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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437          证券简称：誉衡药业          公告编号：2023-001 

哈尔滨誉衡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回复说明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22 年 12 月 28 日，哈尔滨誉衡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下发的《关于对哈尔滨誉衡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公

司部关注函〔2022〕第 465 号），公司就关注函所涉及的有关问题进行了认真核

实，现就关注函所述问题作如下答复： 

问题一、以列表形式详细说明你公司本次对无形资产、存货、固定资产计

提减值准备的情况，包括但不限于资产类型、资产账面价值、减值准备计提的

依据、重要假设、关键参数及选取的合理性，减值测算的具体过程等，说明对

前述资产计提减值的合理性。 

公司回复： 

一、对无形资产、存货、固定资产计提减值准备的情况 

公司对无形资产、存货、固定资产计提减值准备主要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哈尔

滨蒲公英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蒲公英”）无形资产（制药技术）、全资子公司

启东华拓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启东华拓”）存货（注射用磷酸肌酸钠原料）

及固定资产（机器设备），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人民币万元 

资产类型 蒲公英制药技术 
启东华拓注射用磷酸

肌酸钠原料 
启东华拓机器设备 

资产账面价值 5,713.73 1,671.52 1,272.23 

减值准备金额 3,213.73 1,566.16 326.81 

减值准备计提

的依据 

蒲公英核心产品安脑丸/安脑

片销售不及预期 

注射用磷酸肌酸钠产

品需求大幅下降，导

致注射用磷酸肌酸钠

原料无法在效期内消

耗完毕 

注射用磷酸肌酸钠原

料车间开工率不足导

致经济性贬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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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类型 蒲公英制药技术 
启东华拓注射用磷酸

肌酸钠原料 
启东华拓机器设备 

重要假设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

理法实施条例》第四十一条，

国务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核

发的药品批准文号、《进口药

品注册证》、《医药产品注册

证》的有效期为 5 年。有效期

届满，需要继续生产或者进口

的，应当在有效期届满前 6 个

月申请再注册。药品再注册

时，应当按照国务院药品监督

管理部门的规定报送相关资

料。本次评估假设药品批准文

号到期后可顺利续展。 

本次评估假设被评估

资产按目前的用途和

使用的方式、规模、

频度、环境等情况继

续使用。 

本次评估假设被评估

资产按目前的用途和

使用的方式、规模、

频度、环境等情况继

续使用。 

二、减值测试的具体过程 

公司本次减值测试的具体过程、关键参数及选取合理性等具体如下： 

㈠ 对无形资产计提减值的具体过程 

受医保目录调整及医保控费等多重医药政策的影响，公司此前年度增资收购

的控股子公司蒲公英核心产品安脑丸/安脑片销量不断下降，经营业绩未达到预

期。公司委托中同华资产评估（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评估机构”）对蒲

公英无形资产进行测算。本次评估对象为蒲公英相关无形资产可收回金额，评估

范围为蒲公英的相关无形资产。按照《会计准则第 8 号—资产减值》的相关规定，

本次评估价值类型选择为可收回金额。 

具体减值测算过程如下： 

1、无形资产收益期限的确定 

安脑丸/片药品批准文号有效期为 5 年，到期后可续展。根据公司管理层的

判断，结合技术的更新换代情况，确认本次无形资产收益期限为 9 年，即受益期

限至 2031 年末。 

2、无形资产收益法的销售预测 

未来年度销量预测表 

产品名称 2023 年 2024 年 2025 年 2026 年 稳定期 

安脑丸 数量（万丸） 240 252 262.08 269.94 275.34 

安脑片 数量（万片） 300 345 379.5 417.45 43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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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收入分成率的选取 

根据《2017—2021 年专利实施许可统计表（按销售额提成支付）》，取医

药制造业的无入门费的提成率中位数为 5.0%。 

4、无形资产对现金流的贡献 

通过上述技术提成率的估算和对产品销售收入的预测，可以得出技术的贡献

=∑（技术产品年销售收入净值×年技术提成率）。 

5、折现率的确定 

折现率由无风险报酬率和风险报酬率组成，即折现率=无风险报酬率+风险

报酬率。 

5.1 无风险报酬率 

通过查询同花顺 iFinD，2022 年 11 月 30 日 5-10 年到期国债的平均收益率

为 2.75%，因此本次无风险报酬率 Rf 取 2.75%。 

5.2 风险报酬率 

影响风险报酬率的因素包括政策风险、技术风险、市场风险、资金风险和管

理风险，即风险报酬率=政策风险报酬率+技术风险报酬率+市场风险报酬率+资

金风险报酬率+管理风险报酬率。 

经评估机构测算，风险报酬率=政策风险+技术风险+市场风险+资金风险+管

理风险=1.00%+2.60%+6.00%+4.00%+2.00% =15.60% 

5.3 折现率的确定 

折现率=无风险报酬率+风险报酬率=2.75%+15.60% =18.00%（取整） 

6、无形资产现值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名称 2023 年 2024 年 2025 年 2026 年 2027 年 

产品销售收入 14,309.40 15,827.97 17,015.23 18,236.77 18,936.72 

无形资产组合提成率 5.00% 5.00% 5.00% 5.00% 5.00% 

无形资产组合对产品的收入贡献 715.47 791.40 850.76 911.84 946.84 

衰减率 5.00% 15.00% 25.00% 35.00% 45.00% 

无形资产组合贡献合计 679.70 672.69 638.07 592.70 520.76 

折现年限 0.50 1.50 2.50 3.50 4.50 

折现系数(折现率 r=18%) 0.9206 0.7801 0.6611 0.5603 0.4748 

无形资产组合贡献现值 625.71 524.80 421.86 332.08 24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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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项目名称 2028 年 2029 年 2030 年 2031 年 

产品销售收入 18,936.72 18,936.72 18,936.72 18,936.72 

无形资产组合提成率 5.00% 5.00% 5.00% 5.00% 

无形资产组合对产品的收入贡献 946.84 946.84 946.84 946.84 

衰减率 55.00% 65.00% 75.00% 85.00% 

无形资产组合贡献合计 426.08 331.39 236.71 142.03 

折现年限 5.50 6.50 7.50 8.50 

折现系数(折现率 r=18%) 0.4024 0.3410 0.2890 0.2449 

无形资产组合贡献现值 171.45 113.01 68.41 34.78 

无形资产各年折现合计值=2,500.00 万元 

鉴于上述，根据评估结构评估结果，假设以 2022 年 12 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

日，蒲公英无形资产——制药技术的可回收价值预计为 2,500 万元。 

鉴于蒲公英无形资产——制药技术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的账面摊余价值

为 5,713.73 万元（未经审计数据），本期预计计提蒲公英的无形资产减值准备

3,213.73 万元（未经审计数据）。 

㈡ 对存货计提减值的具体过程 

2022年度，受国家重点监控药品目录的持续影响，公司产品注射用磷酸肌酸

钠销量继续下降，未达年初销售预期。 

结合注射用磷酸肌酸钠整体市场规模及下降趋势、公司产品的市场占有率等

情况，公司判断未来公司注射用磷酸肌酸钠的销售数量将会进一步下降。基于谨

慎性原则，公司委托评估机构对子公司启东华拓的现有存货价值进行了评估。 

根据评估机构的最新初步测算结果，由于启东华拓部分注射用磷酸肌酸钠原

料已过复验期且预计未来三年内无法消耗完毕，本期拟对该部分注射用磷酸肌酸

钠原料计提存货减值准备 1,566.16 万元（未经审计数据）。 

具体测算过程如下： 

评估基准日：2022年12月31日。 

评估对象：减值测试所涉及的相关存货可变现净值。 

评估范围：减值测试所涉及的相关存货。 

价值类型：按照《会计准则第1号—存货》的相关规定，本次评估价值类型

选择为可变现净值。 

减值测试结果：评估前减值测试所涉及的相关存货账面价值为 6,191.60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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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存货跌价准备 4,520.09 万元，存货账面净值为 1,671.52 万元。 

经评估，以 2022 年 12 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在假设条件成立的前提下，

减值测试所涉及的相关存货可变现净值为 105.35 万元，减值 1,566.16 万元（未

经审计数据）。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账面净值 可变现净值 减值 

注射用磷酸肌酸钠原料 1,671.52 105.35 -1,566.16 

合计 1,671.52 105.35 -1,566.16 

㈢ 对机器设备计提减值的具体过程 

基于前述注射用磷酸肌酸钠销量下滑及启东华拓实际情况的判断，启东华拓

配套生产车间的机器设备开工率严重不足，生产能力相对过剩，存在减值迹象。

公司委托评估机构对启东华拓的机器设备进行了评估。 

具体减值测算过程如下： 

评估基准日：2022年12月31日。 

评估对象：减值测试所涉及的相关长期资产可回收金额。 

评估范围：减值测试所涉及的相关机器设备。 

价值类型：按照《会计准则第8号—资产减值》的相关规定，本次评估价值

类型选择为可回收金额。 

根据评估机构的评估结果，经会计师复核确认，预计将对本期启东华拓机器

设备计提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326.81 万元。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账面净值 可回收金额 增减值 备注 

机器设备（评估增值部分） 716.49 958.72 242.24  不做账务处理 

机器设备（评估减值部分） 555.74 228.94 -326.81  计提减值准备 

合计 1,272.23 1,187.66 -84.57   

三、减值测试的合理性说明 

综上所述，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的要求，为了更加真实、准

确地反映公司资产状况和财务状况，公司对以上各项资产进行了全面梳理，委托

了具有证券业务资质的资产评估机构对可能发生资产减值损失的资产进行了减

值测试，并根据年报审计会计师的相关意见计提了资产减值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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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结合上述减值准备计提的依据、关键参数及选取、减值测算的具体过

程等，公司认为本次对前述资产计提减值是合理的。 

 

问题二、请说明本次商誉减值测试与以前年度商誉减值测试可收回金额的

确定方法、相关重要假设及关键参数是否一致，如否，请说明存在的差异及原

因，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公司回复： 

一、商誉减值测试可收回金额的确定方法 

公司委托评估机构对商誉减值测试涉及的蒲公英相关资产组可收回金额进

行了预评估。 

资产组可收回金额以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的方法确定，与 2021 年度商誉

减值测试可收回金额的确定方法一致。 

二、商誉减值测试相关重要假设 

本次采用的相关重要假设如下： 

㈠ 有序交易假设：是指在计量日前一段时期内相关资产或负债具有惯常市

场活动的交易； 

㈡ 持续经营假设：是指假设评估资产/资产组按基准日的用途和使用的方式

等情况正常持续使用，不会出现不可预见的因素导致其无法持续经营，相应确定

估值方法、参数和依据； 

㈢ 国家现行的有关法律法规、国家宏观经济形势无重大变化，赋税基准及

税率、政策性征收费用等外部经济环境不会发生不可预见的重大变化； 

㈣ 假设蒲公英在现有的管理方式和管理水平的基础上，无其他人力不可抗

拒因素及不可预见因素对企业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㈤ 假定蒲公英公司目前拥有的、从事经营范围所涉业务而必需的主要资质、

行政许可等证书在有效期到期后能顺利取得新核发证书，在整个预测期内均能取

得行业许可以保证持续经营能力； 

㈥ 假设蒲公英公司经营、管理、营销团队核心成员不发生重大变动； 

㈦ 假设蒲公英公司于年度内均匀获得净现金流。 

综上，本次商誉减值测试相关重要假设与 2021 年度商誉减值测试基本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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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商誉减值测试关键参数 

资产组

名称 

预测期

间 

预测期

营业收

入增长

率 

预测期利

润率 

稳定期

间 

稳定期营

业收入增

长率 

稳定期利

润率 
折现率 

预计未来现金

净流量的现值 

蒲公英

资产组 

2023 年

至 2027

年 

平均值

为

7.71% 

平均值为

7.39% 

2028年

及以后 
0.0% 8.66% 16.00% 6,300.00 万元 

预测期营业收入增长率是否与以前期间不一致 

不一致 

前次平均值为 11.2%，本次平均值为 7.71%。

主要原因系受医保政策限制，蒲公英核心产

品安脑丸/安脑片推广进度不及预期导致未

来年度收入进一步下滑。 

预测期利润率是否与以前期间不一致 

不一致 

前次预测期营业利润率平均值为 10.38%，本

次平均值为 7.39%。主要原因系蒲公英收入

下降导致固定成本占比有所上升所致。 

稳定期营业收入增长率是否与以前期间不一致 

一致 

前次稳定期增长率为 0%，本次稳定期增长率

为 0%。 

稳定期利润率是否与以前期间不一致 

不一致 

前次稳定期营业利润率为 10.62%，本次稳定

期利润率为 8.66%。主要原因系收入下降导

致固定成本占比有所上升所致。 

折现率是否与以前期间不一致 

不一致 

前次税前折现率为 14.32%，本次税前折现率

为 16.00%。主要原因系 2022 年研发费用占

收入比重未满足高新技术企业要求，未来年

度暂按企业所得税率 25%测算税前折现率。 

如上表所列，造成上述差异主要系《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

险药品目录（2020）》（以下简称“《新医保目录》”）于 2021年 3 月正式实

施的影响。此版医保目录中，500 多种药品在医保支付上被加以限制，其中蒲公

英产品安脑丸/安脑片限高热神昏、中风窍闭的急救、抢救使用。《新医保目录》

要求各地加强药品支付管理，严格执行目录要求，不得自行调整目录内药品的限

定支付范围。 

安脑丸/安脑片系处方药，受《新医保目录》的影响较大。该政策实施以后，

北京市等安脑丸/安脑片的主销区的销售数量开始出现较大幅度下滑。此外，各

省市药品集中采购价格联动政策也对安脑丸/片销量下降产生了一定影响。 

虽然蒲公英 2022 年积极尝试改变这一状况，但受行业政策、产品特性等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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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因素影响，安脑丸/安脑片医保受限政策在短期内难以改变，公司管理层判

断安脑丸/安脑片的未来销量难以达到之前的预期。 

综上，本次商誉减值测试与以前年度商誉减值测试可收回金额的确定方法、

相关重要假设是一致的，由于医保受限政策的影响，公司对未来销量预测判断有

所调整，因此关键参数与 2021 年度相比有所变化，以上符合《企业会计准则》

的相关规定和公司相关会计政策的规定。 

 

问题三、结合行业政策、竞争环境和产品市场空间的变化情况，说明誉衡

生物开发支出出现减值迹象的具体时点，以前年度减值准备是否计提充分，补

充披露减值测试的具体过程，包括但不限于评估方法、参数选取及测算过程，

进一步说明开发支出计提减值的合理性。 

公司回复： 

一、关于 PD-1 市场环境及本次开发支出出现减值迹象的具体时点说明 

㈠ PD-1 领域市场环境情况 

PD-1 作为近几年最热门的靶点之一，销售规模逐年扩大。据药融云统计，

2020 年，PD-1 在我国全国医院（全终端）的销售额达到 64.05 亿元，同比增长

205%；2021 年的销售额达到 93.19 亿元，同比增长 45.50%；2022 年预计将突破

百亿，但市场增长空间已有所放缓。 

截至目前，国内已获批上市的相关产品已达 15 款，各产品的适应症尤其在

肺癌、肝癌、食管癌等大癌种领域，同质化较为严重。 

医保政策方面，目前 4 个国产较早获批的 PD-1 包括特瑞普利单抗、信迪利

单抗、卡瑞利珠单抗和替雷利珠单抗均已纳入医保目录，且销售价格有所下降。 

市场占有率方面，据药融云统计：在 2021 年的 PD-1 销售排名中，信迪利单

抗领先，市场份额占比 30.97%，卡瑞利珠单抗的市场份额占比 28.25%，其后还

有帕博利珠单抗（14.252%）、替雷利珠单抗（12.31%）、纳武利尤单抗（7.35%）、

特瑞普利单抗（6.48%）。 

通过以上数据可知，目前 PD-1 市场竞争格局十分激烈。 

㈡ 誉衡生物 pd-1 产品情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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誉衡生物 PD-1 于 2021 年 8 月底获批，目前产品适应症为治疗二线以上复发

或难治性经典型霍奇金淋巴瘤，对比其他已上市竞品的适应症，此类患者数量较

少；此外，在医保政策的影响下，相关产品价格竞争激烈。 

誉衡生物 PD-1 作为第六款上市的抗 PD-1 单抗，治疗领域相对较小，上市时

间相对较晚，生产成本相对较高，在市场准入及价格竞争上不具备优势。 

另外，誉衡生物原预计 2022 年第三季度可获批复发或转移性宫颈癌二线适

应症，受疫情等各方面综合影响，审批进度延缓，预计 2023 年将有实质性结果。 

㈢ 关于本次开发支出出现减值迹象的具体时点说明 

誉衡生物 PD-1 于 2021 年 10 月正式上市销售，当年实现销量 1.05 万支，结

合新上市产品的投入、产出规律，对疫情影响将逐渐减小的判断及对新适应症获

批进度的预期，2021 年底，誉衡生物经理层预计 2022 年 PD-1 销量可达 14 万支。 

受 2022 年疫情不断反复、新适应症未能在 2022 年度获批等因素的影响，截

止 2022 年 10 月底，誉衡生物 PD-1 产品实现销量 3.43 万支，难以达到销售预期。 

考虑到目前 PD-1 市场竞争格局、誉衡生物产品属性及研发进度等多项因素，

并结合誉衡生物编制的 2023 年经营预算情况以及根据会计师事务所、评估机构

对出现减值迹象的在研项目的减值测试结果，公司认为誉衡生物开发支出在目前

时点已出现减值迹象并对开发支出计提减值准备。 

二、关于开发支出以前年度减值测试的情况说明 

誉衡生物 PD-1 于 2021 年 10 月开始销售，2021 年 10 月至 12 月的销量为 1.05

万支，属于正常范围，符合新上市产品的销售规律。 

2021 年底，公司根据誉衡生物对 PD-1 产品销量预期进行测算，未发现减值

迹象，故 2021 年未计提开发支出减值准备。 

三、关于减值测试的具体过程说明 

公司参考了评估机构出具的《广州誉衡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因财务报告目的所

涉及的部分资产减值测试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中同华沪评报字 2022 第 2133

号）评估结果，采用公允价值减处置费用对本次资产的可回收金额进行评估，对

可收回金额低于账面价值的部分计提开发支出减值准备。 

根据减值测试相关结论，以 2022 年 10 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公司拟对誉

衡生物开发支出计提减值准备 42,341.2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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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项目 
资产组账面

净值 
可回收金额 计提减值准备 持股比例 

权益法核算对上市

公司净利润的影响 

开发支出- PD-1  58,841.20   16,500.00  42,341.20 42.12% -17,834.11 

注：资产组含开发支出形成的相关无形资产 

㈠ 评估方法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8 号-资产减值》与《以财务报告为目的的评估指南》，

资产减值测试应当估计其可收回金额，然后将所估计的资产可收回金额与其账面

值比较，以确定是否发生减值资产可收回金额的估计，应当根据其公允价值减去

处置费用后的净额与资产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两者之间较高者确定。本次评

估 PD-1 开发支出的可收回金额为其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 

开发支出公允价值的测算方法：对于未来收益可以预计的项目，采用收益法

进行评估。具体评估思路是首先通过估算被评估开发支出项目在合理的收益期限

内未来收益，减去必要的后续开发支出投入，并采用适宜的折现率折算成现值，

然后累加求和，得出被评估开发支出项目的收益现值。 

㈡ 收益期限的确定 

根据《药品注册管理办法（修订稿）》关于药品注册相关管理规定，药品注

册批件有效期为 5 年，药品注册批件有效期届满前，需继续上市的，药品上市

许可持有人应当在有效期届满 6 个月前再注册。 

公司于 2016 年 8 月申请 PD-1 相关专利，誉衡生物产品 PD-1 于 2021 年 8

月获批上市，综合考虑行业技术更新等相关因素，本次评估收入预测期为 2022

年 11 月至 2036 年 12 月，约 14 年。 

㈢ PD-１收益法的销量预测 

本次评估系采用誉衡生物基于各适应症的患病率、就诊率、诊断比例、治疗

率、市场占有率等判断，对 PD-1 产品销量进行的预测。 

评估机构对 PD-1 市场规模进行了复核，未发现重大偏差。 

㈣ 研发费用后续支出 

本次预测仅扣除必要的后续研发费用支出。 

对研发支出中的各项费用进行分类分析，主要包括临床试验费用、工艺研发

费、人工费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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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不同费用的发生特点、变动规律进行分析，按照各类费用不同属性，采

用合适的模型计算。具体测算方法如下： 

项目 测算方法 备注 

临床试验费用 根据企业的临床试验计划进行预测  

工艺研发费 根据相关协议、研发进程预算进行预测  

人工 根据企业的人员及工资计划进行预测  

运营费用 根据企业预算进行预测 增长 

折旧及摊销 根据实际情况预测  

由药明生物承担的费用转出 根据相关协议进行预测  

企业预计后续研发支出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年份 2022 年 11-12 月 2023 年 2024 年 2025 年 2026 年 2027 年 

后续研发费用合计 3,844.00 6,397.14 13,374.31 10,649.07 7,952.13 5,493.50 

㈤ 技术贡献率 

本次通过分析恒瑞医药、安科生物、贝达药业的营运资金比重、有形非流动

资产比重、无形非流动资产比重来分析技术类无形资产可能为其产生的收益。 

评估机构进一步分析了主营业务收入、利润和现金流水平，可以认为公司的

现金流是由公司所有资本共同创造的，因此无形资产创造的现金流应该是无形资

产在资本结构中所占比率与主营业务现金流的乘积，在一般生产及销售行业中技

术对产品价值的贡献相对较大，企业系医药企业，客户网络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

了该企业的竞争力。通过 APH 法分析后，评估机构认为开发支出及相关无形资

产的价值约占据无形非流动资产在资本结构中所占比例的 40%。故确定对比公司

平均技术提成率为 9.64%。 

然后通过计算得到了对比公司近 3 年 1 期提成率以及销售毛利率指标，与誉

衡生物财务数据进行比较后修正，得到开发支出及相关无形资产的技术提成率为

8.90%。 

经过综合考虑新的技术更新或增加，资产组贡献率如下表： 

项目 
2022 年

11-12 月 
2023 年 2024 年 2025 年 2026 年 2027 年 2028 年 2029 年 

分成率 8.90% 8.90% 8.90% 8.90% 8.90% 8.90% 8.48% 8.08% 

衰减率           5% 5% 5% 

综合分成

率 
8.90% 8.90% 8.90% 8.90% 8.90% 8.48% 8.08% 7.70% 

 2030 年 2031 年 2032 年 2033 年 2034 年 2035 年 2036 年  

分成率 7.70% 7.00% 6.36% 5.53% 4.42% 3.16% 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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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减率 10% 10% 15% 25% 40% 60% 85%  

综合分成

率 
7.00% 6.36% 5.53% 4.42% 3.16% 1.98% 1.07%  

㈥ 折现率 

折现率，又称期望投资回报率，是基于收益法确定评估价值的重要参数。 

本次评估的折现率评估机构采用可比公司恒瑞医药、安科生物、贝达药业的

无形资产投资回报率作为本次评估的折现率。经评估机构测算，可比公司平均税

前无形非流动资产回报率为 20.20%，故采用 20.20%作为本次开发支出及相关无

形资产评估的折现率。 

㈦ 开发支出评估值测算过程 

PD-1 资产组评估过程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年份 
2022 年

11-12 月 
2023 年 2024 年 2025 年 2026 年 2027 年 2028 年 2029 年 

资产组净贡献 -3,572.16 -4,160.25 -9,382.55 -3,558.42 3,504.00 10,349.48 19,334.93 20,430.07 

折现率 20.20% 20.20% 20.20% 20.20% 20.20% 20.20% 20.20% 20.20% 

折现系数 0.9848 0.8846 0.7359 0.6122 0.5094 0.4238 0.3525 0.2933 

现值 -3,518.00 -3,680.00 -6,905.00 -2,179.00 1,785.00 4,386.00 6,816.00 5,992.00 

项目/年份 2030 年 2031 年 2032 年 2033 年 2034 年 2035 年 2036 年  

资产组净贡献 18,912.18 17,182.25 14,939.91 11,941.12 8,537.09 5,349.19 2,890.72  

折现率 20.20% 20.20% 20.20% 20.20% 20.20% 20.20% 20.20%  

折现系数 0.2440 0.2030 0.1689 0.1405 0.1169 0.0972 0.0809  

现值 4,615.00 3,488.00 2,523.00 1,678.00 998.00 520.00 234.00  

现值合计 16,753.00 

处置费用 213.00 

评估值 16,500.00 

四、关于开发支出计提减值的合理性说明 

目前，国内已获批上市的 PD-1 产品竞争较为激烈，相关竞品如特瑞普利单

抗、信迪利单抗、卡瑞利珠单抗和替雷利珠单抗均已纳入医保且销售价格有所下

降，誉衡生物 PD-1 产品在市场准入、价格竞争等方面不具备优势。此外，誉衡

生物 PD-1 产品适应症与其他已获批多个适应症的竞品相比，患者群体规模处于

劣势。 

基于上述原因并结合减值测试相关结论，公司以 2022 年 10 月 31 日为评估

基准日，拟对誉衡生物开发支出计提减值准备 42,341.20 万元，对公司净利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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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为-17,834.11 万元。以上相关数据已经过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的审计，并出具了审计报告（上会师报字 2022 第 12689 号）。 

综上所述，本次开发支出计提减值具有合理性。 

 

问题四、你公司《2022 年第三季度报告》显示，2022 年前三季度净利润为

3,010.48 万元，本次计提资产减值预计减少你公司净利润 26,350.20 万元，请结

合计提资产减值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的影响，说明公司持续经营能力是否存在

重大不确定性。 

公司回复： 

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预计减少公司净利润 26,350.20 万元，计提资产减值

的范围主要为蒲公英无形资产（制药技术）、启东华拓的存货（磷酸肌酸钠原料）

和固定资产（机器设备）以及参股公司誉衡生物的开发支出。 

基于蒲公英、启东华拓两公司营业收入在公司整体营业收入的占比较小（截

至 2022 年 9 月底仅为 4.39%、0%），以及誉衡生物仅为公司参股公司的实际情

况，公司认为本次减值不会影响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 

㈠ 公司关键财务指标良好 

截至 2022 年 9 月底，公司关键财务指标良好：实现营业收入 241,505.68 万

元，同比增长 4.18%；剔除非经营性业务损益后的经营性利润总额实现 11,070.51

万元，同比增长 19.1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6,811.79 万元，同比增

长 29.72%。详见下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22 年前三季度 2021 年前三季度 变化幅度 

利润总额 6,779.85 14,959.97 -54.68% 

非经营性业务损益 -4,290.66 5,667.74 -175.70% 

      投资收益 -3,834.82 -950.73 -303.35%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2,765.90 2,904.59 -195.22% 

      信用减值损失 395.08 -167.22 336.26% 

      资产减值损失 -376.21 -213.17 -76.48% 

      资产处置收益 180.49 0.86 20924.40% 

      营业外收入 24.31 38.49 -36.86% 

      营业外支出 -223.48 -749.15 70.17% 

      其他收益 2,309.87 4,804.07 -51.92% 

剔除非经营性业务损益后的经

营性利润总额（注） 
11,070.51 9,292.23 19.14% 



哈尔滨誉衡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 14 页 

注：经营性利润总额=利润总额-非经营性业务损益。非经营性业务损益包括投资收益、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信用减值损失、资产减值损失、资产处置收益、营业外收入、营业外支

出、其他收益。 

㈡ 公司现金流充足 

截至目前，公司账面货币资金充足、融资规模稳定，银团贷款年度授信、到

期置换等工作稳步推进。 

㈢ 公司后续持续经营能力不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2023 年，公司将努力做好经营管理工作，保证良好的日常经营活动现金流。

同时，公司将继续做好对外融资工作，保证正常的资金支持，并将结合行业、自

身发展需求等实际情况逐步缩减融资规模、降低贷款利率，从而降低资金成本。 

根据公司 2023 年财务预算：预计 2023 年公司经营状况良好，预计经营性利

润总额能实现平稳增长，经营活动现金流持续良好，持续经营能力不存在重大不

确定性。 

 

鉴于上述，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不会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构成影响，公

司持续经营能力不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特此公告。 

 

哈尔滨誉衡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三年一月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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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回复：
	问题二、请说明本次商誉减值测试与以前年度商誉减值测试可收回金额的确定方法、相关重要假设及关键参数是否一致，如否，请说明存在的差异及原因，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公司回复：
	综上，本次商誉减值测试与以前年度商誉减值测试可收回金额的确定方法、相关重要假设是一致的，由于医保受限政策的影响，公司对未来销量预测判断有所调整，因此关键参数与2021年度相比有所变化，以上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和公司相关会计政策的规定。
	问题三、结合行业政策、竞争环境和产品市场空间的变化情况，说明誉衡生物开发支出出现减值迹象的具体时点，以前年度减值准备是否计提充分，补充披露减值测试的具体过程，包括但不限于评估方法、参数选取及测算过程，进一步说明开发支出计提减值的合理性。
	公司回复：
	问题四、你公司《2022年第三季度报告》显示，2022年前三季度净利润为3,010.48万元，本次计提资产减值预计减少你公司净利润26,350.20万元，请结合计提资产减值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的影响，说明公司持续经营能力是否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公司回复：
	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预计减少公司净利润26,350.20万元，计提资产减值的范围主要为蒲公英无形资产（制药技术）、启东华拓的存货（磷酸肌酸钠原料）和固定资产（机器设备）以及参股公司誉衡生物的开发支出。
	基于蒲公英、启东华拓两公司营业收入在公司整体营业收入的占比较小（截至2022年9月底仅为4.39%、0%），以及誉衡生物仅为公司参股公司的实际情况，公司认为本次减值不会影响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