行了

认真核查。现将有关问题的核查情况和核查意见说明如下：  

 

 

说明： 

1、如无特殊说明，本回复中使用的简称或名词释义与《厦门特宝生物工程

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说明书（申报稿）》（以下

简称“招股说明书”、“招股书”）一致。 

2、本回复中若出现总计数尾数与所列数值总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

五入所致。 

3、本回复中若无特别注明，表格中相关财务数据的金额货币单位为人民币

万元，比例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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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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题  其他问题 

请发行人：（1）在招股说明书中披露期后财务数据情况，并说明半年度业绩预

计数及同比变化情况；（2）明确披露依靠核心技术开展生产经营产生的收入及

其占总收入的比例情况；（3）披露报告期内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情况、与发行人

研发费用的差异情况、未申报加计扣除的研发费用对应的项目情况、发行人的

研发费用中是否存在其他用途而非研发用途的费用，是否存在列报不准确的情

况， 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是否获得相关主管部门的认可。 

请保荐机构、申报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核查意见。 

回复： 

一、发行人披露 

（一）在招股说明书中披露期后财务数据情况，并说明半年度业绩预计数

及同比变化情况 

招股说明书已更新 2019 年半年报财务数据，具体详见招股书的相关更新。 

（二）明确披露依靠核心技术开展生产经营产生的收入及其占总收入的比

例情况 

公司各年度依靠核心技术开展生产经营产生的收入及其占总收入的比例情

况具体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产品 
2017 年 2016 年 

运用的主要核心技术 
收入 占比 收入 占比 

派格宾 8,687.75 26.93 7,242.48 26.06 
PEG 重组蛋白质修饰平台技

术、蛋白质药物生产平台技术 

特尔津 11,841.51 36.71 9,704.35 34.92 

蛋白质药物生产平台技术 特尔康 7,162.63 22.20 6,731.53 24.22 

特尔立 4,565.56 14.15 4,110.11 14.79 

合计 32,257.45 100.00 27,788.48 100.00  

续上表 

产品 
2019 年 1-6 月 2018 年 

运用的主要核心技术 
收入 占比 收入 占比 

派格宾 14,849.84 46.67 18,736.55 42.00 
PEG 重组蛋白质修饰平台技

术、蛋白质药物生产平台技术 

特尔津 8,773.98 27.57 12,741.22 28.56 蛋白质药物生产平台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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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 
2019 年 1-6 月 2018 年 

运用的主要核心技术 
收入 占比 收入 占比 

特尔康 5,655.70 17.77 8,386.88 18.80 

特尔立 2,540.87 7.99 4,751.45 10.65 

合计 31,820.39 100.00 44,616.11 100.00  

（三）披露报告期内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情况、与发行人研发费用的差异情

况、未申报加计扣除的研发费用对应的项目情况、发行人的研发费用中是否存

在其他用途而非研发用途的费用，是否存在列报不准确的情况，研发费用加计

扣除是否获得相关主管部门的认可 

1、报告期内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情况 

项目 2019年 1-6月 2018 年 2017 年 2016 年 

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总额 
 3,348.40 

5,692.33 2,665.44 680.95 

注：2019 年 1-6 月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总额为预估数。 

报告期内，公司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研究开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政

策有关问题的公告》（税务总局公告 2015 年第 97 号）、《财政部、国家税务

总局、科技部关于完善研究开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的通知》（财税〔2015〕

119 号）、《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归集范围有关问题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7 年第 40 号）及《财政部、税务总局、科技部关于提

高研究开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比例的通知》（财税 [2018]99 号）等税收法规的

规定等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加计扣除，符合相关税收法律法规的要求。 

2、与发行人研发费用的差异情况、未申报加计扣除的研发费用对应的项目

情况 

报告期内，加计扣除的研发费用与发行人研发费用的差异情况： 

项目 2018 年 2017 年 2016 年 

合并会计报表的研发费用金额 4,060.67 1,890.26 893.26 

其中：子公司伯赛研发费用与合并抵消部分（未申

报研发费用加计扣除） 

454.48 419.92 384.41 

母公司会计报表的研发费用金额① 3,606.19 1,470.34 508.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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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18 年 2017 年 2016 年 

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总额 5,692.33 2,665.44 680.95 

其中：母公司申报加计扣除优惠政策的研发费用金

额② 

3,425.35 1,333.52 451.27 

母公司申报加计扣除优惠政策的无形资产摊

销额 

2,266.98 1,331.92 229.68 

母公司会计报表的研发费用金额与加计扣除研发费

用的差异情况（①-②） 

180.84 136.82 57.58 

报告期内，公司申报加计扣除的研发费用与会计报表确认的研发费用的差异

原因具体如下： 

未加计扣除的研发费用对应的项目情况 2018 年 2017 年 2016 年 

不符合研发加计扣除范围的相关费用 172.33 21.01 10.29 

不能加计扣除的委托境外研发费用 - 17.27 21.27 

委托外部机构或个人进行研发活动所发生的费用-限

额 80% 
- 2.52 - 

出于谨慎性考虑未申报研发加计扣除的研发费用 8.51 96.02 26.01 

合计 180.84 136.82 57.58 

（1）不符合研发加计扣除范围的相关费用 

由于研发费用归集与加计扣除分别属于会计核算和税务范畴，会计核算口径

由《企业会计准则》等规范；加计扣除税收规定口径由《完善研究开发费用税前

加计扣除政策》（财税〔2015〕119 号）、《关于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归集范

围有关问题的公告》（2017 年第 40 号公告）、《关于企业研究开发费用税前

加计扣除政策有关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5 年第 97 号）等规范，

二者存在一定口径差异。 

公司报告期不符合研发加计扣除范围的相关费用主要是与研发活动直接相

关的场所租赁费、物业费、快递、办公用品等支出。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7

年第 40 号中第二条、第六条的相关规定，场所租赁费、物业费、快递、办公用

品等支出不属于研发费用可以加计扣除的范围。2018 年相比 2016 年、2017 年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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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额较高，主要是由于 2018 年研发项目主要处于费用化阶段，相对应的场所租

赁费、物业费比 2016 年和 2017 年高。 

（2）委托境外研发费用 

根据财税〔2015〕119 号第二条第一款的规定，企业委托境外机构或个人进

行研发活动所发生的费用，不得加计扣除。其后，财税〔2018〕64 号第一条规

定，委托境外进行研发活动所发生的费用，按照费用实际发生额的 80%计入委托

方的委托境外研发费用。委托境外研发费用不超过境内符合条件的研发费用三分

之二的部分，可以按规定在企业所得税前加计扣除（2018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

2017 年公司委托境外机构或个人进行研发活动所发生的费用，不得加计扣除。 

（3）委托外部机构或个人进行研发活动所发生的费用-限额 80% 

根据财税〔2015〕119 号等相关规定，企业委托外部机构或个人进行研发活

动所发生的费用，按照费用实际发生额的 80%计入委托方研发费用并计算加计扣

除，受托方不得再进行加计扣除。委托外部研究开发费用实际发生额应按照独立

交易原则确定。 

（4）出于谨慎性考虑未申报研发加计扣除的研发费用 

根据财税〔2015〕119 号规定，可税前加计扣除的研发活动指“企业为获得

科学与技术新知识，创造性运用科学技术新知识，或实质性改进技术、产品（服

务）、工艺而持续进行的具有明确目标的系统性活动”，对进行研发费用加计扣

除的项目创造性、实质性改进提出较高要求。公司对于对一些金额较小、探索性

的研发项目，出于谨慎性考虑未申报加计扣除。2017 年“出于谨慎性考虑未申

报研发加计扣除的研发费用”金额较大，主要是 2017 年探索性研发项目较多，

如蛋白抗体的制备、PEG-IFN 虑未申报治疗 PV 和 ET 的疗效观察等项目。 

3、发行人的研发费用中是否存在其他用途而非研发用途的费用，是否存在

列报不准确的情况 

公司研发费用支出的核算范围，主要包括职工薪酬、委托外部研发费、折旧

费、材料费、维修费等，具体情况如下： 

项目 
2019年 1-6

月 
2018 年 2017 年 2016 年 核算内容 

职工薪酬 1,050.61 1,985.47 962.39 413.8 
直接从事研发活动的研发人员及其他相

关技术人员的工资、奖金、津贴、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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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19年 1-6

月 
2018 年 2017 年 2016 年 核算内容 

社会保险费、住房公积金等人工费用。 

委托外部研

发费 
618.62 677.66 184.26 96.83 

委托外部机构开展的与研发相关的临床

试验费等。 

折旧费 256.01 391.59 246.34 130.6 
用于研究开发活动的仪器、设备和在用建

筑物的折旧费。 

材料费 342.07 354.25 326.65 176.11 研发活动直接消耗的材料。 

维修费 56.14 156.28 20.24 22.19 
用于研发活动的仪器、设备的运行维护、

调整、检验、维修等费用。 

燃料动力费 91.88 160.11 45.45 2.25 与研发活动直接相关的燃料和动力费用。 

租赁费 76.63 124.55 20.21 1.69 
通过经营租赁方式租入的用于研发活动

的仪器、设备租赁费。 

专利申请费 93.66 85.94 45.64 27.88 与研发活动直接相关的专利申请费用。 

办公费 49.81 36.3 9.58 1 

与研发活动直接相关的技术图书资料

费、资料翻译费、办公费、外事费、研发

成果的论证、评审、验收、评估等。 

差旅费 18.84 35.37 20.75 6.9 与研发活动直接相关的差旅费用。 

会议费 31.43 39.83 0.89 0.29 与研发活动直接相关的会议费用。 

运输费 5.84 9.69 5.23 0.83 与研发活动直接相关的运输费用。 

检测费 26.39 3.63 2.63 12.9 与研发活动直接相关的检测费用。 

合计 2,717.95 4,060.67 1,890.26 893.26  -- 

公司研发费用由研发部门及财务部门逐级对各项研发费用进行审核，由财务

部门设立和更新研发项目台账并进行相应的账务处理。公司在研发项目立项后按

照项目分别设置辅助明细，分别记录各个项目的研发支出。对于材料费、委托外

部研发费及其他相关费用等可以明确归集到具体研发项目的，由领用人或报销人

在填写领料单或报销申请单时注明项目名称，经审批后由财务部门归集并入账；

对于无法直接归属于某一研发项目的燃料动力费、研发人员薪酬、折旧与摊销费

用等由财务中心归集后，按照项目工时占比等合理的方法分摊至具体研发项目并

入账。公司不存在其他用途而非研发用途的费用，不存在列报不准确的情况。 

4、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是否获得相关主管部门的认可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已聘请第三方税务师对公司单体报表研发费用加计扣除金额

进行专项审核并出具鉴证报告，具体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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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5 月 31 日，厦门市中韬华益税务师事务所对 2016 年度公司单体报

表研发项目可加计扣除研究开发费用情况归集表出具《审核鉴证报告》（中韬华

益（2017）审字第 S034 号）； 

2018 年 5 月 30 日，厦门市中韬华益税务师事务所对 2017 年度公司单体报

表研发项目可加计扣除研究开发费用情况归集表出具《审核鉴证报告》（中韬华

益（2018）审字第 S038 号）； 

2019 年 5 月 28 日，厦门市中韬华益税务师事务所对 2018 年度公司单体报

表研发项目可加计扣除研究开发费用情况归集表出具《审核鉴证报告》（中韬华

益（2019）审字第 S006 号）。 

2016-2018 年度，公司单体报表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涉及的的纳税申报表均已

取得当地税务部门的受理和认定。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厦门市海沧区税务局出具的

涉税证明，公司单体报表不存在“因违反税收法律法规而受到处罚的记录”。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8 年第 23 号的相关规定，公司已将相关留存资料

归集齐全并整理完成，以留存备查。 

二、申报会计师核查意见 

申报会计师执行了以下核查程序对报告期内发行人的研发费用中是否存在

其他用途而非研发用途的费用、是否存在列报不准确的情况、研发费用加计扣除

是否获得相关主管部门的认可进行了核查：（1）取得研发费用明细表及研发费

用核算制度，对研发费用进行循环测试，了解发行人研发费用的归集与分配情况；

（2）访谈发行人研发中心及财务中心等高级管理人员，了解发行人研发投入归

集和核算方法，获取并检查研发投入台账，及各项目研发投入的归集明细，评估

其适当性；询问研发费用于报告期各期的波动原因及其合理性，关注是否存在将

研发不相关的支出计入研发费用的情况；（3）对于除人工成本、折旧之外的其

他研发投入，选取样本检查相关的审批记录、领料单据、合同、发票、付款单据

等支持性文件，复核归集项目是否准确；（4）取得并检查发行人每年的所得税

汇算清缴报告及年度纳税申报表、《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的鉴证报告》等资料，获

取并查看其报送给主管税务机关的《研发项目可加计扣除研究开发费用情况归集

表》、《企业所得税优惠事项备案表》，与账面研发投入进行核对分析，核实加

计扣除金额是否得到主管税务机关的认可，复核经鉴证的加计扣除项目及金额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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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满足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5）查阅并逐条对照《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研

究开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有关问题的公告》（税务总局公告 2015 年第 97

号）、《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科技部关于完善研究开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政

策的通知》（财税〔2015〕119 号）、《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

除归集范围有关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7 年第 40 号）及《财政

部、税务总局、科技部关于提高研究开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比例的通知》（财税 

[2018]99 号）等税收法规的规定，核实发行人研发费用可加计扣除金额和发行人

申报报表研发费用金额的差异情况、差异原因及合理性。 

经核查，申报会计师认为申报期发行人的研发费用归集准确，相关支出确实

与研发活动相关，不存在其他用途而非研发用途的费用，不存在列报不准确的情

况，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符合相关税收法律法规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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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关于厦门特宝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

申请文件的第四轮审核问询函中有关财务问题的专项说明》之签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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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北京 二Ｏ一九年九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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