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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诉讼、仲裁、司法强制执行等重大争议或者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云克药业不存在影响本次重组的重大诉讼、仲裁、司法强制执行等重大争议或

者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重大情况，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

会立案调查的情况。

六、最近两年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

经中天运审计，云克药业最近两年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4

年

12

月

31

日

2013

年

12

月

31

日

流动资产

19,584.46 15,415.45

非流动资产

4,679.57 3,923.11

资产总额

24,264.03 19,338.56

流动负债

2,091.55 1,996.28

非流动负债

400.38 203.00

负债总额

2,491.93 2,199.28

所有者权益

21,772.10 17,139.29

经中天运审计，云克药业最近两年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4

年度

2013

年度

营业收入

20,497.99 15,331.48

营业成本

2,347.89 1,828.17

营业利润

8,663.22 6,346.87

利润总额

8,769.75 6,464.77

净利润

7,397.62 5,440.65

七、主营业务的具体情况

（一）主营业务概况

标的公司云克药业主要从事核素药物的研发、生产和销售，目前主要产品有云克注射液、碘-125籽

源，产品覆盖类风湿关节炎、骨科及肿瘤等治疗领域。 云克药业自成立以来，一直秉承“立足核素，与我国

核素治疗事业共成长”的发展理念，致力于核素药物的研制和生产，并得到了医学界、药物研究机构等方

面的广泛关注，目前位居国内核素药物供应商前列。

云克药业研发团队于20世纪90年代研制成功的云克注射液于1997年获得了卫生部颁发的新药证

书，该药物是我国少数几个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素药物之一，曾获得国家发明专利和“中国专利优秀

奖” 、并荣获“国家重点新产品”证书。

云克药业建有一条云克注射液生产线和一条碘-125籽源生产线，目前已拥有年生产800万套云克注

射液和15万粒碘-125籽源的生产能力。目前云克药业的产品主要是云克注射液和碘-125籽源，其中云克

注射液是标的公司的独家产品，是收入和利润的主要来源。

云克药业拥有一支体系完整的研发团队，具备了博士生导师、硕士生导师、研究员、高级工程师、执业

药师、医师等全方位科研人员，其中有退休专家、国家药典委员会委员等。 云克药业是核动力院核技术及

应用博士培养点，拥有博士生导师2名，硕士生导师5名；设有专业化的药品开发实验室、生物研究实验室、

质量控制实验室、放射化学实验室等科研实验场地；组建了成都放射性药物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和成都市

放射性药物产学研联合实验室。云克药业还拥有较强的在研项目储备，主要领域涉及医用同位素生产堆、

医用放射性核素生产、治疗恶性肿瘤的放射性微球、放射性核素标记生物分子药物等。 除自主研发外，云

克药业还与核动力院、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等科研院所以及国外的医药公司和科研机构建立了合作关系。

雄厚的研发实力将为云克药业的未来持续发展及盈利提供重要保障。

（二）主要产品所处行业的主管部门、监管体制、主要法律法规及政策

根据《上市公司分类指引》（2012年修订），云克药业属于医药制造业，分类代码为C14，主要产品所

处的细分行业为核素药物行业。

核素药物又称放射性药物，是指含有放射性核素、用于医学诊断和治疗的一类特殊制剂，其中获得国

家药品批准文号的核素药物被称为放射性药品，是用于临床诊断或者治疗的放射性核素制剂或者其标记

药物。 核素药物按照临床核医学的用途分类如下：

体外核素药物主要指放射性核素标记的免疫诊断试剂；体内核素药物又可分为诊断用核素药物和治

疗用核素药物。

诊断用核素药物是用于获得体内靶器官或病变组织的影像或功能参数，进行疾病诊断的一类核素药

物，也称为显像剂或示踪剂。 诊断用核素药物中锝[99mTc]及其标记化合物占80%以上，广泛用于心、脑、

肾、骨、肺、甲状腺等多种疾患的检查；此外碘[131I]、镓[67Ga]、铊[201Tl]、铟[111In]等放射性核素及其标

记物也有较多的应用；随着PET/CT显像仪器的推广应用，碳[11C]、氮[13N]、氧[15O]，尤其以氟[18F]等

短半衰期正电子放射性核素的应用也逐年增多。

治疗用核素药物是指在有载体或无载体情况下能够高度选择性浓集在病变组织产生局部电离辐射

生物效应，从而抑制或破坏病变组织发挥治疗作用的一类体内核素药物。治疗用核素药物的种类也很多，

碘[131I]是治疗甲状腺疾病的常用核素药物；锶[89Sr]、来昔决南钐[153Sm]、铼[188Re]等核素药物在骨

转移癌的缓解疼痛治疗中也取得了满意的疗效；其他核素药物还有钇[90Y]微球用于肝动脉介入治疗原

发性或转移性肝癌；碘[125I]和钯[103Pb]等放射性密封籽源治疗难治性实体肿瘤取得了长足进展；碘

[131I]和钇[90Y]等放射性核素标记的单克隆抗体等生物分子药物用于霍金斯淋巴瘤和实体瘤的治疗等。

核素药物治疗的靶向性较好、高效、简便、无痛苦且疗效肯定，已成为治疗疾病特别是恶性肿瘤的一

种有效手段。

1、行业主管部门及行业协会

（1）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医药行业的主管部门是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CFDA），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主要负责

起草药品及医疗器械监督管理的法律法规，拟定政策规划，制定部门规章；负责组织制定、公布国家药典

等药品和医疗器械标准、分类管理制度并监督实施；负责制定食品、药品监督管理的稽查制度并组织实

施。 各地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药品监督管理工作。

（2）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

环境保护部负责建立健全环境保护基本制度；负责重大环境问题的统筹协调和监督管理；负责环境

污染防治的监督管理；负责核安全和辐射安全的监督管理。医药行业属于重污染行业，企业的投资和生产

运营需符合环境保护的相关法律法规；放射性药品的生产需要符合环境保护部的相关管理规定。

（3）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和国家原子能机构

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的职责主要有： 研究拟定国防科技工业和军转民发展的方针、 政策和法律、法

规；组织研究和实施国防科技工业体制改革；组织军工企事业单位实施战略性重组；组织国防科技工业的

结构、布局、能力调整、企业集团发展和企业改革工作；组织编制国防科技工业建设、军转民规划和行业发

展规划；负责国家核电建设、同位素生产和民用爆破器材生产流通的行政管理等。

国家原子能机构的主要职责有：研究和拟定我国和平利用原子能事业的政策和法规；负责研究制定

我国和平利用原子能事业的发展规划、计划和行业标准；负责我国和平利用核能重大科研项目的组织论

证、立项审批、负责监督、协调重大核能科研项目的执行；实施核材料管制，实施核出口审查和管理等。 国

家原子能机构的事务由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承办。

（4）中国同位素与辐射行业协会

中国同位素与辐射行业协会的业务主管部门为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协会的主要工作是组织行业调

研，协助政府制定规划、计划、政策、法规、标准、规范；组织生产监督、行业培训、许可证核发及开展行评、

行检、行业自律；推进行业内部和与相关行业、相关组织的协作与联系，促进本行业的技术进步与新技术

的推广应用。

2、行业监管体制及主要法律法规

围绕行业准入、提高药品安全性、有效性和质量可控性等，我国制定了相关法律法规，建立了涵盖药

品研究、生产、流通、使用各环节的监管制度，针对放射性药品还有一些特殊的管理制度。

（1）药品生产许可制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是药品研制、生产、经营、使用和监督管理的总体法规。《中华人民共

和国药品管理法》第七条规定，开办药品生产企业，须经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批准并发给《药品生产许可

证》，凭《药品生产许可证》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登记注册。 无《药品生产许可证》的，不得生产药

品；第三十五条规定：国家对麻醉药品、精神药品、医疗用毒性药品、放射性药品，实行特殊管理，管理办法

由国务院制定。

《放射性药品管理办法》 是进行放射性药品管理的行政法规， 凡在我国进行放射性药品的研究、生

产、经营、运输、使用、检验、监督管理的单位和个人都必须遵守该法规。 开办药品生产企业、经营企业，必

须符合国家的放射卫生防护基本标准，并履行环境影响报告的审批手续，取得《放射性药品生产企业许

可证》、《放射性药品经营企业许可证》，无许可证的企业一律不准生产、销售放射性药品。 《放射性药品

生产企业许可证》和《放射性药品经营企业许可证》的申请和换发除CFDA审核外，还需要报国家原子能

机构审核。

（2）药品注册管理制度

我国的药品注册管理目前已经形成了以《药品注册管理办法》为核心，《中药注册管理补充规定》、

《药品注册现场核查管理规定》、《新药注册特殊审批管理规定》和《药品技术转让注册管理规定》等为

配套文件的药品注册管理法规体系。

《药品注册管理办法》规定，药品注册，是指CFDA根据药品注册申请人的申请，依照法定程序，对拟

上市销售药品的安全性、有效性、质量可控性等进行审查，并决定是否同意其申请的审批过程。 药品注册

申请包括新药申请、仿制药申请、进口药品申请及其补充申请和再注册申请。

《药品注册管理办法》规定了化学药品、中药和天然药物、生物制品等药品的分类及申报要求，提出

了不同申报资料要求。 放射性药品的注册和申请参照化学药品进行注册申报。

（3）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

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GMP）是药品生产和质量管理的基本准则。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

理法》第九条规定，生产企业必须按照国务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依据该法制定的《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

范》组织生产。 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按照规定对药品生产企业是否符合《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的要求

进行认证；对认证合格的，发给GMP认证证书。

新版药品GMP共14章，相对于1998年修订的药品GMP，新版药品GMP吸收国际先进经验，结合我

国国情，按照“软件硬件并重” 的原则，贯彻质量风险管理和药品生产全过程管理的理念，更加注重科学

性，强调指导性和可操作性，达到了与世界卫生组织药品GMP的一致性。

（4）国家药品标准制度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三十二条规定，药品必须符合国家药品标准。国务院药品监督

管理部门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和药品标准为国家药品标准。 国务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组织药

典委员会，负责国家药品标准的制定和修订。 国务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的药品检验机构负责标定国家药

品标准品、对照品。

（5）药品定价制度

目前国家对药品价格实行政府定价、政府指导价或者市场调节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

法实施条例》，列入国家基本医疗保险药品目录的药品以及国家基本医疗保险药品目录以外具有垄断性

生产、经营的药品，实行政府定价或者政府指导价。 政府定价和政府指导价以外的其他药品，实行市场调

节价，由经营者自主定价。

（6）辐射安全许可证制度

根据《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条例》、《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许可管理办法》

的规定，在我国生产、销售、使用放射性同位素和射线装置的单位，应当具备相应的安全防护条件，配备相

关的专业人员，并向环保主管部门提出许可申请，办理《辐射安全许可证》，在许可证标注的种类和范围

内，生产、销售和使用放射性同位素和射线装置。 放射性药品及其原料的进出口、转让或跨省市使用等必

须履行环保部门的审批或备案手续。

（7）放射性药品使用许可制度

根据《放射性药品管理办法》等规定，医疗机构使用放射性药品必须具备一定数量的核医学专业人

员，操作放射性物质的人员应持有卫生行政部门发给的《放射工作人员证》，配备相关的仪器与设备，具

有满足辐射防护要求的房屋设施，取得《放射性药品使用许可证》。

3、医药制造行业的主要产业政策

（1）《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

2009年3月1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提出

了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总体目标，建设覆盖城乡居民的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医疗服务体系、医疗保障

体系、药品供应保障体系，形成四位一体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

（2）《医药工业“十二五” 发展规划》

2012年，《医药工业“十二五” 发展规划》发布，规划将增强新药创制能力作为首个主要任务，要在恶

性肿瘤、心脑血管疾病、神经退行性疾病、糖尿病、感染性疾病等重大疾病领域，加快推进创新药物开发和

产业化，支持企业在国外开展创新药物临床研究和注册。其中提到重点开发治疗恶性肿瘤的毒副作用小、

临床疗效高的靶向、高选择性抗肿瘤药；重点开发治疗类风湿关节炎、系统性红斑狼疮等高发性疾病的新

型免疫调节剂。

（3）《医学科技发展“十二五” 规划》

2011年科技部、卫生部等主管机构联合制定了《医学科技发展“十二五规划” 》，明确提出要着力突

破20-30项前沿、关键技术并转化应用，在若干领域取得原创性突破和自主创新优势；重点开发30-50项

疾病的综合治疗方案和新型诊疗技术，在若干重大疾病、常见多发病的防治技术研究方面取得重要突破。

（4）《卫生事业发展“十二五” 规划》

2012年，国务院发布《卫生事业发展“十二五” 规划》，提出加强自主创新，全面提升生物医药企业的

创新能力和产品质量管理能力，推动生物技术药物、化学药物、中药、生物医学工程等新产品和新工艺的

开发、产业化和推广应用。

（5）《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深化药品审评审批改革进一步鼓励药物创新的意见》

2013年，CFDA发布了《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深化药品审评审批改革进一步鼓励药物创新

的意见》，以加强药品注册管理，提高审评审批效率，鼓励创新药物和具有临床价值仿制药。 明确提出对

重大疾病、罕见病、老年人和儿童疾病具有更好治疗作用、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列入国家科技计划重大专

项的创新药物注册申请等，给予加快审评。

（6）《关于加快推进重点行业企业兼并重组的指导意见》

2013年，工信部发布《关于加快推进重点行业企业兼并重组的指导意见》，鼓励研发和生产、原料药

和制剂、中药材和中成药企业之间的上下游整合，完善产业链，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鼓励同类产品企业强

强联合、优势企业兼并其他企业，促进资源向优势企业集中，实现规模化、集约化经营，提高产业集中度。

培育形成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和对行业发展有较强带动作用的大型企业集团。

（三）主要产品及用途

云克药业目前的主要产品如下：

1、云克注射液

云克注射液是云克药业的独家创新药物，全名为锝[99Tc]亚甲基二膦酸盐注射液，一套药品由A剂

和B剂两瓶物质组成。 A剂为含锝[99Tc]0.05(g的高锝酸钠注射液5ml，B剂为含亚甲基二膦酸5mg、氯化

亚锡0.5mg的冻干粉。使用前，需在无菌操作条件下，将A剂注入到B剂瓶中配制为锝[99Tc]亚甲基二膦酸

盐注射液。 该药物主要用于治疗类风湿关节炎，同时在强直性脊柱炎等自身免疫性疾病和骨科疾病以及

肿瘤骨转移中也有应用，并具有较好的疗效。

云克注射液的有效成分是人工微量元素锝[99Tc]与亚甲基二膦酸盐形成的络合物，具有独创的人工

微量元素治疗组分和靶向治疗机理，表现为毒副作用少且轻微，消炎镇痛有效率高、疗效维持时间长并具

有破骨细胞抑制和骨关节修复作用等特质。云克注射液的有效性和安全性已在十多年的临床应用中得到

验证，已逐步成为类风湿关节炎等自身免疫性疾病及其他骨侵蚀相关的骨科疾病重要的治疗药品。

云克注射液含有的锝[99Tc]与核医学科显像剂使用的锝[99mTc]不同，锝[99Tc]是锝元素最稳定的

同位素之一，半衰期长达二十一万多年，放射性比活度较低；药品的放射性剂量水平低于天然本底辐射。

环保部门和药监部门都对云克注射液进行了豁免管理，使用及销售云克注射液可以免于办理辐射安全许

可证，转让该产品无需办理放射性同位素转让审批及备案手续，使用该产品不作为放射性物质进行管理，

如发生丢失或洒漏事件也不作为辐射事故处理；药品按普通处方药管理，可以在未取得《放射性药品使

用许可证》的医疗机构内药房及临床科室使用。 对云克注射液的豁免管理大大方便了该药物的销售和使

用，有利于产品的推广和业务的开拓。

2、碘-125籽源

碘-125籽源的通用名为碘[125I]密封籽源，其源芯为含有放射性核素碘[125I]的银丝，包壳为高温熔

融密封的钛合金管。 碘-125籽源是靶向介入治疗肿瘤的高新技术，可用于前列腺癌或不可手术的肿瘤治

疗，也可以用于原发性肿瘤切除后残余病灶的植入治疗，已成为治疗多种肿瘤的重要方法。

使用放射性粒子植入技术，将碘-125籽源直接植入肿瘤病灶，利用放射性核素碘[125I]释放出的射

线对肿瘤细胞进行杀伤，达到治疗的目的。 碘-125籽源的组织穿透距离约为1.7cm，经过合理计算后，能

有效杀灭肿瘤并使肿瘤组织周围的正常组织的损伤降低到最小；籽源的外包壳使用钛合金，可以有效地

防止放射性物质的泄漏，并且钛合金具有很好的生物相容性。 多年的临床使用证明，碘-125籽源治疗肿

瘤是有效和安全的。

3、报告期云克药业主要产品变化情况

报告期内，云克药业的主要产品是云克注射液，该产品的收入占历年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在90%以

上， 与此同时， 碘-125籽源业务也得到了发展， 销售收入由2013年的422.23万元， 上升到2014年的1,

605.91万元。

（四）主要产品的工艺流程

1、云克注射液的生产工艺流程图：

（五）主要经营模式

云克药业拥有完整的采购、生产和销售体系，根据市场需求及自身的情况独立进行生产经营活动。

1、采购模式

云克药业原辅材料采购的金额较小，未单独设立采购部，由生产部负责原辅材料和包装材料的采购，

质量部负责供应商的资格评审、建立供应商档案和物料的入厂检验。 主要采购品种都有长期合作的合格

供应商，合作关系良好。 生产负责人根据生产计划和库存情况提出采购申请，经批准后向合格供应商采

购；物料到货后，库管员提出请验，并在质量部检验合格后将材料入库。 采购价格一般由双方协商确定。

主要原辅材料都保持一定的安全库存，其中碘[125I]由于半衰期仅59.6天，为保证放射性活度，一般

根据生产需求每半个月采购一次。

2、生产模式

云克药业根据产品的特点采取不同的生产模式。云克注射液采取计划方式生产，根据经营目标、销售

需求、产品库存大小、生产周期等综合情况制定生产计划，生产部门按生产计划组织安排生产。 碘-125籽

源由于碘[125I]的半衰期较短，主要采取以销定产方式，根据终端客户的需求情况组织安排生产。

3、销售模式

（1）销售方式

云克药业的销售主要采用直销为主、经销为辅的销售模式。 云克注射液产品面对的主要科室是风湿

免疫科、老年科、骨科等科室，碘-125籽源面对的主要科室是肿瘤科，因此主要客户为设有相应科室的以

三级医院为主的各级医疗机构。 云克药业以大区和省为单位，由销售部下派区域经理负责该区域内的销

售，并根据实际情况在各区域配备一定数量的销售人员，负责区域内医院的销售和跟踪。 除直销外，云克

药业还与国内的多家大型医药经销商建立了业务往来，以买断的方式将产品销售给经销商，由其再销售

给终端客户。 报告期内，云克药业直销收入约占营业收入的70%，经销收入约占营业收入的30%。

（2）营销方式

云克药业采用以专业化学术推广为主的营销模式，营销工作由销售部和市场部两个部门主要负责。

云克注射液和碘-125籽源都是处方药， 无论核素药物还是治疗类风湿关节炎等疾病的药物都属于

专业性很强的领域，需要医疗机构了解产品的用途、药理、疗效、使用方式、产品优势以及最新基础理论和

临床研究成果等信息，确保产品达到应有的治疗效果。

云克药业的专业化学术推广模式的具体内容有：

①全国性学术会议

云克药业每年参加的全国性学术会议有： 中华医学会风湿病学分会主办的全国风湿病学学术年会、

北京大学医学部主办的类风湿关节炎国际论坛、北京医学会风湿病学分会主办的学术年会、中华医学会

核医学分会主办的全国核医学学术会议；同时还选择性参加一些全国性的骨科会议、骨质疏松学术会议

等，以上学术会议均有众多行业知名专家、学者和医生参会，在行业内具有广泛的覆盖率和影响力。 云克

药业在会议上设置科研成果和产品展区、主持召开一些分组讨论会、专题会议以及其他小型会议，加强学

术交流与合作，提升公司产品知名度与品牌形象。

②区域性学术会议

云克药业在营销区域内参加各省风湿病学年会和各省核医学年会，以及骨质疏松和疼痛学的相关会

议，宣传公司产品，使临床医师充分了解产品特点、产品优势和临床使用事项。

③城市会和医院科室会

云克药业主要由区域营销人员进行区域内重要城市的专业化学术推广，通过研讨会、座谈会等多种

形式，由公司人员或外部专家进行相关业务上的讲解，使与会人员充分了解产品的药效和特点，促进产品

的临床应用。此外，对已开拓的医院，还会由营销人员组织院内科室会，介绍产品的疗效、用法和用量等信

息，促进用药科室规范用法、用量，同时扩大产品适用症，增加新的用药科室。

④企业自身组织的专题会议

云克药业自身也会邀请相关专家和医生不定期举行专题研讨会并编集文集， 使更多的行业内专家、

医生和医护人员了解相关产品。

⑤基础研究、临床研究及专业论文发表

云克药业与部分医院、专家合作进行云克注射液产品的治疗机理、适应症拓展和疗效的对照临床研

究，并支持相关专业论文的发表，至今已有多篇与云克有关SCI国际论文，国内相关学术论文超过300篇。

通过相关研究的推进，更加证实了云克注射液的疗效，并成功将云克注射液的适用范围拓展到了治疗骨

质疏松、内分泌、骨关节炎、强直性脊柱炎等领域。

除以上推广活动外，云克药业通过多种形式推广产品和企业品牌，如参与国家风湿病数据中心的相

关项目，推动我国类风湿关节炎的规范化治疗；参与亚太风湿病联盟（APLAR）发起的“APLAR中国行

-风湿病规范化治疗” 活动，开展疾病的宣传教育活动；与白求恩基金管理委员会合作成立“白求恩-云

克风湿免疫优秀人才交流专项基金” ，支持中青年风湿病学人才海外交流。

（六）主要产品的销售情况

1、主要产品产能和产销量情况

2014

年度

产品类别 产能 产量 销量 销售收入

云克注射液

（

万套

、

万元

）

800.00 381.89 370.31 18,240.99

碘

-125

籽源

（

粒

、

万元

）

150,000 58,975 57,788 1,605.91

2013

年度

产品类别 产能 产量 销量 销售收入

云克注射液

（

万套

、

万元

）

300.00 292.67 287.87 14,264.54

碘

-125

籽源

（

粒

、

万元

）

150,000 21,762 21,761 422.23

注：2014年1月，云克注射液的新生产线通过GMP认证并投入生产，云克注射液的产能提高到800万

套/年。

2、向前五名客户销售情况

年份 客户名称

销售额

（

万元

）

占公司营业收

入比例

2014

年度

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649.21 3.17%

广州中山医医药有限公司

468.18 2.28%

齐齐哈尔市第一医院

428.63 2.09%

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304.98 1.49%

兰州华卫药品生物制品有限责任公司

304.44 1.49%

合计

2,155.45 10.52%

2013

年度

齐齐哈尔市第一医院

331.32 2.16%

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309.84 2.02%

广州中山医医药有限公司

281.99 1.84%

青岛市中心医院

202.78 1.32%

兰州华卫药品生物制品有限责任公司

192.89 1.26%

合 计

1,318.82 8.60%

以上报告期内前五名客户中，不存在云克药业的关联方。 云克药业在报告期内无对单个客户的销售

比例超过销售总额的50%或严重依赖于少数客户的情况。

3、主要产品销售价格变动情况

产品类别

2014

年度

2013

年度

云克注射液

（

元

/

套

）

49.26 49.55

碘

-125

籽源

（

元

/

粒

）

277.90 194.02

报告期内， 云克注射液的平均售价保持稳定； 但碘-125籽源的价格出现了较大的提升， 主要因为

2013年是云克药业碘-125籽源的市场开拓初期， 同时为打开市场， 给客户较大规模的让利优惠， 导致

2013年平均销售价格较低，随着销售规模的扩大，碘-125籽源的平均售价逐渐提高。

（七）主要的采购情况

1、生产成本的构成情况

报告期内，云克药业生产成本构成情况如下：

项目

2014

年度构成占比

2013

年度构成占比

原材料

42.50% 37.65%

直接人工

27.97% 33.47%

制造费用

25.68% 25.32%

能源

、

动力

3.84% 3.56%

合计

100% 100%

2、原材料采购情况

云克药业采购的原材料主要包括高锝[99Tc]酸钠，碘[125I]化钠、钛丝、盐酸、三氯化磷、二溴甲烷等

原辅材料，以及管制瓶、铝塑盖、胶塞、包装盒等包装材料。 报告期内，采购金额较大的几类原材料的采购

金额如下：

单位：万元

材料名称

2014

年度

2013

年度

碘

[125I]

化钠

177.09 67.09

铝塑盖

48.37 53.90

管制瓶

67.69 39.32

胶塞

122.25 83.82

云克外包盒

（

中

）

72.64 55.09

云克外包盒

（

小

）

42.05 32.83

报告期内，原辅材料和包装物采购价格基本稳定。

3、向前五名供应商的采购情况

年份 供应商名称

金额

（

万元

）

占采购总额比

例

2014

年度

成都市天坤印务有限公司

123.24 12.50%

湖北华强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122.25 12.40%

上海茂涌同位素技术有限公司

95.38 9.67%

中国同辐股份有限公司

63.25 6.41%

山东药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67.69 6.86%

合计

471.81 47.84%

2013

年度

成都市天坤印务有限公司

115.69 17.27%

湖北华强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83.82 12.51%

中国同辐股份有限公司

65.56 9.78%

成都德隆包装有限公司

53.90 8.04%

山东药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39.32 5.87%

合计

358.29 53.47%

以上报告期内前五名供应商中，除中国同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辐股份” ）外，不存在云克

药业的关联方。本次交易前，云克药业的控股股东是核动力院，核动力院是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的下属事

业单位，而同辐股份系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控制的企业，因此本次交易前，同辐股份属于云克药业的关联

方，同受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控制。

云克药业在报告期内无对单个供应商的采购比例超过采购总额的50%或严重依赖于少数供应商的

情况。

云克药业向中国同辐股份有限公司采购的原材料为碘[125I]化钠，报告期内，云克药业生产所需的碘

[125I]化钠还从上海茂涌同位素技术有限公司以及广州市缔祺贸易有限公司进行采购，云克药业不存在

对中国同辐股份有限公司的严重依赖。

4、主要能源的采购及变动情况

报告期内，云克药业的主要能源的采购金额如下：

能源名称

2014

年

2013

年

水

（

元

）

70,969.04 35,204.54

电

（

元

）

612,775.82 394,772.86

工业用水和用电的价格由政府定价，报告期内价格稳定。

（八）安全生产和环保情况

1、安全生产

云克药业按照国家相关安全生产规范及公司制定的安全生产管理制度组织生产经营，制定了一系列

操作规程，员工经培训后上岗。 同时，云克药业制定了辐射防护管理制度和特殊物品管理制度，购置了有

屏蔽效能的手套箱和通风柜，以及铅衣等个人防护装备，保证了核素药物的安全生产。报告期内云克药业

未出现重大安全事故。

2、环保情况

云克药业一向重视环保工作，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等的规定，积极抓好环保工作。云克药业在生产

过程中产生的废水、废渣很少，且按国家规定的标准进行控制和排放。 在放射性物质的管理上，云克药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射性污染防治法》的规定进行环保防护，对废物进行收集、包装、贮存，报告期内

未发生过放射性物质泄漏和污染。

近三年内，云克药业无违反国家和地方有关环保的法律法规的行为。

（九）质量控制情况

1、质量控制标准

云克药业药品生产严格按GMP标准实施， 目前云克注射液产品和碘-125籽源的生产车间均已通过

符合《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2010年修订）》要求的GMP认证。 除需满足普通药品GMP标准外，云克

药业的产品还满足国家对核素药物的质量控制要求。

2、质量控制措施

云克药业历来十分重视质量控制体系的建设，根据GMP的要求建立了严格的质量控制制度和标准，

覆盖了研发、原辅材料采购、生产、检验、包装及成品管理等各个环节。 云克药业设有质量部，下设质量保

证组和质量检验组，质量保证组主要负责日常生产的质量管理工作，制定和评估质量管理制度；质量检验

组主要负责原辅材料、中间产品及成品的检验等。云克药业配备了专职的质量检验人员和质量管理人员，

并购置了与产品检验相适应的的仪器设备。

云克药业制定了《原辅材料管理规定》、《包装材料管理规定》、《成品管理规定》、《注射剂包装车

间管理制度》、《注射剂生产工艺查证制度》、《注射剂生产过程管理规定》、《产品召回管理规定》 等一

系列质量控制制度，并编制了质量手册，有力保证了公司产品的高质量。

3、出现质量纠纷的情况

报告期内，云克药业未出现产品质量纠纷问题。成都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已出具证明文件，证明报

告期内未发现云克药业有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 及其他相关药品监督管理法规的违法行

为。

（十）主要产品生产技术所处的阶段

云克药业的主要产品是云克注射液和碘-125籽源，药品的核心技术均由研发人员多年研发所得，技

术成熟，处于大批量生产阶段；云克注射液的生产技术是云克药业的特有技术，碘-125籽源的生产技术

系云克药业自主开发的成熟技术。

（十一）研发情况

1、研发机构设置

云克药业设有专门的研发机构，下设化学与生物研究室、药物研究室，并单独成立了MIPR研究团队。

建立了相对完善的研发体系，可以完成新药立项、合成、分析、制剂、药理、临床研究和注册申报等一系列

核心工作，并可同时开展多个研发项目。化学与生物研究室主要负责药物开发包括药学研究等，负责研发

项目的制定、落实、总结及管理等工作；药物研究室主要负责新药研究的临床前安全性评价、临床研究和

注册申报，参与新药药学研究，跟踪国内外新药研究动态和发展趋势，为公司提供新药开发的建议；MIPR

研究团队主要负责与医用同位素生产堆相关的研究工作。

2、研发人员情况

云克药业拥有一支专业、稳定的研发队伍，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研发人员共有近40人，其中硕士学

位及以上的研发人员为24名。云克药业是核动力院“核技术及应用” 专业博士生培养点，拥有博士生导师

2名，硕士生导师5名。 研发人员中有国家药典委员会委员、国家药品审评专家等。 云克药业研发队伍人员

稳定，多年来未发生核心人员流失情况。

3、主要在研项目情况

云克药业研发团队技术方向为医用放射性核素制备、核素药物研制、类风湿关节炎和骨相关疾病化

学药物。

（1）医用同位素生产堆（MIPR）及采用MIPR生产医用放射性核素项目

放射性核素是核素药物生产的原料和基础，国内的医用放射性核素基本依赖进口，但国际上生产放

射性核素的反应堆存在超期服役、或者将陆续退役的情况，在市场需求不断增长的情形下，全球医用放射

性核素的供应一直处于偏紧的状态。 MIPR是以硝酸铀酰溶液为燃料用于生产医用放射性核素的均匀性

水溶液核反应堆，相比现有的反应堆具有突出的优点。 该项目由云克药业研发团队与核动力院联合开展

方案设计和可行性研究，取得了一系列成果。MIPR建成后生产的医用放射性核素不但能够满足国内市场

需求，而且还能够满足国际市场的部分需求。MIPR及与之配套的放射性核素生产设施拟由云克药业和核

动力院等共同设计、建设和运营。 目前该项目已具备开展建设的技术储备，正准备申请国家立项。

（2）放射性微球研发项目

放射性微球主要用于肝癌、肺癌、舌癌等恶性肿瘤治疗，云克药业目前正在研究钇[90Y]微球和磷

[32P]微球。 其中钇[90Y]微球由于钇[90Y]具有较合适的能量和半衰期，其开发的微球对肿瘤有较好的治

疗效果，应用广泛。放射性微球在美国和欧洲国家已经广泛用于肝癌的治疗。而中国是肝癌和肺癌的高发

国家，每年新增患者众多，因此放射性微球在国内具有巨大的市场。 目前放射性微球在国内尚无产品生

产，云克药业自主开发的钇[90Y]微球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产品，相比国外的技术有较大的优越性，能实

现进口替代，且面向国内市场，生产和运输更为便利。

项目目前已经完成生产线的大部分建设工作和钇[90Y]微球前期的工艺开发，完成了微球的生物安

全性评价研究，并获得了两项国家发明专利，正开展临床前研究及申报临床研究的准备工作。

（3）90Y发生器及90YCl3溶液研发项目

90Y是适合于肿瘤治疗的最佳核素之一，由90Y发生器生产，用于生物分子标记成肿瘤治疗药物、制

备放射性微球等。 由于其半衰期较短，国内无供应商，严重阻碍国内相关产品的发展。 该项目产品进入市

场上不仅可以销售90YCl3溶液，还可以促进含90Y核素药物的发展。 云克药业已经完成90Y发生器的制

备工艺研究和生产线的建设，产品预计于2015年上市。

（4）放射性核素标记生物分子药物及研发平台项目

放射性核素标记生物分子不仅可以开发创新药物，还可以为新药的药代动力学研究提供工具。 云克

药业已经开展90Y和131I等放射性核素标记生物分子的技术研究开发，在标记用放射性核素原料（已完

成90Y生产技术研究开发）、标记用的偶联剂、标记方法、标记药物的研究方法等各方面具有技术、重要中

间体、原料和人才的储备；已与英国MABICINE� TECHNOLOGIES公司合作，开发用于恶性肿瘤治疗的

90Y标记RP215单克隆抗体药物，完成了131I-RP215的标记和初步动物试验。 与美国新药合博公司签订

了框架合作协议，共同建设放射性核素标记生物分子药物技术研究开发、产业化平台，该平台能为国内外

研究机构和企业提供技术研究开发、产品研制及标记服务，促进创新药物的发展。 研发平台拟至2020年

自行开发1～2个创新药物，为国内外其它企业开发2～3个创新药物，并为国内外企业提供药代动力学研

究服务。

（5）新型抗骨质疏松药研发项目

该新型抗骨质疏松药是利用云克注射液产品的研究平台，由云克药业自行开发的一种新型抗骨质疏

松创新药物，是由研发团队根据现有产品的治疗效果反馈、二磷酸盐类药物的研发进展自行设计、合成的

系列新型化合物。与市场上的主要药物相比，在破骨细胞的抑制方面效果相当，但在成骨细胞的促进方面

有较强的增殖作用，结果预示可以有效地治疗骨质疏松，市场前景广阔。 该项目已经完成4个化合物的合

成和3个化合物的骨靶向性评价，且已获得国家发明专利一项，并初步完成了化合物的药理、毒理、初步药

效学研究。

八、最近三年的股权变动、资产评估情况

最近三年，云克药业未发生增资的情形；除本次交易外，最近三年未发生资产评估事项。

最近三年云克药业的股权转让情况如下：

1、2014年10月股权转让

因股东刘龙汉去世，经公证，其持有的云克药业股权由其配偶郭占先继承。 2014年10月18日，云克药

业召开股东会，同意将刘龙汉全部股权转让给郭占先。 本次股权转让是因继承导致的无偿转让。

2、2015年2月股权转让

云克药业的29名自然人股东与由守谊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将391名实际出资股东所持云克药业

的股权转让给由守谊。 经协商，云克药业391名实际出资股东所持云克药业合计1,273.258万元的出资额

作价596,839,687.50元转让给由守谊，转让价格为每一元出资额46.875元。 实际出资股东章毅暂不转让

其实际持有的云克药业的2,420元出资额，章毅结束与赵仕健的股权代持关系，变更为云克药业的显名

股东。 2015年2月，云克药业就本次股权转让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

3、2015年4月股权转让

2015年3月，由守谊、中核新材和章毅分别与鲁鼎思诚签署股权转让协议，由守谊将其持有的云克药

业141.8913万元的出资额作价6,651.15625万元转让给鲁鼎思诚； 中核新材将其持有的云克药业71.2万

元的出资额作价3,337.5万元转让给鲁鼎思诚；章毅将其持有的0.242万元出资额作价11.34375万元转让

给鲁鼎思诚，转让单价均为每一元出资额46.875元。 2015年3月26日，云克药业股东会决议同意了以上股

权转让。 2015年4月，云克药业就本次股权变更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

九、主要的会计政策

（一）销售商品收入确认和计量原则

1、收入确认的一般原则

（1）商品销售：公司已将商品所有权上的主要风险和报酬转移给购货方；公司不再对该商品实施与

所有权有关的继续管理权和实际控制权，也没有对已售出的商品实施控制；与交易相关的经济利益能够

流入企业；相关的收入和成本能够可靠地计量时，确认为营业收入的实现。

（2）提供劳务：在同一年度内开始并完成的劳务，在完成劳务时，确认营业收入的实现；劳务的开始

和完成分属不同的会计年度，在提供劳务交易的结果能够可靠估计的情况下，于资产负债表日按完工百

分比法确认相关的劳务收入；在提供劳务交易的结果不能可靠估计的情况下，如果已经发生的劳务成本

预计能够全部得到补偿，按已经发生的劳务成本金额确认收入，并按相同金额确认成本；如果已经发生的

劳务成本预计不能全部得到补偿，按能够得到补偿的劳务成本金额确认收入，并按已发生的劳务成本作

为当期费用；如果已发生的劳务成本预计全部不能得到补偿，按已发生的劳务成本作为当期费用，不确认

收入。

（3）让渡资产使用权：与交易相关的经济利益能够流入企业；收入金额能够可靠计量时，根据合同或

协议确认为收入。

（4）使用费收入

根据有关合同或协议，按权责发生制确认收入。

2、收入确认的具体原则

云克药业商品销售收入确认的具体原则为：云克药业收到客户订单或订货需求后，经批准后组织发

货，并通知相关客户，依约办理货物托运手续或由客户上门自提验收无误后，完成内部销售出库单及发货

单、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此时，相关的风险和报酬已经转移，本公司既没有保留与所有权相关的继续管

理权，也没有对已售出的商品实施有效控制，收入金额能够可靠计量，相关的经济利益能够流入企业，相

关的成本能够可靠计量，本公司确认销售商品收入。

（二）会计政策与会计估计

云克药业的应收款项坏账计提政策、固定资产折旧、无形资产摊销及其他会计政策、会计估计与东诚

药业一致。

（三）财务报表的编制基础

云克药业财务报表以持续经营假设为基础，根据实际发生的交易和事项，按照财政部发布的《企业

会计准则———基本准则》（财政部令第33号发布、财政部令第76号修订）、于2006年2月15日及其后颁布

和修订的41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及其他相关规定（以下合称“企

业会计准则” ），以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15号———财

务报告的一般规定》（2014年修订）的披露规定编制。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云克药业会计核算以权责发生制为基础。除某些金融工具外，财务报

表均以历史成本为计量基础。 资产如果发生减值，则按照相关规定计提相应的减值准备。

（四）合并报表范围及变化情况

云克药业合并财务报表范围以控制为基础给予确定。

2013年度纳入合并范围的公司为慈爱医院，慈爱医院2013年的注册资本为800万元，系云克药业公

司全资子公司。 2014年11月28日,成都善正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认缴注册资本430万元，慈爱医院注册资本

变更为1,230万元,云克药业持有慈爱医院股权比例变更为65%。

2014年11月28日，云克药业与善正投资签订《授权经营协议》，该协议规定自签订协议日起，云克药

业将慈爱医院全权委托给善正投资经营管理， 自2014年11月28日， 云克药业不再控制慈爱医院， 故自

2014年11月28日起不再将其纳入合并范围。

十、其他事项

根据《成都市高新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应诉通知书》（2015高新民初字第567号）及马兵诉张琳股

权转让纠纷一案的《民事起诉状》，马兵将云克药业列为第三人，请求判决云克药业将未支付的股权转让

款直接支付给原告。

张琳系云克药业原392名实际出资股东之一，在股权代持清理过程中，其已将所持云克药业的股权转

让给由守谊，以上股权转让款纠纷系双方当事人对关于股权转让价款的分配纠纷，且云克药业并非股权

转让款的支付主体，马兵的诉讼请求没有法律依据及事实依据。 上述诉讼的判决结果不会致使云克药业

造成损失或承担相关责任，不会导致交易对方所持云克药业的股权权属纠纷，亦不影响交易对方所持云

克药业股权转让予东诚药业，不会对本次重组构成实质性影响。

第五节 财务会计信息

本节部分合计数与各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存在差异，这些差异是因为四舍五入所造成。 本报告

书中上市公司各年财务数据的列示和分析均采用各年当期的审计报告数据。

一、交易标的最近两年合并财务报表

中天运对云克药业编制的最近两年财务报表及附注进行了审计， 并出具了中天运 [2015] 审字第

90038号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中天运会计师认为：云克药业财务报表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企业会

计准则的规定编制，公允反映了云克药业2013年12月31日、2014年12月31日的合并及母公司财务状况以

及2013年度、2014年度的合并及母公司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 云克药业经审计的最近两年简要财务报表

如下：

（一）资产负债简表

单位：元

项 目

2014

年

12

月

31

日

2013

年

12

月

31

日

流动资产

：

货币资金

96,368,432.73 78,370,375.15

应收票据

20,000.00 125,000.00

应收账款

89,294,885.24 70,402,594.79

预付款项

554,495.00 838,039.57

应收利息

18,750.00 2,500.00

其他应收款

498,627.94 250,022.70

存货

5,089,359.98 4,166,003.61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4,000,000.00

流动资产合计

195,844,550.89 154,154,535.82

非流动资产

：

长期应收款

6,654,119.24

长期股权投资

1,440,316.62 1,587,727.17

固定资产

18,891,246.58 25,016,461.49

在建工程

5,435,581.10 1,578,376.69

无形资产

1,133,750.40 1,166,390.40

长期待摊费用

4,469,780.19

递延所得税资产

2,240,733.34 1,412,360.48

其他非流动资产

11,000,000.00 4,000,000.00

非流动资产合计

46,795,747.28 39,231,096.42

资产总计

242,640,298.17 193,385,632.24

合并资产负债简表（续）

单位：元

项 目

2014

年

12

月

31

日

2013

年

12

月

31

日

流动负债

：

应付账款

222,325.33 404,327.26

预收款项

933,485.57 664,909.91

应付职工薪酬

6,932,853.03 6,043,587.26

应交税费

6,618,587.74 6,904,700.61

应付股利

114,375.04 158,329.26

其他应付款

6,093,918.78 5,786,926.78

流动负债合计

20,915,545.49 19,962,781.08

非流动负债

：

预计负债

2,219,888.25

递延收益

1,783,862.50 2,030,000.00

非流动负债合计

4,003,750.75 2,030,000.00

负债合计

24,919,296.24 21,992,781.08

所有者权益

：

实收资本

30,720,000.00 30,720,000.00

资本公积

2,394,300.00 2,394,300.00

盈余公积

23,685,997.95 16,049,107.12

未分配利润

160,920,703.98 122,229,444.04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217,721,001.93 171,392,851.16

所有者权益合计

217,721,001.93 171,392,851.16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242,640,298.17 193,385,632.24

（二）合并利润表

单元：元

项 目

2014

年度

2013

年度

一

、

营业总收入

204,979,851.46 153,314,801.14

其中

：

营业收入

204,979,851.46 153,314,801.14

二

、

营业总成本

119,029,191.97 90,567,321.35

其中

：

营业成本

23,478,938.85 18,281,729.82

营业税金及附加

3,879,116.14 2,862,514.07

销售费用

68,095,465.93 53,019,345.58

管理费用

19,237,322.48 16,242,334.97

财务费用

-1,333,160.60 -830,119.90

资产减值损失

5,671,509.17 991,516.81

加

：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

损失以

“

－

”

号填列

）

投资收益

（

损失以

“

－

”

号填列

）

681,552.47 721,219.90

其中

：

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收益

汇兑收益

（

损失以

“

-

”

号填列

）

三

、

营业利润

（

亏损以

“

－

”

号填列

）

86,632,211.96 63,468,699.69

加

：

营业外收入

1,707,088.05 1,535,781.75

其中

：

非流动资产处置利得

2,160.00

减

：

营业外支出

641,778.31 356,774.26

其中

：

非流动资产处置净损失

28,216.28 52,280.46

四

、

利润总额

（

亏损总额以

“

－

”

号填列

）

87,697,521.70 64,647,707.18

减

：

所得税费用

13,721,370.93 10,241,228.46

五

、

净利润

（

净亏损以

“

－

”

号填列

）

73,976,150.77 54,406,478.72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73,976,150.77 54,406,478.72

（三）合并现金流量表

项 目

2014

年度

2013

年度

一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

销售商品

、

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217,815,837.00 159,698,947.89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2,809,761.97 2,380,123.86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220,625,598.97 162,079,071.75

购买商品

、

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15,096,298.73 11,344,490.90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32,331,979.44 23,098,995.53

支付的各项税费

49,572,951.13 34,790,783.97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61,393,626.40 53,721,330.53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58,394,855.70 122,955,600.9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2,230,743.27 39,123,470.82

二

、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56,061.20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846,033.02 720,197.07

处置固定资产

、

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

4,934.00 18,000.00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到的现金净额

-276,686.82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574,280.20 794,258.27

购建固定资产

、

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6,115,011.67 13,894,170.94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11,000,000.00 4,000,000.00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7,115,011.67 17,894,170.94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6,540,731.47 -17,099,912.67

三

、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其中

：

子公司吸收少数股东投资收到的现金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发行债券收到的现金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2,030,000.00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2,030,000.00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分配股利

、

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27,691,954.22 6,067,625.18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27,691,954.22 6,067,625.18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7,691,954.22 -4,037,625.18

四

、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五

、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17,998,057.58 17,985,932.97

加

：

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78,370,375.15 60,384,442.18

六

、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96,368,432.73 78,370,375.15

二、上市公司最近一年备考合并财务报表

中天运对东诚药业2013年度、2014年度备考合并财务报表进行了审阅，并出具了“中天运[2015]阅

字第90001号”《备考合并财务报表审阅报告》。

（一）备考合并财务报表的编制基础和方法

本备考合并财务报表系本公司假设本次收购云克药业股权交易于报告期初已经完成， 云克药业自

2013年1月1日起即已成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以本公司历史财务报表、云克药业的历史财务报表为基

础，并考虑收购云克药业可辨认资产和负债的公允价值编制，同时假设2013年1月1日，向徐纪学发行股

份募集配套资金，配套资金总额为8,000万元。 发行价格预计为每股20元，共发行400万股。

（二）审阅意见

中天运会计师审阅了东诚药业备考合并财务报表，包括2013年12月31日、2014年12月31日的备考合

并资产负债表，2013年度、2014年度的备考合并利润表，以及备考合并财务报表附注。 审阅意见如下：

“根据我们的审阅，我们没有注意到任何事项使我们相信备考合并财务报表没有按照企业会计准则

的规定编制，未能在所有重大方面公允反映被审阅单位的备考合并财务状况及备考合并经营成果。 ”

（三）上市公司备考合并财务报表

按照本次交易完成后的架构编制的东诚药业简要备考财务报表如下：

1、备考合并资产负债表

单位：万元

项 目

2014

年

12

月

31

日

2013

年

12

月

31

日

流动资产

107,940.11 93,836.45

非流动资产

129,206.92 122,261.89

资产总计

237,147.03 216,098.34

流动负债

21,853.71 13,583.06

非流动负债

1,544.64 1,333.92

负债合计

23,398.35 14,916.98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199,928.61 189,584.47

所有者权益合计

213,748.68 201,181.36

2、备考合并利润表

单位：万元

项目

2014

年度

2013

年度

营业收入

95,600.17 92,804.48

营业成本

52,605.49 61,173.81

营业利润

20,944.28 15,646.55

利润总额

21,570.12 18,601.50

净利润

17,821.94 15,456.48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4,061.65 12,731.11

烟台东诚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4月21日

（上接A3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