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回复科创板上市申请第二轮问询

奥泰生物称不存在向宏泰生物进行利益输送

本报记者 熊永红 傅苏颖

奥泰生物日前回复了科创板上市申请的第二轮问询，涉及关联交易、业务资质等方面问题。 对于向关联方宏泰生物采购动物腹水的价格高于第三方采购价的问题，奥泰生物表示，非公共类小鼠腹水种类繁多，其批次量少，采购单价具有合理性。 公司不存在向宏泰生物利益输送的情形。

奥泰生物主营业务为体外诊断试剂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公司此次拟募资3.98亿元，用于新增年产2.65亿人份体外诊断试剂产业化升级技术改造项目、IVD研发中心建设项目、营销网络中心建设项目以及补充流动资金。

上市产品700余种

奥泰生物 专注于 体外诊 断行业中 的POCT细分 领域，主 要产品 为快速诊 断试剂 ，包括毒 品及药物 滥用检 测、传染 病检测 、妇女健康 检测、肿 瘤检测 以及心 脏标志物 检测五 大系列 ，产品种类 、形态多 样，覆盖 面广，目 前已上市 产品 700余 种，广泛 应用于 临床检测 、现场检 测及个 人健康管 理等领 域。

在一些新型毒品（蓝精灵、浴盐、卡西酮等）检测、新型冠状病毒检测、热带传染病（基孔肯亚热、查克斯病、钩端螺旋体病等）检测、呼吸道多合一（流感、合胞病毒、腺病毒、肺支）联检、小儿腹泻多合一（轮状病毒、腺病毒、诺如病毒、星状病毒）联检以及大便隐血多合一（转铁蛋白 /血红蛋白+结合珠蛋白/血红蛋白复合物）联检等领域，公司产品具有较强的市场竞争力。 公司重视海外市场发展战略，产品远销欧洲、亚洲、非洲、北美洲、南美洲和大洋洲，客户遍布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

公司是浙江省科学技术厅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具有较强的技术研发和创新能力，在POCT快速诊断试剂领域取得了多项技术创新和突破，在胶体金、乳胶等标记技术，单克隆抗体、多克隆抗体、基因重组抗原、合成抗原等生物原料技术以及免疫层析技术等领域具备雄厚的技术实力，并依托上述技术建立起POCT试剂研发平台。

POCT属于体外 诊断行 业的细 分领域。 随 着生物 技术的 不断进 步 ，POCT产品凭 借其使 用便捷 、检验结果 快速、应 用广泛 的特点 ，越来 越 得 到 人 们 的 关 注 和 重 视 ， 目 前 已 成 为 体 外 诊 断 行 业 发 展 最 快 的 细 分 领 域 之 一 。

我国POCT行业起步较晚。 2016年我国POCT市场规模为61.75亿元，预计2021年市场规模为176.52亿元，年均复合增长率达23%，增长速度远高于全球整体水平。 随着我国分级诊断政策落实和医疗体制改革的推进，以及居民健康管理意识的不断提高，未来几年我国POCT行业仍将保持较快速度增长。

外销收入占比逾九成

2017年-2019年，公司研发费用分别为2593.84万元、3093.65万元以及3592.98万元，研发费用占营收的比重分别为20.00%、16.80%以及14.89%。

报告期末，公司研发及技术人员170名，占总员工人数的35.94%。 通过多年培养和积极引进行业专家人才，公司建立了一支多学科、多层次、结构合理的技术研发队伍。

公司经过多年的技术积累，构建了生物原料技术平台、POCT快速诊断技术平台、生化技术平台三大平台，形成了单克隆抗体制备技术、小分子抗原制备技术、纳米级免疫胶体金标记技术、时间分辨免疫荧光技术、干式化学分析技术等多项核心技术，均应用于自产产品并实现产业化。

公司已获得专利授权37项。 其中，发明专利14项，实用新型专利16项，外观设计专利7项。 另有正在申请的专利31项。

公司具有 高效 稳 定 的 经 营 模 式 ， 报 告 期 营 业 收 入 和 净 利 润 持 续 快 速 增 长 。 报 告 期 内 ， 公 司 营 业 收 入 分 别 为 1 . 3亿元、 1 . 84亿 元和 2 . 41亿元 ， 2018年及 2019年 增幅分 别为41.99%和31.03%；净利润分别为3423.81万元、5642.53万元和7841.94万元，复合增长率达51.34%。 公司核心技术产品收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是93.64%、93.94%和93.29%。

招股说明书显示，随着公司新产品的不断推出和市场开拓能力继续加强，公司营业收入及净利润有望实现快速增长。

公司主要向境外医疗器械品牌商或生产商提供快速体外诊断试剂，外销是公司收入的主要来源。 报告期内，公司外销收入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分别为98.55%、99.19%及98.69%。

CE认证证书以自我声明类为主

公司科创板上市申请第二轮问询涉及关联交易、业务资质、行业政策等方面的问题。

业务资质方面，公司表示目前取得的产品CE认证证书中，有20项为公告机构认证证书，其余511项为自我声明类证书。 问询函要求公司在招股说明书显著位置披露上述认证证书的区别，删除“目前公司已在国际主要市场和区域取得500余项产品注册证书”等笼统表述，并就上述事项作出重大提示及风险揭示。

公司回复称，公告机构证书，系针对欧盟IVD指令中按产品风险等级分类属于清单A、清单B和自我检测类产品，由经欧盟授权的公告机构对企业申报产品进行符合性认证审核后，签发CE证书，证书具有有效期。 自我声明类证书，系针对产品清单A、清单B和自我检测类以外的其他类产品，企业按照该指令要求自我宣称产品符合性同时在欧盟主管当局进行了登记备案，备案成功后即可认为完成了CE注册，自我声明类证书并无有效期。

公司取得的CE认证证书中以自我声明类证书为主，该类证书数量较多，主要系公司产品以风险等级较低的“其他”类别为主。 自我声明类产品认证的办理程序相对简易，且公司每款检测试剂产品可根据不同产品形态（试剂条、试剂卡、试剂板等）分为不同款单独产品分别认证，故总体产品认证数量相对较多。

公司提示 ，未来公 司开发 风险等级 较高的 产品，所 需的产 品研发周 期较长 ，一般需 要 1年以上 ，并且新 产品研 发成功 后还必须 经过产 品标准 审核 、临 床试验 、质 量管理 体系考 核 、注册检 测和注 册审批 等阶段 后才能上 市。 新产 品取得 产品认 证或产品 注册证 书的周 期较长 。 如 果公司 不具备 较强的 持续研发 能力 ，无 法应对 产品认 证注册周 期长但 产品更 新迭代快 的特点 ，在未来 发展过 程中将面 临新产 品的研 发、注册 和认证风 险 。

公司向关 联方宏 泰生物 采购动物 腹水的 价格均 高于第 三方的采 购价格 。 公司的 采购金额 占宏泰 生物营 业收入 分别约为 73% 、 87%和 91% ，从采 购数量 来看也大 于第三 方。 问询 函要求公 司补充 说明 ：在 采购数 量具有一 定规模 的情况 下 ，公司 采购各种 原材料 的单价 仍大于第 三方采 购单价 的合理 性。

公司回复称，虽然公司向宏泰生物采购具有一定规模，但因主要采购公共类标记 /包被抗体小鼠腹水，其单价较第三方较低；而其他种类繁多的非公共类小鼠腹水，因其批次量少，采购单价高于第三方价格。 因此，公司向宏泰生物采购小鼠腹水具有合理的商业理由，其采购单价具有合理性，公司不存在对宏泰生物利益输送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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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辉光电深耕中小尺寸AMOLED显示屏领域

□本报记者 刘杨

8月26日上交所受理了和辉光电科创板

上市申请。和辉光电是国内知名的AMOLED

半导体显示面板制造商， 此次拟募资100亿

元，用于第六代AMOLED生产线产能扩充项

目并补充流动资金。

公司表示， 未来将充分发挥研发创新等

优势，持续深耕中小尺寸AMOLED半导体显

示面板领域，不断提升市场份额。

知名品牌客户众多

和辉光电成立于 2012年， 注册资本

107.26亿元。 公司法定代表人为傅文彪，控股

股东为上海联和投资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

为上海市国资委。

根据招股书， 和辉光电开发了刚性

AMOLED和柔性AMOLED半导体显示面

板，针对智能手机、智能穿戴、平板/笔记本电

脑等应用领域提供系列产品。目前，公司以刚

性AMOLED半导体显示面板产品为主。

和辉光电建设了两条不同世代的生产

线。 其中，第4.5代AMOLED生产线量产产能

15K/月； 第6代AMOLED生产线规划产能

30K/月。 公司现有第4.5代、第6代AMOLED

生产线均可生产刚性及柔性AMOLED半导

体显示面板产品。公司刚性AMOLED半导体

显示面板量产产能位居国内首位、全球第二。

凭借研发创新、生产制造、产业运营等

方面的优势，公司在消费类终端电子产品市

场积累了众多知名品牌客户。 在智能手机领

域，应用公司产品的知名品牌厂商包括华为

和小米等；在智能穿戴领域，应用公司产品

的知名品牌厂商包括华为、 步步高 （小天

才）、小米、OPPO和VIVO等；在平板/笔记

本领域，应用公司产品的知名品牌厂商包括

步步高和联想等。

净利润毛利率为负

2017年-2019年度及2020年1-6月，和

辉光电营业收入分别为6.16亿元、8.03亿

元、15.13亿元和9.21亿元；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普通股股东净利润分别

为-10.33亿元、-9.09亿元、-10.28亿元和

-5.65亿元。

和辉光电主营业务收入主要来源于智能

手机类和智能穿戴类AMOLED半导体显示

面板， 两者销售收入合计分别为5.87亿元、

7.99亿元、14.99亿元和8.84亿元，占主营业务

收入的比例分别为100%、100%和100%和

97.89%。

今年二季度， 和辉光电实现了平板/笔

记本电脑类AMOLED半导体显示面板产品

的量产出货，实现销售收入1903.57万元，是

国 内 首 家 实 现 平 板 / 笔 记 本 电 脑 类

AMOLED半导体显示面板量产出货的企

业，也是全球第2家厂商。 公司表示，平板/笔

记本电脑是AMOLED半导体显示面板产品

快速发展的应用领域，将是公司未来新的收

入增长点。

报告期内， 公司研发投入分别为1.68亿

元、1.80亿元、4.16亿元及1.52亿元， 占营业

收入的比例分别为27.24%、22.40%、27.52%

和16.49%。

报告期内， 公司主营业务毛利率分别为

-99.67%、-70.68%、-31.45%和-29.34%。 主

要由于AMOLED半导体显示面板系技术密

集型和资本密集型行业， 对技术和工艺要求

较高，所需固定资产投入较大，且从项目建设

到达成规划产能、完成良率爬坡、实现规模效

益需要较长的时间周期， 一般前期固定成本

分摊较大。

公司提示， 如果公司无法实现技术工艺

的持续优化改进、 产品良率提升以及产量增

加，则规模效应难以显现，面临毛利率难以改

善的风险。如果未来毛利率持续为负，将给公

司经营活动带来不利影响。

报告期内， 和辉光电经营活动现金流量

净额为-5.67亿元、-3.29亿元、-4.09亿元和

-1.96亿元。 2019年以来，随着公司出货量持

续增加，产品单位成本下降，经营活动现金流

量净额有所改善。

报告期各期末， 和辉光电存货的账面余

额分别为2.51亿元、2.63亿元、4.86亿元及

7.09亿元， 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分别为

7900.62万元、7533.73万元、1.09亿元及1.14

亿元， 存货跌价准备占当期期末存货余额的

比 例 分 别 为 31.45% 、28.64% 、22.35% 和

16.12%。 公司存货跌价准备占期末存货余额

比例较高。

加码主业投建AMOLED项目

和辉光电此次拟募资100亿元，其中80亿

元用于第六代AMOLED面板生产线产能扩

充项目， 以使月产能从1.5万张基板扩大到3

万张基板；余下20亿元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第六代AMOLED生产线产能扩充项目

以和辉光电为实施主体， 建设周期为18个

月， 主要用于购置生产设备和动力配套系

统，不涉及新取得土地或厂房的情形。 该项

目达产后， 公司新增 15K片 /月的第 6代

AMOLED生产线产能。 公司表示，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的实施有利于提高公司产能水平、

强化产品技术先进性， 提升核心竞争力，增

强持续盈利能力。

业内人士指出， 随着电子信息产业的深

入发展和消费类终端电子产品需求持续增

长，AMOLED半导体显示面板下游市场空间

广 阔 。 根据 Omdia 数据 ， 预计 2025 年

AMOLED半导体显示面板销售额为440.30

亿美元，年均复合增长率为11.50%，占中小尺

寸显示面板市场的比例将达到60.67%。

和辉光电称， 下游客户尤其是大型客户

对显示面板厂商的生产规模和生产能力要求

较高， 需要对面板厂商进行严格的产线认证

和产品认证， 在通过认证的厂商中一般选择

两到三家显示面板厂商作为其供应商， 以保

障其自身产品供应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大型

客户具有较高的市场份额，订单需求量大，需

要面板厂商具备相应的产能规模和生产能

力。 公司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第六代

AMOLED生产线产能扩充项目有利于强化

与大客户之间的业务合作。

和辉光电表示 ， 始终坚持 “专注

AMOLED领先技术，专注中小尺寸显示屏”

的发展战略，将充分发挥现有研发创新优势、

生产制造优势、 产业运营优势以及客户资源

优势等，持续深耕中小尺寸AMOLED半导体

显示面板领域。

回复上市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

阿拉丁：交易由订单驱动

□本报记者 董添

阿拉丁近日回复了科创板上市审核中心意见落实

函，涉及“如何准确识别经销商、贸易商、大客户和其

他客户的身份”等问题。阿拉丁指出，公司以经销商协

议作为甄别经销商的唯一标准， 与客户的交易完全由

订单驱动。

公司此次拟募集资金约4.33亿元， 用于高纯度科

研试剂研发中心、 云电商平台及营销服务中心建设项

目以及补充营运资金。

采用电商模式进行销售

阿拉丁回复称， 与公司签订经销商合作协议的客

户认定为经销商； 选取部分知名度较高、 发展潜力较

大、行业前景向好、科研实力较强的企业、高等院校或

科研院所，将其认定为大客户。

阿拉丁指出，公司采用电商模式进行销售，与所有

客户之间的交易完全由订单驱动， 各类客户在销售方

式上不存在差异。基于订单驱动的交易方式，公司对各

类客户均未进行主动管理， 仅对大客户提供了高效的

售前、售中及售后咨询服务。 同时，给予部分经销商一

定的渠道保护措施等。在日常经营活动中，公司以经销

商协议作为甄别经销商的唯一标准。

公司是集研发、 生产及销售为一体的科研试剂制

造商，业务涵盖高端化学、生命科学、分析色谱及材料

科学四大领域，同时配套少量实验耗材。公司自主打造

“阿拉丁” 品牌科研试剂和“芯硅谷” 品牌实验耗材，

主要依托自身电子商务平台实现线上销售。

2017年至 2019年， 公司分别实现营业收入

12649.67万元、16629.03万元和20960.34万元；归属于

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分别为3196.51万元、5341.54

万元和6369.1万元。

公司预计2020年1-9月营业收入、 归属于母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及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同比有所上升。随着高校逐步复学，企事业

单位复工，公司受疫情的影响逐步减弱，预计销售情况

良好。 同时，受益于科研试剂行业的快速发展，下游客

户需求增加。

募投项目与主营业务相关

公司本次拟公开发行不超过2523.34万股普通股

（A股），募集资金总额将根据实际发行数量及发行价

格确定。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将投入高纯度科研

试剂研发中心、 云电商平台及营销服务中心建设项目

以及补充营运资金，合计募集资金约4.33亿元。

公司指出，本次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将全

部用于与公司主营业务相关的项目。 相关项目实施后

不会导致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企

业之间产生同业竞争，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产生不利

影响。

具体看，高纯度科研试剂研发中心项目计划投资

14765.31万元。 拟通过实验室装修升级、购置研发仪

器设备及升级实验室信息化系统、引进高水平研发人

才等，改善公司研发条件和设施，为科研试剂关键技

术的研究提供先进的平台保障和支撑，提升公司核心

竞争力。

云电商平台及营销服务中心建设项目计划投资

10577.93万元。拟通过办公楼装修升级、购置硬件设备

及软件系统、租赁公有云服务器、引进高级IT人才及

营销服务专员，提高公司电商平台系统的功能水平，提

升用户体验；同时，完善公司营销服务体系，提高客户

黏性。

公司指出， 拟结合市场需求变化及公司未来战略

规划，补充营运资金18000万元，一定程度上减轻公司

未来业务持续扩张的资金压力， 提高公司财务安全性

和灵活性，为应对市场变化、抓住行业机会，增强竞争

能力提供良好的资金保障。

提示风险

招股说明书显示，公司主要存在技术风险、经营风

险、内控风险、财务风险、法律风险、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风险等。

2017年度、2018年度及2019年度， 公司销售收入

分别为12649.67万元、16629.03万元和20960.34万元。

报告期内， 公司业务规模不断扩大， 但总体规模仍较

小。 销售规模较小可能对公司抵御市场波动的能力产

生不利影响。

报告期内，公司综合毛利率、净利率较高。 2017年

度、2018年度和2019年度综合毛利率分别为73.07%、

72.72%和70.79%； 净利率分别为25.27%、32.12%和

30.39%，维持较高水平。 如果未来行业竞争加剧导致

产品销售价格下降，或者原材料价格大幅上涨、公司不

能及时推出契合市场需求的新产品， 则公司利润率存

在下降的风险。

存货跌价风险方面，2017年末、2018年末及2019

年末，公司存货的账面价值分别为5150万元、7904.07

万元和9696.49万元，占同期末公司资产总额的比例分

别为14.89%、21.69%和24.83%。 部分存货库龄较长，

其中库龄3年以上的存货余额占比分别为11.65%、

16.66%及17.20%。 随着公司业务规模的不断扩大，存

货会随之上升。较大规模的存货将占用公司营运资金，

影响经营性现金流，增加财务风险。

公司作为高新技术企业， 享受按照15%的税率进

行企业所得税缴纳的税收优惠政策。 如果未来有关高

新技术企业税收优惠的政策发生变化或重新认定未获

通过，公司将不能继续享受税收优惠，对公司净利润造

成一定不利影响。

□本报记者 熊永红 傅苏颖

上市产品700余种

奥泰生物专注于体外诊断行业中的

POCT细分领域， 主要产品为快速诊断试

剂， 包括毒品及药物滥用检测、 传染病检

测、妇女健康检测、肿瘤检测以及心脏标志

物检测五大系列，产品种类、形态多样，覆

盖面广，目前已上市产品700余种，广泛应

用于临床检测、 现场检测及个人健康管理

等领域。

在一些新型毒品（蓝精灵、浴盐、卡西酮

等）检测、新型冠状病毒检测、热带传染病

（基孔肯亚热、查克斯病、钩端螺旋体病等）

检测、呼吸道多合一（流感、合胞病毒、腺病

毒、肺支）联检、小儿腹泻多合一（轮状病

毒、腺病毒、诺如病毒、星状病毒）联检以及

大便隐血多合一 （转铁蛋白/血红蛋白+结

合珠蛋白/血红蛋白复合物）联检等领域，公

司产品具有较强的市场竞争力。 公司重视海

外市场发展战略， 产品远销欧洲、 亚洲、非

洲、北美洲、南美洲和大洋洲，客户遍布全球

100多个国家和地区。

公司是浙江省科学技术厅认定的高新

技术企业， 具有较强的技术研发和创新能

力， 在POCT快速诊断试剂领域取得了多项

技术创新和突破，在胶体金、乳胶等标记技

术，单克隆抗体、多克隆抗体、基因重组抗

原、合成抗原等生物原料技术以及免疫层析

技术等领域具备雄厚的技术实力，并依托上

述技术建立起POCT试剂研发平台。

POCT属于体外诊断行业的细分领域。

随着生物技术的不断进步，POCT产品凭借

其使用便捷、检验结果快速、应用广泛的特

点，越来越得到人们的关注和重视，目前

已成为体外诊断行业发展最快的细分领

域之一。

我国POCT行业起步较晚。 2016年我国

POCT市场规模为61.75亿元，预计2021年市

场规模为176.52亿元， 年均复合增长率达

23%，增长速度远高于全球整体水平。 随着

我国分级诊断政策落实和医疗体制改革的

推进， 以及居民健康管理意识的不断提高，

未来几年我国POCT行业仍将保持较快速度

增长。

外销收入占比逾九成

2017年-2019年，公司研发费用分别为

2593.84万元、3093.65万元以及3592.98万

元， 研发费用占营收的比重分别为20.00%、

16.80%以及14.89%。

报告期末，公司研发及技术人员170名，

占总员工人数的35.94%。通过多年培养和积

极引进行业专家人才，公司建立了一支多学

科、多层次、结构合理的技术研发队伍。

公司经过多年的技术积累，构建了生物

原料技术平台、POCT快速诊断技术平台、生

化技术平台三大平台，形成了单克隆抗体制

备技术、小分子抗原制备技术、纳米级免疫

胶体金标记技术、 时间分辨免疫荧光技术、

干式化学分析技术等多项核心技术，均应用

于自产产品并实现产业化。

公司已获得专利授权37项。 其中，发明

专利14项，实用新型专利16项，外观设计专

利7项。 另有正在申请的专利31项。

公司具有高效稳定的经营模式， 报告

期营业收入和净利润持续快速增长。 报告

期内， 公司营业收入分别为1.3亿元、1.84

亿元和2.41亿元，2018年及2019年增幅分

别为 41.99%和 31.03% ； 净利润分别为

3423.81万元、5642.53万元和7841.94万元，

复合增长率达51.34%。公司核心技术产品收

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是 93.64% 、

93.94%和93.29%。

招股说明书显示，随着公司新产品的不

断推出和市场开拓能力继续加强，公司营业

收入及净利润有望实现快速增长。

公司主要向境外医疗器械品牌商或生

产商提供快速体外诊断试剂，外销是公司收

入的主要来源。 报告期内，公司外销收入占

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98.55% 、

99.19%及98.69%。

CE认证证书以自我声明类为主

公司科创板上市申请第二轮问询涉及关

联交易、业务资质、行业政策等方面的问题。

业务资质方面，公司表示目前取得的产

品CE认证证书中， 有20项为公告机构认证

证书，其余511项为自我声明类证书。问询函

要求公司在招股说明书显著位置披露上述

认证证书的区别，删除“目前公司已在国际

主要市场和区域取得500余项产品注册证

书” 等笼统表述，并就上述事项作出重大提

示及风险揭示。

公司回复称，公告机构证书，系针对欧

盟IVD指令中按产品风险等级分类属于清

单A、清单B和自我检测类产品，由经欧盟授

权的公告机构对企业申报产品进行符合性

认证审核后， 签发CE证书， 证书具有有效

期。 自我声明类证书，系针对产品清单A、清

单B和自我检测类以外的其他类产品， 企业

按照该指令要求自我宣称产品符合性同时

在欧盟主管当局进行了登记备案，备案成功

后即可认为完成了CE注册， 自我声明类证

书并无有效期。

公司取得的CE认证证书中以自我声明

类证书为主，该类证书数量较多，主要系公

司产品以风险等级较低的 “其他” 类别为

主。自我声明类产品认证的办理程序相对简

易，且公司每款检测试剂产品可根据不同产

品形态（试剂条、试剂卡、试剂板等）分为不

同款单独产品分别认证，故总体产品认证数

量相对较多。

公司提示， 未来公司开发风险等级较

高的产品，所需的产品研发周期较长，一般

需要1年以上，并且新产品研发成功后还必

须经过产品标准审核、临床试验、质量管理

体系考核、 注册检测和注册审批等阶段后

才能上市。 新产品取得产品认证或产品注

册证书的周期较长。 如果公司不具备较强

的持续研发能力， 无法应对产品认证注册

周期长但产品更新迭代快的特点， 在未来

发展过程中将面临新产品的研发、 注册和

认证风险。

公司向关联方宏泰生物采购动物腹水

的价格均高于第三方的采购价格。 公司的

采购金额占宏泰生物营业收入分别约为

73%、87%和91%， 从采购数量来看也大于

第三方。 问询函要求公司补充说明：在采购

数量具有一定规模的情况下， 公司采购各

种原材料的单价仍大于第三方采购单价的

合理性。

公司回复称，虽然公司向宏泰生物采购

具有一定规模， 但因主要采购公共类标记/

包被抗体小鼠腹水， 其单价较第三方较低；

而其他种类繁多的非公共类小鼠腹水，因其

批次量少，采购单价高于第三方价格。因此，

公司向宏泰生物采购小鼠腹水具有合理的

商业理由，其采购单价具有合理性，公司不

存在对宏泰生物利益输送的情形。

回复科创板上市申请第二轮问询

奥泰生物称不存在向宏泰生物进行利益输送

奥泰生物日前回复了科

创板上市申请的第二轮问询，

涉及关联交易、业务资质等方

面问题。 对于向关联方宏泰生

物采购动物腹水的价格高于

第三方采购价的问题，奥泰生

物表示，非公共类小鼠腹水种

类繁多，其批次量少，采购单

价具有合理性。 公司不存在向

宏泰生物利益输送的情形。

奥泰生物主营业务为体

外诊断试剂的研发、生产和销

售。 公司此次拟募资3.98亿

元，用于新增年产2.65亿人份

体外诊断试剂产业化升级技

术改造项目、IVD研发中心建

设项目、营销网络中心建设项

目以及补充流动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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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收入

（亿元）

归属于母公司

所有者的净利润

（万元）

销售费用占

营业收入比例

研发费用占

营业收入比例

2017

年

1.3 3,416.99 6.71% 20.00%

2018

年

1.84 5,642.53 5.34% 16.80%

2019

年

2.41 7,841.94 7.09% 14.89%

奥泰生物主要财务指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