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代码：300147

证券简称：香雪制药

公告编号：2021-023

广州市香雪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21 年 2 月 8 日，广州市香雪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雪制药或
公司”）收到贵所出具的《关于对广州市香雪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
（创业
板关注函〔2021〕第 89 号）（以下简称“关注函”），关注函中对公司 2019 年
年度审计报告保留意见所述事项影响消除进行了关注，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出具了《关于对广州市香雪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的回复（大华
核字[2021]0001412 号）》，现对关注函中提出的相关问题回复如下：
一、在前任会计师无法就你公司 2019 年关联方资金往来披露的完整性及其
他多笔资金往来的商业实质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的情形下，请大华所详细
说明就本次关联方及其他多笔资金往来的商业实质执行的审计程序、获取的审
计证据，相关审计证据是否充分、适当，是否在执行审计过程中遵守审计准则
的要求并勤勉尽责。
【回复】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相关事项的说明如下：
1、对香雪制药控股股东广州市昆仑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昆仑投资“）
与香雪制药发生多笔大额资金往来，累计发生额 7.24 亿元的商业实质审计执行
情况：
（1）对 7.24 亿元每笔发生额进行查验，获取银行对账单，与公司账面记录
的每笔发生额所附银行回单所载摘要进行核对，均为往来款；
（2）对昆仑投资的管理人员实施了访谈程序，获取了昆仑投资支付款项的
原始凭证的复印件并盖公章确认；
（3）获取了公司合并范围内的各子公司账务核算资料并进行了查验，未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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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昆仑投资及其他关联方存在上述 7.24 亿元以外的其他资金往来。
（4）获取广东达生律师事务所《关于广州市香雪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广州
市昆仑投资有限公司与相关主体关联关系核查及相关确认函有效性之法律意见
书》核验关联关系。
2、对“2019 年 10 月 31 日，公司与科学城（广州）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科学城”）签署了《借款合同》，科学城向公司提供 3 亿元借款，用于
公司偿还“17 制药 01”回售债券的本息；2019 年 12 月，公司前期用于理财的
资金到期赎回，公司于 2019 年 12 月 31 日与广州达诚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广州达诚”）签订了《借款合同》，公司向广州达诚提供 3 亿元借款，广
州达诚指定大福千通收取上述款项；2020 年初，公司向科学城的借款到期，公
司指定广州达诚分别于 2020 年 2 月、3 月合计将上述 3 亿元支付至科学城”的
商业实质审计执行情况：
（1）查验了 2019 年 10 月与偿还债券相关的凭证及支撑的原始附件，支付
了债券本金 3.21 亿元及债券利息 0.336 亿元，合计 3.546 亿元；
（2）查验了公司 10 月底未借款之前的银行存款余额，了解到其余额不足以
偿还即将到期的债券本息。
（3）查验了 2019 年 10 月向科学城借款相关的凭证及支撑的原始附件，香
雪制药根据 2019 年 10 月 25 日与科学城（广州）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签订 3 亿借
款合同，于 10 月 31 日收到科学城（广州）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划来借款 3 亿元；
（4）查验了 2019 年 12 月 31 日理财产品到期的凭证及支撑的原始附件，公
司共收到广东粤财信托有限公司理财本金 4.5 亿元及理财收益 0.1246 亿元；
（5）查验了 2019 年 12 月借款给广州达诚投资咨询公司相关的凭证及支撑
的原始附件，香雪制药根据与广州达诚投资咨询有限公司签订的借款协议以及广
州达诚投资咨询有限公司的委托付款通知，于 2019 年 12 月 31 日向广州达诚投
资咨询有限公司指定的收款方浙江大福千通商贸有限公司支付款项 3 亿元；
（6）询证情况：
①对科学城（广州）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实施了发函程序，收到相符的回函，
获取了科学城（广州）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支付款项的原始凭证的复印件并加盖公
章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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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对浙江大福千通商贸有限公司实施了发函程序，收到相符的回函，获取了
浙江大福千通商贸有限公司支付款项的原始凭证的复印件并加盖公章确认；
③对广州达诚投资咨询有限公司的实施了发函程序，收到相符的回函，获取
了广州达诚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支付款项的原始凭证的复印件并加盖公章确认；
3、香雪制药 1.07 亿收付事项商业实质审核执行情况：
（1）查验了 2019 年 12 月 31 日与富润惠德文化发展（北京）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富润惠德”）签署的《借款合同》，以及公司控股股东为此借款合同签
署的《担保合同》，控股股东为富润惠德的上述借款向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2）查验了公司支付给富润惠德借款的银行回单；
（3） 查验了控股股东 2020 年 12 月代富润惠德偿还 1.07 亿元的银行回单；
（4）对富润惠德实施了发函程序，收到相符的回函，获取了富润惠德收款
的原始凭证的复印件并盖公章确认；
（5）获取了公司合并范围内的账务核算资料并进行了查验，未见与上述公
司存在其他资金往来。
我们认为，就本次关联方及其他多笔资金往来的商业实质执行的审计程序、
获取的审计证据是充分、适当的，在执行审计过程中遵守审计准则的要求并勤勉
尽责。
二、审核报告显示，针对保留意见涉及的公司控股股东广州市昆仑投资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控股股东”）与公司发生的多笔大额资金往来，公司于 2020
年 5 月补充审议并披露了《关于补充确认控股股东向公司提供借款的议案》，公
司配合大华所对 2019 年度与公司发生大额业务往来的单位的相关信息进行了详
查，不存在关联关系。请说明：
（一）2019 年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资金往来明细，并结合控股股东的财
务状况说明其向公司提供借款的资金来源，是否存在资金实际来源于公司的情
形，是否存在控股股东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
【回复】
1、2019 年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资金往来情况
为支持公司的生产经营、业务发展和债务偿还需要，控股股东在 2019 年向
公司提供了为期 6 个月的财务资助，总余额不超过 49,000 万元，公司无需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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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股东提供任何担保措施。公司根据资金需求在 2019 年 7 月至 12 月期间对上述
额度进行连续循环使用。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上述往来已全部结清。公司
已于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补充确认控股股东向公司提供
财务资助的议案》，补充完善了相关程序。2019 年度，公司与控股股东资金往来
情况如下：
名称

期间

收款额（元）

付款额（元）

资金来源

公司
公司
公司

2019 年 7 月
2019 年 8 月
2019 年 9 月

490,000,000
40,000,000
102,000,000

490,000,000
0
95,500,000

控股股东自筹资金
控股股东自筹资金
控股股东自筹资金

公司

2019 年 10 月

55,000,000

0

控股股东自有资金

公司

2019 年 11 月

30,000,000

6,000,000

控股股东自有资金

公司

2019 年 12 月

7,000,000

132,500,000

控股股东自有资金

724,000,000

724,000,000

——

合计

2、控股股东的主要财务数据及提供资金的来源
控股股东经营状况良好，资产质量优良，盈利能力良好，具有较强的融资能
力，截止 2019 年末，控股股东银行授信余额约 20 多亿元，有足额资金实力向公
司提供财务资助。控股股东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项目
营业收入（万元）
营业利润（万元）

2019 年
278,619.95
24,310.39

2018 年
250,425.23
26,503.99

净利润（万元）

18,878.61

18,076.25

项目

2019 年末

2018 年末

货币资金（万元）
流动资产（万元）
总资产（万元）

49,656.41
409,107.23
1,236,254.41

65,999.37
517,184.75
1,256,651.29

控股股东为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资金来源于自筹资金和自有资金，并非来
源于公司，不存在资金实际来源于公司的情形，不存在控股股东占用公司资金的
情形。
会计师意见：
经过获取控股股东的明细账及相关资料与公司账面进行核对，实施了检查、
访谈等核查程序，未发现存在大股东为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资金实际来源于上市
公司的情形，未发现存在大股东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
（二）2019 年度与公司发生大额业务往来单位的认定标准及具体情况，并
请大华所结合对公司内控的了解情况说明实施的审计程序是否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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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根据公司《货币资金管理规定》，公司发生大额业务往来单位的认定标准为
100 万元，货币资金支出必须经过业务和财务部门的双重审核，公司根据董事会
的授权和经营管理层的分工情况，制订《公司系统高管及子公司、下属机构、运
营项目负责人审批权限表》，确保所有资金业务按要求实施了相关权限、程序、
责任和相关控制措施。公司相关的管理制度完善，并得到有效执行，但具体执行
过程存在个别因审批人员出差等原因，以微信及电话进行确认，遗漏后补审批手
续的情况。
2019 年期末应收帐款余额超过 100 万情况如下：
单位名称

年末余额(万元)

占应收账款合计数比例(%)

吴江上海蔡同德堂中药饮片有限公司

6,873.16

6.80%

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5,732.72

5.67%

武汉市第一医院
广东通用医药有限公司
湖北省肿瘤医院

2,068.13
1,863.20
1,758.60

2.05%
1.84%
1.74%

18,295.81
53,150.14

18.09%
52.56%

71,445.95

70.65%

前五大小计
其他超过 100 万的应收帐款单位共 132
家
超过 100 万单位合计

2019 年期末预付帐款余额超过 100 万情况如下：
预付对象

期末余额（万元）

占预付款项期末余额合计数的
比例(%)

四川省中药材有限责任公司

2,494.87

19.37%

广州新洲健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云南众康中药种植有限责任公司
广东药材医药有限公司

1,194.00
930.51
776.78

9.27%
7.23%
6.03%

惠州市艾宝特包装制品有限公司
前五大小计

496.59
5,892.75

3.86%
45.76%

其他超过 100 万的预付帐款单位共
7家

1,727.74

13.42%

超过 100 万单位合计

7,620.49

59.17%

2019 年期末其他应收款余额超过 100 万情况如下：
占其他应收款项期
末余额的比例(%)

单位名称

款项性质

年末余额(万元)

广州达诚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富润惠德文化发展（北京）有限公司

往来借款
往来借款

30,000.00
10,700.00

59.74%
21.31%

抚松长白山人参市场投资发展有限

往来借款

5,875.00

1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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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宜春优多贸易有限公司

项目往来款

1,500.00

2.99%

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前五大小计
其他超过 100 万的其他收款项单位共
7家
超过 100 万单位合计

预缴诉讼费

242.46
48,317.46

0.48%
96.22%

1,071.88

2.13%

49,389.34

98.35%

公司将在 2020 年报披露之前进一步完善细化货币资金管理制度，明确相关
细则，加强制度的宣贯、执行和监管力度，同时强化问责机制，确保管理体系、
管理制度的落地，并系统性地加强中高层管理人员及相关部门员工的培训，明确
权责，落实责任；另外，公司将修订完善有关内部控制的制度，并通过日常内部
审计与内控自评价工作，加强对制度执行的监督，及时进行信息披露，杜绝类似
情况发生。
会计师意见：
我所结合对公司内控的了解情况实施的审计程序：
1、获取公司所有的内部控制制度进行审阅，重点关注与资金管理相关的控
制制度；
2、根据货币资金管理制度中规定的“公司内部银行之间、公司及其控股 50%
以上（含 50%）的各公司之间的划款额在 100 万以下经集团财务总监审批，超过
100 万以上报公司董事长审批”，确认 100 万元为公司发生大额业务往来单位的
认定标准。
3、根据经审计的 2019 年各家报表分析，选择债权类往来余额超过 100 万元
的公司进行详细查询往来的业务性质。
4、收集存在大额支付的公司的银行对账单进行查验，除保留意见中涉及的
各家大额银行收付摘要为往来外，其余大额的为银行借款、工程款、货款等，再
进一步查验大额支付的原始附件的有效性。
5、公司内部控制制度中包含了货币资金管理规定，公司资金划拨经由业务
部门申请、财务部门审核与经营管理层审批等内控流程。但是由于未能根据业务
的逐渐发展改进制度设计，导致实际执行时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偏差。
公司已计划在 2020 年年报披露之前细化完善内控的相关制度及细则，并加
强执行力度，我们也将在 2020 年年报审计的过程中持续关注公司内控制度的完
善及执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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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获取广东达生律师事务所《关于广州市香雪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
昆仑投资有限公司与相关主体关联关系核查及相关确认函有效性之法律意见书》
来佐证对关联方关系的判断。
7、对涉及保留意见的上述大额往来实施了检查、访谈及发函询证程序。
我们认为，实施的上述检查、访谈及函证程序是充分的。
三、请公司说明与陕西龙祥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广州恒舜进出口贸易有限
公司、广东尚春堂药业有限公司、广东启德酒店有限公司的资金往来的具体情
况，是否具有商业实质。
【回复】
公司与陕西龙祥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广州恒舜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广东尚
春堂药业有限公司、广东启德酒店有限公司的资金往来的情况如下：
（1）2019 年 1 月，公司子公司广东化州中药厂制药有限公司与陕西龙祥实业
发展有限公司签订中药材《购销合同》，公司向其销售中药材，2019 年 9 月收到
了预收货款 2,574.52 万元，2019 年 8 月至 9 月期间，公司向其销售了 1,254.52
万元的中药材，期末预收帐款余额为 1,320 万元；
（2）2019 年 12 月，公司子公司广东九极日用保健品有限公司与广州恒舜进
出口贸易有限公司洽谈公司产品的海外代理合作事宜，公司收取了合作保证金
4,839.62 万元，由于双方最终未达成共识，合作事项取消，公司期末待退余额
为 4,839.62 万元；
（3）2019 年 6 月，公司与广东尚春堂药业有限公司签订中药材《销售合同》，
公司向其销售中药材，2019 年 12 月收到了预收货款 2,629.50 万元，其中公司
向其销售了 1,000.01 万元的中药材，期末预收帐款余额为 1,629.49 万元；
（4）2016 年 4 月，公司与广东启德酒店有限公司签署了《资产交易协议》，
公司按协议约定及时履行付款义务，广东启德酒店有限公司一直未完成顺利过户
所需的前置条件，违反《资产交易协议》约定，给公司造成了严重损失。2018
年 3 月，经双方协商一致签署了补充协议，广东启德酒店有限公司对公司造成的
损失给与 4,630 万元赔偿，其于 2018 年 4 月至 7 月期间，向公司支付了赔偿款
4,600 万元。
因上述事项，公司被动牵涉到与康享有限公司的诉讼案，后经公司的多方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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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与康享有限公司、广东启德酒店有限公司协商，经广东启德酒店有限公司的积
极配合，康享有限公司最终同意公司撤回因置换查封向法院提供的《财产保全担
保函》，所对应的 30,000 万元本金及相应利息亦已全部解付。基于上述情况，2019
年 4 月，广东启德酒店有限公司向公司申请退回上述款项，公司实际退款 1,500
万元，截止 2019 年末该项余额为 3,100 万元。
诉讼案件及保函事项，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8 年 3 月 8 日、2018 年 11
月 19 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涉及诉讼事项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8-015）、
《关于撤回财产保全担保函暨涉及诉讼事项的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2018-081）。
上述资金往来与公司经营和资产交易业务相关，具有商业实质。
会计师意见：
通过检查上述各家公司与公司发生业务时的合同或协议、资金流水、诉讼材
料等原始资料，我们认为上述往来具有商业实质。
四、你公司及大华所认为应予说明的其他事项。
【回复】
除以上说明外，公司及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暂未发现需要说
明的其他事项，后续若有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公司将会及时披露。

特此公告。

广州市香雪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2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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