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２）利润的主要来源、可能影响发行人盈利能力连续性和稳定性的主要因
素

报告期内，公司利润的主要来源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９年度 ２０１８年度 ２０１７年度

营业利润 ２１，８３３．００ ２８，９１２．３４ １７，８７４．３３
营业外收入 ５．５６ １２８．４３ ３１．０１
利润总额 ２１，６８０．７８ ２９，０２８．６７ １７，８５５．０６
净利润 ２１，０３０．１５ ２９，２８７．６１ １５，０３５．８６

公司主营业务突出，报告期的利润总额主要来源于营业利润。 报告期内，
公司利润总额持续增长，表明公司生产经营状况良好，盈利能力稳步上升。

５、现金流量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９年度 ２０１８年度 ２０１７年度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１２４，９２２．３３ １０４，７８７．１７ ９６，４１６．３１
收到的税费返还 － － －
收到的其它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６，８１２．８８ ６，９２６．１１ ５，２８１．３９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１３１，７３５．２１ １１１，７１３．２８ １０１，６９７．７０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３０，４７７．３５ ２６，７６８．１８ ２８，５０８．９８
支付给职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２６，７６３．７５ ２２，０２９．８１ １７，０３４．０１
支付的各项税费 ９，９９０．１１ ８，６１０．６５ ７，６６９．４５
支付的其它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３７，２３５．９５ ３３，４７３．９１ ３３，７８８．３２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１０４，４６７．１５ ９０，８８２．５５ ８７，０００．７７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２７，２６８．０５ ２０，８３０．７３ １４，６９６．９３

１、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逐年增长而且信用风险控制良好，销售商品、提

供劳务收到的现金也相应增长，具体情况如下：
项目 ２０１９年度 ２０１８年度 ２０１７年度

营业收入（万元） １１８，３７５．４２ ９８，２６８．６７ ９４，９５２．４５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万元） １２４，９２２．３３ １０４，７８７．１７ ９６，４１６．３１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 营业收入 １．０６ １．０７ １．０２

报告期内，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与营业收入基本匹配，表明公
司在扩大业务规模的同时注重控制回款风险，保证企业能够持续稳定发展。

２、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报告期内，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总体稳定。
３、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
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与净利润的比率如下：

项目 ２０１９年度 ２０１８年度 ２０１７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万元） ２７，２６８．０５ ２０，８３０．７３ １４，６９６．９３
净利润（万元） ２１，０３０．１５ ２９，２８７．６１ １５，０３５．８６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净利润 １．３０ ０．７１ ０．９８

２０１７年度， 发行人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均为正数且经营活动产
生的现金净流量与净利润的比率均接近１，表明公司经营活动获取现金能力较
强。 ２０１８年度，发行人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净利润为０．７１，主要由于
发行人以１３，３５０．００万元将乙肝病毒治疗性药物和溶瘤病毒药物技术转让给
养生堂有限公司，利润表中计入资产处置收益，而现金流表中在投资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列示。２０１９年度，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与净利润的比
率为１．３０，主要由于ＧＳＫ于２０１９年１１月向万泰沧海支付的用于合作研发新型宫
颈癌疫苗的首期里程碑款１，１００万欧元所致，公司将此款项计入预收款项科目
中，未影响利润表。

（三）股利分配政策
１、发行前的股利分配政策
根据《公司章程》，公司现行的股利分配政策如下：
公司分配当年税后利润时，应当提取利润的１０％列入公司法定公积金。 公

司法定公积金累计额为公司注册资本的５０％以上的，可以不再提取。
公司的法定公积金不足以弥补以前年度亏损的， 在依照前款规定提取法

定公积金之前，应当先用当年利润弥补亏损。
公司从税后利润中提取法定公积金后，经股东大会决议，还可以从税后利

润中提取任意公积金。
公司弥补亏损和提取公积金后所余税后利润， 按照股东持有的股份比例

分配，但本章程规定不按持股比例分配的除外。
股东大会违反前款规定， 在公司弥补亏损和提取法定公积金之前向股东

分配利润的，股东必须将违反规定分配的利润退还公司。
公司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不参与分配利润。
公司股东大会对利润分配方案作出决议后， 公司董事会须在股东大会召

开后２个月内完成股利（或股份）的派发事项。
公司利润分配政策为：采取现金或者股票方式分配股利。
２、公司最近三年的股利分配情况
公司在最近三年内未进行过现金或股利分红。
３、发行后的股利分配政策
２０１８年１０月２４日，公司召开２０１８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

章程（草案）》议案；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１１日，公司召开２０１９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了《公司章程（草案）》议案。 公司发行后的股利分配政策如下：

（一）利润分配原则：公司利润分配应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实行持续、稳
定的利润分配政策，公司利润分配应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但不得超
过累计可分配利润的范围，不得损害公司持续经营能力。若外部经营环境或者
公司自身经营状况发生较大变化，公司可充分考虑自身生产经营、投资规划和
长期发展等需要根据本章程规定的决策程序调整利润分配政策， 调整后的利
润分配政策不得违反中国证监会和上交所的有关规定。

（二）利润分配方式：公司可以采取现金、股票或其他法律法规许可的形式
进行利润分配，公司应当优先采用现金分红的方式分配利润。在公司经营情况
良好，并且董事会认为发放股票股利有利于公司全体股东整体利益时，可以在
确保足额现金利润分配的前提下，提出股票股利分配预案。采用股票方式进行
利润分配的，应当以股东合理现金分红回报和维持适当股本规模为前提，并综
合考虑公司成长性、每股净资产的摊薄等真实合理因素。

（三）利润分配条件：在满足下列条件时，公司可以进行利润分配：
１、公司该年度实现的可分配利润（即公司弥补亏损、提取公积金后所余的

税后利润）为正值；
２、审计机构对公司该年度财务报告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３、公司年末资产负债率不超过７０％且当年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为正数；
４、实施现金分红不会影响公司持续经营。
公司每年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不少于当年度实现的可供分配利润的

１０％。 公司在实施上述现金分红的同时，可以派发股票股利。
（四）利润分配比例：公司董事会应当综合考虑所处行业特点、发展阶段、

自身经营模式、 盈利水平以及是否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等因素， 区分下列情
形，并按照《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提出差异化的现金分红政策：

１、公司发展阶段属成熟期且无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进行利润分配时，现
金分红在本次利润分配中所占比例最低应达到８０％；

２、公司发展阶段属成熟期且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进行利润分配时，现
金分红在本次利润分配中所占比例最低应达到４０％；

３、公司发展阶段属成长期且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进行利润分配时，现
金分红在本次利润分配中所占比例最低应达到２０％。

公司发展阶段不易区分但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 可以按照前项规定处
理。

重大资金支出是指：公司未来十二个月内拟对外投资、收购资产或者购买
设备、建筑物等的累计支出达到或者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１０％，
且绝对值达到５，０００万元。

公司目前处于成长期且未来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发展阶段， 因此现阶
段进行利润分配时， 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在每次利润分配中所占比例最低应
达到２０％。 随着公司的不断发展，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的发展阶段属于成熟期
的，则根据公司有无重大资金支出安排计划，由董事会按照《公司章程》规定的
利润分配政策调整的程序提请股东大会决议提高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在每次
利润分配中的最低比例。

（五）在满足现金分红条件、保证公司正常经营和长远发展的前提下，公司
原则上每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后进行一次现金分红， 公司可以根据公司的盈
利状况及资金需求状况进行中期现金分红。

（六）董事会应当认真研究和论证公司现金和股票股利分配的时机、条件
和最低比例、调整的条件及其决策程序要求等事宜，充分考虑公司盈利规模、
现金流量状况、发展资金需求、融资成本、外部融资环境等因素科学地制定利
润分配方案， 独立董事应当发表明确意见。 独立董事可以征集中小股东的意
见，提出分红提案，并直接提交董事会审议。 股东大会对利润分配方案进行审
议前，公司应当通过多种渠道主动与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进行沟通和交流，充
分听取中小股东的意见和诉求。 监事会应对董事会制定公司利润分配方案的
情况及决策程序进行监督。

（七）公司应当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并结合股东（特别是公众投资者）、独立
董事的意见制定或修改利润分配政策。 但公司保证现行及未来的利润分配政
策不得违反以下原则：即在公司当年盈利且满足现金分红条件的情况下，公司
应当采取现金方式分配股利， 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不少于当次分配利润的
２０％。

如因外部经营环境或者自身经营状况发生较大变化而需要调整利润分配
政策的， 将以股东权益保护为出发点， 在股东大会提案中详细论证和说明原
因。调整后的利润分配政策不得违反中国证监会和上交所的有关规定；有关调
整利润分配政策的议案，须经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股东大会批准，
独立董事应当对该议案发表独立意见。 董事会审议制定或修改利润分配相关
政策时，须经全体董事过半数表决通过方可提交股东大会审议。股东大会审议
制定或修改利润分配相关政策时， 须经出席股东大会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
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

４、发行前滚存利润分配政策
经２０１８年１０月２４日召开的公司２０１８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截至首

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Ａ股）股票完成前的滚存利润由股票发行后的新老
股东依其所持股份比例共同享有。

（四）全资、控股子公司情况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之日，公司拥有４家全资子公司、２家控股子公

司、１家参股公司及１家分公司，简要情况如下：
１、全资子公司
（１）万泰德瑞

公司名称： 北京万泰德瑞诊断技术有限公司

住所： 北京市昌平区科学园路３１号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９１１１０１１４７７７０６８４１８Ｙ 登记机关： 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昌平

分局

法定代表人： 邱子欣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５年６月２２日
注册资本： ２，０００万元 营业期限： 至２０２５年６月２１日

实收资本： ２，０００万元 主营业务： 体外生化诊断试剂研发、生
产、销售

经营范围：

生物技术开发、技术推广服务；销售医疗器械Ｉ、ＩＩ类；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
进出口；租赁医疗器械；生产Ⅲ类：Ⅲ－６８４０体外诊断试剂；Ⅱ类：Ⅱ－６８４０体外诊断试
剂；销售第三类医疗器械。 （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道路货物
运输以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
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股权结构：

股东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万泰生物 ２，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合计 ２，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财务数据

项目 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３１日
／ ２０１９年度

总资产（万元） １４，２５５．０５
净资产（万元） １１，９２５．１８
净利润（万元） ２，６９８．４４
是否经审计 经瑞华会计师审计

（２）康彻思坦
公司名称： 北京康彻思坦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住所： 北京市昌平区科学园路３１号１号楼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９１１１０１１４６８５１２７８９８Ｌ 登记机关： 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昌平
分局

法定代表人： 邱子欣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９年２月３日

注册资本： １，０００万元 营业期限： 至２０２９年２月２日

实收资本： １，０００万元 主营业务： 临床检验质控品和标准物质
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经营范围：

生产医疗器械ＩＩＩ类体外诊断试剂；生物技术开发、技术推广服务；出租商业用房、
出租办公用房。 （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
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股权结构：

股东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万泰生物 １，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合计 １，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财务数据

项目 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３１日
／ ２０１９年度

总资产（万元） １６，８１４．１６
净资产（万元） １５，５６４．７１
净利润（万元） ４，８３２．０７
是否经审计 经瑞华会计师审计

（３）万泰沧海
公司名称： 厦门万泰沧海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住所： 厦门市海沧区山边洪东路５０号一层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 ９１３５０２０５７６９２７５２７３Ｘ 登记机关： 厦门市海沧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法定代表人： 高永忠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５年３月２８日
注册资本： ８０，０００万元 营业期限： 至２０５５年３月２７日
实收资本： ５５，０００万元 主营业务： 基因工程疫苗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经营范围：

生物药品制造；医疗诊断、监护及治疗设备制造；其他基础化学原料制造（不含危险化
学品和监控化学品及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经营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不另附
进出口商品目录），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生物技术推
广服务；其他未列明动物饲养；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

股权结构：

股东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万泰生物 ８０，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合计 ８０，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财务数据

项目 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３１日
／ ２０１９年度

总资产（万元） ６３，６４４．６４
净资产（万元） ３３，２６２．０１
净利润（万元） －１０，４０４．１３
是否经审计 经瑞华会计师审计

（４）万泰凯瑞
公司名称： 厦门万泰凯瑞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住所： 厦门市海沧区新阳街道新园路１２４号２楼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９１３５０２０５０７２８２６８９９Ｕ 登记机关： 厦门市海沧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法定代表人： 邱子欣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３年８月２日
注册资本： ５，０００．００万元 营业期限： 至２０６３年８月１日

实收资本： ５，０００．００万元 主营业务： 化学发光体外诊断试剂研发、生产、
销售

经营范围：

医疗诊断、监护及治疗设备制造；医疗、外科及兽医用器械制造；化学药品制剂制
造；第二类医疗器械批发；第三类医疗器械批发；其他基础化学原料制造（不含危
险化学品和监控化学品及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其他未列明的机械与设备租
赁（不含需经许可审批的项目）；经营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不另附进出口商
品目录），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生物技术推广
服务。

股权结构：

股东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万泰生物 ５，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合计 ５，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财务数据

项目 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３１日
／ ２０１９年度

总资产（万元） １９，８０１．９３
净资产（万元） １０，８５３．３１
净利润（万元） ５，６２６．４２
是否经审计 经瑞华会计师审计

２、控股子公司
（１）优迈科

公司名称： 厦门优迈科医学仪器有限公司

住所： 厦门市海沧区翁角西路２００８号海沧生物医药通用厂房５＃厂房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９１３５０２００５８１２５３１３６３ 登记机关： 厦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法定代表人： 邱子欣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１年９月２７日
注册资本： ８，０００．００万元 营业期限： 至２０２６年９月２６日

实收资本： ８，０００．００万元 主营业务：

开放式全自动化学发光免疫检测系
统开发、生产和销售，包括仪器及配
套耗材等；并提供相关的技术、维修
和售后等服务

经营范围： １、体外诊断检测仪器的研发、生产；２、体外诊断检测用的化学发光底物、磁珠等配套
通用试剂和耗材等的研发、生产；３、仪器的售后技术服务及咨询服务。

股权结构：

股东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万泰生物 ５，０８０．００ ６３．５００％
达安基因 １，６７０．００ ２０．８７５％
大塚电子 １，２５０．００ １５．６２５％

合计 ８，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

财务数据

项目 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３１日
／ ２０１９年度

总资产（万元） １０，７６９．２７
净资产（万元） ６，００２．６９
净利润（万元） ３９３．７５
是否经审计 经瑞华会计师审计

（２）北京泰润
公司名称： 北京泰润创新科技孵化器有限公司

住所： 北京市昌平区科技园区创新路７号
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９１１１０１１４６６８４４１６４ＸＦ 登记机关： 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昌

平分局

法定代表人： 邱子欣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７年９月２８日
注册资本： ５，０００．００万元 营业期限： 至２０２７年９月２７日
实收资本： ３，０００．００万元 主营业务： 科技企业孵化

经营范围：

科技企业孵化；技术开发、技术推广、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项目投资；投
资管理、资产管理；企业策划；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市场调查；企业管理咨
询；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不含演出）；承办展览展示；影视策划；翻译服务；酒店
管理；工程和技术研究与试验发展；计算机技术培训；计算机系统服务；基础软件服
务；出租办公用房；机动车公共停车场服务；生产药品。 （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
目，开展经营活动；生产药品以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
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股权结构：

股东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万泰生物 ３，０００．００ ６０．００％
许学军 ２，０００．００ ４０．００％
合计 ５，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财务数据

项目 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３１日
／ ２０１９年度

总资产（万元） ７，６０９．４１
净资产（万元） ６，０００．００
净利润（万元） －
是否经审计 未经审计

（三）参股子公司
（１）捷和泰

公司名称： 捷和泰（北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住所： 北京市昌平区科学园路３１号２号楼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注册号： ９１１１０１１４５８９０７７８６Ｘ４ 登记机关： 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法定代表人： 范可君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２年２月８日
注册资本： ４，０００万元 营业期限： 至２０３２年２月７日
实收资本： ４，０００万元 主营业务： ＩＶＤ原料及中间体

经营范围：

生产诊断试剂中间体；研发诊断试剂中间体；销售自产产品；诊断试剂中间体（不含
医药作用）、化工产品、电子产品、机械设备的批发；货物进出口、佣金代理（拍卖除
外；不涉及国营贸易管理商品；涉及配额许可证管理商品的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申
请手续）；技术转让、咨询与服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
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

股权结构：

股东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万泰生物 １，６００．００ ４０．００％
捷时雅株式会社 ２，４００．００ ６０．００％

合计 ４，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财务数据

项目 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３１日
／ ２０１９年度

总资产（万元） ６，４１６．２１
净资产（万元） ５，８８２．５１
净利润（万元） １，４１７．１５
是否经审计 经瑞华会计师审计

４、分公司
北京万泰生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研发中心
成立日期：２０１２年５月１５日
营业场所：北京市昌平区回龙观镇科学园路３１号２号楼
经营范围：技术推广；研发生物、生化保健制剂及配套器械、体外诊断试

剂、疫苗［冻干水痘减毒活疫苗、冻干带状疱疹减毒活疫苗］。

第四节 募集资金运用
一、募集资金运用概况
（一）预计募集资金数额
根据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２０１８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的《关于公司申请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Ａ股）股票并上市的议案》等
决议，公司本次拟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Ａ股）不超过
４，３６０万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将全部用于公司主营
业务相关的项目。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本次募集资金到位后，将根据项目的轻重缓急顺序投资于以下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万元）

募集资金投资额
（万元）

建设期
（月）

１ 化学发光试剂制造系统自动化技术改造
及国际化认证项目 １５，０００．００ １５，０００．００ ３６

２ 宫颈癌疫苗质量体系提升及国际化项目 １５，０００．００ １５，０００．００ ３６

３ 营销网络中心扩建项目 ８，０００．００ １，７８４．８１ ３６

合计 ３８，０００．００ ３１，７８４．８１

如果实际募集资金数额（扣除发行费用后）多于以上项目资金需求总额，
则多出部分将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或其他与主营业务相关的项目资金需求；如
果实际募集资金数额（扣除发行费用后）不足以满足以上项目的投资需要，不
足部分公司将通过自有资金或银行借款等方式补足项目投资缺口。

在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到位前， 公司可以根据项目进度的实际情
况，暂以自有资金或负债方式筹集资金先行投入，待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
金到位后，再予以置换。

公司募集资金将存放于董事会决定的专项账户集中管理， 该募集资金专
项账户将不存放非募集资金或用作其它用途。

（三）募投项目的审批情况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均已获得相关主管部门的备案， 并取得了必要的

环评批复文件，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备案 环评批复

１
化学发光试剂制造系统自
动化技术改造及国际化认

证项目
厦沧经投备（２０１８）２０９号 厦环海审（２０１５）１６号、环

验海［２０１６］３７号

２ 宫颈癌疫苗质量体系提升
及国际化项目 厦沧经投备（２０１８）１６９号 厦环海审［２０１４］４４号、环

验海［２０１７］９９号
３ 营销网络中心扩建项目 京昌平发改（备）［２０１８］２９号 昌环保行政函［２０１８］５３号

（四）保荐机构及发行人律师的结论性意见
发行人募集资金投向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及环境保护的要求， 有关项目已

在相关部门进行了备案并取得有关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
审批意见。

（五）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与现有业务的关系
公司的主营业务为体外诊断试剂、体外诊断仪器与疫苗产品的研发、生产

及销售。本次募集资金的投资项目与公司的主营业务密切相关，项目实施后将
积极推动公司主营业务的发展，增加公司的主营业务收入。

营销网络中心扩建项目旨在拓宽公司销售渠道， 消化未来新产品新增产
能，加强公司对于下游经销商及终端客户的控制力度；化学发光试剂制造系统
自动化技术改造及国际化认证项目将投资化学发光诊断试剂有效的满足市场
需求； 宫颈癌疫苗质量体系提升及国际化项目将按国际标准对现有实验室进
行改造，实现ＨＰＶ疫苗产品产业化，丰富公司疫苗产品线，为公司创造新的利
润增长点，增加公司竞争优势。

（六）募集资金专项存储制度的建立情况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２０１８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其中对于募集资金专项存储事项规定如下：
１、公司募集资金应当存放于经董事会批准设立的专项账户（以下简称“募

集资金专户”）集中管理。募集资金专户不得存放非募集资金或用作其它用途。
２、公司应当在募集资金到账后一个月内与保荐机构、存放募集资金的商

业银行（以下简称“商业银行”）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该协议
至少应当包括以下内容：（一）公司应当将募集资金集中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
（二）商业银行应当每月向公司提供募集资金专户银行对账单，并抄送保荐机
构；（三） 公司１次或１２个月以内累计从募集资金专户支取的金额超过５，０００万
元且达到发行募集资金总额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的２０％的， 公司应当及时
通知保荐机构；（四） 保荐机构可以随时到商业银行查询募集资金专户资料；
（五）公司、商业银行、保荐机构的违约责任。

二、募集资金运用对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的影响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投入使用后， 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将产生一

定影响。
（一）对公司经营状况的影响
化学发光诊断试剂和宫颈癌疫苗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 募投项目的实施

有利于丰富并拓展公司产品线、提升产品质量和国际竞争力，而且随着新产品
的投产，将给公司带来新的利润增长点。 营销网络中心扩建项目建成后，将加
强公司营销网络渠道的控制力度，提升公司产品市场份额。

（二）对公司财务状况及经营业绩的影响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总资产和净资产将大幅度增加，短期内资

产负债率将有所下降，公司偿债能力进一步增强，资本结构将更为稳健。
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达产前，由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有一定的建设周期，

短期内难以完全产生效益， 发行人存在发行当年净资产收益率大幅下降的风
险。 但是随着上述项目的逐步达产，公司整体盈利水平将逐步提高，公司净资
产收益率将能维持在较好的水平。

第五节 风险因素和其他重要事项
投资者在评价公司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时， 除本招股意向书摘要提供的

其他有关资料外，应特别认真地考虑下述各项风险因素。本节所披露的风险因
素根据公司自身实际情况，按照重要性原则排序，但并不表明风险将依排列次
序发生。

一、新产品研发和注册风险
体外诊断行业及疫苗行业均为技术密集型行业， 能否通过研发不断提升

现有产品质量及开发更符合市场需求的新产品， 是公司能否在行业中保持领
先地位并不断扩大产品及市场优势的关键因素之一。 一项新产品的研发需要
经过临床前研究、 临床研究和注册审批等阶段后才能取得国家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部门颁发的产品注册证书，正式投入生产并上市销售。诊断试剂产品的注
册周期一般为３－５年，而疫苗产品则需要５－１０年甚至更长的时间。 如果公司不
能成功、 及时地开发出新产品并通过注册， 将会导致新产品的研发或注册失
败，从而影响公司前期研发投入回报和未来收益的实现。

二、经销商管理风险
公司在诊断试剂产品销售方面采取经销和直销相结合的方式， 销售范围

覆盖全国大部分省、自治区及直辖市。随着公司产销规模的进一步扩大及营销
网络的逐步扩建、完善，经销商的数量及覆盖范围将更多更广，对经销商的培
训、日常管理及风险控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报告期内，公司以经销方式取得
的销售收入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分别为６１．３７％、６２．２７％和６２．８５％，如果公司
不能及时加强对经销商的管理，一旦经销商发生内部管理冲突、违法违规等行
为，或者公司与经销商发生法律纠纷，可能对公司的产品销售与市场推广产生
负面影响。

三、公司业绩下滑风险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分别为９４，９５２．４５万元、９８，２６８．６７万元和１１８，３７５．４２

万元，２０１８年度及２０１９年度营业收入分别比上一年度增长３．４９％及２０．４６％，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为１１，１４８．０５万元、１１，８８１．５０
万元和１６，５１０．９２万元。 公司进一步优化产品结构，大力推广化学发光诊断仪
器及配套试剂， 可能导致其优势产品酶联免疫诊断试剂及胶体金快速诊断试
剂的销售受到一定的不利影响。此外，由于子公司万泰沧海生物医药项目大额
在建工程转固，导致折旧费用大幅增长，影响公司的利润。

目前，公司与主要客户的合作关系稳定，但在优化产品结构及战略转型的
过程中，研发投入、竞争环境、客户结构、产品价格、原材料价格等因素导致的
不确定性增多，如公司无法及时应对上述因素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不排除上
市当年出现业绩波动、下滑的风险。

四、行业竞争加剧的风险
诊断试剂行业是国家鼓励发展的行业，并被列入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仍

将保持快速增长，因而不断有新竞争者加入。 国外企业依靠产品质量稳定、技
术含量高以及高效、 精确的仪器配套， 在体外诊断行业中占据较高的市场份
额，在国内三级医院的高端市场占据垄断地位；国内企业随着研发、生产技术
水平的不断提高，部分企业的产品质量已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国产产品的市
场份额正在不断扩大，市场逐步向龙头企业集中，行业集中度不断提高。 根据
中检院生物制品批签发结果统计，报告期内，公司生产的六类血源筛查类体外
诊断试剂产品（人类免疫缺陷病毒抗原抗体诊断试剂盒（酶联免疫法）、人类免
疫缺陷病毒抗体诊断试剂盒（酶联免疫法）、丙型肝炎病毒抗体诊断试剂盒（酶
联免疫法）、梅毒螺旋体抗体诊断试剂盒（酶联免疫法）、乙型肝炎病毒表面抗
原诊断试剂盒（酶联免疫法）及梅毒甲苯胺红不加热血清试验诊断试剂）批签
发量排名前五位的生产厂家占批签发总量分别达到８８．１３％、８９．８３％和８９．４３％。
如果公司不能持续地在市场竞争中保持优势，将会面临增长放缓、市场份额下
降的风险。

五、募集资金运用风险
（一）募投项目无法实现预期效益的风险
本次拟通过募集资金实施的化学发光试剂制造系统自动化技术改造及国

际化认证项目、宫颈癌疫苗质量体系提升及国际化项目建成后，预计将实现化
学发光诊断试剂年产能１亿人份、疫苗年产能３０００万支，据此计算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建成正常运行后将使公司的销售收入和净利润大幅增加。 虽然公司确
定募投项目时已经对市场需求做出合理预测， 但募投项目产品的未来生产及
销售情况将受到行业环境、产业政策、市场供求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如无法
实现预期效益，公司将面临产品过期及设备闲置的情况，需要计提相应的跌价
准备，可能导致公司经营业绩的下降。

（二）固定资产大幅增加导致利润下降的风险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完成后，预计公司固定资产规模将大幅增加，

年折旧费用也相应增加。虽然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完全达产后，预计新增收入和
利润能有效消化新增折旧部分，并有可观的盈余，但由于项目建设完成并完全
达产需要较长时间，投资建设期内新增大量固定资产折旧，可能导致公司经营
业绩的下降。

六、厦门大学合作协议到期不再续签的风险
公司与厦门大学就生物技术的研究进行合作，并使相应研究成果产业化。

目前正在履行的协议是于２０１１年签署的《“厦门大学养生堂生物药物联合实验
室”合作研究协议》，协议期限自２０１１年至２０２１年。 根据协议，厦门大学主要负
责诊断试剂和疫苗的研究开发， 建设源头创新性研究和成果转化的关键技术
平台，公司使相应研究成果产业化。 公司与厦门大学保持了长期、友好的合作
关系，双方互惠互利，共同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公司目前的免疫诊断试剂产品、
化学发光诊断试剂产品以及戊肝疫苗大多来源于与厦门大学的合作研究成
果；公司业务发展规划的宫颈癌疫苗亦来源于合作研究成果。如果公司与厦门
大学的合作协议到期后不能续签， 公司诊断试剂产品的更新换代和新产品的
推出速度可能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因此，为了保证公司长期稳定发展，公司在
继续与厦门大学保持紧密、友好合作的基础上，建立了自身科研队伍及研发平
台，提高了自身技术水平及科研实力，并加大了与其他科研院所的合作，拓宽
了公司未来的技术及产品储备。

七、税收优惠和政府补助风险
公司自１９９８年起一直被评为北京市高新技术企业，２００８年成为新标准下

北京市首批高新技术企业并于２０１１年通过复审，２０１４年１０月和２０１７年１０月公
司通过高新技术企业复审，报告期内享受１５％的企业所得税优惠税率。 公司全
资子公司万泰德瑞于２０１４年１０月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２０１７年１０月通过复
审，报告期内享受１５％的企业所得税优惠税率；全资子公司康彻思坦于２０１３年
１１月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２０１６年１２月通过复审，目前属于２０１９年第三批拟
认定高新技术企业名单中，报告期内享受１５％的企业所得税优惠税率；全资子
公司万泰沧海于２０１７年１０月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有效期３年，报告期内享
受１５％的企业所得税优惠税率； 全资子公司万泰凯瑞于２０１６年１２月被认定为
高新技术企业，２０１９年１１月通过复审，报告期内享受１５％的企业所得税优惠税
率；控股子公司优迈科于２０１７年１０月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有效期３年，报告
期内享受１５％的企业所得税优惠税率。

如果未来上述公司的高新技术企业认定不能通过后续复审， 或被取消高
新技术企业的认定，则无法继续享受所得税优惠政策，会对公司净利润产生一
定的影响。

公司通过承担国家课题任务等获得了政府补助， 报告期内公司计入当期
损益的政府补助金额分别为４，７０４．４２万元、２，４２９．３１万元和４，９１５．６８万元，占同
期利润总额的比例分别为２６．３５％、８．３７％和２２．６７％。 剔除政府补助的影响，公司
经营业绩仍然较为稳定，不存在严重依赖政府补助的情形。 但是，政府补助仍
对公司的经营业绩有一定影响， 如果未来国家产业政策和补助政策出现不可
预测的不利变化，将对公司的利润规模产生一定的不利影响。

八、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影响公司经营业绩的风险
２０２０年１月至今，我国爆发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针对爆发的疫情，公司

已研发出化学发光、酶联免疫、胶体金、核酸四大技术平台的新冠病毒检测试

剂。公司研发的新型冠状病毒（２０１９－ｎＣｏＶ）抗体检测试剂盒（化学发光微粒子
免疫检测法）已获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应急审批通过，为目前已审批通过的５
个新冠病毒抗体检测试剂之一。 该产品为全球首个获批的新冠病毒双抗原夹
心法总抗体检测试剂， 采用双抗原夹心法检测血液样本中的新冠病毒总抗体
（包括ＩｇＭ、ＩｇＧ和ＩｇＡ等各种抗体类型），从方法学上保障试剂具有更高的灵敏
度和更好的特异性。 公司研发的新型冠状病毒（２０１９－ｎＣｏＶ）抗体检测试剂盒
（胶体金法）、新型冠状病毒（２０１９－ｎＣｏＶ）抗体检测试剂盒（酶联免疫法）、新型
冠状病毒 （２０１９－ｎＣｏＶ）ＩｇＭ抗体检测试剂盒 （酶联免疫法）、 新型冠状病毒
（２０１９－ｎＣｏＶ）核酸检测试剂盒（ＰＣＲ－荧光探针法）共４个产品已获得欧盟ＣＥ
认证，已向韩国、意大利、匈牙利、奥地利、荷兰等国家供应检测试剂。

但受疫情影响，医院的患者数量急剧下降，血站的采血人次也大幅减少，
总体上导致公司产品销量下降。３月以来，随着医院逐步恢复正常诊疗服务，公
司的产品销量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回升态势。截至本招股意向书签署之日，我国
疫情已基本得到控制，疫情对公司生产经营的影响已逐步消减。但由于疫情完
全结束的时间尚不能确定，若疫情持续时间过长，将可能会对公司的经营业绩
产生一定的不利影响。

九、上市后公司经营业绩波动的风险
公司２０１９年度实现营业收入１１８，３７５．４２万元， 较上年同期增长２０．４６％；

２０１９年度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２０，８８６．４３万元， 较上年同期减少２８．７３％；
２０１９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１６，５１０．９２万元，较上
年同期增长３８．９６％。

公司２０１９年度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低于２０１８年度， 但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高于２０１８年度， 主要因公司于２０１８年度
将溶瘤病毒药物、乙肝病毒治疗性药物等生物医药技术转让予养生堂，２０１８年
度在资产处置收益科目中确认非专利技术转让收益１３，３５０．００万元，该收益为
非经常性损益。

公司收入和利润规模增幅较快，未来若出现原材料价格大幅上升、市场竞
争加剧、 募投项目收益未达预期或公司不能持续保持技术及行业领先优势等
情形，则公司将面临经营业绩波动的风险。

十、核心技术人员流失的风险
作为公司的核心竞争优势，万泰生物拥有一支稳定、高素质、覆盖诊断及

疫苗领域各个学科的研发人才队伍，公司始终重视研发队伍的培养及建设，制
定了具有竞争力的员工薪酬方案及高效的绩效考评和成果激励制度， 积极为
研发人员提供良好的条件，满足研发人才在科研环境和科研资源方面的要求。
报告期内公司的研发队伍保持了良好的稳定性， 未发生主要研发人员离职的
现象。

随着行业竞争格局的不断演化，对研发人才的争夺将日趋激烈，如果公司
未来在发展前景、薪酬、福利、工作环境、激励制度等方面无法保持持续的竞争
力，可能造成公司的研发人才流失，将对公司长期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十一、质量控制风险
体外诊断试剂及疫苗产品作为供医学诊断服务及人体注射的生物制品，

其产品质量直接关系到使用者的生命健康与安全。 国家制定了一系列相关法
律法规，对生物制品的研发、注册、生产、销售、储运、使用等各个环节进行严格
的监管。 公司严格按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建立了产品质量管理体系，从人员、
硬件及软件多方面满足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严格按照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
理总局批准的工艺规程和质量标准规范组织产品的生产并进行质量控制，确
保每批出厂的产品符合国家质量标准和相关要求。 随着国家标准的不断提高
及国际标准的引入，产品工艺的改进、生产工艺的稳定和批量放大等过程容易
引致各类产品风险， 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问题仍然是公司未来重点关注的问
题。 按照《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要求，公司需要加大投入，加强产品的冷链
贮存和运输管理。 公司在生产、运输等方面一旦维护或操作不当，将可能导致
质量事故的发生，影响公司的正常生产和经营。

十二、产业政策变化风险
随着国家对生物制品产业发展的重视及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

公司所处行业在未来一定时期可能会出现政策的变化， 如果公司不能很快适
应其变化，将对公司的经营带来影响。

十三、代理经营权变动风险
报告期内， 公司代理产品取得的销售收入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１４．５２％、１４．１１％和１２．８０％， 取得的毛利占主营业务毛利的比例分别为１０．６３％、
９．７９％和９．０１％。 代理业务对于公司业绩有一定的贡献，代理收入主要来自于美
国伯乐及法国ＤＩＡＧＡＳＴ公司产品。 美国伯乐给予公司２０１２年至２０２０年度其血
液筛查项目产品系列在大陆地区的一级经销商授权，法国ＤＩＡＧＡＳＴ给予公司
２０１３年至２０１９年度其全自动血型分析仪及配套试剂的中国大陆地区独家代
理，该等代理授权均约定在协议到期后自动续期。倘若公司与美国伯乐及法国
ＤＩＡＧＡＳＴ的代理授权协议未能续期，将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一定影响。

十四、实际控制人控制的风险
公司实际控制人为钟睒睒，直接持有公司２０．２０５３％的股份，通过养生堂间

接持有公司６３．３５２６％的股份，合计持有公司８３．５５７８％的股份。 本次发行后，其
实际控制的股份比例将不低于７５％，仍处于绝对控股地位。 公司实际控制人钟
睒睒可能通过行使投票表决方式或其他方式对公司经营决策和人事安排等重
大事项施加影响，虽然公司在《公司章程》、“三会”议事规则及其他治理制度、
内控制度等方面做了相关限制性安排， 但仍然有可能发生公司实际控制人利
用控制权作出不利于公司其他中小股东或公司利益的行为。

十五、汇率波动的风险
报告期内，公司向位于法国、日本、美国及德国等地的供应商采购原料及

设备并使用外币结算，若人民币贬值对公司进口业务有较大负面影响。
销售方面，公司主要产品销售集中于境内市场，有部分产品外销往埃塞俄

比亚、英国、印度及法国等地，若人民币升值将对该部分出口业务产生负面影
响。

综上，如果未来汇率发生大幅波动，而公司不能采取有效措施规避或降低
由此带来的负面影响，则将会影响公司的业务。

十六、财务风险
（一）应收账款产生坏账的风险
报告期各期末， 公司应收账款账面价值分别为１９，１１７．９７万元、１８，４９１．６４

万元和２５，１４９．４２万元， 占同期末流动资产的比例分别为２５．１６％、２１．２４％和
２８．４０％，占同期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２０．１３％、１８．８２％和２１．２５％，应收账款占
比较高。 随着公司生产经营规模的不断扩大，应收账款的总额可能继续增加，
若催收不力或控制不当，则可能产生坏账的风险。

（二）存货产生跌价损失的风险
报告期各期末， 公司存货账面价值分别为１７，８７０．６３万元、２１，８６４．２０万元

和２３，６４３．３９万元， 占同期末流动资产的比例分别为２３．５２％、２５．１１％和２６．７０％，
占同期营业成本的比例分别为６３．５５％、８１．２５％和７１．４６％，存货占比较高。 若原
材料价格出现下降，或公司产品市场需求出现较大下滑致使产品价格下跌，则
存货存在发生跌价损失的风险。

（三）净资产收益率下降的风险
报告期内， 以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计算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分别为１５．６０％、２６．３０％和１４．３６％，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公司普通
股股东的净利润计算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分别为 １１．５６％、１０．６６％和
１１．３５％。 本次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净资产总额将会大幅增加，由于本次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实施需要一定的建设期，短期内难以完全产生效益，预计在本次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经济效益充分体现前， 公司存在发行当年净资产收益率
大幅下降的风险。

十七、公司规模扩大引致的管理风险
随着公司的资产、业务、人员等方面的规模逐步扩大，尤其是在本次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后，公司疫苗产品产能将明显增加，组织结构和管理体系趋
于复杂，新产品开发、市场开拓、内部组织管理的压力增加。若公司管理层不能
及时建立和完善相关的管理体系和内部控制制度， 或不能引入合格的经营管
理人才和技术人才，公司将面临规模扩大引致的管理风险。

第六节 本次发行各方当事人和发行时间安排
本次发行各方当事人的情况：

名称 住所 联系电话 传真
经办人
或联系

人

发行人 北京市昌平区科学园路３１号 ０１０－５９５２ ８８８８ ０１０－８９７０ ５８４９ 赵义勇

保荐人（主承
销商） 成都市青羊区东城根上街９５号 ０２１－６８８２ ６００２ ０２１－６８８２ ６８００ 朱国民

律师事务所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甲６号
ＳＫ大厦３１、３３、３６、３７层 ０１０－５９５７ ２２８８ ０１０－６５６８ １０２２ 张迪

会计师事务
所

北京市海淀区西四环中路１６号院２
号楼４层 ０１０－８８２１ ２８７５ ０１０－８８２１ ０５５８ 杨敢林

资产评估机
构（如有）

北京市朝阳区八里庄西里１００号住
邦２０００一号楼Ｂ座２０层东区２００５室 ０１０－８５８６ ７５７０ ０１０－８５８６ ７５７０－１１１ 贺华

股票登记机
构

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东路１６６号
中国保险大厦３６楼 ０２１－５８７０ ８８８８ ０２１－５８８９ ９４００

收款银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市新华支行

拟上市的证
券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本次发行上市的重要日期，主要包括：
１、初步询价公告刊登日期： ２０２０年４月３日

２、初步询价日期： ２０２０年４月９日～２０２０年４月１０日

３、发行公告刊登日期： ２０２０年４月１４日

４、申购日期： ２０２０年４月１５日

５、缴款日期： ２０２０年４月１７日

６、股票上市日期： 本次发行后将尽快申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投资者可查阅与本次发行有关的所有正式文件，具体包括：
（一）发行保荐书；
（二）发行保荐工作报告；
（三）财务报表及审计报告；
（四）内部控制鉴证报告；
（五）经注册会计师核验的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
（六）法律意见书及律师工作报告；
（七）公司章程（草案）；
（八）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发行的文件；
（九）其他与本次发行有关的重要文件。
二、备查文件的查阅时间
查阅时间：周一至周五：上午８：３０—１１：３０ 下午２：３０—５：００
三、备查文件的查阅地点
发行人：北京万泰生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昌平区科学园路３１号
电话：０１０－５９５２ ８８８８
联系人：赵义勇
传真：０１０－８９７０ ５８４９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芳甸路１０８８号紫竹国际大厦２３楼
电话：０２１－６８８２ ６００２
联系人：朱国民
传真：０２１－６８８２ ６８００

北京万泰生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4月3日

2020年 4 月 3 日 星期五
制作 刘凡
电话：010-83251716 E-mail:zqrb9@zqrb.sina.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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