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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内容提要 

 
1.1 背景 

 

安永税务及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永”或“我们”）接受上海康耐特光学科技集团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康耐特光学”或“公司”）的委托，从OECD指南以及中国转让

定价及关联交易角度出发，协助上海康耐特光学所属集团（以下简称“康耐特集团”或

“集团”）在2018年度至2020年度（以下简称“审阅期间”）各关联实体之间的如下

关联交易（以下简称“受测交易”）是否符合独立交易原则进行分析及评估，并编制本

转让定价分析报告。 

 

► 受测交易1-生产业务
1
：朝日镜片株式会社从关联方和第三方采购原材料，进

行研发并生产后销售给关联方或第三方客户。 

► 受测交易2-分销业务：集团分销商
2
自关联方采购后在本地区进行销售； 

► 受测交易3-服务业务：上海康耐特光学向关联方提供集团共享服务（包括销

售支持、采购支持及集团财务支持服务等）；以及 

► 其他关联交易-上海康耐特向关联方收取厂房租金。 

 

任何超出以上列举范围的关联交易均不在本报告的分析验证范围内。 

 

1.2 评估基础 

 

我们的转让定价安排评估基于以下提供的资料和信息： 

 

► 公司管理层和审计团队提供的相关资料（包括集团股权结构、财务数据等）； 

► 与公司关键管理人员的访谈（包括关于各公司业务情况的电话、邮件沟通）。 

 

请注意，本报告中的财务数据均由公司管理层和审计团队提供，我们并未对数据的准

确性进行复核。 

 
1
 此处生产业务仅指朝日镜片株式会社生产业务，上海康耐特和江苏康耐特作为全功能制造商和主要决策实体承担剩余利润/亏

损。 
2
 本文中所指集团分销商为上海康耐特光学有限公司分销业务分部、江苏康耐特光学有限公司分销业务分部和江苏康耐特光学眼

镜有限公司、CONANT LENS INC 、CONANT OPTICS MEXICO SA.DE.C.V.和LABORATORIO Y SERVICIOS OPTICOS . 

SA.DE.C.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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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服务范围及责任声明 

 

对于本报告涉及的关联交易以及这些交易带来的有关我国及其它国家或地区税务机关

税务方面的影响，我国及其它国家或地区税务机关事先并未表明其是否同意我们的观

点。因此，我国及其它国家或地区税务机关不受本报告中关于交易各方面意见的约

束。同时，税务当局的法律法规、国家税务总局的解释，以及税务机关的执行操作可

能会变更，并且税务当局将来审查这些关联交易时的政策和做法可能与本次转让定价

分析中依赖的有所不同。 

 

一旦法规变化，本转让定价分析研究的某些问题/意见也可能发生变化。我们不对此后

的信息更新负责，除非在另外的安排下被特别要求。 

 

也请注意我们的建议和意见是基于所提供事实为依据而发表的。如果我们对于任何可

能影响我们结论的事实理解不正确，请告知我们。 

 

请注意，下述基准定位分析系依据OECD指南进行准备，一般而言依据OECD指南准备

的基准定位分析会被所涉及范围内的所有税收管辖区所接受，但在进行转让定价审

查、审计或调查时，它对任何地方税务机关都不具有约束力。各税收管辖区内相关实

体利润水平可能会因此类审查、审计或调查而进行调整。 

 

在首次公开招股期间（IPO期间），上市监管机构会向贵公司询问有关集团转让定价的

相关事宜。鉴于此，贵公司希望我们协助提供以下服务： 

 

► 如上市监管机构要求，同意在招股说明书、其他上市申请文件及对上市监管机构

询问的回复中披露“安永税务及咨询有限公司”以香港上市规则第 3A 章“专家部

分”定义内所指的专家身份作为集团转让定价服务提供方，我们已经在 IPO 涵盖

期间（2018 年度 1 月 1 日至 2020 年度 12 月 31 日以及此后的往绩追加期（如

适用）），协助贵公司从 OECD 指南以及中国转让定价及关联交易角度出发，协

助贵公司就下述三类关联交易进行转让定价分析及合理性评估并进行分析。基准

定位分析系依据 OECD 指南进行准备，一般而言依据 OECD 指南准备的基准定位

分析会被所涉及范围内的所有税收管辖区所接受，但在进行转让定价审查、审计

或调查时，它对任何地方税务机关都不具有约束力。各税收管辖区内相关实体利

润水平可能会因此类审查、审计或调查而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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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工作的内容及流程已或将包括： 

 

⚫ 根据管理层提供的信息对关联交易情况进行进一步了解，并汇总及分析收到的

反馈信息； 

⚫ 与相关管理人员进行现场（或电话）访谈，以了解贵公司管理层的战略计划、

已有转让定价模型/安排、各参与方的功能、风险及无形资产等情况，分析相

关参与方在关联业务往来中的功能、风险及资产划分与配置情况； 

⚫ 综合以上评估分析的结果，出具涵盖期间上述关联交易的评估意见，以及同意

工作成果的最终稿将根据香港上市规则要求给予公众查阅。 

 

► 就香港证监会及/或其它监察机构就我们的公开工作成果提出的询问，在安永的协

助下，协助贵公司由贵公司主导并负责回复香港联交所及相关监管机构；我们将

协助审阅贵公司起草的回复并就回复内容与管理层对询问以非正式的形式进行电

话讨论。除非我们通过书面确认这些非正式答复，否则管理层不应依赖这些非正

式讨论而采取或不采取行动； 

 

► 我们会阅览招股说明书涉及转让定价的内容和表达方式，并确定我们同意其中包

括的资料与我们公开工作成果中所述的资料并无不一致。当我们同意招股说明书

涉及转让定价的内容、表达方式和包含的资料，及管理层向我们提供所有提及或

引述我们公司名称的文件的拟稿，及在招股说明书内就我们的工作、特定发现及

意见，引述或提及我们前，须先征得我们的同意。我们会就招股说明书、其他上

市申请文件及对上市监管机构询问的回复中以香港上市规则第 3A 章“专家部分”

定义内所指的专家身份提及我们的名字、我们的资历及经验，我们的委聘，我们

的公开工作成果，以及所有相关的引述出具同意函。 

 

贵公司或其代理要求、同意、允许并授权我们，并在符合各项监管、法律或专业要求

和/或我们必须遵守的其他限制的情况下，允许保荐人接触或阅览： 

a) 处理本次上市工作的转让定价团队成员； 

b) 我们的书面报告初稿及终稿副本； 

c) 向我们提供的（假定保荐人不能够从贵公司得到此类资料的副本）或被我们使用

的有关涉及转让定价分析的资料（我们不会提供有关资料的复印本）； 

d) 就本协议或本协议服务，由我们向香港联交所或香港证监会提供的有关涉及转让

定价分析的数据；以及 

e) 我们与香港联交所或香港证监会之间就本协议或本协议服务之间的所有住来文书

（如有）； 

 

上述(b)项到(e)项的文件，除适用的法律、法规要求提供外，在任何时候均不包括我们

的内部工作底稿。我们在本转让定价服务过程中为本转让定价服务编制的工作底稿的

所有权属于我们，而我们具全权酌情权决定任何方对此工作底稿的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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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上文有所规定，如适用法律禁止我们向保荐人提供其要求接触的上述信息或人员，

保荐人将不能接触该等信息或人员，且我们将通知保荐人有关禁令。 

 

有关资料及文件不得用于贵公司上市以外的任何目的。我们同意，如果根据上文向保

荐人提供的任何数据出现重要的改动，我们会通知保荐人。我们亦同意配合保荐人进

行其香港上市规则要求的尽调工作，但若保荐人对安永提供的任何资料或文件有任何

依赖，则其完全自行承担风险及责任，并且在法律允许的最大范围内，安永不对其在

这方面承担任何责任。 

 

在本转让定价服务过程中，我们可能会向贵公司和保荐人出示报告草稿，或就报告作

口头汇报。如任何报告草稿或口头汇报与其后的报告终稿不符，则报告终稿应视为取

代任何报告草稿或口头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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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业务与功能风险概览 

 

2.1 集团组织结构及职能划分 

 

康耐特集团主要从事树脂镜片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及车房成镜定制化加工服务于一体

的业务。集团主营产品包括低折、中折到高折、超高折的单焦、多焦、渐进多焦光学

树脂成品与半成品镜片。集团在上海、江苏启东、日本福井设有三个生产工厂，在中

国、中国香港、日本、美国、墨西哥等地均设有公司。
3
 

 

审阅期间，康耐特集团的组织结构如下图所示：
4
  

 
审阅期间，按所属实体公司划分，康耐特集团主要实体公司人员分布如下：

5
 

 

实体名称 位置 总人数 

上海康耐特光学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上海 47 

上海康耐特光学有限公司 中国上海 666 

江苏康耐特光学有限公司 中国江苏 910 

江苏康耐特光学眼镜有限公司 中国江苏 113 

朝日镜片株式会社 日本 95 

CONANT LENS INC 美国 5 

CONANT OPTICS MEXICO SA.DE.C.V. 墨西哥 22 

LABORATORIO Y SERVICIOS OPTICOS . 

SA.DE.C.V.  
墨西哥 7 

 
3
 资料来源：康耐特集团官网，http://www.conantoptical.com.cn/about.aspx?CID=49&CID2=55。 

4
资料来源：康耐特集团管理层，截至2020年底最新人员分布情况。 

5
资料来源：康耐特集团管理层。 

上海康耐特光学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中国) 

康耐特镜片光学公司

CONANT LENS INC 

(美国) 

朝日镜片控股有限公司 

Asahi Lite Holdings 
Limited 

(中国香港) 

江苏康耐特光学有限公司 

（江苏，中国） 

上海康耐特光学有限公司 

（上海，中国） 

墨西哥康耐特镜片光学

公司 

CONANT OPTICS 
MEXICO SA.DE.C.V. 

(墨西哥) 

朝日镜片株式会社 

（日本) 

江苏康耐特光学眼镜

有限公司 

（江苏，中国） 

江苏朝日光学有限公司 

（江苏，中国） 

光学车房服务有限公司 

LABORATORIO Y 
SERVICIOS OPTICOS, 

S.A. DE C.V. 

(墨西哥)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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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业务概述 

 

根据我们与管理层的访谈了解，审阅期间，以上受测交易所涉及的康耐特集团各主要

公司的业务简述如下： 

 
实体名称 公司简称 业务简述 

上海康耐特光学科技

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康耐特光学 

位于中国上海，主要负责集团的综合管理，包括向境内

关联方提供销售支持、采购支持和集团财务支持等集团

共享服务。此外，上海康耐特光学也从上海康耐特采购

定制镜片产品，并销售给第三方客户。 

上海康耐特光学有限

公司 
上海康耐特 

位于中国上海，主要负责光学镜片产品的研发、生产和

销售。上海康耐特也从江苏康耐特和日本康耐特等关联

方采购部分光学镜片产品，并将产品销售给第三方客

户。因生产需要，上海康耐特还会从江苏康耐特、丹阳

康耐特采购少量原材料用于生产。此外，上海康耐特还

向境内关联方出租少量不动产（厂房），关联方用于日

常经营。 

江苏康耐特光学有限

公司 
江苏康耐特 

位于中国江苏，主要负责光学镜片产品的研发、生产和

销售。江苏康耐特也从上海康耐特等关联方采购部分光

学镜片产品，并将产品销售给第三方客户；因生产需

要，江苏康耐特还会从上海康耐特、丹阳康耐特采购少

量原材料用于生产。 

朝日镜片株式会社 日本康耐特 

位于日本，主要负责光学镜片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

售。日本康耐特也从上海康耐特和江苏康耐特进口少量

镜片产品，并将产品销售给日本地区第三方客户；此外

日本康耐特也从江苏康耐特和上海康耐特采购少量原材

料，用于生产。 

江苏康耐特光学眼镜

有限公司 
丹阳康耐特 

位于中国江苏，主要负责光学镜片产品的分销业务。丹

阳康耐特从上海康耐特和江苏康耐特采购光学镜片产

品，并将产品销售给中国大陆地区的第三方客户。 

CONANT LENS INC 美国康耐特 

位于美国，主要负责光学镜片产品的分销业务。美国康

耐特从上海康耐特和江苏康耐特采购光学镜片产品，并

将产品销售给北美地区的第三方客户。 

CONANT OPTICS 
MEXICO SA.DE.C.V. 

墨西哥康耐特 

位于墨西哥，主要负责光学镜片产品的分销业务。墨西

哥康耐特从上海康耐特和江苏康耐特采购光学镜片产

品，并将产品销售给墨西哥地区的关联方和第三方客

户。 

LABORATORIO Y 

SERVICIOS 

OPTICOS . 

SA.DE.C.V.  

墨西哥车房 

位于墨西哥，主要负责光学镜片产品的分销业务。墨西

哥车房从墨西哥康耐特采购光学镜片产品，并将产品销

售给墨西哥地区的第三方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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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关联交易概述 

 

根据康耐特审计团队提供资料以及与管理层的沟通我们了解到，审阅期间，康耐特集

团内涉及的主要关联交易简述如下： 

 
► 货物购销交易： 

 

销售方名称 购买方名称 关联交易类型 关联交易简述 

上海康耐特 江苏康耐特 
货物购销-镜片

产品及原材料 

江苏康耐特从上海康耐特采购不同产品线（折射率）的光

学镜片产品，用于进一步销售给第三方客户；因生产需

要，江苏康耐特还会从上海康耐特采购少量原材料用于生

产。 

江苏康耐特 上海康耐特 
货物购销-镜片

产品及原材料 

上海康耐特从江苏康耐特采购不同产品线（折射率）的光

学镜片产品，用于进一步销售给第三方客户；因生产需

要，上海康耐特还会从江苏康耐特采购少量原材料（含模

具）用于生产。 

上海康耐特 丹阳康耐特 
货物购销-镜片

产品 

丹阳康耐特从上海康耐特采购光学镜片产品，用于进一步

销售给第三方客户。 

丹阳康耐特 上海康耐特 

货物购销-零星

镜片产品及原

材料 

上海康耐特从丹阳康耐特采购少量光学镜片产品，用于进

一步销售给第三方客户。因生产需要，上海康耐特还从丹

阳康耐特采购少量包装原材料用于生产。 

上海康耐特 美国康耐特 
货物购销-镜片

产品 

美国康耐特从上海康耐特采购光学镜片产品，用于进一步

销售给北美地区的第三方客户。 

美国康耐特 上海康耐特 
货物购销-原材

料 

上海康耐特从美国康耐特采购原材料（车房生产辅料），

用于生产。 

上海康耐特 日本康耐特 
货物购销-镜片

产品及原材料 

日本康耐特从上海康耐特采购不同产品线（折射率）的光

学镜片产品，用于进一步销售给日本地区的第三方客户；

因生产需要，日本康耐特还从上海康耐特采购原材料用于

生产。 

日本康耐特 上海康耐特 
货物购销-镜片

产品 

上海康耐特从日本康耐特采购少量不同产品线（折射率）

的光学镜片产品，用于进一步销售给第三方客户。 

上海康耐特 墨西哥康耐特 
货物购销-零星

镜片产品 

墨西哥康耐特从上海康耐特采购少量光学镜片产品，用于

进一步销售给墨西哥地区的关联方/第三方客户。
6
 

江苏康耐特 丹阳康耐特 
货物购销-镜片

产品 

丹阳康耐特从江苏康耐特采购光学镜片产品，用于进一步

销售给第三方客户。 

丹阳康耐特 江苏康耐特 

货物购销-零星

镜片产品及原

材料 

江苏康耐特从丹阳康耐特采购少量光学镜片产品，用于进

一步销售给第三方客户；因生产需要，江苏康耐特还从丹

阳康耐特采购少量包装原材料用于生产。 

 
6
 2020年度墨西哥康耐特未向上海康耐特采购任何光学镜片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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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方名称 购买方名称 关联交易类型 关联交易简述 

江苏康耐特 美国康耐特 
货物购销-镜片

产品 

美国康耐特从江苏康耐特采购光学镜片产品，用于进一步

销售给北美地区的第三方客户。 

江苏康耐特 日本康耐特 
货物购销-镜片

产品及原材料 

日本康耐特从江苏康耐特采购少量不同产品线（折射率）

的光学镜片产品，用于进一步销售给日本地区的第三方客

户；因生产需要，日本康耐特还从江苏康耐特采购原材料

（含模具）用于生产。 

江苏康耐特 墨西哥康耐特 
货物购销-镜片

产品 

墨西哥康耐特从江苏康耐特采购光学镜片产品，用于进一

步销售给墨西哥地区的关联方和第三方客户。 

上海康耐特 上海康耐特光学 
货物购销-镜片

产品 

上海康耐特光学从上海康耐特采购光学镜片产品，用于进

一步销售给第三方客户。 

墨西哥康耐特 墨西哥车房 
货物购销-镜片

产品 

墨西哥车房从墨西哥康耐特采购光学镜片产品，用于进一

步销售给墨西哥地区的第三方客户。 

 
► 关联服务交易： 

 

服务提供方 服务接受方 关联交易类型 关联交易简述 

上海康耐特光学 上海康耐特 
关联服务-共享

支持服务 

从 2019 年度开始，上海康耐特光学向上海康耐特提供销

售支持、采购支持和集团财务支持等集团共享服务，以支

持其日常生产运营。 

上海康耐特光学 江苏康耐特 
关联服务-共享

支持服务 

从 2019 年度开始，上海康耐特光学向江苏康耐特提供销

售支持、采购支持和集团财务支持等集团共享服务，以支

持其日常生产运营。 

上海康耐特光学 丹阳康耐特 
关联服务-共享

支持服务 

从 2019 年度开始，上海康耐特光学向丹阳康耐特提供销

售支持、采购支持和集团财务支持等集团共享服务，以支

持其日常销售运营。 

 

► 租赁交易
7
 

 

出租方 承租方 关联交易类型 关联交易简述 

上海康耐特 上海康耐特光学 关联租赁 
从 2019 年度开始，上海康耐特光学向上海康耐特租入少

量不动产（厂房），用于日常经营和向第三方客户出租。 

 
 

 
7
江苏康耐特于2020年12月21日收购了江苏蓝图眼镜有限公司49%股权，从转让定价角度，从2020年12月21日开始江苏蓝图眼

镜有限公司成为江苏康耐特的关联方，在此期间（2020年12月21日至2020年12月31日）并无关联交易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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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集团主要供应链
8
 

 

 

 
8
 此处仅披露集团主要的关联交易供应链流程（不含偶发/零星交易），详细关联交易描述详见2.3节关联交易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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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流： 

• 上海康耐特其他业务分部9、江苏康耐特其他业务分部10和日本康耐特以下统称（“集团生产商”）主要根据从第三方客户和集

团分销商处收到的销售订单进行生产销售，此外也根据生产需要向第三方或关联方采购生产所需原材料产品。 

• 集团分销商与第三方客户签订订单后直接进行销售，或者将订单传送至集团生产商/分销商进行采购后销售。 

 

货物流： 

• 集团生产商根据订单将产品销售给集团分销商或直接销售给第三方客户。产品所有权从集团生产商转移给集团分销商或第三方

客户，产品由集团生产商发往第三方客户或集团分销商；对于销售给集团分销商的产品，产品由集团分销商进一步销售给第三

方客户/关联方，产品所有权转移至第三方客户/关联方，产品由集团分销商发往第三方客户/关联方。  

 

服务流： 

• 上海康耐特光学向集团关联方提供集团共享服务（包括销售支持、采购支持及集团财务支持服务等）。 

 

有形资产使用权：  

• 上海康耐特光学向上海康耐特租入厂房，获得厂房的使用权。 

 

 
9
 本文中所指上海康耐特其他业务为上海耐特除分销业务以外的其他业务，下文同。 

10
 本文中所指江苏康耐特其他业务为江苏康耐特除分销业务以外的其他业务，下文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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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功能风险分析 

 

2.5.1 执行的功能 

 

2.5.1.1 管理/业务决策 

 

公司策略包括：确立主营业务、确定组织结构和运营流程、决定并购、投资和重组方

案、以及应对市场竞争的策略等。 

 

审阅期间，上海康耐特光学主要负责集团经营策略的制定，包括集团销售目标和销售

指导价格的制定等。集团生产商负责各自研发、生产业务相关的策略管理，其中上海

康耐特其他业务分部和江苏康耐特其他业务分部作为集团内全功能生产企业，在生产

经营业务决策上拥有较强自主决定权，包括研发方向，公司发展战略、经营决策等重

大事项相关的决策。集团分销商遵循集团制定的经营策略，主要从事集团镜片产品分

销业务。 

 

2.5.1.2 研发 

 

研发功能包括研发活动的决策与实施、新产品的开发、现有产品的改进升级、生产工

艺的开发或改进等活动。 

 

审阅期间，康耐特集团主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开展研发活动。其中，集团生产商均设

有相关研发部门，主要根据各自负责的不同产品线（折射率）进行产品和工艺研发。

康耐特集团的技术研发团队具有优秀的产品研发与技术创新能力。集团内成立了三个

实验室：高分子化学合成实验室、仪器分析实验室、多功能检测实验室。在集团战略

框架下，集团生产商的研发部门自主进行研发活动。产品和工艺研发形成的无形资产

及知识产权归相应研发主体所有。 

 

在审阅期间，上海康耐特光学及集团分销商不承担研发职能。 

 

2.5.1.3 供应链 

 

► 采购 

 

审阅期间，集团生产商主要根据生产计划确定原材料采购计划，并由集团生产商相关

采购部门向非关联方供应商进行采购，少数情况下由于原材料的独特性或同比行业第

三方供应商优劣后，集团生产商也会向关联方采购。原材料供应商清单由生产部、仓

库、品质管理部、采购部等多个部门联合进行管理，包括供应商认证管理、资质管理

和定期开发、维护等。其中，江苏康耐特与日本三井化学公司建立了长期战略供应关

系，向三井化学采购独家供应的MR-174TM环保材料用于生产1.74MR-174高折镜

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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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镜片产品的采购，集团分销商主要根据从第三方客户处收到的销售订单向集团生

产商进行采购。集团生产商因生产或客户订单需要，也会向集团内其他关联方采购部

分镜片产品。上海康耐特光学设有采购部，负责上海康耐特和江苏康耐特分销业务关

联采购事宜。 

 

此外，康耐特集团还向第三方采购机器设备。集团生产商使用的车房设备一般从境外

采购，制作镜片的设备一般从境内供应商处采购。 

 

► 物流 

 

审阅期间，对于镜片产品的运输，康耐特集团主要安排第三方运输公司进行运输活

动，同时也提供少量自配物流服务。中国大陆市场内，主要由上海康耐特和江苏康耐

特负责安排产品发货给第三方客户，并由第三方客户承担运输费用。非中国大陆市场

则根据买卖双方协商后确定物流提供方。 

 

► 仓储 

 

仓储功能主要包括存货管理，产成品的包装、检验和出入库活动。 

 

审阅期间，集团生产商均设有产成品仓库和原材料仓库。仓库人员主要负责原材料及

镜片产成品的存货管理、包装、检验和出入库活动。集团生产商的备货周期一般为2-3

个月。此外，集团分销商也设有一定库存以满足日常订单发货需要。 

 

审阅期间，康耐特集团未使用任何第三方产成品仓库。 

 

2.5.1.4 生产 

 

生产功能包括生产计划的制定、生产流程的控制和改进，以及产品的制造和装配等活

动。 

 

审阅期间，集团生产商主要负责镜片产品的生产制造功能，根据镜片产品折射率不同

分别负责不同生产线的运营与管理。具体而言，各集团生产商的生产计划部根据集团

销售目标以及产能情况，制定生产计划。同时，生产计划部亦会考虑历史销售数据设

定安全库存，确保生产的产品能够满足销售订单的要求。康耐特集团拥有的镜片生产

系统，包括18条国际及国内先进的树脂镜片生产线和世界先进的全自动个性化定制车

房生产线，日生产镜片能力达到20万副；数十条国际及国内先进的单光、双光、散

光、非球面和渐进模具生产线。
11

康耐特集团拥有良好的质量控制体系，在生产环

节，生产部门会在品质管理部监管下，按照国际标准、行业标准或企业标准进行质量

控制，并覆盖产品整个供应链过程，包括原材料检验、生产过程检验和产成品检验。 

 

 
11

 资料来源：康耐特集团官网，http://www.conantoptical.com.cn/about.aspx?CID=49&CID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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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耐特集团镜片一般生产流程举例如下： 

 
 

审阅期间，上海康耐特光学以及集团分销商，不承担生产相关职能。 

 

2.5.1.5 营销与销售 

 

► 销售 

 

销售功能是指与客户进行协商，签订合同并将产品卖给该客户的行为。 

 

审阅期间，康耐特集团主要根据不同销售区域进行销售活动的开展，主要包括北美地

区、南美地区、俄罗斯、澳大利亚、亚洲地区和欧洲地区。康耐特集团年度销售目标

主要由集团董事会制定，区域销售目标由各个集团分销商的销售部门在遵循集团销售

方针和目标下自主制定。集团分销商主要在集团销售政策指引下负责集团各自销售区

域具体销售活动的开展，包括从第三方客户处接收订单，并由客户服务团队跟进订单

后续的生产、发货和收款安排。 

 

审阅期间，针对产品定价，康耐特集团以生产部门提供的成本明细为基础，结合市场

价制定集团指导价格。集团分销商在实际开展销售活动时会根据当地市场调研情况，

参考同类型产品进行价格调整，调整幅度在集团指导价格基础上允许有5%-10%的波动

区间，超过波动区间的销售价格需由销售部门总经理批复。 

 

► 营销 

 

市场营销功能是指基于产品在目标市场的定位通过各种市场推广活动以吸引潜在用户

的行为。 

 

审阅期间，康耐特集团制定主要的营销战略，集团分销商遵循集团的战略指引负责具

体的市场营销活动以吸引潜在客户，潜在客户主要包括眼科医生、镜片连锁店以及镜

片经销商等。营销活动形式主要包括举办产品展会和邮件推广。 

 

2.5.1.6 售后服务 

 

售后服务主要包括对毁损或不符合质量标准的镜片的修理和调换。 

 

审阅期间，康耐特集团的的销售客服服务团队主要负责提供全球的售后服务，协助客

户在集团的订单系统上发起申请并跟进后续的退换货情况。康耐特集团的产品质保期

通常为两年，质保期内由相关集团生产商对产品进行调换服务。由于康耐特集团执行

了严格的质量控制程序，所以出现产品本身的质量问题较为少见。 

合模固

定

原料配

料
浇筑 固化 开模 倒边

镜片清

洗
检验

包装入

库



上海康耐特光学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转让定价分析报告 

15 

 

2.5.1.7 质量控制 

 

质量控制是指确保遵守经营所在地区的各类质量控制规范和标准，进行产成品质量管

理，以及过程质量控制。 

 

康耐特集团生产商设立各自的品质管理部门对原料和产成品进行严格的质量管理，同

时还负责制定和完善公司质量管理体系、协调各个部门解决质量问题、并组织进行体

系认证和产品认证等。康耐特集团拥有良好的内控制度与完整的质量管理体系，通过

了ISO 9001:2015版国际质量管理体系认证、ISO13485：2016医疗器械质量管理体

系认证。公司产品通过CE认证、美国FDA标准，染色太阳镜片符合美国ANSI—Z80和

欧共体EN1836标准。 

 

2.5.1.8 一般管理 

 

一般管理功能包括支持业务运作所必须的支持，包括会计核算、法律、法规事务、信

息技术、人力资源以及行政管理。 

 

上海康耐特光学为上海康耐特、江苏康耐特和丹阳康耐特提供销售支持、采购支持及

集团财务支持服务等集团共享服务。其他一般管理功能由集团子公司各职能部门自行

承担。 

 

2.5.2 承担的风险 

 

公司承担的风险应与其控制该风险的能力相匹配。也就是说，承担风险的公司必须承

担关键风险管理功能，且具备足够的财务能力承担风险的后果。 

 

2.5.2.1研发风险  

 

在企业发生研发费用，却可能研发失败的情况下，会产生研发风险。  

 

集团生产商研发部门主要负责康耐特集团镜片产品的研发。产品和工艺研发形成的无

形资产及知识产权属于相应研发主体所有。 

 

因此，审阅期间集团生产商承担主要研发风险。上海康耐特光学及集团分销商不承担

研发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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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2.2市场风险  

 

市场风险主要由市场竞争、需求波动、销售不畅，或无法开发特定市场，无法向特定

市场提供满足其需求的产品等因素造成。  

 

集团分销商分别负责对应区域的销售和营销活动，如果市场规模发生收缩或因原材料

价格变动产生销售亏损，则会导致公司的销售下降或发生营业亏损。但由于集团分销

商从事有限的（在集团销售和营销战略框架下）市场销售和营销活动，因此，集团分

销商承担有限的市场风险。 

 

审阅期间，集团生产商作为镜片产品生产商，独立开展市场销售和营销活动，承担各

自业务主要市场风险。 

 

2.5.2.3存货风险  

 

存货风险主要是指产品或原材料在存储时被毁损、产品陈旧落后、或市场低迷而导致

存货贬值，从而产生损失的风险。 

 

如前所述，集团生产商会根据生产计划采购原材料。同时，集团生产商生产过程中会

设立一定的安全库存以确保生产的产品能够满足销售订单的要求。由于产品销售预测

和实际销售之间存在差异，可能会造成库存积压。同时，由于管理不善导致的原材料

或者产品积压或损毁，均由集团生产商承担。因此，审阅期间，集团生产商承担一定

的存货风险。由于康耐特集团执行了严格的存货管理程序，所以出现产品损毁的问题

较为少见。 

 

此外，集团分销商根据第三方客户订单向集团生产商采购镜片产品，并负责镜片产品

的仓储功能以满足日常销售要求。由于集团分销商主要按照第三方客户订单进行备

货，所以承担的存货风险是较为有限的。 

 

2.5.2.4产品责任风险  

 

产品责任风险是指产成品质量不达标和/或对客户产生损害的风险。保修风险是指不得

不承担索赔或退货的风险。  

 

审阅期间，康耐特集团的的销售客户服务团队主要负责提供产品售后服务，在保修期

内的产品由集团生产商负责调换并承担相应的售后费用。因此，集团生产商承担主要

的产品责任风险。由于康耐特集团执行了严格的质量控制程序，所以出现产品本身的

质量问题较为少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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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3 企业的定位 

 

审阅期间，根据我们与管理层的访谈沟通，以上关联交易所涉及的各主要关联方执行的功能、承担的风险以及定位归纳如下： 

公司 

上海康耐特光学 上海康耐特 江苏康耐特 

日本康耐特 丹阳康耐特 美国康耐特 墨西哥康耐特 墨西哥车房 分销业务

分部
12

 

服务业务分

部
13

 

分销业务分

部
14

  
其他业务分部 

分销业务分

部
15

 

其他业务分

部 

功能 

管理/业务决策 √√√ √√√ - √√√ - √√√ √√ - - - - 

研发 - - - √√√ - √√√ √√√ - - -  

采购 √ √√√ √ √√√ √ √√√ √√√ √ √ √ √ 

生产 - - - √√√ - √√√ √√ - - - √（简单组装） 

仓储管理 √ - √ √√√ √ √√√ √√√ √ √ √√ √ 

营销与销售 √ - √ √√√ √ √√√ √√√ √ √ √ √ 

质量控制 - - - √√√ - √√√ √√√ - - - - 

风险 

研发风险 - - - √√√ - √√√ √√√ - - -  

市场风险 √ - √ √√√ √ √√√ √√√ √ √ √ √ 

存货风险 √ - √ √√√ √ √√√ √√√ √ √ √√ √ 

产品责任风险 - - - √√√ - √√√ √√√ - - -  

企业定位 

 

承担有限

风险的镜

片分销商 

服务提供商 

承担有限风

险的镜片分

销商 

全功能镜片生

产商 

承担有限风

险的镜片分

销商 

全功能镜片

生产商 
镜片生产商 

承担有限风

险的镜片分

销商 

承担有限风

险的镜片分

销商 

承担有限风险

的镜片分销商 

承担有限风险的

镜片分销商 

注释：“√√√”表示承担全部或重大功能和风险，“√√”表示承担部分功能和风险，“√”表示承担有限的功能和风险，“-”表示不承担功能和风险 

 
12

 本文中所指上海康耐特光学分销业务为上海康耐特光学从关联方采购产品后进一步对外销售，下文同。 
13

 本文中所指上海康耐特光学服务业务为上海康耐特光学向关联方提供集团共享服务（包括销售支持、采购支持及集团财务支持服务等），下文同。 
14

 本文中所指上海康耐特分销业务为上海康耐特从关联方采购产品后进一步对外销售，下文同。 
15

 本文中所指江苏康耐特分销业务为江苏康耐特从关联方采购产品后进一步对外销售，下文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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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经济分析
16

 

 

3.1. 受测交易 1-生产业务：日本康耐特从关联方和第三方采购原材料，进行研发并

生产后销售给关联方或第三方客户 

 

我们认为交易净利润法是用来验证日本康耐特生产业务的转让定价安排是否符合独立

交易原则的最适合的转让定价方法。 

 

在应用交易净利润法时，需要在关联交易参与方之间选定被验证方。由于与日本康耐

特进行关联交易的关联企业，其运营或简或繁，且考虑到与日本康耐特有关联交易的

关联方数目较多，所以单独对每一家关联方进行分析将会非常繁琐。为了达到分析的

目的，我们选择日本康耐特作为本报告的被验证主体。  

  

最后，我们需要选择利润水平指标，以便将被验证方的财务结果与可比公司的财务结  

果进行比较。衡量利润与适当基数（例如收入、成本或资产）之间的关系。考虑到利  

润水平指标的可靠性，我们选择全成本加成率作为最适合的利润水平指标。 

 

根据可比性分析得出，可比生产公司在2017至2019三年加权平均完全成本加成率的

四分位区间为1.48%至9.59%，中位值为6.88%。 

 

因此，在审阅期间日本康耐特可以参照上述四分位区间确定其应获得的完全成本加成

率水平以确保关联方之间的转让定价安排符合独立交易原则。 

 

3.2. 受测交易 2-分销业务：集团分销商自关联方采购后在本地区进行销售 

 

我们认为交易净利润法是用来验证集团分销商分销业务的转让定价安排是否符合独立

交易原则的最适合的转让定价方法。 

 

在应用交易净利润法时，需要在关联交易参与方之间选定被验证方。由于集团分销商

在分销业务关联交易中拥有较少的无形资产、承担有限的功能和风险，因此我们较易

寻找与集团分销商所执行的功能、承担的风险和拥有的资产相同或类似的非受控企

业。所以，我们选择集团分销商作为经济分析的被验证方。   

 

最后，我们需要选择利润水平指标，以便将被验证方的财务结果与可比公司的财务结  

果进行比较。衡量利润与适当基数（例如收入、成本或资产）之间的关系。考虑到利  

润水平指标的可靠性，我们选择营业利润率作为最适合的利润水平指标。 

 

 
16

 基准定位分析系依据OECD指南进行准备，一般而言依据OECD指南准备的基准定位分析会被所涉及范围内的所有税收管辖区所

接受，但在进行转让定价审查、审计或调查时，它对任何地方税务机关都不具有约束力。各税收管辖区内相关实体利润水平可能

会因此类审查、审计或调查而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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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可比性分析得出，亚太地区可比分销公司在2017至2019三年加权平均营业利润

率的四分位区间为0.47%至13.04%，中位值为5.69%。 

 

根据可比性分析得出，全球（除亚太）地区可比公司在2017至2019三年加权平均营

业利润率的四分位区间为1.13%至6.76%，中位值为5.75%。 

 

因此，在审阅期间集团分销商可以按地区参照上述四分位区间确定其应获得的营业利

润率水平以确保关联方之间的转让定价安排符合独立交易原则。 

 

3.3. 受测交易 3-上海康耐特光学向关联方提供集团共享服务（包括销售支持、采购

支持及集团财务支持服务） 

 

我们认为交易净利润法是用来验证上海康耐特光学与其关联方之间提供服务交易的转

让定价安排是否符合独立交易原则的最适合的转让定价方法。 

 

在应用交易净利润法时，需要在关联交易参与方之间选定被验证方。由于上海康耐特

光学服务业务关联交易中拥有较少的无形资产、承担有限的功能和风险，因此我们较

易寻找与上海康耐特光学所执行的功能、承担的风险和拥有的资产相同或类似的非受

控企业。所以，我们选择上海康耐特光学作为经济分析的被验证方。   

 

最后，我们需要选择利润水平指标，以便将被验证方的财务结果与可比公司的财务结  

果进行比较。衡量利润与适当基数（例如收入、成本或资产）之间的关系。考虑到利  

润水平指标的可靠性，我们选择完全成本加成率作为最适合的利润水平指标。 

 

根据可比性分析得出，可比公司在2017至2019三年加权平均完全成本加成率的四分

位区间为1.32%至15.11%，中位值为6.09%。 

 

因此，在审阅期间上海康耐特光学向其关联方提供集团共享服务时，可以参照上述四

分位区间定价以确保其服务交易的转让定价政策符合独立交易原则。 

 

3.4. 其他关联交易-上海康耐特向关联方收取厂房租金 

 

对于在审阅期间上海康耐特向关联方收取厂房租金的交易，由于其租金均按照外部市

场价格制定，且金额占关联交易总额的比例较低（审阅期间占比小于0.4%），因此总

体上转让定价风险不高，下文中不再单独对其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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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财务状况与分析 

 
► 日本康耐特 

 

根据公司管理层和审计团队提供的资料，日本康耐特在审阅期间的财务数据总结如下

表所示： 

货币：人民币 

项目 公式 2018 年度 2019 年度 2020 年度 

营业收入 A 166,707,785.27 187,669,298.64 161,583,624.72 

营业成本 B 117,387,856.62 131,800,628.64 118,540,281.70 

营业毛利 C= A - B 49,319,928.65 55,868,670.00 43,043,343.02 

销售费用 D 19,455,652.17 20,240,504.80 17,553,801.89 

管理费用 E 12,024,316.89 14,037,305.24 10,925,874.76 

营业利润 F=C-D-E 17,839,959.59 21,590,859.96 14,563,666.37 

利润水平指标 

完全成本加成率 G=F/(A-F) 11.98% 13.00% 9.91% 

 

日本康耐特是一家位于日本的公司，企业定位为生产商，因此我们对亚太地区可比生

产商进行了搜索（详细的经济分析请见附录一），得出的分析结果如下： 

 

项目 
日本康耐特 

可比生产商（完全成本加成率） 

年度期间 2017-2019 

上四分位值 9.59% 

中位值 6.88% 

下四分位值 1.48% 

观测样本 10 

 

日本康耐特 2018年度完全成本加成率为11.98%，2019年度完全成本加成率为

13.00%，2020年度完全成本加成率为9.91%，均高于2017-2019年度期间可比公司

三年加权平均完全成本加成率的四分位区间，因此，从完全成本加成率层面在OECD指

南角度来看，可以认为审阅期间日本康耐特在关联交易1转让定价安排中未处于不利地

位。此外，根据公司管理层和审计团队提供的资料，我们了解到日本康耐特的关联交

易对手方的企业所得税税率均不高于日本康耐特，因此，可以认为，日本康耐特并未

以不合理的节税目的安排关联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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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康耐特 

 

根据公司管理层和审计团队提供的资料，上海康耐特在审阅期间的财务数据总结如下表所示：  

货币：人民币 

项目 公式 

2018 年度 2019 年度 2020 年度 

分销业务分部 其他业务分部 整体 分销业务分部 其他业务分部 整体 分销业务分部 其他业务分部 整体 

营业收入 A 149,432,637.39 352,956,598.58 502,389,235.97 194,981,105.32 402,203,456.50 597,184,561.82 223,317,359.75 448,695,640.06 672,012,999.81 

营业成本 B 117,746,644.97 259,572,072.80 377,318,717.77 153,166,278.88 296,945,905.94 450,112,184.82 159,182,096.15 319,833,230.17 479,015,326.32  

税金及附加 C - - - 14,316.24 29,531.28 43,847.52 - - - 

营业毛利 D = A-B-C 31,685,992.42 93,384,525.78 125,070,518.20 41,800,510.20 105,228,019.28 147,028,529.48 64,135,263.60  128,862,409.90  192,997,673.49  

销售费用 E 4,483,548.68 10,590,043.25 15,073,591.93 5,157,627.96 10,639,060.58 15,796,688.54 4,939,615.28 9,924,816.59 14,864,431.87 

管理费用(含

研发费用） 
F 8,663,024.48 39,944,802.71 48,607,827.19 9,852,887.17 38,293,613.85 48,146,501.02 10,875,262.31 44,910,860.60  55,786,122.91  

营业利润 G=D-E-F 18,539,419.26 42,849,679.82 61,389,099.08 26,789,995.07 56,295,344.84 83,085,339.91 48,320,386.01  74,026,732.70  122,347,118.71 

利润水平指标 

营业利润率 H=G/A 12.41% 12.14% 12.22% 13.74% 14.00% 13.91% 21.64% 16.50% 18.21% 

注：分部业务财务数据均由企业管理层提供和确认，我们并未对数据的准确性进行复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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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康耐特是一家位于中国的公司，在受测交易2中从事分销业务，其分销业务分部可

以被定位为有限风险分销商。因此，我们对亚太地区可比分销商进行了搜索（详细的

经济分析请见附录二 ），得出的分析结果如下： 

 

项目 
上海康耐特 

可比分销商（营业利润率） 

年度期间 2017-2019 

上四分位值 13.04% 

中位值 5.69% 

下四分位值 0.47% 

观测样本 10 

 

上海康耐特分销业务分部2018年度营业利润率为12.41%，位于2017-2019年度期间

可比公司三年加权平均营业利润率的四分位区间之中；2019年度营业利润率为

13.74%，2020年度营业利润率为21.64%，均高于2017-2019年度期间可比公司三年

加权平均营业利润率的四分位区间。因此，从营业利润率层面在中国转让定价角度看

来，可以认为2018年度上海康耐特分销业务分部在受测交易2转让定价安排中符合独

立交易原则；可以认为2019年度和2020年度上海康耐特分销业务分部在受测交易2转

让定价安排中未处于不利地位。此外，根据公司管理层和审计团队提供的资料，我们

了解到上海康耐特分销业务分部的主要关联交易对手方（即江苏康耐特）的企业所得

税税率与上海康耐特一致，因此，可以认为，上海康耐特并未以不合理的节税目的安

排关联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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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康耐特 

 

根据公司管理层和审计团队提供的资料，江苏康耐特在审阅期间的财务数据总结如下表所示： 

货币：人民币 

项目 公式 

2018 年度 2019 年度 2020 年度 

分销业务分部 其他业务分部 整体 分销业务分部 其他业务分部 整体 分销业务分部 其他业务分部 整体 

营业收入 A 227,774,743.31 217,175,712.17 444,950,455.48 314,113,191.50 301,337,072.41 615,450,263.91 299,670,018.50 353,593,284.59 653,263,303.09 

营业成本 B 195,506,533.88 184,281,282.76 379,787,816.64 263,585,582.48 240,845,601.25 504,431,183.73 252,490,643.27 290,111,325.74 542,601,969.01 

税金及附加 C  1,234,260.02 1,176,826.26 2,411,086.28 1,260,017.77 1,208,768.29 2,468,786.06 1,034,920.09 1,221,145.83 2,256,065.92 

营业毛利 D = A-B-C 31,033,949.41 31,717,603.15 62,751,552.56 49,267,591.25 59,282,702.87 108,550,294.12 46,144,455.14 62,260,813.02 108,405,268.16 

销售费用 E 5,556,490.14 5,297,930.26 10,854,420.40 6,475,099.58 6,211,733.87 12,686,833.45 4,127,905.62 4,870,689.82 8,998,595.44 

管理费用(含

研发费用） 
F 8,278,195.80 23,538,095.09 31,816,290.89 14,270,299.55 34,239,370.61 48,509,670.16 12,276,339.87 34,402,239.04 46,678,578.91 

营业利润 G=D-E-F 17,199,263.46 2,881,577.80 20,080,841.26 28,522,192.12 18,831,598.39 47,353,790.51 29,740,209.65 22,987,884.17 52,728,093.82 

利润水平指标 

营业利润率 H=G/A 7.55% 1.33% 4.51% 9.08% 6.25% 7.69% 9.92% 6.50% 8.07% 

注：分部业务财务数据均由企业管理层提供和确认，我们并未对数据的准确性进行复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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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康耐特是一家位于中国的公司，在受测交易2中从事分销业务，其分销业务分部可

以被定位为有限风险分销商。因此，我们对亚太地区可比分销商进行了搜索（详细的

经济分析请见附录二 ），得出的分析结果如下： 

 

项目 
江苏康耐特 

可比分销商（营业利润率） 

年度期间 2017-2019 

上四分位值 13.04% 

中位值 5.69% 

下四分位值 0.47% 

观测样本 10 

 

江苏康耐特分销业务分部2018年度营业利润率为7.55%，2019年度营业利润率为

9.08%，2020年度营业利润率为9.92%，均位于2017-2019年度期间可比公司三年加

权平均营业利润率的四分位区间之中。因此，从营业利润率层面在中国转让定价角度

看来，可以认为审阅期间江苏康耐特分销业务分部在关联交易2中的转让定价安排符合

独立交易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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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丹阳康耐特 

 

根据公司管理层和审计团队提供的资料，丹阳康耐特在审阅期间的财务数据总结如下

表所示： 

货币：人民币 

项目 公式 2018 年度 2019 年度 2020 年度 

营业收入 A 76,406,855.21 97,091,335.79 60,812,688.70 

营业成本 B 60,628,898.05 70,509,122.66 40,937,272.25 

税金及附加 C 246,618.85 243,341.10 211,743.61 

营业毛利 D = A - B - C 15,531,338.31 26,338,872.03 19,663,672.83 

销售费用 E 11,626,395.17 16,897,903.93 15,363,230.78 

管理费用 F 4,563,446.45 5,179,615.07 7,603,749.92 

营业利润 G=D-E-F -658,503.31 4,261,353.04 -3,303,307.86 

利润水平指标 

营业利润率 H=G/A -0.86% 4.39% -5.43% 

 

丹阳康耐特是一家位于中国的公司，企业定位为有限风险分销商，因此我们对亚太可

比分销商进行了搜索（详细的经济分析请见附录二），得出的分析结果如下： 

 

项目 
丹阳康耐特 

可比分销商（营业利润率） 

年度期间 2017-2019 

上四分位值 13.04% 

中位值 5.69% 

下四分位值 0.47% 

观测样本 10 

 

丹阳康耐特 2018年度营业利润率为-0.86%，2019年度营业利润率为4.39%，2020年

度营业利润率为-5.43%，均低于2017-2019年度期间可比公司三年加权平均营业利润

率的四分位区间的中位值。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7年第6号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特别纳税调查调

整及相互协商程序管理办法》的公告）第25条规定：“税务机关采用四分位法分析评

估企业利润水平时，企业实际利润水平低于可比企业利润率区间中位值的，原则上应

当按照不低于中位值进行调整。” 

 

因此，从中国转让定价角度来看，中国税务机关可能会质疑丹阳康耐特在审阅期间在

集团主要供应链中所执行的功能承担的风险较为有限，从而质疑关联交易定价的合理

性，存在一定的转让定价风险。涉及的税金测算请见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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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康耐特 

 

根据公司管理层和审计团队提供的资料，美国康耐特在审阅期间的财务数据总结如下

表所示： 

货币：人民币 

项目 公式 2018 年度 2019 年度 2020 年度 

营业收入 A 64,098,339.70 70,246,015.52 89,198,050.77 

营业成本 B 53,865,539.55 59,923,032.20 77,737,251.87 

营业毛利 C = A - B 10,232,800.15 10,322,983.32 11,460,798.90 

销售费用 D 4,525,063.00 5,745,953.36 4,661,947.59 

管理费用 E 2,660,799.14 1,361,472.61 2,641,322.65 

营业利润 F=C-D-F 3,046,938.01 3,215,557.35 4,157,528.66 

利润水平指标 

营业利润率 G=F/A 4.75% 4.58% 4.66% 

 

美国康耐特是一家位于美国的公司，企业定位为有限风险分销商，因此我们对全球

（除亚太）可比分销商可比分销商进行了搜索（详细的经济分析请见附录三），得出的

分析结果如下： 

 

项目 
美国康耐特 

可比分销商（营业利润率） 

年度期间 2017-2019 

上四分位值 6.76% 

中位值 5.75% 

下四分位值 1.13% 

观测样本 8 

 

美国康耐特 2018年度营业利润率为4.75%，2019年度营业利润率为4.58%，2020年

度营业利润率为4.66%，均位于2017-2019年度期间可比公司三年加权平均营业利润

率的四分位区间之中，因此，从营业利润率层面在OECD指南角度来看，可以认为审阅

期间美国康耐特在受测交易2中的转让定价安排符合独立交易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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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墨西哥康耐特 

 

根据公司管理层和审计团队提供的资料，墨西哥康耐特在审阅期间的财务数据总结如

下表所示： 

货币：人民币 

项目 公式 2018 年度 2019 年度 2020 年度 

营业收入 A 13,721,209.98 13,443,169.07 4,353,677.94 

营业成本 B 12,243,649.19 10,171,702.32 5,288,182.99 

营业毛利 D = A - B - C 1,477,560.79 3,271,466.75 -934,505.05 

销售费用 E 974,600.56 931,025.71 427,143.25 

管理费用 F 2,077,603.00 6,234,059.93 2,107,453.21 

营业利润 G=D-E-F -1,574,642.77 -3,893,618.89 -3,469,101.51 

利润水平指标 

营业利润率
17

 H=G/A -11.48% -28.96% -79.68% 

 

墨西哥康耐特是一家位于墨西哥的公司，企业定位为有限风险分销商，因此我们对全

球（除亚太）可比分销商进行了搜索（详细的经济分析请见附录三），得出的分析结果

如下： 

 

项目 
墨西哥康耐特 

可比分销商（营业利润率） 

年度期间 2017-2019 

上四分位值 6.76% 

中位值 5.75% 

下四分位值 1.13% 

观测样本 8 

 

墨西哥康耐特2018年度营业利润率为-11.48%，2019年度营业利润率为-28.96%，

2020年度营业利润率为-79.68%，均低于2017-2019年度期间可比公司三年加权平均

营业利润率的四分位区间。因此，从OECD指南角度来看，当地税务机关可能会质疑墨

西哥康耐特在审阅期间在集团主要供应链中所执行的功能承担的风险较为有限，从而

质疑关联交易定价的合理性，存在一定的转让定价风险。涉及的税金测算请见第5章。 

 
17

 公司亏损主要是源于销售产品类型-较为低端，在本地市场销售情况一直不佳。其次，受到疫情影响2019及

2020年度的经营情况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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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墨西哥车房 

 

根据公司管理层和审计团队提供的资料，墨西哥车房在审阅期间的财务数据总结如下

表所示： 

货币：人民币 

项目 公式 2018 年度 2019 年度 2020 年度 

营业收入 A 2,159,477.36 2,136,135.14 375,118.96 

营业成本 B 1,994,321.52 1,667,945.64 302,506.19 

营业毛利 D = A - B 165,155.84 468,189.50 72,612.77 

销售费用 E 336,852.91 299,840.59 86,526.75 

管理费用 F 849,297.84 1,123,377.69 632,401.23 

营业利润 G=D-E-F -1,020,994.91 -955,028.78 -646,315.21 

利润水平指标 

营业利润率
18

 I=G/A -47.28% -44.71% -172.30% 

 

墨西哥车房是一家位于墨西哥的公司，企业定位为有限风险分销商，因此我们对全球

（除亚太）可比分销商进行了搜索（详细的经济分析请见附录三），得出的分析结果如

下： 

 

项目 
墨西哥车房 

可比分销商（营业利润率） 

年度期间 2017-2019 

上四分位值 6.76% 

中位值 5.75% 

下四分位值 1.13% 

观测样本 8 

 

墨西哥车房2018年度营业利润率为-11.48%，2019年度营业利润率为-44.71% ，

2020年度营业利润率为-172.30%，均低于2017-2019年度期间可比公司三年加权平

均营业利润率的四分位区间。因此，因此，从OECD指南角度来看，当地税务机关可能

会质疑墨西哥车房在审阅期间在集团主要供应链中所执行的功能承担的风险较为有

限，从而质疑关联交易定价的合理性，存在一定的转让定价风险。涉及的税金测算请

见第5章。 

 
18

 公司亏损主要是源于销售产品类型-较为低端，在本地市场销售情况一直不佳。其次，受到疫情影响2019及

2020年度的经营情况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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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康耐特光学 

 

根据公司管理层和审计团队提供的资料，上海康耐特光学在审阅期间的财务数据总结如下表所示： 

货币：人民币 

项目 公式 
2019 年度 2020 年度 

 分销业务分部   服务业务分部  其他业务 
19

 合计   分销业务分部   服务业务分部  其他业务   合计  

营业收入 A 6,673,437.03 12,984,362.78 6,848,922.66 26,506,722.47 12,267,575.32 15,051,289.89 9,567,144.38 36,886,009.59 

营业成本 B 5,005,077.78 9,987,971.36 1,195,928.17 16,188,977.31 9,200,681.64 11,577,914.90 1,599,417.63 22,378,014.17 

税金及附加 C  20,412.35 39,715.86 20,949.11 81,077.32 32,968.00 40,448.99 25,710.84 99,127.83 

营业毛利 D=A-B-C 1,647,946.90 2,956,675.56 5,632,045.38 10,236,667.84 3,033,925.68 3,432,926.00 7,942,015.91 14,408,867.59 

销售费用 E - - - - - - 1,094.00 1,094.00 

管理费用(含研发

费用） 
F 88,608.02 172,402.72 90,938.07 351,948.82 94,713.68 116,205.77 73,864.59 284,784.05 

营业利润 G=D-E-F 1,559,338.88 2,784,272.83 5,541,107.31 9,884,719.02 2,939,211.99 3,316,720.23 7,867,057.32 14,122,989.54 

利润水平指标 

营业利润率 H=G/A 23.37% 21.44% 80.90% 37.29% 23.96% 22.04% 82.23% 38.29% 

完全成本加成率 I=G/(A-G) 30.49% 27.30% 423.69% 59.47% 31.51% 28.26% 462.74% 62.04% 

注：分部业务财务数据均由企业管理层提供和确认，我们并未对数据的准确性进行复核。 

 
19

 本文中所指上海康耐特光学其他业务为上海康耐特光学向第三方出租厂房业务，下文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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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康耐特光学是一家位于中国的公司，在受测交易2中从事分销业务，其分销业务分

部可以被定位为有限风险分销商。因此，我们对亚太地区可比分销商进行了搜索（详

细的经济分析请见附录二 ），得出的分析结果如下： 

 

项目 
上海康耐特 

可比分销商（营业利润率） 

年度期间 2017-2019 

上四分位值 13.04% 

中位值 5.69% 

下四分位值 0.47% 

观测样本 10 

 

上海康耐特光学分销业务分部2019年度营业利润率为23.37%，2020年度营业利润率

为23.96%，均高于2017-2019年度期间可比公司三年加权平均营业利润率的四分位

区间。因此，从营业利润率层面在中国转让定价角度看来，可以认为2019年度和

2020年度上海康耐特光学分销业务分部在受测交易2转让定价安排中未处于不利地

位。此外，根据公司管理层和审计团队提供的资料，我们了解到上海康耐特分销业务

分部的关联交易对手方的企业所得税税率低于上海康耐特光学，因此，可以认为，上

海康耐特光学并未以不合理的节税目的安排关联交易。 

 

上海康耐特光学是一家位于中国的公司，在受测交易3中从事提供集团共享服务业务，

因此我们对中国地区可比服务提供商进行了搜索（详细的经济分析请见附录四），得出

的分析结果如下： 

 

项目 
上海康耐特光学 

可比服务提供商（完全成本加成率） 

年度期间 2017-2019 

上四分位值 15.11% 

中位值 6.09% 

下四分位值 1.32% 

观测样本 8 

 

上海康耐特光学2019年度服务业务完全成本加成率为27.30%，2020年度服务业务完

全成本加成率为28.26%，均高于2017-2019年度期间可比公司三年加权完全成本加

成率的四分位区间。因此，从完全成本加成率层面在中国转让定价角度来看，可以认

为审阅期间上海康耐特光学服务业务在受测交易3转让定价安排中未处于不利地位。此

外，根据公司管理层和审计团队提供的资料，我们了解到上海康耐特光学服务业务分

部的关联交易对手方的企业所得税税率均不高于上海康耐特光学，因此，可以认为，

上海康耐特光学并未以不合理的节税目的安排关联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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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税金影响匡算 

 

根据OECD指南规定，倘若企业利润水平不是以独立交易价格为基础，则需要考虑是否对受测企业利润进行调整，以达到符合独立交

易原则的利润水平。如上文，我们准备了基准定位分析对以上受测交易所涉及企业的利润水平进行分析。由于以上受测交易所涉及的

企业中丹阳康耐特、墨西哥康耐特和墨西哥车房在审阅期间获得的息税前利润率（营业利润率）水平均低于四分位区间或中位值，从

中国转让定价角度和OECD指南角度来看及集团层面考虑，存在一定的转让定价风险。
20

鉴于此，根据公司管理层和审计团队提供的

资料，我们对以上受测交易所涉及的丹阳康耐特、墨西哥康耐特和墨西哥车房在审阅期间财务数据进行分年度分析，我们采用可比公

司2017-2019三年加权平均利润率（营业利润率）的中位值作为目标利润水平进行测算。测算过程与结果如下： 

 

► 对应纳税税额及实际税负的影响 

货币：人民币 

公司实体 截止日 
当年利润/应税所得 

（纳税调整后所得） 

累计未弥补亏损 

（调整前） 

应纳税额 

（调整前） 
利润调整金额 

累计未弥补亏损 

（调整后） 

应纳税额 

（调整后） 

应纳税额差异

额[(调整后)-(调

整前)] 

上海康耐特 

截至 2018.12.31 15,817,734.08 - 1,516,299.27 -2,673,754.85 - 1,115,236.04 -401,063.23 

截至 2019.12.31 67,376,873.85 - 10,106,531.08 -604,657.27 - 10,015,832.49 -90,698.59 

截至 2020.12.31 70,052,385.16 - 10,507,857.77 -3,461,622.11 - 9,988,614.46 -519,243.32 

江苏康耐特 

截至 2018.12.31 -16,546,443.84 -17,726,211.79 - -5,775,228.75 -23,501,440.54 - - 

截至 2019.12.31 27,959,454.05 - 1,534,986.34 -6,340,967.61 -1,882,954.09 - -1,534,986.34 

截至 2020.12.31 2,978,753.09 - 446,812.96 -7,650,846.92 -6,555,047.93 - -446,812.96 

丹阳康耐特 

截至 2018.12.31 -272,562.04 -12,931,476.25 - 5,006,053.38 -7,925,422.87 - - 

截至 2019.12.31 6,692,553.52 -6,238,922.73 - 1,263,143.97 30,274.62 7,568.65 7,568.65 

截至 2020.12.31 -3,789,149.53 -10,028,072.26 - 6,763,549.85 3,004,674.94 743,600.08 743,600.08 

墨西哥康耐特 

截至 2018.12.31 -1,469,910.93 -1,483,102.56 - 2,297,765.36 814,662.80 244,398.84 244,398.84 

截至 2019.12.31 -420,853.10 -1,945,336.87 - 4,604,624.36 4,957,052.86 1,242,717.02 1,242,717.02 

截至 2020.12.31 -2,255,578.93 -3,987,583.53 - 3,681,034.63 6,595,840.83 491,636.39 491,636.39 

 
20

 如上文所述，在审阅期间，日本康耐特在受测关联交易中并未以不合理的节税目的安排关联交易、美国康耐特在受测交易中的转让定价安排符合独立交易原则以及上海康耐特光学在受测交易中并未

以不合理的节税目的安排关联交易，因此我们未对日本康耐特、美国康耐特以及上海康耐特光学的财务数据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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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实体 截止日 
当年利润/应税所得 

（纳税调整后所得） 

累计未弥补亏损 

（调整前） 

应纳税额 

（调整前） 
利润调整金额 

累计未弥补亏损 

（调整后） 

应纳税额 

（调整后） 

应纳税额差异

额[(调整后)-(调

整前)] 

墨西哥车房 

截至 2018.12.31 -35,696.39 -37,262.24 - 1,145,164.85 1,107,902.61 332,370.78 332,370.78 

截至 2019.12.31 -687,263.45 -725,565.37 - 1,077,856.55 1,497,456.03 116,866.03 116,866.03 

截至 2020.12.31 -42,210.49 -688,207.89 - 667,884.55 2,202,698.06 211,572.61 211,572.61 

 

尽管一般而言依据OECD指南准备的基准定位分析会被所涉及范围内的所有税收管辖区所接受，但在出现转让定价争议时，它对任何

地方税务机关都不具有约束力。 

 

对独立交易原则的权威表述，见《OECD税收协定范本》第9条第1节。该表述已成为OECD成员国和越来越多的非成员国签订双边税

收协定的基础。第9条规定：   

 

[当]两个[关联]企业之间商业或财务关系的条件不同于独立企业之间商业或财务关系的构成条件，并且由于这些条件的存在，导致其

中一个企业没有取得其本应取得的利润，则可以将这部分利润计入该企业的所得，并据以征税。 

 

根据上述法规规定，剩余利润/亏损由上海康耐特和江苏康耐特作为全功能制造商和主要决策实体承担，因此他们的利润水平在调整

后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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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总结与建议 

 
在康耐特集团业务板块供应链中，我们发现受测交易所涉及的丹阳康耐特、墨西哥康

耐特和墨西哥车房公司在审阅期间获得的息税前利润率（营业利润率）水平均低于四

分位区间或中位值。具体而言： 

 

► 首先，由于上海康耐特在2019年度和2020年度分销业务分部息税前利润率均高

于2017-2019年度期间可比亚太分销商三年加权平均营业利润率的四分位区间，

2018年度营业利润率位于2017-2019年度期间可比公司三年加权平均营业利润率

的四分位区间之中。这表明上海康耐特的分销业务分部在审阅期间内并未通过关

联交易安排进行不合理的利润分配，所以我们未对上海康耐特分销业务分部的财

务数据进行调整。（上海康耐特整体财务数据调整的原因是由于上海康耐特作为其

它受测交易的对手方而受到了调整） 

 

► 江苏康耐特在2018-2020年度分销业务分部息税前利润率均位于2017-2019年度

期间可比亚太分销商三年加权平均营业利润率的四分位区间之中，表明江苏康耐

特的分销业务分部与其关联方在审阅期间内关联交易中的转让定价安排符合独立

定价原则，所以我们未对江苏康耐特分销业务分部的财务数据进行调整。（江苏康

耐特整体财务数据调整的原因是由于江苏康耐特作为其它受测交易的对手方而受

到了调整） 

 

► 其次，由于丹阳康耐特、墨西哥康耐特和墨西哥车房在审阅期间营业利润率均低

于亚太地区可比分销商营业利润率的四分位区间或中位值。因此，我们分别按照

亚太地区可比分销商及全球（除亚太）地区可比分销商的营业利润率的中位值对

丹阳康耐特、墨西哥康耐特和墨西哥车房的2018年度至2020年度的财务数据进

行了调整。 

 

从集团层面而言，审阅期间康耐特集团转让定价根据OECD的转让定价指南调整后，实

际应纳税额略大于调整前实际应纳税额，可以认为从集团层面而言康耐特集团并未以 

不合理的节税目的安排交易。一般而言依据OECD指南准备的基准定位分析会被所涉及 

范围内的所有税收管辖区所接受，但在进行转让定价审查、审计或调查时，它对任何 

地方税务机关都不具有约束力。各税收管辖区内相关实体利润水平可能会因此类审 

查、审计或调查而进行调整。因此，以上转让定价调整不确保被相关地方税务局所接 

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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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建议 

 

► 利润水平 

 

根据我们的经验，一般而言，税务机关会较为关注具有以下风险特征的企业： 

 

• 关联交易金额较大或者类型较多； 

• 存在长期亏损、微利或者跳跃性盈利； 

• 低于同行业利润水平； 

• 利润水平与其所承担的功能风险不相匹配，或者分享的收益与分摊的成本不相

配比； 

• 与低税国家（地区）关联方发生关联交易； 

• 未按照规定进行关联申报或者准备同期资料；等。 

 

如上文的分析，我们发现受测交易所涉及的丹阳康耐特、墨西哥康耐特和墨西哥车房

公司在审阅期间获得的息税前利润率（营业利润率）水平均低于所适用的不同可比公

司四分位区间或中位值，因此，我们强烈建议管理层需注意各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转

让定价安排，定期（如半年度、季度等）对相关公司的利润水平进行分析与测试，避

免在以后年度的转让定价安排中发生利润水平剧烈波动或低于同行业利润水平的情

况。 

 

此外，提请企业管理层注意的是，随着业务发展，集团内各公司之间关联交易可能会

被重新安排，各公司功能、资产和风险亦会被重新安排和分配。因此，建议管理层及

时对集团中各家公司的功能风险进行更新，并根据功能风险变化情况，对不同类型的

关联交易相应的转让定价政策进行更新。同时，应注意区分不同产品或服务类型以及

关联交易所对应的成本费用，以便更好地管理集团的转让定价风险。 

 

► 转让定价同期资料 

 

我们建议贵司应当根据各国/地区转让定价法规，进行自我监察，对于达到转让定价合

规性要求门槛的公司，应当主动并及时准备相应的转让定价同期资料，如本地文档、

主体文档、国别报告等，从而实现转让定价合规义务，降低税务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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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列表 

附件一：康耐特集团基准定位分析——亚太地区镜片及眼科光学产品生产业务 

附件二：康耐特集团基准定位分析——亚太地区镜片及眼科光学产品分销业务 

附件三：康耐特集团基准定位分析——全球地区（除亚太）镜片及眼科光学产品分销业

务 

附件四：康耐特集团基准定位分析——中国地区综合支持服务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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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康耐特集团基准定位分析——亚太地区镜片及眼科光学

产品生产业务  



 

附件一：康耐特集团基准定位分析 

——亚太地区镜片及眼科光学产品生产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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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内容提要 

一、 背景 

安永税务及咨询有限公司（“安永”或“我们”）针对康耐特集团内部亚太地区镜片及

眼科光学产品生产业务进行基准分析，以下部分记录了基准分析的过程以及结果。 

 

二、 分析结论 

我们选择康耐特集团内部亚太地区镜片及眼科光学产品的生产商（以下简称“集团生

产商”）作为被验证主体，交易净利润法被选择为用来验证亚太地区镜片及眼科光学产

品生产业务的最适用方法。 

 
分析结果显示，集团生产商的可比公司 2017-2019 年三年加权平均完全成本加成率的

四分位区间为 1.48%至 9.59%，中位值为 6.88%。 

 

三、 服务范围的限制 

对于本报告涉及的关联交易以及这些交易带来的有关我国及其它国家或地区税务机关

税务方面的影响，我国及其它国家或地区税务机关事先并未表明其是否同意我们的观

点。因此，我国及其它国家或地区税务机关不受本报告中关于交易各方面意见的约

束。同时，税务当局的法律法规、国家税务总局的解释，以及税务机关的执行操作可

能会变更，并且税务当局将来审查这些关联交易时的政策和做法可能与本次转让定价

分析中依赖的有所不同。 

 

一旦法规变化，本转让定价分析研究的某些问题/意见也可能发生变化。我们不对此后

的信息更新负责，除非在另外的安排下被特别要求。 

 

请注意我们的建议和意见是基于所提供事实为依据而发表的。如果我们对于任何可能

影响我们结论的事实理解不正确，请告知我们。 

 

也请注意，下述基准定位分析系依据 OECD 指南(“《OECD 跨国企业与税务机关转让定

价指南》”)进行准备，一般而言依据 OECD 指南准备的基准定位分析会被所涉及范围内

的所有税收管辖区所接受，但在进行转让定价审查、审计或调查时，它对任何地方税

务机关都不具有约束力。各税收管辖区内相关实体利润水平可能会因此类审查、审计

或调查进行调查。 

 

本转让定价分析研究仅供贵方所需，不应被任何其他个人或公司作为依据。因此，如

果贵公司想披露本转让定价分析研究给任何其他个人或组织，贵公司必须告知他们，

在没有我们书面同意的情况下，他们不能出于任何目的而依赖我们的工作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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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经济分析 

一、  被验证主体的确定 

在评估关联交易是否符合独立交易原则时首先需要确定关联交易中的被验证主体。在

关联交易中作为被验证主体的企业，通常其在关联交易中的利润水平可以被有效地确

定，并且相关的可比数据可以被可靠地取得。因而，通常情况下，被验证主体应是承

担功能相对简单，并且不拥有能使其在实质上有别于其他潜在可比非受控企业的重要

无形资产或特殊资产的企业。 

 
基于上述分析，集团生产商被选择为本报告的被验证主体，因为集团生产商在关联交

易中的利润水平可以被有效地确定，并且相关的可比数据可以被可靠地取得。所以，

我们选择集团生产商作为我们进行经济分析的被验证主体。 

 

二、  转让定价方法的选用及理由 

OECD 指南规定，企业发生关联交易以及税务机关审核、评估关联交易均应遵循独立

交易原则，选用合理的转让定价方法。转让定价方法主要包括可比非受控价格法

（CUP）、再销售价格法（RPM）、成本加成法（CPLM）、交易净利润法（TNMM）、以

及利润分割法（PSM）。 

 

以下将详述上述所列各转让定价方法及其各自的可行性，并进而运用这些方法来分析

受测关联交易。 

 

1. 可比非受控价格法 

可比非受控价格法以非关联方之间进行的与关联交易相同或类似业务活动所收取的价

格作为关联交易的公平成交价格。可比非关联交易根据比较对象的不同，分为内部可

比交易和外部可比交易。《实施办法》指出，在使用可比非受控价格法时，应特别考察

关联交易与非关联交易在交易资产或劳务的特性、合同条款及经济环境上的差异。可

比非受控价格法主要针对关联方之间在销售商品（或提供劳务）时所收取的价格和非

关联方之间在销售（或提供）相同或类似的商品(或劳务)时所收取的价格进行比较。因

此，产品或劳务的相似性是决定该方法是否适用的关键因素。 

 

根据 OECD 指南，如能找到可比非受控交易，那么可比非受控价格法应优先于其他方

法。在满足以下两个条件之一的情况下，某个非受控交易与该受控交易是可比的： 

 

► 该受控交易与非受控交易间无差异，或者虽然有差异，但这些差异并不足以对需要

分析比较的条件产生实质性影响；或 

► 该受控交易与非受控交易间有实质差异，但这些差别所产生的影响可以通过合理的

量化调整来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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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比非受控价格法通过分析可比非受控交易以判断受控交易是否符合独立交易原则。在搜

索可比非受控交易的过程中，由于无法找到足够的可用内部信息和公开信息。因此，可比

非受控价格法不是用来确定集团生产商在关联交易中应获得的符合独立交易原则回报的最

适合方法。 

 

2. 再销售价格法 

再销售价格法以关联方购进商品再销售给非关联方的价格减去可比非关联交易毛利后

的金额作为关联方购进商品的公平成交价格。再销售价格法通常适用于再销售者未对

商品进行改变外型、性能、结构或更换商标等实质性增值加工的简单加工或单纯购销

业务。 

 

集团生产商并不是分销商。因此，再销售价格法也不是用来测试集团生产商在关联交

易中是否符合独立交易原则的最适合的方法。 

 

3. 成本加成法 

成本加成法以关联交易发生的合理成本加上可比非关联交易毛利作为关联交易的公平

成交价格。 

 

成本加成法通常适用于分析生产或服务功能，因而在理想的情况下，成本加成法应是

用来验证集团生产商关联交易的最适合的方法。 

 

然而，由于各个国家或地区会计制度及处理方法的不同，我们无法获取足够的信息以

确保服务提供方与其潜在可比公司在劳务成本、销售费用和管理费用等项目的核算上

使用了一致的财务方法，从而无法获得准确的可比非关联交易毛利。因此，成本加成

法也不是用来测试集团生产商在联交易中是否符合独立交易原则的最适合的方法。 

 

4. 利润分割法 

利润分割法根据企业与其关联方对关联交易合并利润的贡献计算各自应该分配的利润

额。在应用利润分割分析时有两种利润分割法： 

 

► 一般利润分割法根据关联交易各参与方所执行的功能、承担的风险以及使用

的资产，确定各自应取得的利润。 

► 剩余利润分割法将关联交易各参与方的合并利润减去分配给各方的常规利润

的余额作为剩余利润，再根据各方对剩余利润的贡献程度进行分配。 

 
利润分割法通常适用于两个或两个以上交易参与方对非常规的无形资产有重大贡献，

或者各参与方的关联交易高度整合且难以单独评估各方交易结果的情况。因此利润分

割法很难就某项未高度整合的单一交易进行验证，如交易净利润法。 

 

考虑到集团生产商的关联交易并不存在难以单独分析的情况，并且该交易不涉及非常

规的无形资产，所以利润分割法也不是用来测试康耐特集团生产商的关联交易是否符

合独立交易原则的最适合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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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交易净利润法 

交易净利润法以可比非关联交易的利润率指标确定关联交易的净利润。利润率指标包

括资产收益率、销售利润率、完全成本加成率、贝里比率等。 

 

由于息税前净利润对功能和会计差异敏感程度较低，交易净利润法所需的可比程度较

低于其他方法。如后文所述，在所执行的功能、承担的风险和使用的资产方面，与集

团生产商可比的公司可以被有效确定。由于可以有效的对比受控交易和非受控交易间

的息税前净利润水平，所以交易净利润法被选定为最合适的转让定价方法。 

 

6. 结论 

在选取用以验证亚太地区镜片及眼科光学产品生产业务的转让定价方法时，应充分考

虑集团生产商与关联方在交易过程中的具体情况。经过以上分析，我们确认可比非受

控价格法、再销售价格法、成本加成法和利润分割法并不是用以验证集团内部北美地

区关联交易的最合理的转让定价方法。因此，根据 OECD 指南，交易净利润法是用来

验证集团生产商关联交易的最适合的方法。   



转让定价基准分析报告 

经济分析 

机密 – 版权所有  6 

安永 2021 

三、  搜索可比公司 

1. 搜索过程 

这部分详述了搜索可比交易或可比公司的方法及结果。可比搜索的结果将被用来确定

符合独立交易原则的利润区间以测试关联交易的价格或相关利润。 

 

(1) 可比性标准 

 

搜索策略应同时体现功能和产品的可比性以提高搜索结果的可靠性。 

 

被视为可比的公司具有以下特征或符合以下可比性标准： 

 
► 公司为亚太地区企业。不同地域的市场条件可能导致不同的利润，因而有必要确认

被测企业所获的利润是否反映了亚太地区市场的可比利润；  

► 公司为独立公司。在有母公司或者控股公司的情况下，企业可能会存在关联交易； 

► 公司提供相同或相似的产品。该公司的主营业务收入不应主要来源于生产不同于镜

片及眼科光学产品或与其类似的产品。不可比的产品包括化工产品、工业机械等；  

► 公司执行相似的功能。该公司不应执行明显不可比的功能。例如，公司的主营业务

收入不应主要来源于与提供服务不一致的功能（例如分销或提供服务）。 

 

(2) Oriana 搜索过程 

我们通过 Oriana 数据库对可比公司进行搜索，Oriana 是一个特别针对亚太区上市公

司和非上市公司信息的综合性数据库，其内容范围涵盖了泛亚和中东地区的

113,000,000 多家公司。 

 

我们通过其他公开渠道获取的信息，如公司主页、审计报告和 Dun & Bradstreet 

Hoovers（以下简称为“D&B Hoovers”）1作为补充，并复核了 Oriana 数据库提供的

信息。 

 

搜索过程主要包括以下三个筛选步骤： 

 

► 通过 Oriana 数据库进行自动搜索，初步确定潜在的可比公司，包括三个步骤：可靠

数据筛选、地理区域筛选和行业分类筛选； 

 

► 通过从 Oriana 数据库中获得财务数据，对初步入选的潜在可比公司进行定量筛选，

剔除可能存在较大业务活动差异的公司； 

 

► 通过 Oriana 数据库所提供的信息以及我们通过其他公开渠道获取的信息，对通过以

上步骤筛选剩余的潜在可比公司的可比性进行分析，并最终确定可比公司的名单。 

 

 
1 D&B Hoovers 是一个网上数据库，它收录了全世界几千万个企业的主要商业和财务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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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自动搜索 

首先，我们将通过以下搜索标准在 Oriana 数据库中自动搜索潜在的可比公司。 

 
确定地域范围 

 

我们首先将可比公司的搜索范围限制在以下国家和地区。 

 

业务正常/非正常（Active/Inactive）运作指标 

 

所有初选的公司中，我们只接受在 Oriana 中标记为“active”（表示业务正常运行）的

公司。 

 

中国 日本 中国香港 澳大利亚 马来西亚 

印度 韩国 中国台湾 泰国 新加坡 

印度尼西亚 菲律宾 新西兰 越南 巴基斯坦 

斯里兰卡 中国澳门 尼泊尔 缅甸 文莱 

 

独立性指标 

 
为确保初选出的公司为独立公司，我们引入了 Oriana 所提供的独立性指标进行筛选，

只保留那些被 Oriana 数据库标注了如下独立性指标的公司： 

 

► A+、A 或者 A-：表明没有任何单个股东控制该公司的股份超过 25%；或者 

► U: 表明该公司股东持股情况不清楚。2 

 
独立性指标筛选对于剔除公司与关联方（如多数股东）之间的非符合独立交易原则交

易所产生的影响尤为必要。 

 

产业分类代码 

 

接下来，我们使用 Oriana 数据库，根据以下标准产业代码（SIC）查找那些潜在的可

比公司。 

 

SIC 行业名称 

3827 光学仪器与镜头 

5047 医疗、牙医及医院设备和补充品 

5048 眼科用品 

5049 其他专业设备和补充品（未被归入以上类别） 

512 药品、药品专利和药剂师用具 

5122 药品、药品专利和药剂师工具 

 

 
2 许多公司并不对外公布其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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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财务数据 

 
为了确保所选择的可比公司具有足够的财务数据进行分析，采用了下列筛选条件： 

 

► 只接受在 Oriana 数据库中在 2017 至 2019 之间至少有 2 年营业收入超过

5,000,000 美元的公司；以及 

► 只接受在 Oriana 数据库中在 2017 年至 2019 年至少出现 1 年盈利的公司。 

 

官方网站筛选 

 

我们剔除了在数据库中不收录官方网站的公司。 

 

通过上述数据库自动筛选步骤，我们初步选出了703家潜在的可比公司。 

(4) 潜在可比公司筛选 

继而，安永审核了这些公司的英文业务描述，以进一步确定它们是否与被验证主体可比。

尤其，满足以下一条或多条标准的公司将被排除： 

 

► 该公司承担明显的非可比职能，比如：分销、提供服务等； 

► 该公司提供的产品不具可比性，比如：化工产品、工业机械等等；以及 

► 安永排除了那些缺少足够信息以确定其可比性的公司。 

 
由于 Oriana 提供的业务描述及股东信息数据有限，安永还运用互联网和 D&B 数据库

来补充和确认有效信息。 

 

通过这一步骤，693 家公司被剔除，余下 10 家公司可以接受作为可比公司。 

 

下表列出了被最终选定的可比公司。 

 

公司名称 国家/地区 

ABILITY OPTO-ELECTRONICS TECHNOLOGY COMPANY 
LIMITED 

中国台湾 

CALIN TECHNOLOGY CO., LTD. 中国台湾 

CHONG QING AUGEN-TECH. COMPANY LIMITED 中国 

DANYANG H&C OPTICAL GLASSES CO.,LTD 中国 

DONGGUAN YUTONG OPTICAL TECHNOLOGY COMPANY 
LIMITED 

中国 

GUANGDONG BEICHUANG OPTOELECTRONLCS TECHNOLOGY 
COMPANY LIMITED 

中国 

HL OPTICS CO.,LTD 韩国 

I-SEE VISION TECHNOLOGY INC 中国台湾 

WENZHOU OUHAI GLASSES CO., LTD. 中国 

ZHEJIANG CRYSTAL-OPTECH COMPANY LIMITED 中国 

 

Oriana可比公司筛选表请详见附件一，可比公司的主营业务简介请详见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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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财务分析 

1. 利润率指标的运用 

对于集团生产商的关联交易，我们使用交易净利润法的完全成本加成率作为确定集团生

产商与其关联公司之间符合独立交易原则定价的最适合的利润水平指标，即：营业利润

/营业总成本。 

 

2. 计算独立交易利润区间 

通过以上分析，交易净利润法被选定为用来确定集团生产商在关联交易中是否符合独

立交易原则的最适合的转让定价方法。在交易净利润法下，根据受测方的情况，可比

公司完全成本加成率可以按照以下公式计算得出： 

 
► 完全成本加成率 = 营业利润/营业总成本 

► 营业利润 = 营业收入 – 营业总成本 

► 营业总成本 = 营业成本（含税金及附加）+营业费用 

► 营业费用 = 销售费用+管理费用 

 

3. 历年数据的使用 

根据 OECD 指南，历年数据的使用有助于我们更好的了解可比公司所处行业的商业及

产品周期。可比公司和被验证主体在所处的商业和产品周期上的差异可能会给可比性

造成较大的影响。历年数据的使用可以帮助我们判断独立企业所处的经济环境和被验

证主体是否可比。如果独立企业所处的经济环境与被验证主体存在较大差异，则不应

把这家公司选为可比公司。 

 

并且，考虑到历年数据的使用（相对与单一年度数据）有利于在最大程度上避免因特

定年度可能出现的异常情况而造成的重大差异。 

 
我们了解到，截至本报告完成时，在 Oriana 数据库中尚有许多上市公司未披露其

2020 年度的财务数据，我们在可比性分析时使用可比公司 2017 至 2019 年度的财务

数据加以替代。另外，考虑到许多上市公司的财务报告截止日并非中国所通常采用的

每年的 12 月 31 日，我们将按照下面的原则使用其财务数据： 

 

► 对于财务报告截止日在 5 月 31 日前或为 5 月 31 日的，我们将其归入到截止日为

12 月 31 日的前一个财务年度； 

► 对于财务报告截止日在 6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之间的，我们将其归入到截止日为

12 月 31 日的同一个财务年度。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归入到截止日为 12 月 31 日的同一个财务年度 
归入到截止日为 12 月 31 日的前一

个财务年度 



转让定价基准分析报告 

经济分析 

机密 – 版权所有  10 

安永 2021 

4. 四分位区间3 

为了使可比分析结果更加可靠，我们基于所有的可比数据建立了一个四分位数区间。

一般来讲，根据统计学原理，任何一个利润率指标中位值附近的概率分布都会呈现出

正态分布。任何高于或低于中位值的数值对于样本总体的代表性与中位值对于样本总

体的代表性是一样的，所以我们不能将利润率局限于中位值这一点。但是，考虑到极

值点很有可能无法代表独立交易原则下的利润率，我们采取了谨慎的做法，仅使用第

一分位和第三分位之间的区间来计算可以接受的结果。 

 

5. 加权平均方法 

我们计算了可比公司 2017 至 2019 年度完全成本加成率的平均数。我们先计算每家

可比公司每年的完全成本加成率，然后得出每家可比公司的三年的平均完全成本加成

率。最后我们使用所有公司的三年加权平均完全成本加成率计算四分位数区间。 

 

6. 可比数据的差异调整及理由 

我们未对可比数据进行调整。 

 

五、  分析结论 

分析结果显示，集团生产商的可比公司在 2017 至 2019 年度期间的三年加权平均完

全成本加成率的四分位区间为 1.48%至 9.59%，中位值为 6.88%。 

 

（可比公司的财务数据分析请详见附件三） 

 

 
3 四分位区间是第一和第三分位的中间部分。分位代表变量在特定百分数上得出的值 （第一分位＝25%，第二分位＝

50%＝中位值，第三分位＝75%）。有一些方法可以用来决定四分位数区间，本文中采用微软 Excel 的 quartile 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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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结论 

根据上文的经济分析，我们选择集团生产商作为被验证主体，并选用交易净利润法作

为最合适的转让定价方法。 

 

我们在 Oriana 数据库中搜索了集团生产商的可比公司以进行基准定位分析，根据分析

结果：亚太地区可比公司 2017-2019 年期间的三年加权平均完全成本加成率的四分

位区间为 1.48%至 9.59%，中位值为 6.88%。 

 

考虑到宏观经济及经济环境的变化可能影响可比公司的利润水平，进而影响完全成本

加成率的四分位区间，为了保证集团生产商能够获取符合独立交易原则的、与其执行

的功能与提供的资源相匹配的回报，我们建议管理层定期对所采用的完全成本加成率

情况进行复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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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列表 

附件一  可比公司筛选表 

附件二  可比公司业务简介 

附件三  可比公司财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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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可比公司筛选表 

编号 公司名称 

接
受

/拒
绝

 

  

功
能

不
可

比
 

产
品

不
可

比
 

其
它

 

10 561 68 64 

接受的公司 

1 ABILITY OPTO-ELECTRONICS TECHNOLOGY COMPANY LIMITED 接受       

2 CALIN TECHNOLOGY CO., LTD. 接受       

3 CHONG QING AUGEN-TECH. COMPANY LIMITED 接受       

4 DANYANG H&C OPTICAL GLASSES CO.,LTD 接受       

5 DONGGUAN YUTONG OPTICAL TECHNOLOGY COMPANY LIMITED 接受       

6 GUANGDONG BEICHUANG OPTOELECTRONLCS TECHNOLOGY COMPANY LIMITED 接受       

7 HL OPTICS CO.,LTD 接受       

8 I-SEE VISION TECHNOLOGY INC 接受       

9 WENZHOU OUHAI GLASSES CO., LTD. 接受       

10 ZHEJIANG CRYSTAL-OPTECH COMPANY LIMITED 接受       

拒绝的公司 

11 3S-MEDICAL CO., INC. 拒绝 x     

12 A AND T CO.,LTD. 拒绝 x     

13 A&C BEAUTE CO.,LTD 拒绝   x   

14 AB SCIEX KOREA LIMITED COMPANY 拒绝   x   

15 ACT CO. 拒绝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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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公司名称 

接
受

/拒
绝

 

  

功
能

不
可

比
 

产
品

不
可

比
 

其
它

 

10 561 68 64 

16 ACT MEDIC CO.,LTD. 拒绝 x     

17 ALFRESA HOLDINGS CORPORATION 拒绝 x     

18 ALIGNED GENETICS, INC. 拒绝 x     

19 ALL JAPAN DRUG CO.,LTD. 拒绝 x     

20 ALMADO INC. 拒绝 x     

21 ALPHA CORPORATION 拒绝 x     

22 ALTA CHEMICAL CO.,LTD. 拒绝 x     

23 AMAGAI CO.,LTD. 拒绝 x     

24 AMCO INCORPORATED. 拒绝 x     

25 AMERICAN TAIWAN BIOPHARM CO LTD 拒绝 x     

26 AMERICAN VIETNAMESE BIOTECH INCORPORATION 拒绝 x     

27 AMG CO.,LTD. 拒绝 x     

28 AMI, INC. 拒绝 x     

29 AMOREPACIFIC VIETNAM COMPANY LIMITED 拒绝     x 

30 ANDSHI-M.LTD 拒绝     x 

31 ANHUI FUYANG MEDICINE PURCHASE & SUPPLY STATION CO., LTD. 拒绝 x     

32 ANITECH TOTAL SOLUTION CO LTD 拒绝 x     

33 APEX INC. 拒绝 x     

34 APEX INTERNATIONAL CO.,LTD. 拒绝 x     

35 APOGEE OPTOCOM COMPANY LIMITED 拒绝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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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公司名称 

接
受

/拒
绝

 

  

功
能

不
可

比
 

产
品

不
可

比
 

其
它

 

10 561 68 64 

36 APPLIED MEDICAL AUSTRALIA PTY LIMITED 拒绝 x     

37 ARIEL TRADING CO.,LTD. 拒绝     x 

38 ARROWS CO.LTD. 拒绝 x     

39 ASIA PACIFIC COSMETICS CORPORATION (THAILAND) LTD 拒绝 x     

40 ASIAN MEDICAL SYSTEMS INC 拒绝 x     

41 AST CO.,LTD. 拒绝   x   

42 ATEC JAPAN K.K. 拒绝 x     

43 ATEMU, KK 拒绝 x     

44 ATLANTIC LAB CO., LTD. 拒绝 x     

45 ATOMY CO.,LTD 拒绝 x     

46 AURO LABORATORIES LIMITED 拒绝   x   

47 AUSTRALIAN PHARMACEUTICAL INDUSTRIES LIMITED 拒绝   x   

48 AXIS CO.,LTD. 拒绝   x   

49 AXXZIA INC. 拒绝 x     

50 AZ SCIENCE CO.,LTD. 拒绝 x     

51 BABAKIKAITEN, KK 拒绝 x     

52 BACH QUANG CO., LTD 拒绝 x     

53 BAE WORLD INC. 拒绝     x 

54 BANGJ00 CO., LTD 拒绝     x 

55 BANGKOK DRUGSTORE COMPANY LIMITED 拒绝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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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公司名称 

接
受

/拒
绝

 

  

功
能

不
可

比
 

产
品

不
可

比
 

其
它

 

10 561 68 64 

56 BEAUTY FACTORY 拒绝 x     

57 BEAUTY GATE CO.,LTD. 拒绝 x     

58 BEIERSDORF AUSTRALIA LTD 拒绝   x   

59 BEIJING DONGNAN YICHENG LABORATORY TNSTRUMENT CO.,LTD. 拒绝 x     

60 BEIJING GUO KANG XIONGDI MEDICINE CO., LTD. 拒绝 x     

61 BEIJING HENGRUNTAI PHARMACEUTICAL TECHNOLOGY CO., LTD. 拒绝     x 

62 BEIJING HUALUNXINGUANG SCIENCE TECHNOLOGY DEVELOPMENT CO.,LTD 拒绝 x     

63 BEIJING HUIERNUO TECHNOLOGY CO.,LTD 拒绝 x     

64 BEIJING HUOREN MEDICAL APPARATUS CO., LTD. 拒绝 x     

65 BEIJING J.S.K S&T CO.,LTD 拒绝 x     

66 BEIJING KAIHONG MEDICINE CO.,LTD 拒绝 x     

67 BEIJING LUNARSUN PHARMACEUTICAL CO.,LTD 拒绝 x     

68 BEIJING NORTH WANGYUAN TRADING CO.,LTD 拒绝 x     

69 BEIJING NUOKANGQIAO TRADE CO.,LTD 拒绝   x   

70 BEIJING PINSHANGPIN MEDICINE TECHNOLOGY CO.,LTD 拒绝 x     

71 BEIJING YINGKERUI INNOVATION PHARMACEUTICAL CO., LTD. 拒绝   x   

72 BEIJING YOUHUA ZHAOQIN MEDICAL EQUIPMENT CO., LTD. 拒绝   x   

73 BELIEVE CO,.LTD 拒绝 x     

74 BENDIGO UNITED FRIENDLY SOCIETIES PHARMACIES LTD 拒绝 x     

75 BENESEED CO.,LTD. 拒绝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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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BEX PHARM KOREA CO.,LTD 拒绝 x     

77 BHARAT DIAMOND BOURSE 拒绝 x     

78 BINH THUAN TRADING JOINT STOCK COMPANY 拒绝 x     

79 BIOGENETECH CO LTD 拒绝 x     

80 BIOPHARM CHEMICALS CO LTD 拒绝 x     

81 BIOVALYS COMPANY LIMITED 拒绝 x     

82 BISHO INC. 拒绝 x     

83 BIZCOM JAPAN,INC 拒绝 x     

84 BLOOMS THE CHEMIST MANAGEMENT SERVICES LTD 拒绝 x     

85 BMC INC. 拒绝     x 

86 BNS MED CO.,LTD 拒绝     x 

87 BO DUK MEDIPHARM CO.,LTD 拒绝 x     

88 BOEHRINGER INGELHEIM ANIMAL HEALTH (THAILAND) CO LTD 拒绝 x     

89 BOHSEI SCIENCE CO,. LTD 拒绝 x     

90 BRIGHTEN OPTIX CORPORATION 拒绝 x     

91 B-SOFT COMPANY LIMITED 拒绝 x     

92 BUIVANNGO INDUSTRIAL & AGRICULTURAL MACHINERY CO., LTD 拒绝 x     

93 BUKOU BUSINESS CO.,LTD 拒绝 x     

94 BURIRIAJU, KK 拒绝 x     

95 C MEDICS 拒绝     x 



转让定价基准分析报告 

附件一 

机密 – 版权所有  18 

安永 2021 

编号 公司名称 

接
受

/拒
绝

 

  

功
能

不
可

比
 

产
品

不
可

比
 

其
它

 

10 561 68 64 

96 CACHET PHARMACEUTICAL COMPANY LIMITED 拒绝 x     

97 CALLSCAN AUSTRALIA PTY. LTD. 拒绝     x 

98 CAM LE TRADING JOINT STOCK COMPANY 拒绝 x     

99 CANON MEDICAL SUPPLY CO., LTD. 拒绝 x     

100 CAREMAX CORPORATION 拒绝 x     

101 CARE-ROOT SERVICE CO.,LTD 拒绝 x     

102 CARPET ONE AUSTRALASIA LIMITED 拒绝 x     

103 CDC PHARMACEUTICALS LIMITED 拒绝 x     

104 CEBU TOYO CORP. 拒绝   x   

105 CENTRAL BOOKS AND EDUCATIONAL EQUIPMENT JOINT STOCK COMPANY 拒绝 x     

106 CENTRAL MEDICAL CO., LTD. 拒绝 x     

107 CENVERSA LIMITED 拒绝 x     

108 CH2 HOLDINGS PTY LIMITED 拒绝   x   

109 CHANEL (THAILAND) LTD 拒绝 x     

110 CHEIL MEDICAL CO.,LTD 拒绝 x     

111 CHEZMOI CO.,LTD, 拒绝 x     

112 CHIKUGO DENTAL 拒绝 x     

113 CHO SHINYAKU CO.,LTD. 拒绝 x     

114 CHUBU MEDICAL CO.,LTD. 拒绝 x     

115 CHUO BUSSAN CORPORATION 拒绝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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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 CHUO KAGAKU CO., LTD. 拒绝 x     

117 CHUOMEDICAL INC. 拒绝     x 

118 CLOISTERS CO.,LTD. 拒绝 x     

119 CMC BIOTECH CO LTD 拒绝 x     

120 CMM TRADELINKS PRIVATE LIMITED 拒绝   x   

121 COLAN TOTTE CO.,LTD. 拒绝   x   

122 CONG TY CO PHAN DUOC - TRANG THIET BI Y TE BINH DINH 拒绝 x     

123 CONG TY CO PHAN DUOC PHAM TRUNG UONG 3 拒绝 x     

124 CONG TY CO PHAN DUOC TRUNG UONG MEDIPLANTEX 拒绝 x     

125 CONG TY CO PHAN MEINFA 拒绝 x     

126 CONG TY CO PHAN SAN XUAT VA THUONG MAI HOA THINH 拒绝 x     

127 CONG TY CO PHAN THUONG MAI KY THUAT M.T 拒绝   x   

128 CONG TY TNHH BINH TIEN DONG NAI 拒绝 x     

129 CONG TY TNHH THUONG MAI NGUYEN XUONG 拒绝 x     

130 COOK MEDICAL (THAILAND) COMPANY LIMITED 拒绝 x     

131 CORK SUPPLY AUSTRALIA PTY. LTD. 拒绝 x     

132 COSME DE BEAUTE LTD. 拒绝 x     

133 COSMECOMPANY CO.,LTD. 拒绝 x     

134 COSMO BEAUTY CO.,LTD. 拒绝 x     

135 COTTON LABO CO.,LTD. 拒绝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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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 CR CHUBU CO.,LTD. 拒绝 x     

137 CROSSWILL MEDICAL CO., LTD. 拒绝 x     

138 CTM INC. 拒绝 x     

139 CULTURAL DEVELOPMENT & IMPORT - EXPORT JOINT STOCK COMPANY 拒绝 x     

140 CUORE CO.,LTD. 拒绝 x     

141 DA TEC. INC. 拒绝 x     

142 DACHENG MEDICAL INVESTMENT COPANY LIMITED 拒绝 x     

143 DAI TRUONG PHAT EDUCATION JOINT STOCK COMPANY 拒绝 x     

144 DAIEI DENTAL PRODUCTS CO.,LTD. 拒绝 x     

145 DAIHAN SCIENTIFIC CO.,LTD. 拒绝   x   

146 DAIICHI IRYOUKI CO.,LTD. 拒绝 x     

147 DAIICHI YAKUHIN CO.,LTD. 拒绝   x   

148 DAIKOKU CO,LTD 拒绝 x     

149 DAIKOKU CO.,LTD. 拒绝 x     

150 DAISEN CO.,LTD. 拒绝 x     

151 DAIWHA CORPORATION LTD 拒绝 x     

152 DALIM MEDICAL CORP 拒绝 x     

153 DAWON MEDI COM CO.,LTD 拒绝     x 

154 DENTSPLYSIRONA KOREA INC 拒绝     x 

155 DHARMESH JEWELLERS PRIVATE LIMITED 拒绝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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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 DIDITI, KK 拒绝 x     

157 DO-BEST, INC. 拒绝 x     

158 DOCEO CO.,LTD 拒绝 x     

159 DOKKYO MEDICAL SERVICE CO.,LTD. 拒绝 x     

160 DONGBO PHARM CO.,LTD 拒绝 x     

161 DONGGUAN JINYANG PHARMACEUTICAL CO.,LTD 拒绝 x     

162 DONGIN OPTICAL CO.,LTD 拒绝   x   

163 DONGMYOUNG CO.,LTD 拒绝 x     

164 DONGMYUNG MEDICAL CO.,LTD 拒绝 x     

165 DR. ALTHEA CO., LTD 拒绝 x     

166 DR. SELECT CO.,LTD. 拒绝 x     

167 DUOC DAI NAM JOINT STOCK COMPANY 拒绝 x     

168 E DENT CO.,LTD 拒绝 x     

169 ECLORE CO.,LTD. 拒绝 x     

170 ECO PHARMA JOINT STOCK COMPANY 拒绝 x     

171 EKUSHIZUJAPAN, KK 拒绝 x     

172 ELCA KOREA LTD 拒绝 x     

173 ELVE PLANS CO.,LTD. 拒绝 x     

174 EMPECS MEDICAL CO.,LTD 拒绝   x   

175 EMUKE, KK 拒绝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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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 ENTORICH CORPORATION 拒绝 x     

177 ERMA INC. 拒绝 x     

178 ESSILOR PHILIPPINES OPTICAL DISTRIBUTION INC 拒绝   x   

179 ETO SHOUJI CORPORATION 拒绝 x     

180 EVE CO., LTD. 拒绝   x   

181 EVE MEDICAL CO.,LTD 拒绝 x     

182 EVERX JAPAN 拒绝 x     

183 EYEPLUS CORPORATION 拒绝 x     

184 EYEQ OPTOMETRISTS LIMITED 拒绝 x     

185 FAIR MEDICAL CO.,LTD 拒绝 x     

186 FAVEUR MARCHE CO.LTD. 拒绝 x     

187 FINGGAL LINK CO., LTD. 拒绝 x     

188 FIRST RATE CORPORATION 拒绝 x     

189 FIVESTARS CO.,LTD 拒绝     x 

190 FLEXMEDICAL CO.,LTD 拒绝 x     

191 FOCUS MEDICAL CO.,LTD 拒绝 x     

192 FORM CO.,LTD. 拒绝 x     

193 FORTUNA INC. 拒绝     x 

194 FRESENIUS MEDICAL CARE AUSTRALIA PTY LTD 拒绝     x 

195 FUJITA MEDICAL INSTRUMENTS CO.,LTD. 拒绝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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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 FUKUDA RYU CO.,LTD. 拒绝     x 

197 FUKUSUKE SEKKEN CORPORATION 拒绝 x     

198 FUKUWARAKU COMPANY LTD. 拒绝 x     

199 FUSION,INC. 拒绝 x     

200 G.C. CORP. 拒绝 x     

201 GALTS CO.,LTD. 拒绝 x     

202 GAMO HOKKAIDO CO.,LTD. 拒绝 x     

203 GANGAR OPTICIANS PRIVATE LIMITED 拒绝 x     

204 GDS CO.,LTD 拒绝 x     

205 GELEXIM TRADING AND INVESTMENT JOINT STOCK COMPANY 拒绝 x     

206 GENENET CO.,LTD. 拒绝     x 

207 GENEX CO.,LTD. 拒绝     x 

208 GL RUBICON CO., LTD 拒绝 x     

209 GLOBAL MIRACLE (BEIJING) MEDICAL TECHNOLOGY DEVELOPMENT CO., LTD. 拒绝 x     

210 GM MEDICAL CO., LTD. 拒绝   x   

211 GO VITA GROUP LIMITED 拒绝 x     

212 GOLB PRECISION (SHENZHEN) LIMITED 拒绝 x     

213 GOLDEN GATE COMMERCIAL JOINT STOCK COMPANY 拒绝   x   

214 GOLDENBULL 拒绝 x     

215 GOOD NEIGHBORS SOCIAL WELFARE CORP 拒绝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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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6 GOSHEN KOREA CO.,LTD 拒绝 x     

217 GOTO INC 拒绝 x     

218 GOYOH MEDICAL INSTRUMENT CO.,LTD. 拒绝 x     

219 G-PLAN CORPORATION 拒绝 x     

220 GRAND AESPIO INC 拒绝 x     

221 GRAZIA CO.,LTD. 拒绝 x     

222 GREAT&GRAND CO.,LTD. 拒绝 x     

223 GREEN PIA HEALTH CARE CO.,LTD 拒绝 x     

224 GREEN WEALTH HEALTH CARE COMPANY LIMITED 拒绝 x     

225 GS MEDICAL CO.,LTD 拒绝 x     

226 GUANGDONG BEICHUANG OPTOELECTRONICS TECHNOLOGY CO., LTD. 拒绝 x     

227 GUANGDONG DONGGUAN GUOYAO GROUP CO., LTD. 拒绝   x   

228 GUANGDONG JIEDE PHARMACEUTICAL CO.,LTD 拒绝 x     

229 GUANGZHOU PU MIN MEDICINE CO., LTD. 拒绝 x     

230 GUANGZHOU RUIHUA TRADE CO., LTD. 拒绝 x     

231 GUANGZHOU ZHONG YU INSTRUMENT CO., LTD. 拒绝 x     

232 H&B COSMETICS CORPORATION CANTON LIMITED 拒绝 x     

233 HACHIGOU MEDICAL INSTRUMENT 拒绝 x     

234 HAHONICO INC. 拒绝 x     

235 HAI HA EDUCATION EQUIPMENT JOINT STOCK COMPANY 拒绝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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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6 HAINAN PURPLE BAMBOO STAR PHARMACEUTICAL COMPANY LIMITED 拒绝     x 

237 HAKUJUJI HAMBAI KK 拒绝 x     

238 HAMARI CHEMICALS,LTD. 拒绝   x   

239 HAMARI CO.,LTD. 拒绝   x   

240 HANDOBERU KEA, YK 拒绝 x     

241 HANGZHOU HUARUI FEED CO., LTD. 拒绝     x 

242 HANKOOK COSMETICS CO.,LTD. 拒绝 x     

243 HASHINO MEDICAL CO.,LTD. 拒绝 x     

244 HAUSEN BERNSTEIN CO LTD 拒绝 x     

245 HEALOL PHARMACEUTICALS CO LTD 拒绝 x     

246 HEIWA BUSSAN CO.,LTD. 拒绝 x     

247 HENAN PINGYUAN INTELLIGENT EQUIPMENT COMPANY LIMITED 拒绝   x   

248 HI LIVING CO.,LTD 拒绝 x     

249 HIGH DENTAL KOREA CO.,LTD 拒绝 x     

250 HIMAWARI CO.,LTD. 拒绝     x 

251 HKPCO.,LTD 拒绝     x 

252 HOEI CO,.LTD. 拒绝   x   

253 HOKO KK 拒绝 x     

254 HOKUSHIN MEDICAL CO.,LTD. 拒绝 x     

255 HOKUYAKU TAKEYAMA HOLDINGS INC 拒绝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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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6 HOLONICS HEALTHCARE COMPANY LIMITED 拒绝 x     

257 HONGO IWASHIYA MEDICAL INSTRUMENTS 拒绝 x     

258 HOSHI CORPORATION 拒绝   x   

259 HOSHISEIDO MEDICAL APPLIANCE INDUSTRY CO.,LTD. 拒绝 x     

260 HOSPI CARE CO.,LTD 拒绝 x     

261 HOSPITAL SERVICE CO., LTD. 拒绝 x     

262 HOUSE OF ROSE CO.,LTD. 拒绝 x     

263 HOYU CO.,LTD. 拒绝 x     

264 HS-MEDICAL CO.,LTD. 拒绝 x     

265 HTC CONSTRUCTION AND ADVANCED TECHNOLOGY JOINT STOCK COMPANY 拒绝 x     

266 HUIZHOU XINXING PHARMACEUTICAL CO., LTD. 拒绝 x     

267 HUNAN JIMING PHARMACEUTICAL CO., LTD. 拒绝 x     

268 ICATCH INC. 拒绝 x     

269 IDOOGEN CO.,LTD 拒绝     x 

270 IGARASHI MEDICAL INDUSTRIAL CO.,LTD. 拒绝 x     

271 IJAK CO.,LTD 拒绝 x     

272 INAGAKI YAKUHIN CO., LTD. 拒绝     x 

273 INCHUN PHARM CO.,LTD 拒绝 x     

274 INDOCHINE WELLNESS COMPANY LIMITED 拒绝 x     

275 INFRASONICS INC. 拒绝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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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6 INKOS CO.,LTD 拒绝 x     

277 INNOMEDICS MEDICAL INSTRUMENTS INC. 拒绝 x     

278 INOCHEER CO.,LTD. 拒绝 x     

279 INSOL CO.,LTD 拒绝 x     

280 INSPIRATIONS PAINT STORE (HOLDINGS) LTD 拒绝 x     

281 INTEGRAL CORPORATION 拒绝 x     

282 INTER REHA CO., LTD. 拒绝 x     

283 IPEC HOLDINGS CO., LTD. 拒绝 x     

284 IRIE COMMUNICATION INC. 拒绝 x     

285 ISAGENIX (ASIA PACIFIC), AUSTRALIA PTY LTD 拒绝 x     

286 ISHIGURO MEDICAL SYSTEM CO.,LTD. 拒绝     x 

287 ISKRA INDUSTRY CO.,LTD. 拒绝 x     

288 ISOTECH CORPORATION 拒绝 x     

289 ISSHIKITAKANAWA, KK 拒绝 x     

290 ITI CO.,LTD. 拒绝 x     

291 IVY BEAUTY CORPORATION SDN BHD 拒绝 x     

292 IVY COSMETICS CORPORATION 拒绝 x     

293 IVY JAPAN CO.,LTD. 拒绝   x   

294 IWAKI & CO., LTD. 拒绝 x     

295 IWASHIYA NAGAI, KK 拒绝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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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6 JAEYOUNG SOLUTEC CO.,LTD. 拒绝 x     

297 JANGSUNG CO.,LTD 拒绝 x     

298 JAPAN LIFELINE CO.,LTD. 拒绝 x     

299 JAPAN MEDICAL ALLIANCE CO.,LTD. 拒绝 x     

300 JAPAN MEDICAL HONEST CO., LTD. 拒绝 x     

301 JAPAN MEDICAL INSTRUMENTS CO.,LTD. 拒绝 x     

302 JAPAN TRADE & ENGINEERING CORPORATION 拒绝 x     

303 JAPAN VIETNAM MEDICAL INSTRUMENT JOINT STOCK COMPANY 拒绝 x     

304 JCI, INC. 拒绝 x     

305 JCT CO., LTD. 拒绝 x     

306 JENESUTO, KK 拒绝 x     

307 JEONLA CO.,LTD 拒绝 x     

308 JESHIN PHARMA CO.,LTD 拒绝 x     

309 JETAINE CORPORATION SDN BHD 拒绝   x   

310 JIANG XI SANXIN MEDTEC COMPANY LIMITED 拒绝     x 

311 JINAN HANON INSTRUMENTS COMPANY LIMITED 拒绝 x     

312 JIWON MEDICAL CO.,LTD 拒绝 x     

313 JL CHEMTONIC CO.,LTD. 拒绝 x     

314 JMEC CO.,LTD. 拒绝 x     

315 JOINTOWN MEDICAL DEVICES GROUP CO., LTD. 拒绝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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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6 JOKOH CO.,LTD. 拒绝 x     

317 JOSUISHOJI KK 拒绝 x     

318 JOVY CO.,LTD. 拒绝 x     

319 JOY MG CO.,LTD 拒绝 x     

320 JUNTAKU SHOJI CORPORATION 拒绝 x     

321 K DENTAL CO.,LTD 拒绝 x     

322 K.N.MEDICAL.CO.,LTD. 拒绝 x     

323 KAGOSHIMA SENYOHIN KK 拒绝 x     

324 KAKEN-TECNO CO.,LTD. 拒绝     x 

325 KALIN ENTERPRISE CO., LTD. 拒绝 x     

326 KAMIJO MEDICAL INSTRUMENTS,INC. 拒绝 x     

327 KANEISHI.CO.,LTD. 拒绝 x     

328 KANTOGOSEIKOGYO CO.,LTD. 拒绝 x     

329 KARLSTORZ ENDOSCOPY KOREA INC 拒绝 x     

330 KARMARTS PUBLIC COMPANY LIMITED 拒绝   x   

331 KATASE CO.,LTD. 拒绝 x     

332 KAWANISHI HOLDINGS INC 拒绝 x     

333 KAYABUKI MEDICAL CORPORATION 拒绝 x     

334 KIM PHONG TRADING-PRODUCTION-INVESTMENT JOINT STOCK COMPANY 拒绝   x   

335 KIMURAIRYOKI CO., LTD. 拒绝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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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6 KINDAIASHISUTO, KK 拒绝 x     

337 KIRINDO HOLDINGS CO.,LTD. 拒绝 x     

338 KNOWLEDGE MEDICAL LTD. 拒绝 x     

339 KONEST & DH MEDICAL CO., LTD. 拒绝 x     

340 KOOKA MARKETING (M) SDN BHD 拒绝 x     

341 KOREA UNIPHARM CO.,LTD 拒绝 x     

342 KORYO EYE TECH CO.,LTD 拒绝 x     

343 KOWA CO., LTD. 拒绝 x     

344 KURIBARA ROENTGEN CO,LTD 拒绝 x     

345 KYOEI IKAKIKAI KK 拒绝 x     

346 KYONGNAM DONGWON PHARMACEUTICAL WHOLESALE CO., LTD 拒绝 x     

347 KYOTOWAKOPURE CHEMICAL CO.,LTD 拒绝     x 

348 KYOWA MEDICAL SYSTEMS CO.,LTD. 拒绝 x     

349 LANZHOU RUIDA MEDICINE CO., LTD. 拒绝 x     

350 LAO KEN MEDICAL TECHNOLOGY COMPANY LIMITED 拒绝 x     

351 LEDEAL GROUP CO.,LTD. 拒绝 x     

352 LEOCLAN CO.,LTD. 拒绝 x     

353 LIBERTY MEDICAL PTY LTD 拒绝 x     

354 LILY CO.,LTD. 拒绝 x     

355 LINK MEDICAL DIRECT CO., LTD. 拒绝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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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6 M D C (THAILAND) CO LTD 拒绝   x   

357 M.E.TECHNICA CO.,LTD. 拒绝     x 

358 M.S. BEAUTYLINE CO LTD 拒绝     x 

359 MAKIGUCHI RUBBER CO.,LTD. 拒绝 x     

360 MARIANNEBOLLE INC. 拒绝 x     

361 MARUKI MEDICAL SYSTEMS INC. 拒绝 x     

362 MARUMI DENTAL INC. 拒绝 x     

363 MARUTAKE CO. LTD 拒绝 x     

364 MASTO CO.,LTD. 拒绝 x     

365 MASTOMY CO.,LTD. 拒绝 x     

366 MASUDA MEDICAL INSTRUMENTS CO.,LTD. 拒绝 x     

367 MATERIAL AND TECHNICAL SERVICES IMPORT EXPORT JOINT-STOCK COMPANY 拒绝   x   

368 MATERICHS CO.,LTD. 拒绝 x     

369 MATSUKURA CO.,LTD. 拒绝 x     

370 MATSUO MEDICAL CORPORATION 拒绝 x     

371 MATSUYOSHI & CO., LTD. 拒绝 x     

372 MAXHEALTH MEDICAL GROUP COMPANY LIMITED 拒绝 x     

373 MBA INTERNATIONAL JOINT STOCK COMPANY 拒绝 x     

374 MCLAUGHLIN CONSOLIDATED FISHERMEN LTD 拒绝 x     

375 MEDASSIST CO.,LTD 拒绝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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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6 MEDI ON LINK CO.,LTD. 拒绝     x 

377 MEDI VISION CO.,LTD 拒绝 x     

378 MEDICAL LEADERS CO.,LTD. 拒绝     x 

379 MEDICAL SPACE LTD. 拒绝     x 

380 MEDICAL SYSTEM SERVICE CO.,LTD. 拒绝 x     

381 MEDI-CARE PRODUCTS SDN. BHD. 拒绝 x     

382 MEDICINE PLUS CO.,LTD 拒绝 x     

383 MEDICO CO.,LTD 拒绝 x     

384 MEDIEARTH-JAPAN,INC. 拒绝 x     

385 MEDI-ENTRANCE CO.,LTD 拒绝     x 

386 MEDIFORCE HEALTHCARE PRIVATE LIMITED 拒绝 x     

387 MEDIKARUTENDA, KK 拒绝 x     

388 MEDING LTD. 拒绝 x     

389 MEDIPAL HOLDINGS CORPORATION 拒绝 x     

390 MEDI-TAKE CO.,LTD 拒绝 x     

391 MEDLINE CO LTD 拒绝 x     

392 MEGA INTERNATIONAL CO.,LTD. 拒绝 x     

393 MEILLEUR CO.,LTD. 拒绝 x     

394 MEISEI CO.,LTD. 拒绝   x   

395 MEITOSHOJI KK 拒绝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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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6 MELP CO.LTD, 拒绝 x     

397 MERECO CO.,LTD. 拒绝 x     

398 MERZ AUSTRALIA PTY LTD 拒绝 x     

399 METRO ALLIANCE HOLDINGS & EQUITIES CORPORATION 拒绝 x     

400 MICRO-TECH (NANJING) COMPANY LIMITED 拒绝 x     

401 MIKUNI & CO.,LTD. 拒绝 x     

402 MINAGAWA. MEDICAL INSTRUMENTS CO.,LTD. 拒绝 x     

403 MINGYUE OPTICAL LENS CO., LTD. 拒绝 x     

404 MITSUI CORPORATION CO.,LTD. 拒绝 x     

405 MIYAGIMINIRENJIGYO KD 拒绝 x     

406 MIYANO MEDICAL INSTRUMENTS CO.,LTD. 拒绝 x     

407 MIZUNOYAKUHIN CO.,LTD. 拒绝 x     

408 MK UNIVERSAL INC 拒绝 x     

409 MOA MP CO.,LTD 拒绝     x 

410 MOCHIDA PHARMACEUTICAL CO.,LTD. 拒绝 x     

411 MOKUDA DENTAL CO.,LTD. 拒绝 x     

412 MOMONOKI, YK 拒绝   x   

413 MOORI TECHNOLOGIES CO.,LTD 拒绝 x     

414 MORAINE CORP. 拒绝 x     

415 MORIKAWA ENTERPRISE INC. 拒绝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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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6 MORITA CORPORATION 拒绝 x     

417 MORITA PHARMACEUTICAL IND.,LTD. 拒绝 x     

418 MORITOH.INC. 拒绝 x     

419 MS MEDICAL CO.,LTD 拒绝 x     

420 M-S SURGICAL CO., LTD. 拒绝 x     

421 MSO PHARM CO.,LTD 拒绝 x     

422 MT COSMETICS INC. 拒绝 x     

423 MTG KOREA CORP 拒绝 x     

424 MTM CO.,LTD 拒绝 x     

425 MUNDIPHARMA (THAILAND) COMPANY LIMITED 拒绝     x 

426 MUNDIPHARMA PTY LIMITED 拒绝 x     

427 MUPHARM CO.,LTD 拒绝 x     

428 MURANAKA MEDICAL INSTRUMENTS CO.,LTD. 拒绝 x     

429 MUROMACHI KIKAI CO.,LTD. 拒绝 x     

430 MUTOH CO.,LTD. 拒绝 x     

431 MUTSUDA SHOUKAI CO.,LTD. 拒绝 x     

432 MY ZEAL CO.,LTD. 拒绝 x     

433 N.D.C JOINT STOCK COMPANY 拒绝   x   

434 NABELIN CO.,LTD. 拒绝 x     

435 NAFDA LIMITED 拒绝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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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6 NAGAMORI, KK 拒绝 x     

437 NAIGAI SHIZAI CO.,LTD. 拒绝 x     

438 NAKAKITA YAKUHIN CO.,LTD 拒绝   x   

439 NAKAYAMA MEDICAL INSTRUMENTS 拒绝 x     

440 NAM DUOC JOINT STOCK COMPANY 拒绝 x     

441 NAM TRUNG EQUIPMENT MEDICAL JOINT STOCK COMPANY 拒绝 x     

442 NANBU IRIKA CORPORATION 拒绝   x   

443 NANJING TZONE BIOTECHNOLOGY COMPANY LIMITED 拒绝 x     

444 NARULA JAPAN LTD. 拒绝 x     

445 NEO GENESIS CO.,LTD 拒绝 x     

446 NEO MEDICS CO.,LTD. 拒绝   x   

447 NES LTD. 拒绝 x     

448 NETCOS CO.,LTD 拒绝 x     

449 NHA BE CONSULTANCY AND TECHNOLOGY JOINT STOCK COMPANY 拒绝 x     

450 NI PRO DONGDEOK MEDICAL CO.,LTD 拒绝 x     

451 NICHIBAI TRADING CO.,LTD. 拒绝 x     

452 NIHOMMEDIKKU, KK 拒绝 x     

453 NIHON ANGEL CO,.LTD. 拒绝 x     

454 NIHON BEAUTY CO.,LTD. 拒绝 x     

455 NIHON DENSHI OHYO CO.,LTD. 拒绝 x     



转让定价基准分析报告 

附件一 

机密 – 版权所有  36 

安永 2021 

编号 公司名称 

接
受

/拒
绝

 

  

功
能

不
可

比
 

产
品

不
可

比
 

其
它

 

10 561 68 64 

456 NIKKA MICRON CO.,LTD. 拒绝 x     

457 NINGBO DAVID MEDICAL DEVICE COMPANY LIMITED 拒绝   x   

458 NIPPO PHARMACEUTICAL INDUSTRIES,LTD. 拒绝 x     

459 NIPPON BULK YAKUHIN CO.,LTD. 拒绝 x     

460 NISHIKAWAYA KK 拒绝 x     

461 NISHINKIKAICO.,LTD. 拒绝 x     

462 NISHIO CO.,LTD. 拒绝 x     

463 NISSHO SHOKAI CO.,LTD. 拒绝 x     

464 NISSIN MEDICAL INSTRUMENT CO.,LTD. 拒绝 x     

465 NISYO CORPORATION 拒绝 x     

466 NJI CO.,LTD. 拒绝 x     

467 NORIPHARMA SDN. BHD. 拒绝 x     

468 NOVO NORDISK PHARMA (THAILAND) CO LTD 拒绝   x   

469 NYUWINDO KK 拒绝 x     

470 O.C.C. PCL 拒绝 x     

471 OCTA MEMORIAL CO LTD 拒绝 x     

472 OGAWA IRIKI CO.,LTD. 拒绝 x     

473 OHYAMA COMPANY,LTD. 拒绝 x     

474 OKADA MEDICAL SUPPLY CO.,LTD. 拒绝 x     

475 OKANO PHARMACEUTICAL CO.,LTD. 拒绝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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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6 OKAZAKI MEDICAL CO.,LTD. 拒绝 x     

477 OKIMEI.,CO.LTD 拒绝 x     

478 OKINAWA MEDIKO, KK 拒绝   x   

479 ONOMICHI MEDICAL INSTRUMENTS CO.,LTD. 拒绝 x     

480 OOKI INDUSTRIAL CO.,LTD. 拒绝     x 

481 OPTRONTEC INC. 拒绝 x     

482 ORALCARE.INC. 拒绝 x     

483 OREX TRADING COMPANY LIMITED 拒绝 x     

484 OSCAR INC. 拒绝     x 

485 OSHIMAKIKAI CO.,LTD. 拒绝     x 

486 OSHIMATSUBAKI CO.,LTD. 拒绝   x   

487 OTSU-MEDICAL CO.,LTD. 拒绝   x   

488 OUPLE CO.,LTD. 拒绝 x     

489 OWLDENTALMART INC 拒绝     x 

490 P & G KOREA S & D INC 拒绝 x     

491 P&ACO.,LTD. 拒绝 x     

492 PACIFIC HEALTHCARE (THAILAND) CO LTD 拒绝 x     

493 PACIFIC SUPPLY CO.,LTD. 拒绝   x   

494 PAIMORE KOREA CO.,LTD 拒绝 x     

495 PARAGON CARE LIMITED 拒绝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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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6 PENTAX MEDICAL SINGAPORE PTE. LTD 拒绝 x     

497 PENTRON JAPAN INC. 拒绝 x     

498 PETRO IMICO CONSTRUCTION INVESTMENT JOINT STOCK COMPANY 拒绝   x   

499 PHARM ROAD CO.,LTD 拒绝 x     

500 PHARMABLOCK SCIENCES (NANJING), INC. 拒绝   x   

501 PHARMACY WHOLESALERS (BAY OF PLENTY) LIMITED 拒绝 x     

502 PHARMAHOF CO LTD 拒绝 x     

503 PHARMALAND (1982) CO LTD 拒绝   x   

504 PHOENIX PHARM CO.,LTD 拒绝     x 

505 PHUSARAM MUNDHRA PRIVATE LIMITED 拒绝 x     

506 PHYTOPHARMA CO.,LTD. 拒绝   x   

507 PIAZZA CO.,LTD 拒绝 x     

508 PIGEON CORPORATION 拒绝     x 

509 POLYLITE TAIWAN COMPANY LIMITED 拒绝 x     

510 POSITION PARTNERS PTY LTD 拒绝 x     

511 PRIME MEDICA CO.,LTD. 拒绝 x     

512 PRIMO CO. LTD 拒绝 x     

513 PROMEDICAL CO.,LTD. 拒绝 x     

514 PROPHARM (M) SDN BHD 拒绝 x     

515 PUMPS EUROPE JOINT STOCK COMPANY 拒绝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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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6 PURI CO LTD 拒绝     x 

517 PYUASHOKAI, KK 拒绝     x 

518 Q TECH KOREA CO.,LTD 拒绝 x     

519 Q.E.P. AUST. PTY. LIMITED 拒绝 x     

520 QINGDAO YEECARE E-COMMERCE COMPANY LIMITED 拒绝 x     

521 Q-SIS CO.,LTD 拒绝 x     

522 QUANG BINH PHARMACEUTICAL JOINT - STOCK COMPANY 拒绝 x     

523 QUANG NAM NGOC LINH GINSENG PHARMACEUTICAL TRADING JOINT STOCK COMPANY 拒绝 x     

524 QUEST CORPORATION 拒绝 x     

525 QUICK RESPONSE CO.,LTD. 拒绝 x     

526 RAIZUMEDIKO KK 拒绝 x     

527 REALCAN PHARMACEUTICAL CORPORATION LIMITED 拒绝   x   

528 RICHWOOD TRADING CO.,LTD 拒绝 x     

529 RIKAKEN CO.,LTD. 拒绝 x     

530 RIKUTOH CORPORATION 拒绝 x     

531 RISHABH GOLD JEWELS (INDIA) PRIVATE LIMITED 拒绝 x     

532 ROHTO-MENTHOLATUM (THAILAND) CO LTD 拒绝 x     

533 ROYAL COSMETICS CO.,LTD. 拒绝     x 

534 RUSLEY SALES CORPORATION 拒绝   x   

535 RYORITSU CO., LTD 拒绝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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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6 SAI GON COSMETICS CORPORATION 拒绝 x     

537 SAKAE HOPU KK 拒绝 x     

538 SAMRAT GEMS IMPEX PRIVATE LIMITED 拒绝 x     

539 SANDESH DISTRIBUTOR PRIVATE LIMITED 拒绝 x     

540 SANEIKARUDEIOKANAGAWAHAMBAI KK 拒绝 x     

541 SANJAY CHEMICALS (INDIA) PRIVATE LIMITED 拒绝 x     

542 SAN-OU MEDICAL EQUIPMENT CO.,LTD. 拒绝 x     

543 SANTASALO & STERI-PRO SOLUTION CORPORATION 拒绝 x     

544 SANWA IKA KIKAI, KK 拒绝   x   

545 SANWACHEMICA CO.LTD. 拒绝 x     

546 SANWAKIKAI CO., LTD. 拒绝   x   

547 SASAKI CO.,LTD. 拒绝 x     

548 SASAKIKIZAI CO.,LTD. 拒绝 x     

549 SAWANSUKHA JEWELLERS PVT LTD 拒绝 x     

550 SCENT COTTAGE CO LTD 拒绝 x     

551 SEIGYOKUSHA CORPORATION 拒绝 x     

552 SEJONG MEDIX CO., LTD 拒绝 x     

553 SEJUNG KOREA CO.,LTD 拒绝 x     

554 SEVEN BEAUTY CO., LTD. 拒绝     x 

555 SFA (SHENZHEN) LIMITED 拒绝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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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6 SHANDONG HONOR ENERGY TECHNOLOGY COMPANY  LIMITED 拒绝 x     

557 SHANDONG LIAOCHENG LIMIN PHARMACEUTICAL INDUSTRY GROUP COMPANY LIMITED 拒绝 x     

558 SHANGHAI BOXUN MEDICAL BIOLOGICAL INSTRUMENT CORPORATION 拒绝 x     

559 SHANGHAI DESANO PHARMACEUTICALS CO., LTD. 拒绝   x   

560 SHANGHAI RUNDA MEDICAL TECHNOLOGY COMPANY LIMITED 拒绝 x     

561 SHANGHAI ZHENLIANG COSMETIC CO., LTD. 拒绝 x     

562 SHEEN MAN CO.,LTD. 拒绝 x     

563 SHENZHEN AIMEI COSMETIC CO.,LTD 拒绝 x     

564 SHENZHEN ENHUA PHARMACEUTICAL CO.,LTD 拒绝 x     

565 SHENZHEN FU MIN WEI INDUSTRIAL CO.,LTD. 拒绝 x     

566 SHENZHEN GUANGTONGDIAN TECHNOLOGY CO.,LTD 拒绝 x     

567 SHENZHEN KANGZHIYUAN PHARMACEUTICAL CO., LTD. 拒绝 x     

568 SHENZHEN NABER MEDICINE CO., LTD. 拒绝 x     

569 SHENZHEN WELL-SOON MEDICINE CO.,LTD 拒绝 x     

570 SHENZHEN YI BEI SHI COSMETICS CO., LTD. 拒绝 x     

571 SHENZHEN YUANHETANG PHARMACEUTICAL CO.,LTD 拒绝 x     

572 SHENZHEN ZEJIAN MEDICAL TECHNOLOGY CO.,LTD 拒绝 x     

573 SHENZHEN ZHONGKANGFU MEDICINE INDUSTRY CO., LTD. 拒绝     x 

574 SHILAC JAPAN INC. 拒绝 x     

575 SHIN NIPPON YAKUGYO CO.,LTD. 拒绝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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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6 SHIN-EI INDUSTRIES,INC. 拒绝 x     

577 SHINHUNG CO.,LTD. 拒绝     x 

578 SHINSEIMEDIKARU KK 拒绝 x     

579 SHINWA CHEMICAL CO.,LTD. 拒绝   x   

580 SHINWA MEDICAL,INC. 拒绝 x     

581 SHINWANG CORPORATION 拒绝 x     

582 SHIP HEALTHCARE HOLDINGS INC 拒绝     x 

583 SHIRATORI YAKUHIN CO.,LTD 拒绝     x 

584 SHIZUOKA TOSMEC CO.,LTD. 拒绝 x     

585 SHIZUSEN KK 拒绝 x     

586 SIAM HOSPITAL SUPPLY CO LTD 拒绝 x     

587 SIAM PHARMACEUTICAL CO LTD 拒绝 x     

588 SIGMA HEALTHCARE LIMITED 拒绝     x 

589 SINO-PACIFIC TRADING (THAILAND) CO LTD 拒绝 x     

590 SIROGANE CO.,LTD. 拒绝 x     

591 SJ PHARM CO.,LTD 拒绝 x     

592 SKAN JAPAN CO.,LTD. 拒绝   x   

593 SMART M CARE CO.,LTD 拒绝 x     

594 SNOPES CO.,LTD. 拒绝 x     

595 SOFTTECH CO., LTD. 拒绝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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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6 SONOSCAPE MEDICAL CORPORATION 拒绝     x 

597 SOUTHERN DAI BAC COMPANY LIMITED 拒绝 x     

598 SPH XUZHOU PHARMACEUTICAL CO., LTD. 拒绝 x     

599 SPIC CORPORATION 拒绝   x   

600 SPW KOREA LIMITED 拒绝     x 

601 ST.SHINE OPTICAL COMPANY LIMITED 拒绝 x     

602 STERICON PHARMA PRIVATE LIMITED 拒绝 x     

603 SUMMIT COMPANY (MALAYSIA) SDN BHD 拒绝     x 

604 SUN MEDICAL CO.,LTD 拒绝 x     

605 SUN PACIFIC ENTERPRISE CO., LTD. 拒绝   x   

606 SUN TOP MEDICARE (SHANGHAI) CORP. 拒绝 x     

607 SUNGBOK CO.,LTD 拒绝 x     

608 SUNMEDICAL INC. 拒绝 x     

609 SURIA MERIANG SDN BHD 拒绝 x     

610 SUZHOU JINFU TECHNOLOGY COMPANY LIMITED 拒绝   x   

611 SUZUKEN CO.,LTD. 拒绝 x     

612 SWH MEDICAL CO., LTD. 拒绝   x   

613 SYOUKEI SYOUJI CORP. 拒绝 x     

614 T.R.M KOREA CORP 拒绝 x     

615 TADA PHARMA JOINT STOCK COMPANY 拒绝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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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6 TAIWA PHARMACEUTICAL CO.,LTD. 拒绝   x   

617 TAIZHOU DEXINYUAN PHARMACEUTICAL CHAIN CO., LTD. 拒绝 x     

618 TAKEDA & CO.,LTD. 拒绝 x     

619 TAKETORA CO.,LTD. 拒绝 x     

620 TAKIZAWA SHIKAKIKAITEN, KK 拒绝 x     

621 TAMARIS CO.,LTD. 拒绝     x 

622 TAN MINH COMPANY LIMITED 拒绝 x     

623 TANIMOTO CO., LTD. 拒绝     x 

624 TECHNO HORIZON CO.,LTD. 拒绝 x     

625 TECHNO MEDICAL PCL 拒绝 x     

626 TECHNO SUZUTA.CO.,LTD. 拒绝 x     

627 TEMMASHOJI, KK 拒绝 x     

628 TENYU, KK 拒绝 x     

629 THANES DEVELOPMENT CO LTD 拒绝     x 

630 THANG LONG CHEMICALS AND INSTRUMENTS JOINT STOCK COMPANY 拒绝 x     

631 THANH HOA MEDICAL MATERIAL EQUIPMENT JOINT STOCK COMPANY 拒绝   x   

632 THE MAIRA CO.,LTD. 拒绝 x     

633 THIEN TRUONG CORPORATION 拒绝   x   

634 THREE B SYSTEMS INC., 拒绝 x     

635 THUAN GIA PHARMACY COMPANY LIMITED. 拒绝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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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6 TIANJIN ZHONGRUI PHARMACEUTICAL COMPANY LIMITED 拒绝     x 

637 TIDA CO.,LTD. 拒绝 x     

638 TOEI MEDICAL INSTRUMENT CO., LTD. 拒绝 x     

639 TOHO HOLDINGS CO LTD 拒绝 x     

640 TOHOKU-SOKEN CO.,LTD. 拒绝 x     

641 TOKAI EDUCATION INSTRUMENTS CO., LTD. 拒绝 x     

642 TOKAIMEDIEITO, KK 拒绝 x     

643 TOKUTSU TRADING CO.,LTD 拒绝 x     

644 TOKYO EIWAN INC. 拒绝 x     

645 TOKYO IRYO KAGAKU CO.,LTD 拒绝 x     

646 TOMIKI MEDICAL INSTRUMENTS CO., LTD. 拒绝 x     

647 TOMITA PHARMACEUTICAL CO., LTD. 拒绝   x   

648 TOTAL MEDICAL SUPPLY CO.,LTD 拒绝 x     

649 TOWA MIYAGIHANBAI CO.,LTD. 拒绝 x     

650 TOWATECH CO., LTD. 拒绝 x     

651 TOYO MEDIC CO.,LTD. 拒绝     x 

652 TRANSCENDENTAL HUMAN RESOURCES JOINT STOCK COMPANY 拒绝 x     

653 TRUONG LOC CONSTRUCTION AND TRADING JOINT STOCK COMPANY 拒绝 x     

654 TRUST MEDICAL CO.,LTD. 拒绝 x     

655 TRYTECH CO.,LTD. 拒绝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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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6 TST VIET NAM TRADING AND TECHNOLOGY JOINT STOCK COMPANY 拒绝 x     

657 TSUCHIYA SHIKA SHOTEN, KK 拒绝 x     

658 TSUJIMOTO MEDICAL CO.,LTD. 拒绝 x     

659 TTC ELECTRICAL EQUIPMENT PRODUCT BUSINESS JOINT STOCK COMPANY 拒绝 x     

660 U & I KOREA CO.,LTD 拒绝 x     

661 U STYLE CO.,LTD 拒绝 x     

662 UKDENTAL,CO 拒绝 x     

663 UMII MEDICAL INSTRUMENTS CO., LTD. 拒绝     x 

664 UNI-HITE CORPORATION. 拒绝 x     

665 UNIMED SDN BHD 拒绝     x 

666 UNION MEDICAL (THAILAND) COMPANY LIMITED 拒绝 x     

667 UTTAM (BHARAT) ELECTRICALS PVT.LTD. 拒绝 x     

668 VIETNAM MEDICAL EQUIPMENT CORPORATION - JOINT STOCK COMPANY 拒绝 x     

669 VIETNAM MEDICAL PRODUCTS IMPORT-EXPORT JOINT STOCK COMPANY 拒绝 x     

670 VIETTRONIMEX DA NANG 拒绝 x     

671 VIGENE TRADING CO., LTD. 拒绝 x     

672 VINH GIANG JOINT STOCK COMPANY 拒绝 x     

673 VISION MED LTD 拒绝 x     

674 VITAL CORPORATION 拒绝 x     

675 VITAL KSK HOLDINGS INC 拒绝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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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公司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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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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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它

 

10 561 68 64 

676 WAKITA COMPANY 拒绝 x     

677 WATANABE INC. 拒绝 x     

678 WELLNESS JAPAN CO.,LTD. 拒绝 x     

679 WILLIAM INGLIS & SON LIMITED 拒绝 x     

680 WOONGBEE MEDITECH INC 拒绝 x     

681 WOOREE TECHNOLOGIES CO.,LTD 拒绝 x     

682 YAESU CO.,LTD. 拒绝 x     

683 YAMAKAWA & COMPANY, LTD. 拒绝 x     

684 YAMAMOTO BIZAI & CO.,LTD. 拒绝 x     

685 YAMAZAKI CO., LTD. 拒绝 x     

686 YAYOI CORPORATION 拒绝 x     

687 YEGEUN F & C CO.,LTD 拒绝 x     

688 YEIL HEALTHCARE. CO.,LTD 拒绝 x     

689 YILIN KECHUANG MEDICAL TECHNOLOGY (BEIJING) CO., LTD. 拒绝 x     

690 YOUNGER OPTICS AUSTRALIA PTY LTD 拒绝 x     

691 YUJIN PHARM CO.,LTD 拒绝 x     

692 YULSANPHARM INC 拒绝 x     

693 YUREN KOREA CO., LTD 拒绝 x     

694 ZAGRO (THAILAND) LTD 拒绝 x     

695 ZEAL COSMETICS INC. 拒绝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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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6 ZENKOKU VACCINE CO.,LTD. 拒绝 x     

697 ZHEJIANG CHANGQING CHEMICAL CO., LTD. 拒绝 x     

698 ZHEJIANG FUPENG MEDICINE CO., LTD. 拒绝 x     

699 ZHEJIANG XIANJU PHARMACEUTICAL TRADING CO., LTD. 拒绝 x     

700 ZHEJIANG ZHENCHENG MEDICINE ONLINE CO., LTD. 拒绝 x     

701 ZHEJIANG ZHENYUAN SHARE COMPANY LIMITED 拒绝 x     

702 ZHONGQING GEN LI MEDICINE CO., LTD. 拒绝   x   

703 ZHONGQING SAN HE PHARMACEUTICAL CO., LTD. 拒绝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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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可比公司业务简介 

企业名称 国家/地区 业务描述 

ABILITY OPTO-

ELECTRONICS 

TECHNOLOGY CO. 

中国台湾 

ABILITY OPTO-ELECTRONICS TECHNOLOGY CO.从事

光学透镜的制造。该公司提供用于扫描仪、投影仪、数

码相机和汽车镜头的各种光学镜头。 

CALIN TECHNOLOGY CO., 

LTD. 
中国台湾 

CALIN TECHNOLOGY CO., LTD.从事高精度光学镜片和

组件的制造。该公司提供汽车摄像机、安全摄像机镜

头、投影仪镜头、数码相机镜头和医疗内窥镜镜头。 

CHONG QING AUGEN-

TECH. COMPANY LIMITED 
中国 

CHONG QING AUGEN-TECH. COMPANY LIMITED 从事

光学元件、光学镜片和机器视觉识别组件的研究、开

发、设计、制造和销售。该公司提供光学镜片，包括光

学玻璃镜片、模制玻璃非球面镜片等。 

DANYANG H&C OPTICAL 

GLASSES CO.,LTD 
中国 

DANYANG H&C OPTICAL GLASSES CO.,LTD 从事光学

透镜的生产。该公司提供眼镜片和半成品镜片。 

DONGGUAN YUTONG 

OPTICAL TECHNOLOGY 

CO., LTD. 

中国 

DONGGUAN YUTONG OPTICAL TECHNOLOGY CO., 

LTD.从事专业光学镜片的生产。该公司提供用于精密光

学系统（如安全视频监视设备）的光学精密镜头。 

GUANGDONG BEICHUANG 

OPTOELECTRONLCS 

TECHNOLOGY COMPANY 

LIMITED 

中国 

GUANGDONG BEICHUANG OPTOELECTRONLCS 

TECHNOLOGY COMPANY LIMITED 从事光学镜片、光

谱分析仪和非接触式测厚仪的开发和制造。 

HL OPTICS CO.,LTD. 韩国 

HL OPTICS CO.,LTD.从事制造用于 LED 电视、室内照

明面板、隧道灯、数字标牌和汽车透镜的直接照明透

镜。 

I-SEE VISION 

TECHNOLOGY INC. 
中国台湾 

I-SEE VISION TECHNOLOGY INC.从事软性隐形眼镜的

生产。该公司提供镜片与医疗和眼保健产品。 

WENZHOU OUHAI 

GLASSES CO., LTD. 
中国 

WENZHOU OUHAI GLASSES CO., LTD.从事多系列高端

眼镜的生产。其主要产品包括太阳镜和老花镜。 

ZHEJIANG CRYSTAL-

OPTECH CO., LTD. 
中国 

ZHEJIANG CRYSTAL-OPTECH CO., LTD.从事光电组件

的生产和销售。它还提供用于数码摄像机、成像安全摄

像机、摄像机手机、PC 摄像机和车载摄像机的光学组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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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可比公司财务数据 

编号 公司名称 国家/地区 货币 

2019 2018 2017 
三年加权平均 

完全成本加成率 总收入 
完全成本 

加成率 
总收入 

完全成本 

加成率 
总收入 

完全成本 

加成率 

1 
ABILITY OPTO-ELECTRONICS TECHNOLOGY 
COMPANY LIMITED 

中国台湾 千美元 74,366 1.54% 69,161 14.90% 58,472 15.06% 9.63% 

2 CALIN TECHNOLOGY CO., LTD. 中国台湾 千美元 41,234 -8.76% 55,017 0.70% 50,165 0.91% -2.09% 

3 CHONG QING AUGEN-TECH. COMPANY LIMITED 中国 千美元 4,657 -3.78% 6,290 5.68% 5,984 3.82% 2.27% 

4 DANYANG H&C OPTICAL GLASSES CO.,LTD 中国 千美元 n.a. n/a 6,817 1.38% 12,696 0.75% 0.97% 

5 
DONGGUAN YUTONG OPTICAL TECHNOLOGY 
COMPANY LIMITED 

中国 千美元 175,876 12.86% 145,680 15.62% 118,322 13.15% 13.84% 

6 
GUANGDONG BEICHUANG OPTOELECTRONLCS 
TECHNOLOGY COMPANY LIMITED 

中国 千美元 14,625 10.02% 11,311 5.46% 13,597 11.88% 9.29% 

7 HL OPTICS CO.,LTD 韩国 千美元 28,552 12.29% 25,095 16.05% 9,455 -10.88% 9.44% 

8 I-SEE VISION TECHNOLOGY INC 中国台湾 千美元 25,766 4.65% 21,156 1.75% 23,516 6.79% 4.46% 

9 WENZHOU OUHAI GLASSES CO., LTD. 中国 千美元 n.a. n/a 32,152 1.28% 32,248 1.14% 1.21% 

10 ZHEJIANG CRYSTAL-OPTECH COMPANY LIMITED 中国 千美元 431,017 16.12% 341,386 14.87% 330,260 20.41% 16.97% 

                      

  最高值   16.12%   16.05%   20.41% 16.97% 

  上四分位值   12.43%   14.89%   12.83% 9.59% 

  中位值   7.34%   5.57%   5.31% 6.88% 

  下四分位值   0.21%   1.47%   0.97% 1.48% 

  最低值   -8.76%   0.70%   -10.88% -2.09% 

  观测样本   8   10   10 10 

                      

  备注：所有财务数据都来自 ORIANA2020 年 10 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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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内容提要 

一、 背景 

安永税务及咨询有限公司（“安永”或“我们”）针对康耐特集团内部亚太地区镜片及

眼科光学产品分销业务进行基准分析，以下部分记录了基准分析的过程以及结果。 

 

二、 分析结论 

我们选择康耐特集团内部亚太地区镜片及眼科光学产品分销商（以下简称“亚太地区

分销商”）作为经济分析的被验证主体，交易净利润法被选择为用来验证亚太地区镜片

及眼科光学产品分销业务的最适用方法。 

 

分析结果显示，亚太地区分销商的可比公司 2017 年至 2019 年三年加权平均营业利

润率的四分位区间为 0.47%至 13.04%，中位值为 5.69%。 

 

三、 服务范围的限制 

对于本报告涉及的关联交易以及这些交易带来的有关我国及其它国家或地区税务机关

税务方面的影响，我国及其它国家或地区税务机关事先并未表明其是否同意我们的观

点。因此，我国及其它国家或地区税务机关不受本报告中关于交易各方面意见的约

束。同时，税务当局的法律法规、国家税务总局的解释，以及税务机关的执行操作可

能会变更，并且税务当局将来审查这些关联交易时的政策和做法可能与本次转让定价

分析中依赖的有所不同。 

 

一旦法规变化，本转让定价分析研究的某些问题/意见也可能发生变化。我们不对此后

的信息更新负责，除非在另外的安排下被特别要求。 

 

请注意我们的建议和意见是基于所提供事实为依据而发表的。如果我们对于任何可能

影响我们结论的事实理解不正确，请告知我们。 

 

也请注意，下述基准定位分析系依据 OECD 指南(“《OECD 跨国企业与税务机关转让定

价指南》”)进行准备，一般而言依据 OECD 指南准备的基准定位分析会被所涉及范围内

的所有税收管辖区所接受，但在进行转让定价审查、审计或调查时，它对任何地方税

务机关都不具有约束力。各税收管辖区内相关实体利润水平可能会因此类审查、审计

或调查进行调查。 

 

本转让定价分析研究仅供贵方所需，不应被任何其他个人或公司作为依据。因此，如

果贵公司想披露本转让定价分析研究给任何其他个人或组织，贵公司必须告知他们，

在没有我们书面同意的情况下，他们不能出于任何目的而依赖我们的工作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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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经济分析 

一、  被验证主体的确定 

在评估关联交易是否符合独立交易原则时首先需要确定关联交易中的被验证主体。在

关联交易中作为被验证主体的企业，通常其在关联交易中的利润水平可以被有效地确

定，并且相关的可比数据可以被可靠地取得。因而，通常情况下，被验证主体应是承

担功能相对简单，并且不拥有能使其在实质上有别于其他潜在可比非受控企业的重要

无形资产或特殊资产的企业。 

 

基于上述分析，亚太地区分销商被选择为本报告的被验证主体，因为亚太地区分销商

在关联交易中承担功能相对简单，利润水平可以被有效地确定，并且相关的可比数据

可以被可靠地取得。所以，我们选择亚太地区分销商作为我们进行经济分析的被验证

主体。 

 

二、  转让定价方法的选用及理由 

OECD 指南规定，企业发生关联交易以及税务机关审核、评估关联交易均应遵循独立

交易原则，选用合理的转让定价方法。转让定价方法主要包括可比非受控价格法

（CUP）、再销售价格法（RPM）、成本加成法（CPLM）、交易净利润法（TNMM）、以

及利润分割法（PSM）。 

 

以下将详述上述所列各转让定价方法及其各自的可行性，并进而运用这些方法来分析

受测关联交易。 

 

1. 可比非受控价格法 

可比非受控价格法以非关联方之间进行的与关联交易相同或类似业务活动所收取的价

格作为关联交易的公平成交价格。可比非关联交易根据比较对象的不同，分为内部可

比交易和外部可比交易。《实施办法》指出，在使用可比非受控价格法时，应特别考察

关联交易与非关联交易在交易资产或劳务的特性、合同条款及经济环境上的差异。可

比非受控价格法主要针对关联方之间在销售商品（或提供劳务）时所收取的价格和非

关联方之间在销售（或提供）相同或类似的商品(或劳务)时所收取的价格进行比较。因

此，产品或劳务的相似性是决定该方法是否适用的关键因素。 

 

根据 OECD 指南，如能找到可比非受控交易，那么可比非受控价格法应优先于其他方

法。在满足以下两个条件之一的情况下，某个非受控交易与该受控交易是可比的： 

 

► 该受控交易与非受控交易间无差异，或者虽然有差异，但这些差异并不足以对需要

分析比较的条件产生实质性影响；或 

► 该受控交易与非受控交易间有实质差异，但这些差别所产生的影响可以通过合理的

量化调整来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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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比非受控价格法通过分析可比非受控交易以判断受控交易是否符合独立交易原则。在搜

索可比非受控交易的过程中，由于无法找到足够的可用内部信息和公开信息。因此，可比

非受控价格法不是用来确定亚太地区分销商在与其关联方之间关联交易中应获得的符

合独立交易原则回报的最适合方法。 

 

2. 再销售价格法 

再销售价格法以关联方购进商品再销售给非关联方的价格减去可比非关联交易毛利后

的金额作为关联方购进商品的公平成交价格。再销售价格法通常适用于再销售者未对

商品进行改变外型、性能、结构或更换商标等实质性增值加工的简单加工或单纯购销

业务。 

 

在康耐特集团内部亚太地区镜片及眼科光学产品分销业务中，亚太地区分销商执行分

销功能。在理想的情况下，再销售价格法是用来确定亚太地区分销商在上述关联交易

中应获得的符合独立交易原则回报的最适合方法。然而在此例中，所执行的功能的可

比性尤其重要。例如，如果企业在所涉及的关联交易中所执行的功能比潜在可比非受

控交易来的更多，那么再销售价格法所确立的毛利将不能充分补偿企业所执行的功

能。此外，由于再销售价格法是基于毛利的比较，因此有必要在可比的会计准则下区

分产品营业成本和营业费用。 

 

为了更有效的应用再销售价格法以实现所需功能和会计处理方法的可比性，最有效的

是存在“内部可比交易”，即亚太地区分销商或其集团成员与第三方之间同时有类似交

易，然而我们未找到类似的内部可比交易。 

 

再销售价格法可以基于可比公司（“外部可比公司”）的财务报告开展分析。在后文部

分，我们描述了搜索可比企业的过程；然而，我们认为无法找到此类企业，包括其财

务数据以有效的应用再销售价格法。虽然可比公司所执行的功能与亚太地区分销商大

致相同，但这些功能的性质和强度的差异太大，导致无法有效的应用再销售价格法。

此外，我们无法获得足够的信息以确保可比公司所使用的会计方法与亚太地区分销商

相同。例如，很难确定可比公司是否以同样的会计方法计量相关费用（例如：折扣、

退货、退税、退款、运输费和保险费等）。 

 

基于上述原因，我们认为再销售价格法不是用来分析所涉及的关联交易最合适的方

法。 

 

3. 成本加成法 

成本加成法以关联交易发生的合理成本加上可比非关联交易毛利作为关联交易的公平

成交价格。成本加成法通常适用于分析生产或服务功能，因为生产成本（或服务成

本）通常被认为是评价增值业务的合理指标。 

 

亚太地区分销商主要执行分销职能，而不是执行生产或提供服务功能，所以成本加成

法不是用来分析所涉及的关联交易最合适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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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利润分割法 

利润分割法根据企业与其关联方对关联交易合并利润的贡献计算各自应该分配的利润

额。在应用利润分割分析时有两种利润分割法： 

 

► 一般利润分割法根据关联交易各参与方所执行的功能、承担的风险以及使用

的资产，确定各自应取得的利润。 

► 剩余利润分割法将关联交易各参与方的合并利润减去分配给各方的常规利润

的余额作为剩余利润，再根据各方对剩余利润的贡献程度进行分配。 

 

利润分割法通常适用于两个或两个以上交易参与方对非常规的无形资产有重大贡献，

或者各参与方的关联交易高度整合且难以单独评估各方交易结果的情况。因此利润分

割法很难就某项未高度整合的单一交易进行验证，如交易净利润法。 

 

考虑到亚太地区分销商与关联方之间的交易并不复杂，不存在高度整合的情况，所以

我们能够较易寻找与亚太地区分销商所执行的功能、承担的风险和拥有的资产相同或

类似的非受控企业，从而适用交易净利润法。因此，利润分割法不是用来分析所涉及

的关联交易最合适的方法。  

 

5. 交易净利润法 

交易净利润法以可比非关联交易的利润率指标确定关联交易的净利润。利润率指标包

括资产收益率、销售利润率、完全成本加成率、贝里比率等。 

 

由于息税前净利润对功能和会计差异敏感程度较低，交易净利润法所需的可比程度较

低于其他方法。如后文所述，在所执行的功能、承担的风险和使用的资产方面，亚太

地区分销商的可比公司可以被有效的确定。由于可以有效的对比受控交易和非受控交

易间的息税前净利润水平，所以交易净利润法被选定为最合适的转让定价方法。 

 

6. 结论 

在选取用以验证亚太地区镜片及眼科光学产品分销业务的最适用的转让定价方法时，

应充分考虑亚太地区分销商与关联方在交易过程中的具体情况。经过以上分析，根据

中国转让定价法律、法规，我们确认交易净利润法是用来确定亚太地区分销商在关联

交易中应获得的符合独立交易原则回报的最适合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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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搜索可比公司 

1. 搜索过程 

这部分详述了搜索可比交易或可比公司的方法及结果。可比搜索的结果将被用来确定

符合独立交易原则的利润区间以测试关联交易的价格或相关利润。 

 

(1) 可比性标准 

搜索策略应同时体现功能和产品的可比性以提高搜索结果的可靠性。 

 

被视为可比的公司具有以下特征或符合以下可比性标准： 

 

► 公司为亚太地区企业。 

► 公司为独立公司。在有母公司或者控股公司的情况下，企业可能会存在关联交易； 

► 公司销售相同或相似的产品。该公司的主营业务收入不应主要来源于销售不同于镜

片及眼科光学产品或与其类似的产品。不可比的产品包括化工产品、工业机械等； 

► 公司执行相似的功能。该公司不应执行明显不可比的功能。例如，公司的主营业务

收入不应主要来源于与分销不一致的功能（例如制造或提供服务）。 

 

(2) OSIRIS 搜索过程 

我们运用 BvD1的 OSIRIS 数据库搜索可比公司。OSIRIS 是一个整合了全球上市公司、

银行和保险公司信息的综合性数据库，其内容范围涵盖了超过 160 个国家的 105,000

多家公司，包括 13,000 多家中国上市公司。 

 

除了运用以上数据库，我们也通过检查公司主页或年报，以及 D&B Hoovers 数据库2来

确认 OSIRIS 数据库未提供充足信息和明确的交易活动的潜在的可比公司的可比性。 

 

搜索过程主要包括以下两个筛选步骤： 

 

► 通过 OSIRIS 数据库进行自动搜索，初步确定潜在的可比公司；以及 

► 通过 OSIRIS 数据库所提供的信息以及我们通过其他公开渠道获取的信息，对初步

入选的潜在的公司的可比性进行分析，并最终确定可比公司的名单。 

 

(3) 自动搜索 

首先，我们将通过以下搜索标准在 OSIRIS 数据库中自动搜索潜在的可比公司。 

 

 
1 OSIRIS 数据库由 Bureau Van Dijk（“BvD”）公司提供，BvD 是最大的商业和公司信息电子出版商之一。OSIRIS 数据

库提供了全球各大上市公司的财务数据、股东信息、新闻、评级、盈利数据、股票信息等。国税总局亦要求各地税务

机关在反避税调查和调整中使用 BvD 公司的数据库。（见《国家税务总局关于 2005 年度反避税工作的通知》，国税

函【2005】第 239 号文）。 

2 D&B Hoovers 是一个网上数据库，它收录了全世界几千万个企业的主要商业和财务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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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地域范围 

 

我们首先将可比公司的搜索范围限制在以下国家和地区。 

 

中国 日本 中国香港 澳大利亚 马来西亚 

印度 韩国 中国台湾 泰国 新加坡 

印度尼西亚 菲律宾 新西兰 越南 巴基斯坦 

斯里兰卡 中国澳门 尼泊尔 缅甸 文莱 

 

业务正常/非正常（Active/Inactive）运作指标 

 

所有初选的公司中，我们只接受在 OSIRIS 中标记为“active”（表示业务正常运行）的

公司。 

 

独立性指标 

 

为确保初选出的公司为独立企业，我们引入了 OSIRIS 所提供独立性指标进行筛选，只

保留那些被 OSIRIS 数据库标注了如下独立性指标的公司： 

 

► A+，A 或者 A-：表明没有任何单个股东控制该公司的股份超过 24.9%；  

► U：表明该公司股东持股情况不清楚3；或者 

► 有股东被归为“单个或多个个人或家庭”或“雇员/经理/主管”的公司， 以及所有拥有

超过 25%股权的股东都被归为“单个或多个个人或家庭”或“雇员/经理/主管”的公司。 

 

产业分类代码 

 

接下来，我们使用 OSIRIS 数据库，根据以下标准产业代码（SIC）查找那些潜在的可

比公司。 

 

SIC 行业名称 

5047 医疗，牙科，医院设备及用品批发 

5048 眼科产品批发 

 

通过上述数据库自动筛选步骤，我们初步选出了110家潜在的可比公司。 

 

(4) 潜在可比公司筛选 

我们复核了 OSIRIS 数据库提供的有关上述公司的业务描述和财务信息以及从其他公开

渠道获取的信息，以进一步确定其可比性。 

 
3 许多公司并不对外公布其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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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以下情况之一的公司将被剔除： 

 

► 安永排除了那些在 2017 至 2019 年度不具有至少两年财务信息的公司； 

► 安永排除了那些在 2017 至 2019 年度发生连续亏损的公司，因为这些公司可能面

临持续经营的困难； 

 

继而，安永审核了这些公司的英文业务描述，以进一步确定它们是否与被验证主体可比。

尤其，满足以下一条或多条标准的公司将被排除： 

 

► 该公司承担明显的非可比职能，比如：制造业务、提供服务等； 

► 该公司销售的产品不具可比性，比如：化工产品、工业机械等；以及 

► 安永排除了那些缺少足够信息以确定其可比性的公司。 

 

由于 OSIRIS 提供的业务描述及股东信息数据有限，安永还运用互联网和 D&B 数据库

来补充和确认有效信息。 

 

通过这一步骤，100 家公司被剔除，余下的 10 家公司我们认为可以接受作为可比公

司。 

 

公司名称 国家/地区 

ANHUI GUANGLI MEDICAL COMPANY LIMITED 中国 

BEIJING CHIHONG HEALTHCARE COMPANY LIMITED 中国 

CHC HEALTHCARE GROUP 中国台湾 

GUI LIN TIANRUI PHARMACEUTICAL COMPANY LIMITED 中国 

JAPAN VIETNAM MEDICAL INSTRUMENT JOINT STOCK 
COMPANY 

越南 

KAWANISHI HOLDINGS INC 日本 

NINGBO JIACHENG BIOTECHNOLOGY COMPANY LIMITED 中国 

TECHNO MEDICAL PCL 泰国 

WUHAN HISEE TECHNOLOGY COMPANY LIMITED 中国 

YISHENGYIHENG (BEIJING) MEDTECH CORPORATION 中国 

 

OSIRIS可比公司筛选表请详见附件一，可比公司的主营业务简介请详见附件二。 

 

四、  财务分析 

1. 利润率指标的运用 

对于亚太地区分销商的关联交易，我们使用交易净利润法的营业利润率作为确定公司与

其关联公司之间符合独立交易原则定价的最适合的利润水平指标，即：营业利润/营业

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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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确定可比非关联交易利润过程中的假设和判断 

在确定可比非关联交易利润的过程中，由于所取得的可比交易（企业）的信息取自上市

公司的公开信息资料，因此上述信息在本报告中被认为是真实的、合规的，不存在虚假

的情况。 

 

3. 计算独立交易利润区间 

通过以上分析，交易净利润法法被选定为用来确定亚太地区分销商在关联交易中应获

得的符合独立交易原则回报的最适合的转让定价方法。在交易净利润法下，根据亚太

地区分销商的情况，可比公司营业利润率可以按照以下公式计算得出： 

 

► 营业利润率 = 营业利润/营业收入 

► 营业利润 = 营业收入 – 营业总成本 

► 营业总成本 = 营业成本（含税金及附加）+营业费用 

► 营业费用 = 销售费用+管理费用 

 

4. 历年数据的使用 

根据 OECD 指南，历年数据的使用有助于我们更好的了解可比公司所处行业的商业及

产品周期。可比公司和被验证主体在所处的商业和产品周期上的差异可能会给可比性

造成较大的影响。历年数据的使用可以帮助我们判断独立企业所处的经济环境和被验

证主体是否可比。如果独立企业所处的经济环境与被验证主体存在较大差异，则不应

把这家公司选为可比公司。 

 

并且，考虑到历年数据的使用（相对与单一年度数据）有利于在最大程度上避免因特

定年度可能出现的异常情况而造成的重大差异。 

 

我们了解到，截至本报告完成时，在 OSIRIS 数据库中尚有许多上市公司未披露其

2020 年度的财务数据，我们在可比性分析时使用可比公司 2017 至 2019 年度的财务

数据加以替代。另外，考虑到许多上市公司的财务报告截止日并非中国所通常采用的

每年的 12 月 31 日，我们将按照下面的原则使用其财务数据： 

 

► 对于财务报告截止日在 5 月 31 日前或为 5 月 31 日的，我们将其归入到截止日为

12 月 31 日的前一个财务年度； 

► 对于财务报告截止日在 6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之间的，我们将其归入到截止日为

12 月 31 日的同一个财务年度。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归入到截止日为 12 月 31 日的同一个财务年度 
归入到截止日为 12 月 31 日的前一

个财务年度 



转让定价基准分析报告 

经济分析 

机密 – 版权所有  10 

安永 2021 

5. 四分位区间4 

为了使可比分析结果更加可靠，我们基于所有的可比数据建立了一个四分位数区间。

一般来讲，根据统计学原理，任何一个利润率指标中位值附近的概率分布都会呈现出

正态分布。任何高于或低于中位值的数值对于样本总体的代表性与中位值对于样本总

体的代表性是一样的，所以我们不能将利润率局限于中位值这一点。但是，考虑到极

值点很有可能无法代表独立交易原则下的利润率，我们采取了谨慎的做法，仅使用第

一分位和第三分位之间的区间来计算可以接受的结果。 

 

6. 加权平均方法 

我们计算了可比公司 2017 至 2019 年度营业利润率的平均数。我们先计算每家可比

公司每年的营业利润率，然后得出每家可比公司的三年的平均营业利润率。最后我们

使用所有公司的三年加权平均营业利润率计算四分位数区间。 

 

7. 可比数据的差异调整及理由 

我们未对可比数据进行调整。 

 

五、  分析结论 

分析结果显示，亚太地区分销商的可比公司在 2017 至 2019 年度期间的三年加权平

均营业利润率的四分位区间为 0.47%至 13.04%，中位值为 5.69%。 

 

（可比公司的财务数据分析请详见附件三） 

 

 
4 四分位区间是第一和第三分位的中间部分。分位代表变量在特定百分数上得出的值 （第一分位＝25%，第二分位＝

50%＝中位值，第三分位＝75%）。有一些方法可以用来决定四分位数区间，本文中采用微软 Excel 的 quartile 函数。 



转让定价基准分析报告 

结论 

机密 – 版权所有  11 

安永 2021 

第三部分 结论 

根据上文的经济分析，我们选择亚太地区分销商作为被验证主体，并选用交易净利润

法作为最合适的转让定价方法。 

 

我们在 OSIRIS 数据库中搜索了与亚太地区分销商可比的公司以进行基准定位分析，根

据分析结果：亚太地区可比公司 2017-2019 年期间的三年加权平均营业利润率构成

的四分位区间为 0.47%至 13.04%，中位值为 5.69%。 

 

考虑到宏观经济及经济环境的变化可能影响可比公司的利润水平，进而影响营业利润

率的四分位区间，为了保证亚太地区分销商能够获取符合独立交易原则的、与其执行

的功能与提供的资源相匹配的回报，我们建议管理层定期对所采用的营业利润率情况

进行复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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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列表 

附件一  可比公司筛选表 

附件二  可比公司业务简介 

附件三  可比公司财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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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可比公司筛选表 

编

号 
公司名称 国家/地区 

接
受

/拒
绝

 

筛选条件 

筛选理由 

财
务

信
息

不
足

 

连
续

亏
损

 

功
能

不
可

比
 

产
品

不
可

比
 

10 7 17 63 13 

接受的公司 

1 
ANHUI GUANGLI MEDICAL 

COMPANY LIMITED 
中国 接受           

2 
BEIJING CHIHONG HEALTHCARE 

COMPANY LIMITED 
中国 接受           

3 CHC HEALTHCARE GROUP 中国台湾 接受           

4 

GUI LIN TIANRUI 

PHARMACEUTICAL COMPANY 

LIMITED 

中国 接受           

5 

JAPAN VIETNAM MEDICAL 

INSTRUMENT JOINT STOCK 

COMPANY 

越南 接受           

6 KAWANISHI HOLDINGS INC 日本 接受           

7 

NINGBO JIACHENG 

BIOTECHNOLOGY COMPANY 

LIMITED 

中国 接受           

8 TECHNO MEDICAL PCL 泰国 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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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号 
公司名称 国家/地区 

接
受

/拒
绝

 

筛选条件 

筛选理由 

财
务

信
息

不
足

 

连
续

亏
损

 

功
能

不
可

比
 

产
品

不
可

比
 

10 7 17 63 13 

9 
WUHAN HISEE TECHNOLOGY 

COMPANY LIMITED 
中国 接受           

10 
YISHENGYIHENG (BEIJING) 

MEDTECH CORPORATION 
中国 接受           

拒绝的公司 

11 AIRXPANDERS, INC. 澳大利亚 拒绝   x     
The company incurred consecutive losses during the period 

under review. 

12 
AMERICAN VIETNAMESE BIOTECH 

INCORPORATION 
越南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engaged in the field of manufacturing and 

trading of pharmaceutical, medical devices. 

13 ANGY (CHINA) MEDICAL LIMITED 中国香港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wholesale and supply 

of medical printers 

14 ANTERIS TECHNOLOGIES LTD 澳大利亚 拒绝   x     
The company incurred consecutive losses during the period 

under review. 

15 B-SOFT COMPANY LIMITED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providing information 

technology healthcare industry, including medical and health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pplication software business, 

integrated business systems based o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16 
BABYLON PUMP & POWER 

LIMITED 
澳大利亚 拒绝   x     

The company incurred consecutive losses during the period 

under 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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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号 
公司名称 国家/地区 

接
受

/拒
绝

 

筛选条件 

筛选理由 

财
务

信
息

不
足

 

连
续

亏
损

 

功
能

不
可

比
 

产
品

不
可

比
 

10 7 17 63 13 

17 
BAISHENG MEDICAL COMPANY 

LIMITED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production, sales and service of the signal 

output system and the operating system of the high-

frequency digital integrated surgical system of 

electrosurgery. 

18 
BEIJING BALANCE MEDICAL 

TECHNOLOGY CO., LTD.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engaged in the production of animal-derived 

implantable medical devices. 

19 

BEIJING FANXING GUANGDIAN 

MEDICAL TREATMENT 

EQUIPMENT COMPANY LIMITED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medical endoscopic minimally invasive field 

host equipment.  

20 
BEIJING TIANDETAI TECHNOLOGY 

COMPANY LIMITED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consulting services of 

low carbon and carbon emissions trading. 

21 
BUSINESS ALIGNMENT PUBLIC 

COMPANY LIMITED 
泰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provision of medical 

and health services. 

22 CELLSOURCE CO LTD 日本 拒绝 x       
The company had insufficient financial data during the period 

under review. 

23 
CHENGDU LIANBANG MEDICAL 

TECHNOLOGY COMPANY LIMITED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engaged in manufacture of special 

equipment manufacturing industry. 

24 
CHONGQING AOKLAND MEDICAL 

TECHNOLOGY COMPANY LIMITED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ncurred consecutive losses during the period 

under 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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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COMERMY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had insufficient financial data during the period 

under review. 

26 
CONCORD MEDICAL COMPANY 

LIMITED 
中国台湾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primarily engaged in the provision of drugs 

and medical supplies used in hospitals, sale of medical 

equipment, consulting business and rental of equipment. 

27 
CONG TY CO PHAN DUOC PHAM 

HAI PHONG 
越南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production, trade, 

import and export of drugs, pharmaceuticals and medical 

instruments. 

28 
CONG TY CO PHAN DUOC PHAM 

TRUNG UONG 3 
越南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manufacture and 

trade of pharmaceutical, chemical, cosmetics, nutritious 

food. 

29 
CONG TY CO PHAN DUOC VAT TU 

Y TE HAI DUONG 
越南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production and sale of 

drugs, herbal medicines, medical materials, dietary 

supplement and medicinal herbals. 

30 CONG TY CO PHAN MEINFA 越南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manufacture and 

trade of medical equipment for the healthcare sector, and 

motorcycle spare parts.  

31 
CRYSTALVUE MEDICAL 

COMPANY LIMITED 
中国台湾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research, 

development, manufacture and sale of ophthalmic diagnostic 

medical de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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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DACHENG MEDICAL INVESTMENT 

COPANY LIMITED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engaged in provision of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comprehensive treatment services, medical beauty 

services, chinese medicine clinics, health care products sales 

and services. 

33 DAIHAN SCIENTIFIC CO.,LTD. 韩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engaged in the manufacture of small 

machinery. 

34 
DEZHOU KEEN DENTAL 

HOSPITAL COMPANY LIMITED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ncurred consecutive losses during the period 

under review. 

35 
EMED.COM TECHNOLOGIES 

LIMITED 
印度 拒绝 x       

The company had insufficient financial data during the period 

under review. 

36 EMYRIA LIMITED 澳大利亚 拒绝 x       
The company had insufficient financial data during the period 

under review. 

37 
EPS BIO TECHNOLOGY 

CORPORATION 
中国台湾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production and 

wholesale distribution of medical, dental, and hospital 

equipment and supplies. 

38 
FENG CHI BIOTECH 

CORPORATION 
中国台湾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manufacture and sale 

of pharmaceutical preparations, as well as other related 

produ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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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FOSHAN YUXUANGONG 

TECHNOLOGY CORPORATION 

LIMITED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engaged in the production of medical device 

products and other electronic products. 

40 GENERAL MEDITECH INC.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engaged in the production of medical 

equipment. 

41 GIAN LIFE CARE LIMITED 印度 拒绝 x       
The company had insufficient financial data during the period 

under review. 

42 
GUANGDONG YINHU MEDICAL 

TECHNOLOGY COMPANY LIMITED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production and sales 

of high-end beauty bed, beauty instrument, beauty chair and 

other products and related accessories. 

43 

GUANGZHOU YIMEI FURNITUR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MPANY LIMITED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engaged in the wholesale distribution of 

health care professional medical equipment, instruments, 

and supplies. 

44 
HA NOI PHARMA JOINT STOCK 

COMPANY 
越南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engaged in the manufacture and distribution 

of pharmaceutical products. 

45 
HAINAN TAOSHENG MEDICINE 

CO., LTD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engaged in the manufacture and distribution 

of medicine. 

46 
HAKE MEDICAL TECHNOLOGY 

(BEIJING) COMPANY LIMITED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provision of radiation 

technology development, consulting, technical services, 

consulting 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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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HANGZHOU KANGYUN 

BIOLOGICAL TECHNOLOGY 

COMPANY LIMITED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engaged in the wholesale distribution of 

chemicals and allied products.  

48 
HANGZHOU MOCULAR MEDICAL 

TECHNOLOGY COMPANY LIMITED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medical equipment 

manufacturing, medical equipment in the Department of 

ophthalmology. 

49 
HEBEI TIANSHUO MEDICAL 

PRODUCTS COMPANY LIMITED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engaged in the production of inspection 

gloves, surgical glove and latex sales. 

50 
HEBEI XINLE SCI&TECH COMPANY 

LIMITED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engaged in the production of medical 

disposables for vacuum blood collection systems.  

51 HI-CLEARANCE INC. 中国台湾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principally engaged in the sales of medical 

equipment, biochemical reagents and western medicines. 

52 

HUNAN ETER ELECTRONIC 

MEDICAL PROJECTSTOCK 

COMPANY LIMITED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engaged in the design, production and sales 

of medical molecular sieve oxygen equipment and intelligent 

call nursing system. 

53 
HUNAN XENO LIFE SCIENCE 

COMPANY LIMITED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ncurred consecutive losses during the period 

under review. 

54 ICARES MEDICUS, INC 中国台湾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development, 

manufacture and sale of ophthalmic medical de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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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INCANNEX HEALTHCARE LIMITED 澳大利亚 拒绝   x     
The company incurred consecutive losses during the period 

under review. 

56 INNOPHARMAX INC. 中国台湾 拒绝   x     
The company incurred consecutive losses during the period 

under review. 

57 IOUPAY LIMITED 澳大利亚 拒绝   x     
The company incurred consecutive losses during the period 

under review. 

58 
JIANG XI SANXIN MEDTEC 

COMPANY LIMITED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production and sale of 

disposable sterile infusion of medical devices. 

59 
JIANGSU NANFANG MEDICAL 

COMPANY LIMITED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production transdermal products, medical 

adhesive tape and bandage, sports protection products, first-

aid kits, care products and other products. 

60 
JIANGSU SAIKANG MEDICAL 

EQUIPMENT COMPANY LIMITED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engaged in selling electric and manual 

hospital beds, orthopaedics traction beds, exam tables, 

infusion chairs, accompany chairs, hospital trolleys, stretcher 

and stretcher trolleysg. 

61 

JIANGSU WINLONG 

PHARMACEUTICAL MACHINERY 

COMPANY LIMITED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manufacture of 

special pharmaceutical equipment, the R & D, design, 

production, sales and service of all kinds of oral or external 

liquid packaging equi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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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JIANGXI LONGKAIHE 

PHARMACEUTICAL TECHNOLOGY 

GROUP COMPANY LIMITED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distribution of drugs 

and medical devices. 

63 
JIANGYIN EVERISE MEDICAL 

EQUIPMENT COMPANY LIMITED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manufacture of 

medical apparatus and instruments, ambulance stretcher, 

ambulances medical accessories, patient transfer stretcher 

and medical cart R & D, production and sales. 

64 
KOBAYASHI PHARMACEUTICAL 

CO LTD 
日本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engaged in the manufacture of general 

pharmaceuticals and household sanitary goods and the 

wholesale distribution of pharmaceuticals, sundries and food 

products.  

65 
LAO KEN MEDICAL TECHNOLOGY 

COMPANY LIMITED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hospital infection control 

equipment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production and sales 

and provide integrated solutions, sterilization and supply 

center of hospital disinfection and sterilization outsourcing 

services and pharmacy automation solutions. 

66 LEOCLAN CO LTD 日本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sale of medical 

equipment and pharmaceutical products. 

67 LEVEL BIOTECHNOLOGY INC 中国台湾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distribution of 

biomedical related produ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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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LIGUA INC. 日本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provision of 

osteopathy solution business 

69 MD BIOMEDICAL, INC. 中国台湾 拒绝   x     
The company incurred consecutive losses during the period 

under review. 

70 MEDEON BIODESIGN, INC. 中国台湾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research, 

development, manufacture and sales of medical equipment.  

71 MEDICAL IMAGING CORPORATION 中国台湾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wholesale and retail of 

medical equipment. 

72 MEDLEY, INC. 日本 拒绝 x       
The company had insufficient financial data during the period 

under review. 

73 
MIANYANG LEADING ELECTORN 

TECHNOLOGY COMPANY LIMITED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field of electronic 

products and bio-engineering technology development, 

product development, sales, technical services, transfer, 

network system integration, audio and video and 

communications equipment development and sales of related 

products and technology import and export business. 

74 
MICRO-TECH (NANJING) 

COMPANY LIMITED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engaged in the production of medical 

equipment. 

75 
MICROPORT SCIENTIFIC 

CORPORATION 
中国香港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engaged in the research, development, 

manufacture, and distribution of medical de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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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MOKOBIO LIFE SCIENCE 

CORPORATION BEIJING, 

MOKOBIO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engaged in the production of instruments 

and equipment for measuring and testing. 

77 

NANJING TZONE 

BIOTECHNOLOGY COMPANY 

LIMITED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engaged in the production of biotechnolog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services. 

78 
NARAYANA HRUDAYALAYA 

LIMITED 
印度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primarily engaged in business of rendering 

medical and healthcare services. 

79 
NINGBO DAVID MEDICAL DEVICE 

COMPANY LIMITED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research, 

development, manufacturing and distribution of infant caring 

equipment.  

80 
OLBA HEALTHCARE HOLDINGS 

INC 
日本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provision of grants 

management services. 

81 
PERFECT MEDICAL INDUSTRY 

COMPANY LIMITED 
中国台湾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manufacture and 

distribution of health and medical supplies. 

82 PHARMADAX INC 中国台湾 拒绝   x     
The company incurred consecutive losses during the period 

under review. 

83 
S&S HEALTHCARE HOLDING 

LIMITED 
中国台湾 拒绝   x     

The company incurred consecutive losses during the period 

under 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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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SEVEN-DIMENSIONAL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wholesale of medical 

non antibiotic materials and dressings. 

85 
SHANDONG GRED MEDIC 

COMPANY LIMITED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production and sale of 

single-use external brain drain and newborn umbilical cord 

ligation protective tape. 

86 

SHANGHAI BOXUN MEDICAL 

BIOLOGICAL INSTRUMENT 

CORPORATION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production and sales of medical biological 

instruments. 

87 
SHANGHAI EDER MEDICAL 

TECHNOLOGY INC.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engaged in the production of medical 

devices. 

88 

SHANGHAI GENERAL HEALTHY 

INFORMATION AND 

TECHNOLOGYCOMPANY LIMITED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provision of medical 

service. 

89 
SHANGHAI RUNDA MEDICAL 

TECHNOLOGY COMPANY LIMITED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engaged in the provision of comprehensive 

medical laboratory services in china.  

90 

SHANGHAI SHUANGSHEN 

MEDICAL INSTRUMENT COMPANY 

LIMITED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manufacture of medical 

device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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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SHENZHEN BIOCARE BIO-

MEDICAL EQUIPMENT COMPANY 

LIMITED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production and sales of digital 

electrocardiograph, multi parameter monitor, obstetric 

guardianship and other medical instruments. 

92 
SHENZHEN GLORY MEDICAL 

COMPANY LIMITED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engaged in the design and installation of 

hospital construction and medical engineering systems in 

China. 

93 SHINHUNG CO.,LTD. 韩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primarily engaged in the manufacture and 

marketing of dental equipment.  

94 
SHIP HEALTHCARE HOLDINGS 

INC 
日本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development of 

medical equipment. 

95 

SICHUAN QIAN LI BEOKA 

MEDICAL TECHNOLOGY 

COMPANY LIMITED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production and sales of rehabilitation 

physiotherapy medical equipment products and services. 

96 SINEW PHARMA INC 中国台湾 拒绝   x     
The company incurred consecutive losses during the period 

under review. 

97 
SOFIVA GENOMICS COMPANY 

LIMITED 
中国台湾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primarily engaged in providing professional 

analytic or diagnostic services to the medical profession, or 

to the patient on prescription of a physic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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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SOMNICS, INC 中国台湾 拒绝   x     
The company incurred consecutive losses during the period 

under review. 

99 
SONOSCAPE MEDICAL 

CORPORATION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medical diagnosis 

equipment research, production and sales. 

100 

SUZHOU DERPIN MEDICAL AND 

SCIENCE TECHNOLOGY 

COMPANY LIMITED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medical equipment 

technology service. 

101 
TAIWAN BIOMATERIAL COMPANY 

LIMITED 
中国台湾 拒绝   x     

The company incurred consecutive losses during the period 

under review. 

102 

UNIVERSAL VISION 

BIOTECHNOLOGY COMPANY 

LIMITED 

中国台湾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provision of eye treatment 

services. 

103 VITAL KSK HOLDINGS INC 日本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principally engaged in the wholesale of 

drugs. 

104 WOORIDUL HUEBRAIN LIMITED 韩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ncurred consecutive losses during the period 

under review. 

105 

WUHAN GREENOVO 

BIOTECHNOLOGY COMPANY 

LIMITED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ncurred consecutive losses during the period 

under 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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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WUXI JIAJIAN MEDICAL 

INSTRUMENT COMPANY LIMITED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mainly engaged in acupuncture and needle, 

electronic physiotherapy products and the production and 

sale of pole pieces. 

107 

XINJIANG SHENMU 

PHARMACEUTICAL COMPANY 

LIMITED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wholesale industry, 

pharmaceuticals, medical equipment wholesale. 

108 
YUNNAN JIAHONG DENTAL 

TECH,INC.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provision of main 

denture processing service. 

109 
ZHEJIANG TIANSONG MEDICAL 

INSTRUMENT COMPANY LIMITED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sales in surgical 

endoscope mirror minimally invasive medical devices and 

gynecological endoscope minimally invasive medical devices, 

which surgical peep mirror minimally invasive medical 

devices including abdominal surgery minimally invasive 

medical devices, bone surgery minimally invasive medical 

devices, microsurgery minimally invasive medical devices 

and other. 

110 
ZHUHAI BLUE OCEAN STRATEGY 

MEDICAL COMPANY LIMITED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had insufficient financial data during the period 

under 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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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HUI GUANGLI MEDICAL COMPANY 

LIMITED 
中国 ANHUI GUANGLI MEDICAL COMPANY LIMITED 主要从事医疗耗材和医疗设备的销售。 

BEIJING CHIHONG HEALTHCARE 

COMPANY LIMITED 
中国 BEIJING CHIHONG HEALTHCARE COMPANY LIMITED 主要从事口腔医疗器械产品的销售。 

CHC HEALTHCARE GROUP 中国台湾 
CHC HEALTHCARE GROUP 主要从事辐射肿瘤学、神经病学、医学影像以及眼科设备和仪

器的代理分销。 

GUI LIN TIANRUI PHARMACEUTICAL 

COMPANY LIMITED 
中国 GUI LIN TIANRUI PHARMACEUTICAL COMPANY LIMITED 主要从事医疗器械销售。 

JAPAN VIETNAM MEDICAL INSTRUMENT 

JOINT STOCK COMPANY 
越南 

JAPAN VIETNAM MEDICAL INSTRUMENT JOINT STOCK COMPANY 为主要从事医疗器械

销售、耗材销售。 

KAWANISHI HOLDINGS, INC. 日本 
KAWANISHI HOLDINGS, INC.主要从事医疗设备以及医学、工业卫生、物理化学、生物化学

光学仪器和测量仪器的销售。 

NINGBO JIACHENG BIOTECHNOLOGY 

COMPANY LIMITED 
中国 

NINGBO JIACHENG BIOTECHNOLOGY COMPANY LIMITED 主要从事体外诊断试剂、体外诊

断及影像设备等销售。 

TECHNO MEDICAL PCL 泰国 
TECHNO MEDICAL PCL 主要从事医疗用品的分销。该公司产品包括一次性使用设备和用品

以及医疗设备和仪器。 

WUHAN HISEE TECHNOLOGY COMPANY 

LIMITED 
中国 

WUHAN HISEE TECHNOLOGY COMPANY LIMITED 是一家慢性心血管病管理及智慧分级诊

疗系统的心血管医疗器械产品的代理销售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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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ISHENGYIHENG (BEIJING) MEDTECH 

CORPORATION 
中国 YISHENGYIHENG (BEIJING) MEDTECH CORPORATION 主要从事医疗用品及器材批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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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可比公司财务数据 

编号 公司名称 国家/地区 货币 
2019 2018 2017 三年加权平均 

营业利润率 总收入 营业利润率 总收入 营业利润率 总收入 营业利润率 

1 ANHUI GUANGLI MEDICAL COMPANY LIMITED 中国 千美元 16,073 8.83% 14,792 7.46% 18,796 16.79% 11.44% 

2 BEIJING CHIHONG HEALTHCARE COMPANY LIMITED 中国 千美元 4,372 9.66% 4,642 18.57% 5,213 12.41% 13.58% 

3 CHC HEALTHCARE GROUP 中国台湾 千美元 98,639 17.43% 81,829 16.65% 71,523 17.36% 17.16% 

4 
GUI LIN TIANRUI PHARMACEUTICAL COMPANY 
LIMITED 

中国 千美元 15,763 -0.37% 15,357 0.36% 14,719 0.26% 0.08% 

5 
JAPAN VIETNAM MEDICAL INSTRUMENT JOINT 
STOCK COMPANY 

越南 千美元 22,258 -2.28% 26,766 0.09% 24,135 -2.77% -1.57% 

6 KAWANISHI HOLDINGS INC 日本 千美元 997,664 1.13% 974,772 1.14% 944,959 0.97% 1.08% 

7 
NINGBO JIACHENG BIOTECHNOLOGY COMPANY 
LIMITED 

中国 千美元 19,969 16.36% 18,838 16.88% 14,532 22.57% 18.24% 

8 TECHNO MEDICAL PCL 泰国 千美元 22,872 10.87% 19,866 9.96% 19,257 7.45% 9.52% 

9 WUHAN HISEE TECHNOLOGY COMPANY LIMITED 中国 千美元 8,816 2.28% 3,811 7.86% 3,615 -5.52% 1.85% 

10 YISHENGYIHENG (BEIJING) MEDTECH CORPORATION 中国 千美元 5,894 -5.23% 8,125 2.13% 3,501 5.18% 0.27% 

                      

  最高值   17.43%   18.57%   22.57% 18.24% 

  上四分位值   10.57%   14.98%   15.69% 13.04% 

  中位值   5.56%   7.66%   6.32% 5.69% 

  下四分位值   0.00%   1.39%   0.44% 0.47% 

  最低值   -5.23%   0.09%   -5.52% -1.57% 

  观测样本   10   10   10 10 

                      

 备注：所有财务数据都来自 OSIRIS2020 年 12 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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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内容提要 

一、 背景 

安永税务及咨询有限公司（“安永”或“我们”）针对康耐特集团内部全球范围（除亚

太地区以外）镜片及眼科光学产品分销业务进行基准分析，以下部分记录了基准分析

的过程以及结果。 

 

二、 分析结论 

我们选择康耐特集团内部全球范围（除亚太地区以外）镜片及眼科光学产品分销商

（以下简称“集团分销商”）作为经济分析的被验证主体，交易净利润法被选择为用来

验证全球范围（除亚太地区以外）镜片及眼科光学产品分销业务的最适用方法。 

 

分析结果显示，集团分销商的可比公司 2017 年至 2019 年三年加权平均营业利润率

的四分位区间为 1.13%至 6.76%，中位值为 5.75%。 

 

三、 服务范围的限制 

对于本报告涉及的关联交易以及这些交易带来的有关我国及其它国家或地区税务机关

税务方面的影响，我国及其它国家或地区税务机关事先并未表明其是否同意我们的观

点。因此，我国及其它国家或地区税务机关不受本报告中关于交易各方面意见的约

束。同时，税务当局的法律法规、国家税务总局的解释，以及税务机关的执行操作可

能会变更，并且税务当局将来审查这些关联交易时的政策和做法可能与本次转让定价

分析中依赖的有所不同。 

 

一旦法规变化，本转让定价分析研究的某些问题/意见也可能发生变化。我们不对此后

的信息更新负责，除非在另外的安排下被特别要求。 

 

也请注意我们的建议和意见是基于所提供事实为依据而发表的。如果我们对于任何可

能影响我们结论的事实理解不正确，请告知我们。 

 

也请注意，下述基准定位分析系依据 OECD 指南(“《OECD 跨国企业与税务机关转让定

价指南》”)进行准备，一般而言依据 OECD 指南准备的基准定位分析会被所涉及范围内

的所有税收管辖区所接受，但在进行转让定价审查、审计或调查时，它对任何地方税

务机关都不具有约束力。各税收管辖区内相关实体利润水平可能会因此类审查、审计

或调查进行调查。 

 

本转让定价分析研究仅供贵方所需，不应被任何其他个人或公司作为依据。因此，如

果贵公司想披露本转让定价分析研究给任何其他个人或组织，贵公司必须告知他们，

在没有我们书面同意的情况下，他们不能出于任何目的而依赖我们的工作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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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经济分析 

一、  被验证主体的确定 

在评估关联交易是否符合独立交易原则时首先需要确定关联交易中的被验证主体。在关

联交易中作为被验证主体的企业，通常其在关联交易中的利润水平可以被有效地确定，

并且相关的可比数据可以被可靠地取得。因而，通常情况下，被验证主体应是承担功能

相对简单，并且不拥有能使其在实质上有别于其他潜在可比非受控企业的重要无形资产

或特殊资产的企业。 

 

基于上述分析，集团分销商被选择为本报告的被验证主体，因为集团分销商在关联交易

中承担功能相对简单，利润水平可以被有效地确定，并且相关的可比数据可以被可靠地

取得。所以，我们选择集团分销商作为我们进行经济分析的被验证主体。 

 

二、  转让定价方法的选用及理由 

OECD 指南规定，企业发生关联交易以及税务机关审核、评估关联交易均应遵循独立交

易原则，选用合理的转让定价方法。转让定价方法主要包括可比非受控价格法（CUP）、

再销售价格法（RPM）、成本加成法（CPLM）、交易净利润法（TNMM）、以及利润分割

法（PSM）。 

 

以下将详述上述所列各转让定价方法及其各自的可行性，并进而运用这些方法来分析受

测关联交易。 

 

1. 可比非受控价格法 

可比非受控价格法以非关联方之间进行的与关联交易相同或类似业务活动所收取的价

格作为关联交易的公平成交价格。可比非关联交易根据比较对象的不同，分为内部可比

交易和外部可比交易。《实施办法》指出，在使用可比非受控价格法时，应特别考察关联

交易与非关联交易在交易资产或劳务的特性、合同条款及经济环境上的差异。可比非受

控价格法主要针对关联方之间在销售商品（或提供劳务）时所收取的价格和非关联方之

间在销售（或提供）相同或类似的商品(或劳务)时所收取的价格进行比较。因此，产品

或劳务的相似性是决定该方法是否适用的关键因素。 

 

根据 OECD 指南，如能找到可比非受控交易，那么可比非受控价格法应优先于其他方法。

在满足以下两个条件之一的情况下，某个非受控交易与该受控交易是可比的： 

 

► 该受控交易与非受控交易间无差异，或者虽然有差异，但这些差异并不足以对需要

分析比较的条件产生实质性影响；或 

► 该受控交易与非受控交易间有实质差异，但这些差别所产生的影响可以通过合理的

量化调整来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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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比非受控价格法通过分析可比非受控交易以判断受控交易是否符合独立交易原则。在搜

索可比非受控交易的过程中，由于无法找到足够的可用内部信息和公开信息。因此，可比

非受控价格法不是用来确定集团分销商在与其关联方之间关联交易中应获得的符合独

立交易原则回报的最适合方法。 

 

2. 再销售价格法 

再销售价格法以关联方购进商品再销售给非关联方的价格减去可比非关联交易毛利后

的金额作为关联方购进商品的公平成交价格。再销售价格法通常适用于再销售者未对

商品进行改变外型、性能、结构或更换商标等实质性增值加工的简单加工或单纯购销

业务。 

 

康耐特集团内部全球范围（除亚太地区以外）镜片及眼科光学产品分销业务中，集团

分销商执行分销功能。在理想的情况下，再销售价格法是用来确定集团分销商在上述

关联交易中应获得的符合独立交易原则回报的最适合方法。然而在此例中，所执行的

功能的可比性尤其重要。例如，如果企业在所涉及的关联交易中所执行的功能比潜在

可比非受控交易来的更多，那么再销售价格法所确立的毛利将不能充分补偿企业所执

行的功能。此外，由于再销售价格法是基于毛利的比较，因此有必要在可比的会计准

则下区分产品营业成本和营业费用。 

 

为了更有效的应用再销售价格法以实现所需功能和会计处理方法的可比性，最有效的

是存在“内部可比交易”，即集团分销商或其集团成员与第三方之间同时有类似交易，

然而我们未找到类似的内部可比交易。 

 

再销售价格法可以基于可比公司（“外部可比公司”）的财务报告开展分析。在后文部分，

我们描述了搜索可比企业的过程；然而，我们认为无法找到此类企业，包括其财务数据

以有效的应用再销售价格法。虽然可比公司所执行的功能与集团分销商大致相同，但这

些功能的性质和强度的差异太大，导致无法有效的应用再销售价格法。此外，我们无法

获得足够的信息以确保可比公司所使用的会计方法与集团分销商相同。例如，很难确定

可比公司是否以同样的会计方法计量相关费用（例如：折扣、退货、退税、退款、运输

费和保险费等）。 

 

基于上述原因，我们认为再销售价格法不是用来分析所涉及的关联交易最合适的方法。 

 

3. 成本加成法 

成本加成法以关联交易发生的合理成本加上可比非关联交易毛利作为关联交易的公平

成交价格。成本加成法通常适用于分析生产或服务功能，因为生产成本（或服务成本）

通常被认为是评价增值业务的合理指标。 

 

集团分销商主要执行分销职能，而不是执行生产或提供服务功能，所以成本加成法不是

用来分析所涉及的关联交易最合适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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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利润分割法 

利润分割法根据企业与其关联方对关联交易合并利润的贡献计算各自应该分配的利润

额。在应用利润分割分析时有两种利润分割法： 

 

► 一般利润分割法根据关联交易各参与方所执行的功能、承担的风险以及使用

的资产，确定各自应取得的利润。 

► 剩余利润分割法将关联交易各参与方的合并利润减去分配给各方的常规利润

的余额作为剩余利润，再根据各方对剩余利润的贡献程度进行分配。 

 

利润分割法通常适用于两个或两个以上交易参与方对非常规的无形资产有重大贡献，或

者各参与方的关联交易高度整合且难以单独评估各方交易结果的情况。因此利润分割法

很难就某项未高度整合的单一交易进行验证，如交易净利润法。 

 

考虑到集团分销商与关联方之间的交易并不复杂，不存在高度整合的情况，所以我们能

够较易寻找与集团分销商所执行的功能、承担的风险和拥有的资产相同或类似的非受控

企业，从而适用交易净利润法。因此，利润分割法不是用来分析所涉及的关联交易最合

适的方法。 

 

5. 交易净利润法 

交易净利润法以可比非关联交易的利润率指标确定关联交易的净利润。利润率指标包括

资产收益率、销售利润率、完全成本加成率、贝里比率等。 

 

由于息税前净利润对功能和会计差异敏感程度较低，交易净利润法所需的可比程度较低

于其他方法。如后文所述，在所执行的功能、承担的风险和使用的资产方面，集团分销

商的可比公司可以被有效的确定。由于可以有效的对比受控交易和非受控交易间的息税

前净利润水平，所以交易净利润法被选定为最合适的转让定价方法。 

 

6. 结论 

在选取用以验证康耐特集团内部全球范围（除亚太地区以外）镜片及眼科光学产品分销

业务的最适用的转让定价方法时，应充分考虑集团分销商与关联方在交易过程中的具体

情况。经过以上分析，根据中国转让定价法律、法规，我们确认交易净利润法是用来确

定集团分销商在关联交易中应获得的符合独立交易原则回报的最适合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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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搜索可比公司 

以下部分详述了搜索可比交易或可比公司的方法及结果。可比搜索的结果将被用来确定

符合独立交易原则的利润区间以测试关联交易的价格或相关利润。 

 

1. 可比性标准 

搜索策略应同时体现功能和产品的可比性以提高搜索结果的可靠性。 

 

被视为可比的公司具有以下特征或符合以下可比性标准： 

 

► 公司为全球范围（除亚太地区以外）地区企业。不同地域的市场条件可能导致不同

的利润，因而有必要确认被测企业所获的利润是否反映了全球范围（除亚太地区以

外）地区的可比利润； 

► 公司为独立公司。在有母公司或者控股公司的情况下，企业可能会存在关联交易； 

► 公司销售相同或相似的产品。该公司的主营业务收入不应主要来源于销售不同于镜

片及眼科光学产品或与其类似的产品。不可比的产品包括化工产品、工业机械等； 

► 公司执行相似的功能。该公司不应执行明显不可比的功能。例如，公司的主营业务

收入不应主要来源于与分销不一致的功能（例如制造或提供服务）。 

 

2. OSIRIS 搜索过程 

我们运用 BvD1的 OSIRIS 数据库搜索可比公司。OSIRIS 是一个整合了全球上市公司、

银行和保险公司信息的综合性数据库，其内容范围涵盖了超过 160 个国家的 105,000

多家公司，包括 13,000 多家中国上市公司。 

 

除了运用以上数据库，我们也通过检查公司主页或年报，以及 D&B Hoovers 数据库2

来确认 OSIRIS 数据库未提供充足信息和明确的交易活动的潜在的可比公司的可比性。 

 

搜索过程主要包括以下两个筛选步骤： 

 

► 通过 OSIRIS 数据库进行自动搜索，初步确定潜在的可比公司；以及 

► 通过 OSIRIS 数据库所提供的信息以及我们通过其他公开渠道获取的信息，对初步

入选的潜在的公司的可比性进行分析，并最终确定可比公司的名单。 

 

3. 自动搜索 

首先，我们将通过以下搜索标准在 OSIRIS 数据库中自动搜索潜在的可比公司。 

 

 
1 OSIRIS 数据库由 Bureau Van Dijk（“BvD”）公司提供，BvD 是最大的商业和公司信息电子出版商之一。OSIRIS 数据

库提供了全球各大上市公司的财务数据、股东信息、新闻、评级、盈利数据、股票信息等。国税总局亦要求各地税务

机关在反避税调查和调整中使用 BvD 公司的数据库。（见《国家税务总局关于 2005 年度反避税工作的通知》，国税

函【2005】第 239 号文）。 

2 D&B Hoovers 是一个网上数据库，它收录了全世界几千万个企业的主要商业和财务信息。 



转让定价基准分析报告 

经济分析 

机密 – 版权所有  7 

安永 2021 

确定地域范围 

 

我们首先将可比公司的搜索范围限制在全球（除亚太地区）地区。 

 

业务正常/非正常（Active/Inactive）运作指标 

 

所有初选的公司中，我们只接受在 OSIRIS 中标记为“active”（表示业务正常运行）的

公司。 

 

产业分类代码 

 

接下来，我们使用 OSIRIS 数据库，根据以下标准产业代码（SIC）查找那些潜在的可

比公司。 

 

SIC 行业名称 

5047 医疗，牙科，医院设备及用品批发 

5048 眼科产品批发 

 

通过上述数据库自动筛选步骤，我们初步选出了83家潜在的可比公司。 

 

4. 潜在可比公司筛选 

我们复核了 OSIRIS 数据库提供的有关上述公司的业务描述和财务信息以及从其他公开

渠道获取的信息，以进一步确定其可比性。 

 

出现以下情况之一的公司将被剔除： 

 

► 安永排除了那些在 2017 至 2019 年度不具有至少两年财务信息的公司； 

► 安永排除了那些在 2017 至 2019 年度发生连续亏损的公司，因为这些公司可能面

临持续经营的困难； 

 

继而，安永审核了这些公司的英文业务描述，以进一步确定它们是否与被验证主体可比。

尤其，满足以下一条或多条标准的公司将被排除： 

 

► 该公司承担明显的非可比职能，比如：制造业务、提供服务等； 

► 该公司销售的产品不具可比性，比如：化工产品、工业机械等；  

► 安永排除了那些缺少足够信息以确定其可比性的公司；以及 

► 安永排除了那些发生重大关联交易的公司。 

 

由于 OSIRIS 提供的业务描述及股东信息数据有限，安永还运用互联网和 D&B 数据库来

补充和确认有效信息。 

 

通过这一步骤，76 家公司被剔除，余下的 7 家公司我们认为可以接受作为可比公司。 

 

下表列出了被选定的可比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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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 国家/地区 

A. JAIME ROJAS REPRESENTACIONES GENERALES S.A. 秘鲁 

BASTIDE LE CONFORT MEDICAL 法国 

HENRY SCHEIN, INC. 美国 

MEDTECHNICA LIMITED 以色列 

OWENS & MINOR INC 美国 

SALUS D. D. 斯洛文尼亚 

YIACO MEDICAL COMPANY K.S.C (PUBLIC) 科威特 

 

OSIRIS可比公司筛选表请详见附件一，可比公司的主营业务简介请详见附件二。 

 

四、  财务分析 

1. 利润率指标的运用 

对于集团分销商的关联交易，我们使用交易净利润法的营业利润率作为验证公司与其关

联公司之间符合独立交易原则定价的最适合的利润水平指标，即：营业利润/营业收入。 

 

2. 确定可比非关联交易利润过程中的假设和判断 

在确定可比非关联交易利润的过程中，由于所取得的可比交易（企业）的信息取自上市

公司的公开信息资料，因此上述信息在本报告中被认为是真实的、合规的，不存在虚假

的情况。 

 

3. 计算独立交易利润区间 

通过以上分析，交易净利润法被选定为用来确定集团分销商在关联交易中应获得的符合

独立交易原则回报的最适合的转让定价验证方法。在交易净利润法下，根据集团分销商

的情况，可比公司营业利润率可以按照以下公式计算得出： 

 

► 营业利润率 = 营业利润/营业收入 

► 营业利润 = 营业收入 – 营业总成本  

► 营业总成本 = 营业成本（含税金及附加）+营业费用 

► 营业费用 = 销售费用+管理费用 

 

4. 历年数据的使用 

根据 OECD 指南，历年数据的使用有助于我们更好的了解可比公司所处行业的商业及产

品周期。可比公司和被验证主体在所处的商业和产品周期上的差异可能会给可比性造成

较大的影响。历年数据的使用可以帮助我们判断独立企业所处的经济环境和被验证主体

是否可比。如果独立企业所处的经济环境与被验证主体存在较大差异，则不应把这家公

司选为可比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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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考虑到历年数据的使用（相对与单一年度数据）有利于在最大程度上避免因特定

年度可能出现的异常情况而造成的重大差异。 

 

我们了解到，截至本报告完成时，在 OSIRIS 数据库中尚有许多上市公司未披露其 2020

年度的财务数据，我们在可比性分析时使用可比公司 2017 至 2019 年度的财务数据加

以替代。另外，考虑到许多上市公司的财务报告截止日并非中国所通常采用的每年的 12

月 31 日，我们将按照下面的原则使用其财务数据： 

 

► 对于财务报告截止日在 5 月 31 日前或为 5 月 31 日的，我们将其归入到截止日为

12 月 31 日的前一个财务年度； 

► 对于财务报告截止日在 6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之间的，我们将其归入到截止日为

12 月 31 日的同一个财务年度。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归入到截止日为 12 月 31 日的同一个财务年度 
归入到截止日为 12 月 31 日的前一

个财务年度 

 

5. 四分位区间3 

为了使可比分析结果更加可靠，我们基于所有的可比数据建立了一个四分位数区间。一

般来讲，根据统计学原理，任何一个利润率指标中位值附近的概率分布都会呈现出正态

分布。任何高于或低于中位值的数值对于样本总体的代表性与中位值对于样本总体的代

表性是一样的，所以我们不能将利润率局限于中位值这一点。但是，考虑到极值点很有

可能无法代表独立交易原则下的利润率，我们采取了谨慎的做法，仅使用第一分位和第

三分位之间的区间来计算可以接受的结果。 

 

6. 加权平均方法 

我们计算了可比公司 2017 至 2019 年度营业利润率的平均数。我们先计算每家可比公

司每年的营业利润率，然后得出每家可比公司的三年的平均营业利润率。最后我们使用

所有公司的三年加权平均营业利润率计算四分位数区间。 

 

7. 可比数据的差异调整及理由 

我们未对可比数据进行调整。 

 

 
3 四分位区间是第一和第三分位的中间部分。分位代表变量在特定百分数上得出的值 （第一分位＝25%，第二分位＝

50%＝中位值，第三分位＝75%）。有一些方法可以用来决定四分位数区间，本文中采用微软 Excel 的 quartile 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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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分析结论 

分析结果显示，全球范围（除亚太地区以外）镜片及眼科光学产品分销商的可比公司在

2017 至 2019 年度期间的三年加权平均营业利润率的四分位区间为 1.13%至 6.76%，

中位值为 5.75%。（可比公司的财务数据分析请详见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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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结论 

根据上文的经济分析，我们选择集团分销商作为被验证主体，并选用交易净利润法作为

最合适的转让定价方法。 

 

我们在 OSIRIS 数据库中搜索了与集团分销商可比的公司以进行基准定位分析，根据分

析结果：全球范围（除亚太地区以外）可比公司 2017-2019 年期间的三年加权平均营

业利润率构成的四分位区间为 1.13%至 6.76%，中位值为 5.75%。 

 

考虑到宏观经济及经济环境的变化可能影响可比公司的利润水平，进而影响营业利润率

的四分位区间，为了保证集团分销商能够获取符合独立交易原则的、与其执行的功能与

提供的资源相匹配的回报，我们建议管理层定期对所采用的营业利润率情况进行复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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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列表 

附件一  可比公司筛选表 

附件二  可比公司业务简介 

附件三  可比公司财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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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可比公司筛选表 

编

号 
公司名称 国家/地区 

接
受

/拒
绝

 

筛选条件 

筛选理由 

财
务

信
息

不
足

 

连
续

亏
损

 

功
能

不
可

比
 

产
品

不
可

比
 

7 11 35 30 0 

接受的公司 

1 

A. JAIME ROJAS 

REPRESENTACIONES 

GENERALES S.A. 

秘鲁 接受           

2 
BASTIDE LE CONFORT 

MEDICAL 
法国 接受           

3 HENRY SCHEIN, INC. 美国 接受           

4 MEDTECHNICA LIMITED 以色列 接受           

5 OWENS & MINOR INC 美国 接受           

6 SALUS D. D. 斯洛文尼亚 接受           

7 
YIACO MEDICAL 

COMPANY K.S.C (PUBLIC) 
科威特 接受           

拒绝的公司 

8 ABLIVA AB 瑞典 拒绝   x     
The company incurred consecutive losses during the period under 

review. 

9 ACARIX AB 瑞典 拒绝   x     
The company incurred consecutive losses during the period under 

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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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号 
公司名称 国家/地区 

接
受

/拒
绝

 

筛选条件 

筛选理由 

财
务

信
息

不
足

 

连
续

亏
损

 

功
能

不
可

比
 

产
品

不
可

比
 

7 11 35 30 0 

10 ACS GLOBAL, INC. 美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had insufficient financial data during the period under 

review. 

11 
ADVANCED TECHNOLOGY 

COMPANY K.S.C.P 
科威特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manufacture of 

pharmaceutical products.  

12 AIRWAY MEDIX S.A. 波兰 拒绝   x     
The company incurred consecutive losses during the period under 

review. 

13 

AL HAMMADI COMPANY 

FOR DEVELOPMENT AND 

INVESTMENT (SAUDI 

JOINT STOCK COMPANY) 

沙特阿拉伯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operation of medical centers 

and hospitals. 

14 
ARCADIA WORLDWIDE 

LIMITED 
加拿大 拒绝 x       

The company had insufficient financial data during the period under 

review. 

15 ARJO AB 瑞典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manufacture of medical 

equipment for elderly and disabled patients. 

16 AUREA 法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provision of recycling used 

motor oils, PVC wastes, aluminium, complex plastics and copper 

services.  

17 BIBBINSTRUMENTS AB 瑞典 拒绝   x     
The company incurred consecutive losses during the period under 

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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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号 
公司名称 国家/地区 

接
受

/拒
绝

 

筛选条件 

筛选理由 

财
务

信
息

不
足

 

连
续

亏
损

 

功
能

不
可

比
 

产
品

不
可

比
 

7 11 35 30 0 

18 
BIOSERVO 

TECHNOLOGIES AB 
瑞典 拒绝   x     

The company incurred consecutive losses during the period under 

review. 

19 BRASTER S.A. 波兰 拒绝   x     
The company incurred consecutive losses during the period under 

review. 

20 
BRIGHTROCK GOLD 

CORPORATION 
加纳 拒绝 x       

The company had insufficient financial data during the period under 

review. 

21 
C-CARE (MAURITIUS) 

LIMITED 
毛里求斯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provision of healthcare 

services. 

22 CAMANIO CARE AB 瑞典 拒绝   x     
The company incurred consecutive losses during the period under 

review. 

23 
CENTRUM MEDYCZNE 

ENEL-MED S.A. 
波兰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provision of medical services. 

24 
CEREBAIN BIOTECH 

CORP. 
美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ncurred consecutive losses during the period under 

review. 

25 CONTEXTVISION AB 瑞典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provision of enhancement 

software for visual medical diagnosis. 

26 CONVATEC GROUP PLC 英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manufacture and marketing of 

medical products. 

27 CROSSJECT 法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ncurred consecutive losses during the period under 

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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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号 
公司名称 国家/地区 

接
受

/拒
绝

 

筛选条件 

筛选理由 

财
务

信
息

不
足

 

连
续

亏
损

 

功
能

不
可

比
 

产
品

不
可

比
 

7 11 35 30 0 

28 DENTSPLY SIRONA INC. 美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design of professional dental 

products. 

29 DIGNITANA AB 瑞典 拒绝   x     
The company incurred consecutive losses during the period under 

review. 

30 
EKSO BIONICS HOLDINGS, 

INC. 
智利 拒绝   x     

The company incurred consecutive losses during the period under 

review. 

31 
ERECH FINANCE 

CAHALACHA LIMITED 
以色列 拒绝   x     

The company incurred consecutive losses during the period under 

review. 

32 ESPERITE N.V. 新西兰 拒绝 x       
The company had insufficient financial data during the period under 

review. 

33 
ESSITY AKTIEBOLAG 

(PUBL) 
瑞典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manufacture of personal care, 

consumer tissue and professional hygiene products. 

34 ETROPAL AD 保加利亚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development and manufacture 

of medical accessories. 

35 FARMAE S.P.A 意大利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operation of online shopping 

website. 

36 FIDSON HEALTHCARE PLC 尼日利亚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manufacture of 

pharmaceutical produ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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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号 
公司名称 国家/地区 

接
受

/拒
绝

 

筛选条件 

筛选理由 

财
务

信
息

不
足

 

连
续

亏
损

 

功
能

不
可

比
 

产
品

不
可

比
 

7 11 35 30 0 

37 FUSE MEDICAL, INC. 美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manufacture of surgical 

products.  

38 GASPOROX AB 瑞典 拒绝   x     
The company incurred consecutive losses during the period under 

review. 

39 
GO LIFE INTERNATIONAL 

LIMITED 
毛里求斯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manufacture of nutraceuticals 

and healthcare products. 

40 

GRAND BRILLIANCE 

GROUP HOLDINGS 

LIMITED 

开曼群岛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operation of general medical 

and surgical hospital.  

41 HANDICARE GROUP AB 瑞典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manufacture of assistive 

products. 

42 HKE HOLDINGS LIMITED 开曼群岛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provision of hospital and clinic 

radiation shield solution engineering services.  

43 IAG HOLDINGS LIMITED 开曼群岛 拒绝   x     
The company incurred consecutive losses during the period under 

review. 

44 ICONOVO AB 瑞典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development of inhalation 

devices. 

45 ILEX MEDICAL LIMITED 以色列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development of laboratory 

information syst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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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号 
公司名称 国家/地区 

接
受

/拒
绝

 

筛选条件 

筛选理由 

财
务

信
息

不
足

 

连
续

亏
损

 

功
能

不
可

比
 

产
品

不
可

比
 

7 11 35 30 0 

46 
IMRICOR MEDICAL 

SYSTEMS INCORPORATED 
美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ncurred consecutive losses during the period under 

review. 

47 INTERNETARRAY INC 美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had insufficient financial data during the period under 

review. 

48 IZAFE GROUP AB 瑞典 拒绝   x     
The company incurred consecutive losses during the period under 

review. 

49 MEDICAL COLUMBUS AG 德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development of data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T) instruments. 

50 
MEDICALGORITHMICS 

S.A. 
波兰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ultimate, 

non-invasive mobile ECG. 

51 MEDICON HELLAS SA 希腊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manufacture of pharmaceutics 

and medical instruments and tools. 

52 METROPOLIS S.A. 波兰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operation of offices and clinics 

of doctors of medicine.  

53 
MILESTONE MEDICAL. 

INC. 
美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ncurred consecutive losses during the period under 

review. 

54 MOMINA KREPOST AD 保加利亚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manufacture of medical and 

surgical equipment.  

55 MYOMO, INC. 美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ncurred consecutive losses during the period under 

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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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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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
受

/拒
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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筛选理由 

财
务

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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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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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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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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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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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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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
品

不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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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NETMED, INC. 美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had insufficient financial data during the period under 

review. 

57 
NOVOLOG (PHARM-UP 

1966) LIMITED 
以色列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provision of health logistics 

services and technology home care services. 

58 OBSERVE MEDICAL ASA 挪威 拒绝 x       
The company had insufficient financial data during the period under 

review. 

59 ONE MORE LEVEL S.A. 波兰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development of online games. 

60 ORPHAZYME A/S 丹麦 拒绝 x       
The company had insufficient financial data during the period under 

review. 

61 ORTIVUS AB 瑞典 拒绝   x     
The company incurred consecutive losses during the period under 

review. 

62 ORYZON GENOMICS S.A. 西班牙 拒绝   x     
The company incurred consecutive losses during the period under 

review. 

63 OSPREY MEDICAL INC. 美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ncurred consecutive losses during the period under 

review. 

64 
PATTERSON COMPANIES, 

INC. 
美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provision of value-added 

services to dentists. 

65 PEIJIA MEDICAL LIMITED 开曼群岛 拒绝   x     
The company incurred consecutive losses during the period under 

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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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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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PETVIVO HOLDINGS, INC. 美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ncurred consecutive losses during the period under 

review. 

67 PIXIUM VISION 法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ncurred consecutive losses during the period under 

review. 

68 PJSC BIO MED SKLO 乌克兰 拒绝 x       
The company had insufficient financial data during the period under 

review. 

69 POLARIS GROUP 开曼群岛 拒绝   x     
The company incurred consecutive losses during the period under 

review. 

70 POLFA SA 波兰 拒绝 x       
The company had insufficient financial data during the period under 

review. 

71 PREMIER, INC. 美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provision of supply chain 

service. 

72 PRIM S.A. 西班牙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manufacture of medical 

equipment. 

73 
REDHAWK HOLDINGS 

CORP. 
美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ncurred consecutive losses during the period under 

review. 

74 REDSENSE MEDICAL AB 瑞典 拒绝   x     
The company incurred consecutive losses during the period under 

review. 

75 
RELIEF THERAPEUTICS 

HOLDING AG 
瑞士 拒绝   x     

The company incurred consecutive losses during the period under 

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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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号 
公司名称 国家/地区 

接
受

/拒
绝

 

筛选条件 

筛选理由 

财
务

信
息

不
足

 

连
续

亏
损

 

功
能

不
可

比
 

产
品

不
可

比
 

7 11 35 30 0 

76 RH BOPHELO LIMITED 南非 拒绝   x     
The company incurred consecutive losses during the period under 

review. 

77 S2MEDICAL AB 瑞典 拒绝   x     
The company incurred consecutive losses during the period under 

review. 

78 

SAUDI INDUSTRIAL 

EXPORT CO (SAUDI JOINT 

STOCK COMPANY) 

沙特阿拉伯 拒绝   x     
The company incurred consecutive losses during the period under 

review. 

79 SCOPE FLUIDICS S.A. 波兰 拒绝   x     
The company incurred consecutive losses during the period under 

review. 

80 SETO HOLDINGS INC 美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had insufficient financial data during the period under 

review. 

81 THERACLION 法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ncurred consecutive losses during the period under 

review. 

82 VIROGATES A/S 丹麦 拒绝   x     
The company incurred consecutive losses during the period under 

review. 

83 
VISIONEERING 

TECHNOLOGIES, INC. 
美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ncurred consecutive losses during the period under 

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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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可比公司业务简介 

 

企业名称 国家/地区 业务描述 

A. JAIME ROJAS 

REPRESENTACIONES 

GENERALES S.A. 

秘鲁 

A. JAIME ROJAS REPRESENTACIONES 

GENERALES S.A.主要从事实验室设备、医疗设

备、兽医工具以及矫形手术工具的分销和代理。 

BASTIDE LE CONFORT 

MEDICAL 
法国 

BASTIDE LE CONFORT MEDICAL 是一家从事医

疗设备销售商。 

HENRY SCHEIN, INC. 美国 
HENRY SCHEIN, INC.主要负责医疗外科用品、

医疗设备和实验室用品的分销。 

MEDTECHNICA LIMITED 以色列 
MEDTECHNICA LIMITED 主要负责医疗配件和设

备分销。 

OWENS & MINOR INC 美国 
OWENS & MINOR INC 主要负责麻醉产品、医疗

设备、测量设备、医用手套等分销。 

SALUS D. D. 斯洛文尼亚 SALUS D. D.主要负责医疗设备产品分销。 

YIACO MEDICAL COMPANY 

K.S.C (PUBLIC) 
科威特 

YIACO MEDICAL COMPANY K.S.C (PUBLIC)主

要负责医疗保健设备、医院用品、牙科设备和材

料分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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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 可比公司财务数据 

编号 公司名称 国家/地区 货币 
2019 2018 2017 三年加权平均 

营业利润率 总收入 营业利润率 总收入 营业利润率 总收入 营业利润率 

1 
A. JAIME ROJAS 
REPRESENTACIONES 
GENERALES S.A. 

秘鲁 千美元 28,559 12.73% 16,420 12.17% 14,004 4.81% 10.69% 

2 
BASTIDE LE CONFORT 
MEDICAL 

法国 千美元 387,244 5.26% 342,790 6.53% 248,961 5.46% 5.75% 

3 HENRY SCHEIN, INC. 美国 千美元 9,985,803 7.34% 9,417,603 7.36% 8,883,438 7.60% 7.43% 

4 
MEDTECHNICA 
LIMITED 

以色列 千美元 89,557 4.08% 80,946 8.33% 83,131 6.08% 6.09% 

5 OWENS & MINOR INC 美国 千美元 9,210,939 1.12% 9,418,192 -3.11% 9,318,275 1.61% -0.14% 

6 SALUS D. D. 斯洛文尼亚 千美元 391,078 2.28% 289,857 1.88% 279,323 1.90% 2.05% 

7 
YIACO MEDICAL 
COMPANY K.S.C 
(PUBLIC) 

科威特 千美元 131,780 6.32% 173,728 -0.33% 250,560 -2.62% 0.21% 

                      

  最高值   12.73%   12.17%   7.60% 10.69% 

  上四分位值   6.83%   7.85%   5.77% 6.76% 

  中位值   5.26%   6.53%   4.81% 5.75% 

  下四分位值   3.18%   0.78%   1.75% 1.13% 

  最低值   1.12%   -3.11%   -2.62% -0.14% 

  观测样本   7   7   7 7 

                      

 备注：所有财务数据都来自 OSIRIS2020 年 12 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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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内容提要 

一、 背景 

安永税务及咨询有限公司（“安永”或“我们”）针对康耐特集团内部销售支持、采购

支持及集团财务支持服务等（以下简称“综合支持服务”）进行基准分析，以下部分记

录了基准分析的过程以及结果。 

 

二、 分析结论 

我们选择康耐特集团内部综合支持服务提供方（以下简称“服务提供方”）作为被验证

主体，交易净利润法被选择为用来验证康耐特集团内部综合支持服务的最适用方法。 

 

分析结果显示，综合支持服务的可比公司 2017-2019 年三年加权平均完全成本加成率

的四分位区间为 1.32%至 15.11%，中位值为 6.09%。 

 

三、 服务范围的限制 

对于本报告涉及的关联交易以及这些交易带来的有关我国及其它国家或地区税务机关

税务方面的影响，我国及其它国家或地区税务机关事先并未表明其是否同意我们的观点。

因此，我国及其它国家或地区税务机关不受本报告中关于交易各方面意见的约束。同时，

税务当局的法律法规、国家税务总局的解释，以及税务机关的执行操作可能会变更，并

且税务当局将来审查这些关联交易时的政策和做法可能与本次转让定价分析中依赖的

有所不同。 

 

一旦法规变化，本转让定价分析研究的某些问题/意见也可能发生变化。我们不对此后

的信息更新负责，除非在另外的安排下被特别要求。 

 

请注意我们的建议和意见是基于所提供事实为依据而发表的。如果我们对于任何可能影

响我们结论的事实理解不正确，请告知我们。 

 

也请注意，下述基准定位分析系依据 OECD 指南(“《OECD 跨国企业与税务机关转让定价

指南》”)进行准备，一般而言依据 OECD 指南准备的基准定位分析会被所涉及范围内的

所有税收管辖区所接受，但在进行转让定价审查、审计或调查时，它对任何地方税务机

关都不具有约束力。各税收管辖区内相关实体利润水平可能会因此类审查、审计或调查

进行调查。 

 

本转让定价分析研究仅供贵方所需，不应被任何其他个人或公司作为依据。因此，如果

贵公司想披露本转让定价分析研究给任何其他个人或组织，贵公司必须告知他们，在没

有我们书面同意的情况下，他们不能出于任何目的而依赖我们的工作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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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经济分析 

一、  被验证主体的确定 

在评估关联交易是否符合独立交易原则时首先需要确定关联交易中的被验证主体。在

关联交易中作为被验证主体的企业，通常其在关联交易中的利润水平可以被有效地确

定，并且相关的可比数据可以被可靠地取得。因而，通常情况下，被验证主体应是承

担功能相对简单，并且不拥有能使其在实质上有别于其他潜在可比非受控企业的重要

无形资产或特殊资产的企业。 

 

基于上述分析，服务提供方被选择为本报告的被验证主体，因为服务提供方在关联交

易中的利润水平可以被有效地确定，并且相关的可比数据可以被可靠地取得。所以，

我们选择服务提供方作为我们进行经济分析的被验证主体。 

 

二、  转让定价方法的选用及理由 

OECD 指南规定，企业发生关联交易以及税务机关审核、评估关联交易均应遵循独立

交易原则，选用合理的转让定价方法。转让定价方法主要包括可比非受控价格法

（CUP）、再销售价格法（RPM）、成本加成法（CPLM）、交易净利润法（TNMM）、以

及利润分割法（PSM）。 

 

以下将详述上述所列各转让定价方法及其各自的可行性，并进而运用这些方法来分析

受测关联交易。 

 

1. 可比非受控价格法 

可比非受控价格法以非关联方之间进行的与关联交易相同或类似业务活动所收取的价

格作为关联交易的公平成交价格。可比非关联交易根据比较对象的不同，分为内部可

比交易和外部可比交易。《实施办法》指出，在使用可比非受控价格法时，应特别考察

关联交易与非关联交易在交易资产或劳务的特性、合同条款及经济环境上的差异。可

比非受控价格法主要针对关联方之间在销售商品（或提供劳务）时所收取的价格和非

关联方之间在销售（或提供）相同或类似的商品(或劳务)时所收取的价格进行比较。因

此，产品或劳务的相似性是决定该方法是否适用的关键因素。 

 

根据 OECD 指南，如能找到可比非受控交易，那么可比非受控价格法应优先于其他方

法。在满足以下两个条件之一的情况下，某个非受控交易与该受控交易是可比的： 

 

► 该受控交易与非受控交易间无差异，或者虽然有差异，但这些差异并不足以对需要

分析比较的条件产生实质性影响；或 

► 该受控交易与非受控交易间有实质差异，但这些差别所产生的影响可以通过合理的

量化调整来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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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出于以下原因，我们认为可比非受控价格法在此处不适用： 

 

► 服务提供方未向第三方提供相同或类似的服务； 

► 服务接受方未从第三方接受相同或类似的服务； 

► 在公开市场上无法获取具有相同或相似性质的，能反映服务提供方提供服务特点的

非受控交易的价格信息。一般来说，企业都没有被要求在其审计年报中公开披露包

括交易价格在内的详细交易数据，因此很难找到有关外部可比非受控交易的信息。 

 

因此，可比非受控价格法不是用来确定服务提供方向关联方提供综合支持服务这一关

联交易中应获得的符合独立交易原则回报的最适合方法。 

 

2. 再销售价格法 

再销售价格法以关联方购进商品再销售给非关联方的价格减去可比非关联交易毛利后

的金额作为关联方购进商品的公平成交价格。再销售价格法通常适用于再销售者未对

商品进行改变外型、性能、结构或更换商标等实质性增值加工的简单加工或单纯购销

业务。 

 

服务提供方并不是分销商。因此，再销售价格法也不是用来测试服务提供方向关联方

提供综合支持服务这一关联交易是否符合独立交易原则的最适合的方法。 

 

3. 成本加成法 

成本加成法以关联交易发生的合理成本加上可比非关联交易毛利作为关联交易的公平

成交价格。 

 

成本加成法通常适用于分析生产或服务功能，因而在理想的情况下，成本加成法应是

用来验证服务提供方向关联方提供综合支持服务这一关联交易的最适合的方法。 

 

然而，由于各个国家或地区会计制度及处理方法的不同，我们无法获取足够的信息以

确保服务提供方与其潜在可比公司在劳务成本、销售费用和管理费用等项目的核算上

使用了一致的财务方法，从而无法获得准确的可比非关联交易毛利。因此，成本加成

法也不是用来测试服务提供方向关联方提供综合支持服务这一关联交易是否符合独立

交易原则的最适合的方法。 

 

4. 利润分割法 

利润分割法根据企业与其关联方对关联交易合并利润的贡献计算各自应该分配的利润

额。在应用利润分割分析时有两种利润分割法： 

 

► 一般利润分割法根据关联交易各参与方所执行的功能、承担的风险以及使用

的资产，确定各自应取得的利润。 

► 剩余利润分割法将关联交易各参与方的合并利润减去分配给各方的常规利润

的余额作为剩余利润，再根据各方对剩余利润的贡献程度进行分配。 

 



转让定价基准分析报告 

经济分析 

机密 – 版权所有  5 

安永 2021 

利润分割法通常适用于两个或两个以上交易参与方对非常规的无形资产有重大贡献，

或者各参与方的关联交易高度整合且难以单独评估各方交易结果的情况。因此利润分

割法很难就某项未高度整合的单一交易进行验证，如交易净利润法。 

 

考虑到服务提供方向关联方提供综合支持服务这一关联交易并不存在难以单独分析的

情况，并且该交易不涉及非常规的无形资产，所以利润分割法也不是用来测试服务提

供方向关联方提供综合支持服务这一关联交易是否符合独立交易原则的最适合的方

法。 

 

5. 交易净利润法 

交易净利润法以可比非关联交易的利润率指标确定关联交易的净利润。利润率指标包

括资产收益率、销售利润率、完全成本加成率、贝里比率等。 

 

由于息税前净利润对功能和会计差异敏感程度较低，交易净利润法所需的可比程度较

低于其他方法。如后文所述，在所执行的功能、承担的风险和使用的资产方面，与服

务提供方可比的公司可以被有效确定。由于可以有效的对比受控交易和非受控交易间

的息税前净利润水平，所以交易净利润法被选定为最合适的转让定价方法。 

 

6. 结论 

在选取用以验证服务提供方向关联方提供综合支持服务关联交易的转让定价方法时，

应充分考虑服务提供方与服务接受方在交易过程中的具体情况。经过以上分析，我们

确认可比非受控价格法、再销售价格法、成本加成法和利润分割法并不是用以验证服

务提供方向关联方提供综合支持服务关联交易的最合理的转让定价方法。因此，根据

OECD 指南，交易净利润法是用来验证服务提供方向关联方提供综合支持服务关联交

易的最适合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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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搜索可比公司 

以下部分详述了搜索可比交易或可比公司的方法及结果。可比搜索的结果将被用来确

定符合独立交易原则的利润区间以测试关联交易的价格或相关利润。 

 

1. 可比性标准 

搜索策略应同时体现功能和产品的可比性以提高搜索结果的可靠性。 

 

被视为可比的公司具有以下特征或符合以下可比性标准： 

 

► 公司为中国地区（包含中国大陆、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企业。不同地域的市场条

件可能导致不同的利润，因而有必要确认被测企业所获的利润是否反映了中国地区

市场的可比利润；  

► 公司为独立公司。在有母公司或者控股公司的情况下，企业可能会存在关联交易； 

► 公司提供相同或相似的服务。该公司的主营业务收入不应主要来源于提供不同于销

售支持、采购支持及集团财务支持服务或与其类似的服务。不可比的服务包括设计

服务、建筑服务等； 

► 公司执行相似的功能。该公司不应执行明显不可比的功能。例如，公司的主营业务

收入不应主要来源于与提供服务不一致的功能（例如制造或分销）。 

 

2. OSIRIS 搜索过程 

我们运用 BvD1的 OSIRIS 数据库搜索可比公司。OSIRIS 是一个整合了全球上市公司、

银行和保险公司信息的综合性数据库，其内容范围涵盖了超过 160 个国家的 105,000

多家公司，包括 13,000 多家中国上市公司。 

 

除了运用以上数据库，我们也通过检查公司主页或年报，以及 D&B Hoovers 数据库2来

确认 OSIRIS 数据库未提供充足信息和明确的交易活动的潜在的可比公司的可比性。 

 

搜索过程主要包括以下两个筛选步骤： 

 

► 通过 OSIRIS 数据库进行自动搜索，初步确定潜在的可比公司；以及 

► 通过 OSIRIS 数据库所提供的信息以及我们通过其他公开渠道获取的信息，对初步

入选的潜在的公司的可比性进行分析，并最终确定可比公司的名单。 

 

3. 自动搜索 

首先，我们将通过以下搜索标准在 OSIRIS 数据库中自动搜索潜在的可比公司。 

 

 
1 OSIRIS 数据库由 Bureau Van Dijk（“BvD”）公司提供，BvD 是最大的商业和公司信息电子出版商之一。OSIRIS 数据

库提供了全球各大上市公司的财务数据、股东信息、新闻、评级、盈利数据、股票信息等。国税总局亦要求各地税务

机关在反避税调查和调整中使用 BvD 公司的数据库。（见《国家税务总局关于 2005 年度反避税工作的通知》，国税

函【2005】第 239 号文）。 

2 D&B Hoovers 是一个网上数据库，它收录了全世界几千万个企业的主要商业和财务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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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地域范围 

 

我们首先将可比公司的搜索范围限制在中国地区（包括中国大陆、中国香港和中国台

湾）。 

 

业务正常/非正常（Active/Inactive）运作指标 

 

所有初选的公司中，我们只接受在 OSIRIS 中标记为“active”（表示业务正常运行）的

公司。 

 

独立性指标 

 

为确保初选出的公司为独立企业，我们引入了 OSIRIS 所提供独立性指标进行筛选，只

保留那些被 OSIRIS 数据库标注了如下独立性指标的公司： 

 

► A+，A 或者 A-：表明没有任何单个股东控制该公司的股份超过 24.9%；  

► U：表明该公司股东持股情况不清楚3；或者 

► 有股东被归为“单个或多个个人或家庭”或“雇员/经理/主管”的公司， 以及所有拥有

超过 25%股权的股东都被归为“单个或多个个人或家庭”或“雇员/经理/主管”的公司。 

 

产业分类代码 

 

接下来，我们使用 OSIRIS 数据库，根据以下标准产业代码（SIC）查找那些潜在的可

比公司。 

 

SIC 行业名称 

7311 广告代理 

7389 未明确归类的商业服务 

8742 管理咨询服务 

 

通过上述数据库自动筛选步骤，我们初步选出了326家潜在的可比公司。 

 

4. 潜在可比公司筛选 

我们复核了 OSIRIS 数据库提供的有关上述公司的业务描述和财务信息以及从其他公开

渠道获取的信息，以进一步确定其可比性。 

 

出现以下情况之一的公司将被剔除： 

 

► 安永排除了那些在 2017 至 2019 年度不具有至少两年财务信息的公司； 

► 安永排除了那些在 2017 至 2019 年度发生连续亏损的公司，因为这些公司可能面

临持续经营的困难； 

 

 
3 许多公司并不对外公布其股东持股情况。 



转让定价基准分析报告 

经济分析 

机密 – 版权所有  8 

安永 2021 

继而，安永审核了这些公司的英文业务描述，以进一步确定它们是否与被验证主体可比。

尤其，满足以下一条或多条标准的公司将被排除： 

 

► 该公司承担明显的非可比职能，比如：制造、分销等； 

► 该公司提供的服务不具可比性，比如：人力资源服务、物流管理服务等；以及 

► 安永排除了那些缺少足够信息以确定其可比性的公司。 

 

由于 OSIRIS 提供的业务描述及股东信息数据有限，安永还运用互联网和 D&B 数据库

来补充和确认有效信息。 

 

通过这一步骤，318 家公司被剔除，余下的 8 家公司我们认为可以接受作为可比公

司。 

 

下表列出了被最终选定的可比公司。 

 

公司名称 国家/地区 

北京腾信创新网络营销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 

广东希尔文化传媒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 

广州市嘉诚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 

上海景睿营销策划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 

上海龙韵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 

深圳皇嘉财润财务顾问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 

宣亚国际营销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 

 

OSIRIS可比公司筛选表请详见附件一，可比公司的主营业务简介请详见附件二。 

 

四、  财务分析 

1. 利润率指标的运用 

对于服务提供方向关联方提供综合支持服务这一关联交易，我们使用交易净利润法的完

全成本加成率作为确定服务提供方与其关联公司之间符合独立交易原则定价的最适合

的利润水平指标，即：营业利润/营业总成本。 

 

2. 确定可比非关联交易利润过程中的假设和判断 

在确定可比非关联交易利润的过程中，由于所取得的可比交易（企业）的信息取自上市

公司的公开信息资料，因此上述信息在本报告中被认为是真实的、合规的，不存在虚假

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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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计算独立交易利润区间 

通过以上分析，交易净利润法被选定为用来确定服务提供方向关联方提供综合支持服

务是否符合独立交易原则的最适合的转让定价方法。在交易净利润法下，根据服务提

供方的情况，可比公司完全成本加成率可以按照以下公式计算得出： 

 
► 完全成本加成率 = 营业利润/营业总成本 

► 营业利润 = 营业收入 – 营业总成本 

► 营业总成本 = 营业成本（含税金及附加）+营业费用 

► 营业费用 = 销售费用+管理费用 

 

4. 历年数据的使用 

根据 OECD 指南，历年数据的使用有助于我们更好的了解可比公司所处行业的商业及

产品周期。可比公司和被验证主体在所处的商业和产品周期上的差异可能会给可比性

造成较大的影响。历年数据的使用可以帮助我们判断独立企业所处的经济环境和被验

证主体是否可比。如果独立企业所处的经济环境与被验证主体存在较大差异，则不应

把这家公司选为可比公司。 

 

并且，考虑到历年数据的使用（相对与单一年度数据）有利于在最大程度上避免因特

定年度可能出现的异常情况而造成的重大差异。 

 

我们了解到，截至本报告完成时，在 OSIRIS 数据库中尚有许多上市公司未披露其

2020 年度的财务数据，我们在可比性分析时使用可比公司 2017 至 2019 年度的财务

数据加以替代。另外，考虑到许多上市公司的财务报告截止日并非中国所通常采用的

每年的 12 月 31 日，我们将按照下面的原则使用其财务数据： 

 

► 对于财务报告截止日在 5 月 31 日前或为 5 月 31 日的，我们将其归入到截止日为

12 月 31 日的前一个财务年度； 

► 对于财务报告截止日在 6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之间的，我们将其归入到截止日为

12 月 31 日的同一个财务年度。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归入到截止日为 12 月 31 日的同一个财务年度 
归入到截止日为 12 月 31 日的前一

个财务年度 

 

5. 四分位区间4 

为了使可比分析结果更加可靠，我们基于所有的可比数据建立了一个四分位数区间。

一般来讲，根据统计学原理，任何一个利润率指标中位值附近的概率分布都会呈现出

正态分布。任何高于或低于中位值的数值对于样本总体的代表性与中位值对于样本总

 
4 四分位区间是第一和第三分位的中间部分。分位代表变量在特定百分数上得出的值 （第一分位＝25%，第二分位＝

50%＝中位值，第三分位＝75%）。有一些方法可以用来决定四分位数区间，本文中采用微软 Excel 的 quartile 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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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的代表性是一样的，所以我们不能将利润率局限于中位值这一点。但是，考虑到极

值点很有可能无法代表独立交易原则下的利润率，我们采取了谨慎的做法，仅使用第

一分位和第三分位之间的区间来计算可以接受的结果。 

 

6. 加权平均方法 

我们计算了可比公司 2017 至 2019 年度完全成本加成率的平均数。我们先计算每家

可比公司每年的完全成本加成率，然后得出每家可比公司的三年的平均完全成本加成

率。最后我们使用所有公司的三年加权平均完全成本加成率计算四分位数区间。 

 

7. 可比数据的差异调整及理由 

我们未对可比数据进行调整。 

 

五、  分析结论 

分析结果显示，综合支持服务的可比公司在 2017 至 2019 年度期间的三年加权平均

完全成本加成率的四分位区间为 1.32%至 15.11%，中位值为 6.09%。 

 

（可比公司的财务数据分析请详见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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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结论 

根据上文的经济分析，我们选择服务提供方作为被验证主体，并选用交易净利润法作

为最合适的转让定价方法。 

 

我们在 OSIRIS 数据库中搜索了服务提供方的可比公司以进行基准定位分析，根据分析

结果：中国地区可比公司 2017-2019 年期间的三年加权平均完全成本加成率的四分

位区间为 1.32%至 15.11%，中位值为 6.09%。 

 

考虑到宏观经济及经济环境的变化可能影响可比公司的利润水平，进而影响完全成本

加成率的四分位区间，为了保证服务提供方能够获取符合独立交易原则的、与其执行

的功能与提供的资源相匹配的回报，我们建议管理层定期对所采用的完全成本加成率

情况进行复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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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列表 

附件一  可比公司筛选表 

附件二  可比公司业务简介 

附件三  可比公司财务数据 

 



转让定价基准分析报告 

附件一 

机密 – 版权所有  13 

安永 2021 

附件一  可比公司筛选表 

编号 公司名称 
国家/

地区 

接
受

/拒
绝

 

筛选条件 

筛选理由 

财
务

信
息

不
足

 

连
续

亏
损

 

功
能

不
可

比
 

服
务

不
可

比
 

8 12 51 64 191 

接受的公司 

1 

BEIJING TENSYN DIGITAL 

MARKETING TECHNOLOGY JOINT 

STOCK COMPANY 

中国 接受           

2 
ETERNAL ASIA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LIMITED 
中国 接受           

3 
GUANGDONG SHARE MEDIA 

INVESTMENT LIMITED 
中国 接受           

4 

GUANGZHOU JIACHENG 

INTERNATIONAL LOGISTICS 

COMPANY LIMITED 

中国 接受           

5 
SHANGHAI EVENTPLUS MARKETING 

COMMUNICATIONS CORPORATION 
中国 接受           

6 
SHANGHAI LONGYUN MEDIA GROUP 

COMPANY LIMITED 
中国 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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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公司名称 
国家/

地区 

接
受

/拒
绝

 

筛选条件 

筛选理由 

财
务

信
息

不
足

 

连
续

亏
损

 

功
能

不
可

比
 

服
务

不
可

比
 

8 12 51 64 191 

7 

SHENZHEN WONGGA CAIRUN 

FINANCIAL CONSULTING COMPANY 

LIMITED 

中国 接受           

8 
SHUNYA INTERNATIONAL MARTECH 

(BEIJING) COMPANY LIMITED 
中国 接受           

拒绝的公司 

9 99 TECHNOLOGY LIMITED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provision of online 

financial and operational services. 

10 ABV CONSULTING, INC. 
中国

香港 
拒绝   x     

The company incurred consecutive losses during the period 

under review. 

11 ACTBLUE CO., LTD.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production and sales of 

engine exhaust after treatment products. 

12 
ACTIVATION GROUP HOLDINGS 

LIMITED 

中国

香港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provision of 

management services. 

13 
AIRNET TECHNOLOGY 

INCORPORATED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ncurred consecutive losses during the period 

under review. 

14 AL GROUP LIMITED 
中国

香港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design of sol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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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公司名称 
国家/

地区 

接
受

/拒
绝

 

筛选条件 

筛选理由 

财
务

信
息

不
足

 

连
续

亏
损

 

功
能

不
可

比
 

服
务

不
可

比
 

8 12 51 64 191 

15 
ANHUI FENGQINGYANG BRAND 

MANAGEMENT COMPANY LIMITED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provision of leasing and 

business services. 

16 
ANHUI OCEANWIND CULTURE & 

MEDIA COMPANY LIMITED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ncurred consecutive losses during the period 

under review. 

17 
ANHUI XIANGYUAN TECHNOLOGY 

COMPANY LIMITED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provision of business 

support services. 

18 
ANRUI DIGITAL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OMPANY LIMITED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provision of printing, 

photocopying and duplicating services.  

19 
ART EMPEROR TECHNOLOGY & 

CULTURE COMPANY LIMITED 

中国

台湾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provision of art auction, 

art electronic commerce and related advertising services.  

20 ATIF HOLDINGS LIMITED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provision of 

management and financial services. 

21 

BEI JING LEPRO SEVA DA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MPANY 

LIMITED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energy-saving systems. 

22 
BEIJING AINONG SENIOR CARE 

COMPANY LIMITED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provision of family 

services, pension services and related training services. 

23 

BEIJING BLUESTRATEGY 

INTEGRATED MARKETING 

CONSULTANT COMPANY LIMITED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provision of business 

travel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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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公司名称 
国家/

地区 

接
受

/拒
绝

 

筛选条件 

筛选理由 

财
务

信
息

不
足

 

连
续

亏
损

 

功
能

不
可

比
 

服
务

不
可

比
 

8 12 51 64 191 

24 
BEIJING BONZER ONLINE 

TECHNOLOGY CO., LTD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provision of strategic 

planning service for real estate enterprises. 

25 
BEIJING BZSYTECHNOLOGY 

COMPANY LIMITED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provision of 

management and consultancy services.  

26 

BEIJING CENBO MINGDE MARKETING 

MANAGEMENT CONSULTING CO., 

LTD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provision of conference 

and exhibition services. 

27 

BEIJING CHINAEPAY FINANCIAL 

SERVICES TECHNOLOGY COMPANY 

LIMITED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provision of internet 

services. 

28 
BEIJING E20 ENVIRONMENT 

COMPANY LIMITED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provision of industry 

information and research reports services. 

29 
BEIJING ENDATA TECHNOLOGY 

COMPANY LIMITED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provision of 

entertainment big data services. 

30 
BEIJING EUHOLTER MEDICAL 

TECHNOLOGY INC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provision of 

cardiovascular data analysis and technical support services. 

31 

BEIJING FANO SPACE PARKING 

TECHNOLOGY CORPORATION 

LIMITED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ncurred consecutive losses during the period 

under 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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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公司名称 
国家/

地区 

接
受

/拒
绝

 

筛选条件 

筛选理由 

财
务

信
息

不
足

 

连
续

亏
损

 

功
能

不
可

比
 

服
务

不
可

比
 

8 12 51 64 191 

32 

BEIJING GREAT SOURCE 

INTEGRATED MARKETING COMPANY 

LIMITED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provision of integrated 

communication services. 

33 

BEIJING HIGHTEAM MARKETING 

COMMUNICATIONS COMPANY 

LIMITED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provision of advertising, 

public relations and related services.  

34 
BEIJING HUACAI ACCOUNTING 

COMPANY LIMITED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provision of investment 

consulting services. 

35 
BEIJING HUACHENG TIMES 

ADVERTISEMENT MEDIA CO., LTD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ncurred consecutive losses during the period 

under review. 

36 

BEIJING HUARONG QIMING RSIK 

MANAGEMENGT TECHNOLOGY 

COMPANY LIMITED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provision of commodity 

price risk management service. 

37 
BEIJING HUODONGBANG 

TECHNOLOGY COMPANY LIMITED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provision of financial 

planning and budgeting service. 

38 
BEIJING IRI INTERNET TECHNOLOGY 

COMPANY LIMITED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provision of Internet 

information services. 

39 
BEIJING JUNWEIXIAOZHI POLYTRON 

TECHNOLOGIES INC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manufacture of 

telecommunications and communications equi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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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公司名称 
国家/

地区 

接
受

/拒
绝

 

筛选条件 

筛选理由 

财
务

信
息

不
足

 

连
续

亏
损

 

功
能

不
可

比
 

服
务

不
可

比
 

8 12 51 64 191 

40 
BEIJING JZHT FINANCE SECURITIES 

SERVICE COMPANY LIMITED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provision of office 

administrative services. 

41 
BEIJING KAI-KAI FINANCIAL SERVICE 

& TECH. COMPANY LIMITED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provision of the engineering 

services. 

42 
BEIJING KARBON NEW ENERGY 

TECHNOLOGY COMPANY LIMITED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provision of professional 

comprehensive service about carbon emission reduction. 

43 
BEIJING KINDIN MEDIA TECHNOLOGY 

COMPANY LIMITED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provision of travel e-

commerce and media services. 

44 
BEIJING LEILI MARINE BIOINDUSTRY 

INC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production and sale of 

natural seaweed plant nutrients and food additives. 

45 

BEIJING LONGCHENG 

INTERNATIONAL CULTURE 

DEVELOPMENT COMPANY LIMITED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ncurred consecutive losses during the period 

under review. 

46 
BEIJING MAG SCIENCE & 

TECHNOLOGY COMPANY LIMITED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provision of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ervices. 

47 
BEIJING MARCOMZ MOTOR SPORTS 

COMPANY LIMITED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provision of car sales 

consulting 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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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BEIJING MINGYANG DIGITAL 

TECHNOLOGY CORPORATION 

LIMITED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provision of 

management and consultancy services. 

49 

BEIJING MODERN HORIZON 

INTERNATIONAL TRAVEL SERVICE 

COMPANY LIMITED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provision of travel 

arrangement and reservation services. 

50 
BEIJING NEW RAINBOW 

TECHNOLOGY COMPANY LIMITED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provision of office 

administrative services.  

51 
BEIJING OREA TECHNOLOGY 

COMPANY LIMITED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ncurred consecutive losses during the period 

under review. 

52 

BEIJING ORIENTAL JINGRONG 

EDUCATION TECHNOLOGY COMPANY 

LIMITED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provision of 

management and consultancy services. 

53 
BEIJING PETROSOUND GEOSERVICE 

COMPANY LIMITED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development of 

geophysical related software. 

54 
BEIJING POLYSPRING TECHNOLOGY 

SERVICE COMPANY LIMITED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provision of logo design 

service. 

55 
BEIJING QICHU MANAGEMENT 

CONSULTING COMPANY LIMITED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ncurred consecutive losses during the period 

under 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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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BEIJING SAISHANG INTERNATIONAL 

TRAVEL SERVICE COMPANY LIMITED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provision of 

comprehensive outbound tourism services. 

57 
BEIJING SHENGSHANG EDUCATION & 

TECH COMPANY LIMITED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manufacture of animal's 

multivitamin premix. 

58 
BEIJING SMARTPAY TECHNOLOGY 

CO., LTD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architecture. 

59 

BEIJING SUPERB ORIENTAL 

EXHIBITION SERVICE COMPANY 

LIMITED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provision of office 

administrative and business support services. 

60 
BEIJING TOKENSKY TECHNOLOGY 

COMPANY LIMITED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provision of investment 

incubation platform service. 

61 

BEIJING WINNER OFFIC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CUBATOR 

COMPANY LIMITED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provision of incubation 

services. 

62 
BEIJING WISDOM LONGWIN BRAND 

MANAGEMENT COMPANY LIMITED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ncurred consecutive losses during the period 

under review. 

63 
BEIJING XIMAN COLOR AESTHETIC 

CULTURE COMPANY LIMITED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development of fashion 

vocational cour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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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BEIJING ZHIYUNDA TECHNOLOGY 

COMPANY LIMITED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food safety rapid test products.  

65 

BEIJING ZHONGYAN HANHAI 

NETWORK TECHNOLOGY COMPANY 

LIMITED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ncurred consecutive losses during the period 

under review. 

66 
BEIJINGHEIYOUDIGITALDISPLAY 

COMPANY LIMITED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provision of brand 

planning and promotion services. 

67 
BESTEASY(BEIJING)TRANSLATIONS 

CORPORATION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provision of language 

services. 

68 BIOBIOPHA COMPANY LIMITED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production and sales of 

natural active compounds. 

69 
BLUE WATER VENTURES 

INTERNATIONAL, INC.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had insufficient financial data during the period 

under review. 

70 

BLUEFOCUS INTELLIGENT 

COMMUNICATIONS GROUP COMPANY 

LIMITED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provision of public 

relations services 

71 
BO GUANG THERMAL ENERGY 

CORPORATION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had insufficient financial data during the period 

under review. 

72 
BOXIN FUND MANAGEMENT 

COMPANY LIMITED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provision of asset 

management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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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BRAND UNION(BEIJING) CONSULTING 

COMPANY LIMITED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provision of brand 

communication, promotion and other public relations services. 

74 BUS ONLINE COMPANY LIMITED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ncurred consecutive losses during the period 

under review. 

75 
CENTRAL CHINA NEW CENTURY 

TALENTS COMPANY LIMITED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provision of recruitment 

services. 

76 
CHANGSHA CARDINFOMATION 

SERVICE COMPANY LIMITED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provision of bank card 

professional services. 

77 
CHANGSHA RUIZE ENERGY 

TECHNOLOGY COMPANY LIMITED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energy-saving technologies. 

78 
CHANGZHOU HAWK DISPLAY 

SYSTEM COMPANY LIMITED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development of 

exhibition display systems. 

79 CHENGDA TECHNOLOGY CO., LTD.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ncurred consecutive losses during the period 

under review. 

80 

CHENGDU CHANGDATONG 

INSPECTION & TESTING 

TECHNOLOGY INC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production of software 

and hardware products. 

81 
CHENGDU EVERCREATIVE 

TECHNOLOGY COMPANY LIMITED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provision of general big 

data processing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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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CHENGDU LAND TECHNOLOGY 

COMPANY LIMITED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provision of oil and gas 

pipeline corrosion detection, monitoring, and repair services. 

83 
CHENGDU LIXIANG CULTURE AND 

CREATIVE CO., LTD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design of conferences 

and exhibition activities. 

84 

CHENGDU SENCONDNATURE 

CREATIVE LIFE LANDSCAPE DESIGN 

COMPANY LIMITED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provision of landscape 

designing services. 

85 
CHENGDU STAR ENTERTAINMENT 

MEDIA COMANY LIMITED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ncurred consecutive losses during the period 

under review. 

86 
CHENGDU WISDOM CONSULTING 

COMPANY LIMITED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provision of government 

third-party evaluation/monitoring services 

87 
CHENGDU ZHU XIAN CULTURE 

DEVELOPMENT COMPANY LIMITED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ncurred consecutive losses during the period 

under review. 

88 
CHINA CUSTOMER RELATIONS 

CENTERS INCORPORATED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provision of call center 

business process outsourcing service. 

89 
CHINA ELITE MANAGEMENT 

CONSULTING COMPANY LIMITED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provision of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service. 

90 
CHINA GREEN MATERIAL 

TECHNOLOGIES, INC.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had insufficient financial data during the period 

under 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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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CHINA HEALTH CARE CORPORATION 
中国

香港 
拒绝 x       

The company had insufficient financial data during the period 

under review. 

92 

CHINA NORTHERN ENERG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EIJING) 

COMPANY LIMITED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ncurred consecutive losses during the period 

under review. 

93 
CHINA SHESAYS MEDICAL 

COSMETOLOGY INC.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had insufficient financial data during the period 

under review. 

94 
CHINA SKYRISE DIGITAL SERVICE 

INC.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had insufficient financial data during the period 

under review. 

95 
CHONGQING LETION CULTURAL 

COMMUNICATION COMPANY LIMITED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provision of brand 

integration and promotion services. 

96 

CHONGQING NEW DAZHENG 

PROPERTY GROUP COMPANY 

LIMITED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provision of property 

services. 

97 

CHONGQING RONGTONG LVYUA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COMPANY LIMITED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provision of office 

administrative and business support services. 

98 
DAQING YAXING SAFETY AND 

TECHNOLOGY COMPANY LIMITED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provision of energy 

management 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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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DATASEA INC.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ncurred consecutive losses during the period 

under review. 

100 
DIANMI NETWORK TECHNOLOGY 

COMPANY LIMITED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provision of human 

resource and outsourcing services. 

101 
DODOCA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OMPANY LIMITED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ncurred consecutive losses during the period 

under review. 

102 DOYO MEDIA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provision of newspaper 

advertising services. 

103 
EDAC CONSULTING (CHENGDU) 

CORPORATION LIMITED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provision of 

management consulting services. 

104 

EIJING BOBON BESTECH ENERGY 

CONSERVATIO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COMPANY LIMITED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ncurred consecutive losses during the period 

under review. 

105 ELIFE HOLDINGS LIMITED 
中国

香港 
拒绝   x     

The company incurred consecutive losses during the period 

under review. 

106 
FANGYUAN ROCK ASSET 

MANAGEMENT COMPANY LIMITED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provision of securities 

brokerage service. 

107 
FINANCIAL STREET PROPERTY 

COMPANY LIMITED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provision of property 

management 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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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GALAXY STRATEGY & 

COMMUNICATIONS INCORPORATED 

中国

香港 
拒绝 x       

The company had insufficient financial data during the period 

under review. 

109 
GILIGHT EDUCATION TECHNOLOGY 

COMPANY LIMITED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provision of educational 

information services. 

110 
GOLDEN LOCK SAFETY COMPANY 

LIMITED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networked alarm operation platform. 

111 GOMAJI CORPORATION LIMITED 
中国

台湾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provision of group 

buying coupon service. 

112 
GUANGDONG ADVERTISING GROUP 

COMPANY LIMITED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provision of brand 

management service. 

113 
GUANGDONG AVI LOW CARBON 

TECHNOLOG COMPANY LIMITED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provision of  carbon 

consulting services. 

114 
GUANGDONG BLUE UNIVERSE MEDIA 

COMPANY LIMITED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provision of television 

broadcasting services. 

115 

GUANGDONG GRANDLINK 

DETECTION TECHNOLOG COMPANY 

LIMITED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provision of 

construction project quality and safety testing services. 

116 

GUANGDONG INSIGHT BRAND 

MARKETING GROUP COMPANY 

LIMITED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provision of advertising 

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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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 
GUANGDONG JOIN HUMAN 

RESOURCES COMPANY LIMITED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ncurred consecutive losses during the period 

under review. 

118 
GUANGDONG KEYWAY TESTING 

TECHNOLOGY COMPANY LIMITED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production of electronic 

and electrical products. 

119 
GUANGDONG KINDE COMPANY  

LIMITED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design and manufacture 

of anti-counterfeiting packaging. 

120 
GUANGDONG RED SUN MEDIA 

COMPANY LIMITED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provision of leasing 

services. 

121 
GUANGDONG SAILIXIN DATA INFO 

CO., LTD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provision of media 

research and competition research services. 

122 
GUANGDONG TSAINT HI-TECH 

COMPANY LIMIITED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provision of technical 

testing service in the field of lighting. 

123 
GUANGDONG VANTIN TESTING 

COMPANY LIMITED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provision of testing 

services and testing solution design services. 

124 
GUANGDONG ZHONGYE GEOGRAPHIC 

INFORMATION COMPANY LIMITED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provision of business 

support services. 

125 

GUANGXI NEW LIFE COMPREHENSIVE 

LOGISTICS SERVICE MANAGEMENT 

COMPANY LIMITED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provision of property 

management services, nursing services, catering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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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 
GUANGZHOU ANNUO TECHNOLOGY 

COMPANY LIMITED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production of rapid 

testing products. 

127 

GUANGZHOU BICOBRAND 

MANAGEMENT CONSULTANTS 

COMPANY LIMITED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provision of brand 

consulting service. 

128 
GUANGZHOU BROAD THINK-TANK 

CONSULTING COMPANY LIMITED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ncurred consecutive losses during the period 

under review. 

129 
GUANGZHOU DIGITCLOUDS 

TECHNOLOGY COMPANY LIMITED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provision of advertising 

and public relations services. 

130 
GUANGZHOU HOPE MEDIA 

COMMUNICATION LIMITED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provision of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consulting services. 

131 
GUANGZHOU TIMES SINOBIZ 

TRAINING COMPANY LIMITED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provision of personnel 

and management training services. 

132 
GUANGZHOU UARTBABY PRODUCT 

CORPORATION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distribution of baby care 

products.  

133 

GUANGZHOU YUSHAN WATER 

SURVEY AND DESIGN COMPANY 

LIMITED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design of water 

conservancy and Hydropower Engineering. 

134 
GUODIANKANGNENG TECHNOLOGY 

STOCK COMPANY LIMITED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provision of energy 

saving technology promotion 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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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 
H&S ADVERTISING (SHANGHAI) INC 

LIMITED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provision of 

management and public relations services. 

136 

HAIDER ENERGY SAVING AND 

ENVIRONMENT PROTECTION 

COMPANY LIMITED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operation of a building 

finishing contractor. 

137 
HAN CONSULTING GROUP COMPANY 

LIMITED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prvision of management 

consulting services. 

138 
HANERGY CARBON ASSET 

MANAGEMENT(BEIJING) INC.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ncurred consecutive losses during the period 

under review. 

139 
HANGZHOU ANNCAR NETWORK 

TECHNOLOGY COMPANY LIMITED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provision of second-

hand car network promotion services. 

140 

HANGZHOU HENGTONG CLOU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OMPANY LIMITED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provision of cloud 

computing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services. 

141 HANGZHOU RE&DER DESIGN PLC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design of engineering 

machinery. 

142 
HANGZHOU SIFANGBORUI 

TECHNOLOGY COMPANY LIMITED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manufacture of 

networking equipment and power supply and control hardware.  

143 
HARBIN BAODE BIOTECHNOLOGY 

COMPANY LIMITED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ncurred consecutive losses during the period 

under 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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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 HC GROUP INC. 
中国

香港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provision of business 

information and analysis services. 

145 HEALIFE GROUP COMPANY LIMITED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provision of professional 

academic conferences services. 

146 
HEBEI MEIBANG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Y COMPANY LIMITED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operation of a cleaner 

production, energy-saving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firm. 

147 
HEBEI RAISESU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OMPANY LIMITED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provision of computer 

related services. 

148 
HEBEI SAITRO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OMPANY LIMITED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provis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services.  

149 
HEBEI XUANK ENERGY SAVING 

TECHNOLOGY COMPANY LIMITED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ncurred consecutive losses during the period 

under review. 

150 

HEILONGJIANG HUARUI WISDOM 

LAN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EVELOPMENT COMPANY LIMITED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design of land 

development and consolidation projects. 

151 

HEILONGJIANG ZHICHENG LOGISTICS 

FINANCIAL MANAGEMENT SERVICES 

LIMITED BY SHARE LIMITED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provision of canteen, 

nursery, shuttle bus, infirmary and cleaning 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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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 

HENAN CHENGJIAN INSPECTION AND 

TESTING TECHNOLOGY COMPANY 

LIMITED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provision of office 

administrative and business support services. 

153 
HENAN CHINDA EDUCATION AND 

TECHNOLOGY COMPANY LIMITED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provision of education 

and training services.  

154 
HENAN HORIZON MEDIA COMPANY 

LIMITED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operation of an 

advertising agency. 

155 
HENAN XINANLI SECURITY 

TECHNOLOGY COMPANY LIMITED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distribution of 

computers and computer peripherals. 

156 HIM INTERNATIONAL MUSIC INC. 
中国

台湾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distribution of music 

records and albums.  

157 
HOLISTIC ASSET FINANCE GROUP 

CO., LTD.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had insufficient financial data during the period 

under review. 

158 
HONGYANG SOFTWARE COMPANY 

LIMITED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provision of computer 

related services. 

159 HPF COMPANY LIMITED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ncurred consecutive losses during the period 

under review. 

160 
HUAJIANG HOLDING  COMPANY 

LIMITED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ncurred consecutive losses during the period 

under 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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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 
HUANMU SCREEN CULTURE 

MEDIA(TIANJIN) COMPANY LIMITED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ncurred consecutive losses during the period 

under review. 

162 
HUAQING ANTAI (BEIJING) 

TECHONLOGY COMPANY LIMITED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provision of technology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building air conditioning 

services.  

163 

HUASHENG CENTURY EDUCATION 

TECHNOLOGY(BEIJING) COMANY 

LIMITED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provision of business 

support services.  

164 

HUBEI BEACON CULTURAL 

TRANSMISSION LIMITED BY SHARE 

LIMITED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ncurred consecutive losses during the period 

under review. 

165 
HUBEI JINXIONG ENERGY SAVING 

TECHNOLOGY COMPANY LIMITED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provision of energy-

saving services. 

166 
HUBEI TENGFEI TALENTS COMPANY 

LIMITED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provision of human 

resource service. 

167 HUIFU PAYMENT LIMITED 
中国

香港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provision of third-party 

payment service. 

168 
HUNAN HAPPY CULTURE MEDIA 

COMPANY LIMITED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provision of media self-

employed, media agency and brand extension 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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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9 

HUNAN IDEA KNACK CULTURAL 

COMMUNICATION COMPANY 

LIMITED.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provision of leasing and 

business services.  

170 
HUNAN WISDOMWEALTH NEW 

CENTURY MEDIA COMPANY LIMITED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provision of brand 

strategy services. 

171 

HUNANDEAR 

INTELLIGENTTECHNOLOGY 

COMPANY LIMITED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ncurred consecutive losses during the period 

under review. 

172 
HYLINK DIGITAL SOLUTION 

COMPANY LIMITED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provision of Internet 

advertising business.  

173 
IKIDFIT (BEIJING) SPORTS CULTURE 

COMPANY LIMITED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provision of promotion 

services. 

174 
INDUSTRY RISK CONTROL COMPANY 

LIMITED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provision of industrial 

risk and safety advisory services. 

175 INLY MEDIA COMPANY LIMITED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provision of advertising 

and related services. 

176 

INNER MOGOLIA DONG LIAN 

TOURISM MANAGEMENT GROUP 

COMPANY LIMITED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provision of tourism 

management 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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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 
JIANG SU RUIFENG INTELLIGENT 

TECHNOLOGY COMPANY LIMITED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provision of printing, 

photocopying and duplicating services. 

178 

JIANGSU HENGFENG NENGHUAN 

TECHNOLOGY CORPORATION 

LIMITED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provision of energy-

saving services. 

179 
JIANGSU ZHONGZHENG TESTING 

COMPANY LIMITED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provision of testing, 

certification, identification and inspection services. 

180 
JIAXING HONGZHENG ENGINEERING 

DESIGN GROUP COMPANY LIMITED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design of various civil 

and industrial buildings. 

181 

JILIN COTTON JACKET 

HOUSEKEEPING GROUP COMPANY 

LIMITED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provision of building 

cleaning and maintenance services. 

182 

JILIN PROVINCE ZONECOOL 

CREATIVE TECHNOLOGY COMPANY 

LIMITED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design of interior 

architectural decoration. 

183 
JUMP MEDIA INTERNATIONAL 

COMPANY LIMITED 

中国

台湾 
拒绝 x       

The company had insufficient financial data during the period 

under review. 

184 KAISA JIAYUN TECHNOLOGY INC.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manufacture of surge 

protection produ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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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 KINGOLD JEWELRY, INC.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manufacture of 24-

karat gold jewelry and Chinese ornaments. 

186 KIRIN GROUP HOLDINGS LIMITED 
中国

香港 
拒绝   x     

The company incurred consecutive losses during the period 

under review. 

187 
LAI GROUP HOLDING COMPANY 

LIMITED 

中国

香港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provision of interior 

design and fit-out services. 

188 
LAN TAO CULTURE (XI'AN) COMPANY 

LIMITED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ncurred consecutive losses during the period 

under review. 

189 
LEO GLOBAL DESIGN GROUP 

COMPANY LIMITED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provision of hotel 

interior design service. 

190 
LIAONING JINPU MEDICAL COMPANY 

LIMITED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provision of hospital 

services. 

191 

LIAONING SOURCE OF CIRCULATION 

WEALTH INTERNET FINANCE 

SERVICE COMPANY LIMITED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ncurred consecutive losses during the period 

under review. 

192 LINCREATION COMPANY LIMITED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provision of brand 

integration and communication services. 

193 
LINK-OCEAN TALENT&TECHNOLOGY 

COMPANY LIMITED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provision of office 

administrative 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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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 
LINKAGE TONGDA(BEIJING)MEDIA 

ADVERTISING COMPANY LIMITED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operation of an 

advertising agency. 

195 LOGIQ INC 
中国

香港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provision of e-

commerce services. 

196 
MYTECH INCUBATOR COMPANY 

LIMITED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provision of investment 

service. 

197 
NANJING XINHONGYUN PROPERTY 

MANAGEMENT COMPANY LIMITED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provision of real estate 

agents and managers services. 

198 NETWORK CN INC. 
中国

香港 
拒绝   x     

The company incurred consecutive losses during the period 

under review. 

199 NEXTMART, INC.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ncurred consecutive losses during the period 

under review. 

200 NINEBOT LIMITED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production of intelligent 

short-range mobile devices.  

201 

NINGBO MINGFENG INSPECTION & 

TESTING RESEARCH INSTITUTE 

COMPANY LIMITED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provision of non-

destructive testing services. 

202 NINGBO REDSTAR MEDIA LIMITED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production of outdoor 

adverti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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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 

NINGBO YOULIAN SHENGYE 

CULTURE DEVELOPMENT OMPANY 

LIMITED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ncurred consecutive losses during the period 

under review. 

204 
NINGXIA SAIVERN TECHNOLOGIES 

COMPANY LIMITED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ncurred consecutive losses during the period 

under review. 

205 NOVA GROUP HOLDINGS LIMITED 
中国

香港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provision of exhibition 

services. 

206 
PORO MARKETING & CREATIVE 

COMPANY LIMITED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provision of office 

administrative and business support services. 

207 QDM INTERNATIONAL INC.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ncurred consecutive losses during the period 

under review. 

208 
QINGDAO SHENGSHI AOHAI CULTURE 

INDUSTRY COMPANY LIMITED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provision of brand 

management services. 

209 REGENT IP CORPORATION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provision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protection services. 

210 
RENTON ARCHIVES MANAGEMENT 

AND SERVICE COMPANY LIMITED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provision of document 

storage management service. 

211 RICH HIGH-TECH COMPANY LIMITED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provision of pipeline 

technical 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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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RICH HONOUR INTERNATIONAL 

DESIGNS COMPANY LIMITED 

中国

台湾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development of building 

projects. 

213 
ROYAL CENTURY RESOURCES 

HOLDINGS LIMITED 

中国

香港 
拒绝   x     

The company incurred consecutive losses during the period 

under review. 

214 
SAN REN XING MANAGEMENT 

CORPORATION LIMITED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operation of a 

restaurant. 

215 

SAVENCY ENERGY SAVI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MPANY 

LIMITED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sale of energy saving 

products. 

216 
SHAANXI WEST CREDIT COMPANY 

LIMITED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provision of credit data 

information service. 

217 
SHANDONG BAICHENG TAX 

SERVIVES COMPANY LIMITED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provision of high-end 

tax services. 

218 

SHANDONG TAIHE WATER 

TREATMENT TECHNOLOGIES 

COMPANY LIMITED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production and sales of 

water treatment chemicals. 

219 
SHANDONG UNICOM HUMAN 

RESOURCE COMPANY LIMITED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operation of a human 

resources service organis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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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 

SHANDONG ZHONGYINENG ENERGY 

CONSERVATION &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ECHNOLOGY 

COMPANY LIMITED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provision of mobile 

heating, the patent technology licensing and engineering 

technology package of services. 

221 
SHANGHAI ARCHER CULTURE 

COMMUNICATION COMPANY INC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provision of office 

administrative and business support services. 

222 
SHANGHAI BASEWIN INTELLIGENT 

TECHNOLOGY COMPANY LIMITED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provision of integrated 

software and hardware services. 

223 
SHANGHAI BECKWELL MANAGEMENT 

CONSULTING COMPANY LIMITED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provision of EHS 

engineering, management and information services. 

224 
SHANGHAI DAODUNSCIENCE 

&TECHNOLOGY COMPANY LIMITED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provision of intelligent 

monitoring and information testing services. 

225 
SHANGHAI FOREMOST GROUP 

COMPANY LIMITED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cultural venues. 

226 

SHANGHAI GREAT TRIP 

INTERNATIONAL TRAVEL SERVICE 

COMPANY LIMITED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provision of travel 

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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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7 

SHANGHAI HOOYI DISPLAYS & 

FIXTURES INDUSTRIES COMPANY 

LIMITED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provision of terminal 

display services. 

228 
SHANGHAI HUAJIALISHE WEDDING 

COMPANY LIMITED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provision of one-stop 

wedding services. 

229 SHANGHAI JSURE HEALTH INC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provision of medical 

counseling services. 

230 
SHANGHAI JUBAO NETWORK 

TECHNOLOGY COMPANY LIMITED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ncurred consecutive losses during the period 

under review. 

231 
SHANGHAI KYMS ENTERPRISE 

DEVELOPMENT  COMPANY LIMITED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provision of office 

leasing and ancillary services. 

232 
SHANGHAI LEADING INVESTMENT 

CONSULTING COMPANY LIMITED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provision of investment 

consulting and economic information consultation services. 

233 
SHANGHAI LILONG NEW MEDIA 

COMPANY, LIMITED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provision of container 

hotel design services. 

234 
SHANGHAI MEGA GRAVITY 

COMMUNICATION COMPANY LIMITED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provision of advertising 

services.  

235 
SHANGHAI MIN LONG BRAND 

MANAGEMENT COMPANY LIMITED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provision of office 

administrative and business support 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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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6 
SHANGHAI NIUFAN DATA 

TECHNOLOGY COMPANY LIMITED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production and 

distribution of original video content. 

237 
SHANGHAI RAINBOW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OMPANY LIMITED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provision of 

professional,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services. 

238 
SHANGHAI RAYBOND MEDIA 

COMPANY LIMITED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provision of advertising 

services for the clothing industry. 

239 
SHANGHAI RED HORSE ADVERTISING 

COMPANY LIMITED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provision of film and 

television shooting services. 

240 

SHANGHAI RICHBOX EHOME 

TECHNOLOGY GROUP COMPANY 

LIMITED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provision of investment 

brokerage services. 

241 

SHANGHAI SHAOHUA CULTURE 

COMMUNICATION  COMPANY 

LIMITED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provision of office 

administrative and business support services.  

242 
SHANGHAI SHIZHONG INTELLIGENT 

PARKING COMPANY LIMITED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provision of parking lot 

management and related supporting services. 

243 
SHANGHAI SHUOEN NETWORK 

TECHNOLOGY COMPANY LIMITED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provision of big data 

processing and analysis 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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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4 
SHANGHAI STARS NETWORK 

TECHNOLOGY COMPANY LIMITED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ncurred consecutive losses during the period 

under review. 

245 
SHANGHAI SUHEHUI TECHNOLOGY 

SERVICE COMPANY LIMITED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ncurred consecutive losses during the period 

under review. 

246 
SHANGHAI SUNPOWER C. & C. 

COMPANY LIMITED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production and sale of 

solar cells and solar modules. 

247 
SHANGHAI TOPS MEDIA 

COMMUNICATION COMPANY LIMITED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ncurred consecutive losses during the period 

under review. 

248 
SHANGHAI UKIN INTELLIGENT 

TECHNOLOGY COMPANY LIMITED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development of campus 

teaching and learning and sensorless management products. 

249 
SHANGHAI USKY TECHNOLOGY 

COMPANY LIMITED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provision of information 

transmission, software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services. 

250 

SHANGHAI VINJOY CULTURAL 

COMMUNICATION CORPORATION 

LIMITED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import and export of 

food and beverage. 

251 
SHANGHAI WESHARE NETWORK 

TECHNOLOGY COMPANY LIMITED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provision of advertising 

services. 

252 
SHANGHAI XIANGCHUAN NETWORK 

TECHNOLOGY COMPANY LIMITED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had insufficient financial data during the period 

under 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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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3 

SHANGHAI XINNANYANG ONLY 

EDUCATION & TECHNOLOGY 

COMPANY LIMITED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manufacture and sale of 

innovative technological products. 

254 

SHANGHAI XIXI MATERNAL AND 

BABY CARE SERVICE COMPANY 

LIMITED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provision of maternal 

and child life nursing services. 

255 
SHANGHAI ZENITH INDUSTRIAL 

COMPANY LIMITED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wholesale of machinery 

equipment and electronic products. 

256 
SHANGHAI ZHIHUIGU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OMPANY LIMITED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ncurred consecutive losses during the period 

under review. 

257 
SHANGHAI ZHITAO CULTURAL 

INNOVATION COMPANY LIMITED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provision of brand 

terminal display services. 

258 
SHANXI RUIXIN ZHIDA MEDIA 

TECHNOLOGY COMPANY LIMITED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operation of an 

advertising agency. 

259 
SHANXI ZHIDE SAFETY TECHNOLOGY 

COMPANY LIMITED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provision of safety 

technology and occupational health services. 

260 
SHENZHEN  ITABLE NEW MEDIA 

MARKETING COMPANY LIMITED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provision of computer 

programming 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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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1 
SHENZHEN BAIXINGLONG CREATIVE 

PACKAGING COMPANY  LIMITED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provision of brand 

strategy-related services. 

262 
SHENZHEN DAZE SUPPLY CHAIN 

COMPANY LIMITED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provision of printing, 

photocopying and duplicating services. 

263 
SHENZHEN DEE ENERGY SAVING 

TECHNOLOGY COMPANY LIMITED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provision of printing, 

photocopying and duplicating services. 

264 
SHENZHEN DIGITAL TIGER IMAGE 

COMPANY LIMITED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provision of digital 

image technology services.  

265 
SHENZHEN EASTTOP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COMPANY LIMITED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provis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management service. 

266 
SHENZHEN EVERFUSION MEDIA 

COMPANY LIMITED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ncurred consecutive losses during the period 

under review. 

267 
SHENZHEN FORTUNE TREND 

TECHNOLOGY COMPANY LIMITED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sale of software 

products. 

268 
SHENZHEN GDR CARBON COMPANY 

LIMITED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provision of carbon 

performance services. 

269 
SHENZHEN KASTONE EXHIBITION 

COMPANY INC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design of exhibitions. 



转让定价基准分析报告 

附件一 

机密 – 版权所有  45 

安永 2021 

编号 公司名称 
国家/

地区 

接
受

/拒
绝

 

筛选条件 

筛选理由 

财
务

信
息

不
足

 

连
续

亏
损

 

功
能

不
可

比
 

服
务

不
可

比
 

8 12 51 64 191 

270 
SHENZHEN LINK WINGS 

TECHNOLOGY COMPANY LIMITED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provision of POS 

machine leasing and maintenance services. 

271 
SHENZHEN NANSHEN HUMAN 

RESOURCES COMPANY LIMITED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provision of 

professional,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services. 

272 
SHENZHEN PROLTO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COMPANY LIMITED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production of medical 

equipment. 

273 
SHENZHEN QIXIN GROUP COMPANY 

LIMITED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design of building 

decoration projects. 

274 
SHENZHEN SIKING TECHNOLOGY 

CORPORATION LIMITED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ncurred consecutive losses during the period 

under review. 

275 
SHENZHEN TECHE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MPANY LIMITED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provision of 

architectural technology services. 

276 
SHENZHEN WANREN MARKET 

RESEARCH COMPANY LIMITED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provision of 

management and public relations services. 

277 
SHENZHEN YAHUA YIMEI 

TECHNOLOGY COMPANY LIMITED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provision of 

management consulting services. 

278 
SHENZHEN YIDIAN DOUBLE WAY OF 

INNOVATION CULTURE MEDIA CORP.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had insufficient financial data during the period 

under 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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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9 
SHENZHEN ZHONGHONG ONLINE 

CORPORATION LIMITED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provision of ancillary 

manual value-added services. 

280 
SHENZHEN ZS MEDICAL COSMETIC 

HOSPITAL COMPANY LIMITED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ncurred consecutive losses during the period 

under review. 

281 

SICHUAN HONGJI ENGINEERING 

PROJECT MANAGEMEN COMPANY 

LIMITED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provision of engineering 

management services. 

282 
SINCERE SECURITY CORPORATION 

LIMITED 

中国

台湾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provision of security 

services. 

283 

SPEARHEAD INTEGRATED 

MARKETING COMMUNICATION 

GROUP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provision of market 

research service. 

284 SUNBURST ACQUISITIONS V, INC. 
中国

香港 
拒绝   x     

The company incurred consecutive losses during the period 

under review. 

285 
SUNLUX IOT TECHNOLOGY 

(GUANGDONG) INC.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manufacture of 

automatic identification products. 

286 SURNA INC. 
中国

香港 
拒绝   x     

The company incurred consecutive losses during the period 

under 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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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7 

SUZHOU ARCHITECTURE GARDENS 

LANDSCAPE PLANNING DESIGN 

COMPANY LIMITED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provision of 

architectural, engineering, and related services. 

288 
SUZHOU GUAN SHI DEVELOPMENT 

COMPANY LIMITED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provision of business 

support services.  

289 
SUZHOU GUESSING BEST MEDIA 

TECHNOLOGY COMPANY LIMITED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provision of software 

technology services. 

290 
SUZHOU MULTISPACE DISPLAY 

COMPANY LIMITED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design of themed 

pavilions. 

291 
SUZHOU YINGCAI SECURITY SERVICE 

COMPANY LIMITED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provision of facilities 

management and security services. 

292 
SYSTEDATA (CHINA) TECHNOLOGIES 

COMPANY LIMITED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provis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services. 

293 
THINKGO TECHNOLOGY (BEIJING) 

COMPANY LIMITED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provision of information 

transmission, software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services. 

294 THROUGHTEK COMPANY LIMITED 
中国

台湾 
拒绝   x     

The company incurred consecutive losses during the period 

under review. 

295 
TIANJIN BOHAI CUSTOMS BROKER 

COMPANY LIMITED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provision of customs 

declaration, inspection, processing trade filing and verification 

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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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6 
TIANJIN FANYA MEDIA COMPANY 

LIMITED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distribution of film and 

television. 

297 
TIANJIN HAIRUN MARINE TECHNICAL 

COMPANY LIMITED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sale of maritime 

navigation and communication equipment. 

298 
TIANJIN ZHENWEI EXHIBITION 

COMPANY LIMITED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provision of network 

technology services. 

299 
TIANJIN ZHONGSHANG MEDIA 

COMPANY LIMITED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production of 

advertising material. 

300 TUANCHE LIMITED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ncurred consecutive losses during the period 

under review. 

301 
UNITED PKCHEM ENGINEERING 

TECHNOLOGY COMPANY LIMITED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provision of process 

safety technology consulting and systems integration 

laboratory services. 

302 
VALUE EXCHANGE INTERNATIONAL 

INC 

中国

香港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provision of wealth 

management services. 

303 
WEIHAI VANFON MANPOWER 

COOPERATION CO., LTD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provision of foreign 

labor cooperation services. 

304 WEIMOB INC. 
中国

香港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provision of 

management and consultancy 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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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5 WISHART MEDIA COMPANY LIMITED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production of motion 

picture and video tape. 

306 
WUHAN 4SEA MEDIA COMPANY 

LIMITED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provision of 

communication solutions services. 

307 
WUHAN JINWIN TECHNOLOGY 

COMPANY LIMITED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 

smart parking software systems. 

308 
WUHAN KEBEI TECHNOLOGY 

COMPANY LIMITED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production of laboratory 

engineering, laser machine tools. 

309 
XI'AN ORYON FORTUNE MANAGEME 

COMPANY LIMITED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provision of printing, 

photocopying and duplicating services.  

310 
XIAMEN ERWUBA NET TECHNOLOGY 

GROUP COMPANY LIMITED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provision of computer 

programming services.  

311 

XIAMEN FEIBO GONGCHUANG 

NETWORK AND TECHNOLOGY 

COMPANY LIMITED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provision of commercial 

art and graphics services. 

312 
XIAMEN HY MEDIA GROUP COMPANY 

LIMITED.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provision of business 

support services. 

313 
XIAMEN SUNWE TECHNOLOGY 

COMPANY LIMITED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development and 

distribution of data acquisition produ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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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 
XIAMEN YIFATONG LEGAL 

OUTSOURCING COMPANY LIMITED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provision of legal 

consultations and legal service. 

315 
XINJIANG RENHE BUSINESS 

SERVICES COMPANY LIMITED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operation of air 

passenger sales agent. 

316 
YANBIAN BAISHAN INTERNATIONAL 

TRAVEL AGENCY COMPANY LIMITED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production and 

distribution of leather shoes and other leather products. 

317 
ZHEJIANG HOMELAND CULTURE 

DEVELOPMENT COMPANY LIMITED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provision of 

professional,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services.  

318 

ZHEJIANG JIUZHOU WATER-

CONTROL TECHNOLOGY COMPANY 

LIMITED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provision of office 

administrative and business support services.  

319 
ZHEJIANG KAIHOM LOGISTICS 

COMPANY LIMITED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provision of road 

transport services, import and export trade services. 

320 

ZHEJIANG SAMEXPO EXHIBITION & 

CONVENTION HOLDINGS COMPANY 

LIMITED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provision of agent 

exhibition services. 

321 
ZHEJIANG YOUNGOD CULTURE 

COMPANY LIMITED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provision of office 

administrative and business support 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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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ZHONGJUCHENG (BEIJING) CULTURE 

CORPORATION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had insufficient financial data during the period 

under review. 

323 

ZHONGSHE ENGINEERING 

CONSULTING (CHONGQING) 

COMPANY LIMITED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provision of 

professional,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services. 

324 
ZHONGYAN(SUZHOU)TECHNOLOGIES 

COMPANY LIMITED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provision of 

management,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consulting services.  

325 

ZHUHAI HUACHENG ELECTRIC 

POWERDESIGN INSTITUTE COMPANY 

LIMITED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provision of printing, 

photocopying and duplicating services. 

326 
ZW DATA ACTION TECHNOLOGIES, 

INC. 
中国 拒绝   x     

The company incurred consecutive losses during the period 

under 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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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名称 国家/地区 业务描述 

北京腾信创新网络

营销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 

中国 

北京腾信创新网络营销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综合类营销公

司，以整合营销为服务核心，提供大数据营销、品牌策略与创

意、媒介策略与购买、社会化营销、移动营销、内容营销、搜索

营销、交互体验优化、舆情监测、电子商务等一系列整合营销服

务。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

链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整合型供应链综合运营

服务商，致力于推动供应链服务创新发展，成为产业供需之间交

易的桥梁，迄今服务网络已覆盖 320 多个国家或地区，服务行业

涵盖快消品、家电、通信、信息技术、医疗、终端零售等。 

广东希尔文化传媒

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 

广东希尔文化传媒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整合营销传媒集团，

形象立足广州、珠海、中山、江门、肇庆、清远、惠州、佛山、

东莞，同时与北京、上海形成资源联盟，以全方位强势媒体矩阵

为依托，实现一站式媒体整合运营服务 。 

广州市嘉诚国际物

流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 

广州市嘉诚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为客户提供定制化物流

方案及全程供应链一体化综合物流的服务商。主营业务是为制造

业企业提供全程供应链一体化管理的第三方综合物流服务、为电

子商务企业提供个性化的全球物流解决方案及一体化的全程物流

服务，包括综合物流、电商物流、商品销售、代理采购、代加工

和国际贸易。 

上海景睿营销策划

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 

上海景睿营销策划股份有限公司长期致力于大型综合项目及全年

项目的管理领域，提供市场营销策略，项目管理，综合创意，和

活动执行等市场活动服务。 

上海龙韵传媒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 

上海龙韵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集广告营销、综艺节目、

精品影视剧（含网络剧）策划、制作和发行以及互联网（含移动

互联网）原创视频内容制作、综艺节目带货、KOL 网红带货、

MCN 机构运营、抖音等短视频运营、商业流量电商变现为一体的

新型互联网文化产业集团。 

深圳皇嘉财润财务

顾问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 

深圳皇嘉财润财务顾问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在财务领域服务配套

完善，拥有最多顶尖人才的大型财务顾问公司。主要业务范围包

括财务顾问、税务顾问、工商代理、代理记账，以及会计师事务

所、税务师事务所、评估公司客户服务外包等。 

宣亚国际营销科技

(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 

宣亚国际营销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是中国领先的整合传播机

构之一。公司结合中国本土市场的传播特征和独特需求，建立了

品牌咨询、公关、广告、体育营销、数据化营销、娱乐营销等多

个业务板块，为客户量身定制合适的整合传播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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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可比公司财务数据 

编

号 
公司名称 

国家/

地区 
货币 

2019 2018 2017 
三年加权平均 

完全成本加成率 总收入 
完全成本 

加成率 
总收入 

完全成本 

加成率 
总收入 

完全成本 

加成率 

1 
BEIJING TENSYN DIGITAL MARKETING 
TECHNOLOGY JOINT STOCK COMPANY 

中国 千美元 211,754 8.63% 193,823 -4.31% 248,757 -4.75% -0.65% 

2 
ETERNAL ASIA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LIMITED 

中国 千美元 10,299,350 2.09% 10,217,833 2.71% 10,514,900 2.96% 2.59% 

3 
GUANGDONG SHARE MEDIA INVESTMENT 
LIMITED 

中国 千美元 34,607 7.05% 40,505 21.94% 33,734 24.60% 17.52% 

4 
GUANGZHOU JIACHENG INTERNATIONAL 
LOGISTICS COMPANY LIMITED 

中国 千美元 170,626 15.12% 162,701 14.21% 159,420 15.40% 14.91% 

5 
SHANGHAI EVENTPLUS MARKETING 
COMMUNICATIONS CORPORATION 

中国 千美元 37,025 11.56% 24,936 8.22% 24,104 8.06% 9.59% 

6 
SHANGHAI LONGYUN MEDIA GROUP 
COMPANY LIMITED 

中国 千美元 91,628 -5.36% 174,300 1.70% 189,282 4.99% 1.50% 

7 
SHENZHEN WONGGA CAIRUN FINANCIAL 
CONSULTING COMPANY LIMITED 

中国 千美元 8,914 1.87% 7,307 -0.13% 6,496 0.28% 0.76% 

8 
SHUNYA INTERNATIONAL MARTECH 
(BEIJING) COMPANY LIMITED 

中国 千美元 50,655 8.71% 54,353 9.68% 77,125 25.95% 15.72% 

                      

  最高值   15.12%   21.94%   25.95% 17.52% 

  上四分位值   9.43%   10.81%   17.70% 15.11% 

  中位值   7.84%   5.47%   6.53% 6.09% 

  下四分位值   2.03%   1.25%   2.29% 1.32% 

  最低值   -5.36%   -4.31%   -4.75% -0.65% 

  观测样本   8   8   8 8 

                      

 备注：所有财务数据都来自 OSIRIS2020 年 12 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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