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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江苏南方卫材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购买草案信息披露的问询函回复 

 

上海证券交易所： 

根据贵所上市公司监管一部 2019年 8月 20日下发的《关于对江苏南方卫材

医药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草案信息披露的问询函》（上证公函[2019]1181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的要求，本所对贵所问询函中提及的相关事项回复

如下： 

二、关于标的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问题 1、草案披露，截至 2019 年 4 月 30 日，标的公司货币资金为 1.05 亿

元，相较 2018 年末的 3.10 亿元明显下降；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20.91 亿元，

相较 2018 年末的 16.52 亿元大幅增加；预付账款 1.04 亿元，相较 2018 年末的

0.61 亿元亦有大幅增加。此外，标的公司 2017 年度、2018 年度及 2019 年 1-4

月的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7921.06 万元、1.33 亿元、-3.36 亿

元，波动较大。请公司补充披露：（1）分别列示标的公司应收款项和预付款项

期末余额前五名的情况，包括金额、对象、账期、相关交易背景以及是否为关

联方等；（2）结合标的公司货币资金存量情况，说明标的公司后续利润分配安

排是否会影响到其日常经营活动的正常开展；（3）结合标的公司业务变化情况、

资金运营安排、销售及回款政策、主要客户结算方式变化等，说明上述科目变

动的具体原因。请财务顾问和会计师发表意见。 

【回复】 

一、分别列示标的公司应收款项和预付款项期末余额前五名的情况，包括

金额、对象、账期、相关交易背景以及是否为关联方等 

报告期各期末，标的公司应收账款前五名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公司 2019年4月30日 2018年12月31日 2017年12月31日 

江苏省人民医院 21,400.65 11,520.76 17,149.83 

南京市第一医院 13,338.94 10,387.12 12,842.43 

南京鼓楼医院 9,718.73 8,161.36 9,124.00 

南京脑科医院 8,763.09 6,859.74 7,027.05 

南京市第二医院 8,283.95 7,363.76 7,162.86 

合计 61,505.36 44,292.74 53,306.16 

报告期各期末，标的公司应收账款前五名均系医药商品的配送应收款，账龄

均在 1 年以内，且与标的公司无关联关系。 

截至 2019 年 4 月 30 日，标的公司预付账款前五名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债务人名称 金额 账龄 交易内容 是否为关联方 

江苏和之至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2,239.74 1年以内 商品采购款 否 

重庆坤创医药有限公司 771.23 1年以内 商品采购款 否 

杭州中美华东制药有限公司 469.59 1年以内 商品采购款 否 

上海捷日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300.00 1年以内 商品采购款 否 

吉林赐丰医药有限公司 298.06 1年以内 商品采购款 否 

合计 4,078.62 - - -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标的公司预付账款前五名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债务人名称 金额 账龄 交易内容 是否为关联方 

江苏和之至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2,572.44 1年以内 商品采购款 否 

吉林省信博医药有限公司 378.87 1年以内 商品采购款 否 

上海捷日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300.00 1年以内 商品采购款 否 

沈阳新马药业有限公司 297.19 1年以内 商品采购款 否 

北京博恩特药业有限公司 181.16 1年以内 商品采购款 否 

合计 3,729.66 - - -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标的公司预付账款前五名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债务人名称 金额 账龄 交易内容 是否为关联方 



江苏康缘弘道医药有限公司 1,058.57 1年以内 商品采购款 否 

西安安健药业有限公司 732.52 1年以内 商品采购款 否 

烟台绿叶药品贸易有限公司 515.42 1年以内 商品采购款 否 

吉林英联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

司 
480.76 1年以内 商品采购款 否 

东阿阿胶股份有限公司 418.88 1年以内 商品采购款 否 

合计 3,206.15 - - - 

二、结合标的公司货币资金存量情况，说明标的公司后续利润分配安排是

否会影响到其日常经营活动的正常开展 

根据《江苏省医药有限公司增资合同》约定，标的公司自从定价基准日（2018

年 6 月 30 日）起至完成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变更登记期间，因持续经营所产生的

净资产的增加额或减少额，由原股东国信集团享有或承担。截至报告期末（2019

年 4 月 30 日），标的公司自定价基准日（2018 年 6 月 30 日）起归属于国信集

团的损益金额约为 4,893.77 万元，该等过渡期间内产生的损益对本次交易定价不

产生影响。 

截至 2019 年 7 月 31 日，标的公司未经审计的流动资产金额为 318,252.84

万元，其中货币资金金额为 19,515.69 万元；本次增资，上市公司及员工持股平

台共以货币资金方式对标的公司增资 12,982.19 万元，也将对标的公司的现金流

量做出及时有效的补充。除上述自有资金外，标的公司融资信誉良好，截至 2019

年 7 月 31 日，存在尚未使用的银行授信额度 36,007.28 万元。 

综上，标的公司的货币资金存量可以满足后续利润分配安排，后续利润分配

安排不会影响其日常经营活动的正常开展。 

三、结合标的公司业务变化情况、资金运营安排、销售及回款政策、主要

客户结算方式变化等，说明上述科目变动的具体原因 

标的公司的下游客户主要系南京地区的各大医院，应收账款的账期较长，一

般为 5-6 个月。2017、2018 年度及 2019 年 1-4 月，标的公司应收票据及应收账

款年化周转率保持稳定，2019 年 1-4 月年化营业收入较 2018 年度增长了 6.38%，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金额随之有所增长。此外，受政策影响，下游医院实际回款

速度放慢，也导致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金额有所上升。 



报告期各期末，标的公司的预付款项有所增长，主要系由于受“两票制”的影

响，标的公司加大了直接从药品生产企业采购的比例，故应药品生产企业的要求，

标的公司采购相关预付款项的支付增多。 

报告期内，标的公司的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与净利润的对比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2019年1-4月 2018年度 2017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3,553.96 13,270.45 -7,921.06 

净利润 2,412.23 6,248.49 5,977.8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与净利润的差额 -35,966.19 7,021.96 -13,898.95 

其中： 经营性应收项目的减少 -48,489.41 12,412.06 -36,361.49 

 经营性应付项目的增加 6,043.49 -3,629.73 10,725.47 

 存货的减少 2,910.55 -8,882.54 6,322.28 

 财务费用 1,921.65 4,990.69 4,179.50 

 其他 1,647.54 2,131.49 1,235.29 

报告期内，随着经营性应收、应付项目、存货的变动，及财务费用的变动，

标的公司的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有所变动。同时，受筹资及投资活动的

现金流影响，共同导致报告期各期末货币资金余额有所变动。 

公司已于《江苏南方卫材医药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报告书（草案）（修

订稿）》对上述事项进行补充披露。 

【会计师核查意见】 

经核查，会计师认为：报告期各期末，标的公司应收账款前五名均系商品销

售款，账龄均在 1 年以内，且与标的公司无关联关系。标的公司的预付款项期末

余额前五名均为 1 年以内的商品采购款，且不为关联方。 

标的公司自从定价基准日（2018 年 6 月 30 日）起至完成市场监督管理部门

变更登记期间，因持续经营所产生的净资产的增加额或减少额，由原股东国信集

团享有或承担。该等过渡期间内产生的损益对本次交易定价不产生影响。 

综合考虑标的公司货币资金存量、本次交易的融资注入以及授信额度的安排，

标的公司的货币资金存量可以满足后续利润分配安排，后续利润分配安排不会影

响其日常经营活动的正常开展。 



2017、2018 年度及 2019 年 1-4 月，标的公司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年化周转

率保持稳定，标的公司的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金额增长主要系收入上升所致；报

告期各期末，标的公司的预付款项有所增长，主要系由于受“两票制”的影响，

标的公司加大了直接从药品生产企业采购的比例，故应药品生产企业的要求，标

的公司采购相关预付款项的支付增多；受经营性应收、应付、存货等项目变动的

影响，以及筹资、投资活动的现金流影响，共同导致报告期各期末货币资金情况

有所变动。 

问题 2、草案披露，截至 2019 年 4 月 30 日，标的公司应收账款占总资产的

比例为 72.01%，远高于同行业上市公司；应收账款周转率也明显低于同行业上

市公司。请结合标的公司自身经营情况，说明上述应收账款资产占比、周转速

度与同行业公司存在差异的具体原因与合理性，本次重组是否有利于增强上市

公司的盈利能力。请财务顾问和会计师发表意见。 

【回复】 

一、应收账款资产占比、周转速度与同行业公司存在差异的具体原因与合

理性 

1、应收账款占资产比例 

截至 2018 年末，标的公司各项资产占资产总额的比例与同行业上市公司比

较如下： 

项目 九州通 
上海 

医药 

国药 

股份 

南京 

医药 
平均数 

江苏 

医药 

货币资金 19.05% 14.73% 23.71% 11.58% 17.27% 11.64% 

应收票据 2.07% 1.43% 2.76% 14.82% 5.27% 1.30% 

应收账款 31.07% 33.22% 45.73% 43.07% 38.27% 60.79% 

预付款项 5.69% 1.62% 1.28% 3.71% 3.08% 2.32% 

其他应收款 6.59% 1.81% - 1.83% 2.56% 1.19% 

存货 20.83% 19.72% 15.54% 15.04% 17.78% 17.09%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

资产 
0.01% 0.17% - - 0.05% - 

其他流动资产 0.26% 0.81% 0.15% 0.47% 0.42% 0.04% 

流动资产合计 85.58% 73.52% 89.83% 90.52% 84.86% 94.36% 



非流动资产合计 14.42% 26.48% 10.17% 9.48% 15.14% 5.64% 

资产总额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资产结构方面，与同行业上市公司相比，标的公司业务以批发/配送为主，

不涉及生产，销售区域集中在江苏地区，分支机构较少，因而房屋建筑物、土地

使用权、机器设备等非流动资产总额占资产总额的比例较低。 

流动资产方面，标的公司货币资金及存货占比均较低，导致应收账款占比相

对较高，具体如下： 

（1）标的公司尚未上市，资金实力有限，且融资渠道相对较少，因而货币

资金占资产总额的比例低于可比上市公司平均水平，为 11.64%；剔除非流动资

产对资产结构的影响，标的公司货币资金占流动资产比例为 12.34%（可比上市

公司平均值：20.35%），明显低于可比上市公司平均水平。 

（2）标的公司配送对象多集中于江苏省内、特别是南京地区的医疗机构，

存货周转率较高（2018 年度为 12.69），高于同行业平均水平（2018 年度为 8.67），

因而存货占资产总额比例低于同行业平均水平，剔除长期资产对资产结构的影响，

标的公司存货占流动资产的比例为 18.11%，低于可比上市公司平均水平（可比

上市公司平均值：20.95%）。 

综上所述，标的公司应收账款占比较高，主要系资产结构中非流动资产占比

较低，流动资产中货币资金规模较低、存货周转速度较快，货币资金及存货占资

产比例较低所致。 

2、应收账款周转率 

2017、2018 年度，标的公司应收账款周转率与同行业上市公司比较如下： 

公司名称 2018年 2017年 

九州通 5.00 6.38 

上海医药 4.33 4.46 

国药股份 4.09 6.21 

南京医药 4.10 4.14 

平均数 4.38 5.30 

江苏医药 3.31 3.21 



根据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披露的年度报告，2017、2018 年末，同行业可比

上市公司均存在通过应收账款保理方式融资的情形。上述融资方式有利于提高企

业应收账款周转率。相比之下，标的公司规模相对较小，与同行业上市公司相比，

融资能力较弱。 

2017、2018 年末，不考虑应收账款保理，标的公司的应收账款周转率与可

比上市公司的比较如下： 

公司名称 2018年 2017年 

九州通 3.89 4.71 

上海医药 4.31 4.45 

国药股份 2.73 4.42 

南京医药 3.35 3.90 

平均数 3.57 4.37 

江苏医药 2.80 3.09 

标的公司的应收账款周转速度与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相比较慢，主要系由于

标的公司的经营规模较小、客户回款时间相对较长，以及融资能力相对较弱所致。 

二、本次重组是否有利于增强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 

报告期内，标的公司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分别为 6,365.49 万元、

6,452.13 万元及 2,352.96 万元，盈利能力良好。上市公司的《备考审阅报告》中

依合理假设以权益法进行对标的公司的长期股权投资的核算，故本次重组有助于

增强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 

根据《备考审阅报告》，本次交易前后上市公司 2018 年度/2018 年 12 月 31

日的主要盈利指标比较如下： 

项目 本次交易前 本次交易后 

营业收入（万元） 47,982.38 47,982.38 

营业利润（万元） 4,532.27 5,113.27 

利润总额（万元） 4,456.47 5,037.47 

净利润（万元） 3,680.60 4,261.59 

综合毛利率 23.46% 23.46% 

综合净利率 7.67% 8.88%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万元） 3,925.01 4,506.0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0 0.35 

本次交易后上市公司的净利润等指标均得到提升。 

【会计师核查意见】 

经核查，会计师认为：标的公司因规模较小、客户回款时间相对较长、融资

能力有限、资金实力相对较弱，故报告期内的应收账款资产占比和周转速度与同

行业上市公司存在差异。 

报告期内，标的公司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分别为 6,365.49 万元、

6,452.13 万元及 2,352.96 万元，盈利能力良好。上市公司的《备考审阅报告》中

依合理假设以权益法进行对标的公司的长期股权投资的核算，故本次重组有助于

增强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 

问题 3、草案披露，标的公司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其他应收款为 3180.02

万元，主要为往来款及保证金等。请补充列示标的公司 2018 年期末余额前五名

的医院保证金和其他往来款的对象名称、金额，以及对应的商品销售金额、是

否为关联方等情况，并解释说明相关应收款项形成的具体原因与合理性。请会

计师和财务顾问发表意见。 

【回复】 

一、标的公司 2018 年期末余额前五名的医院保证金情况及款项形成原因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标的公司其他应收款中医院保证金的前五名具体

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对方名称 保证金金额 
对应2018年度销

售金额 
是否为关联方 

南京市浦口区中心医院 403.20 5,373.39 否 

江苏省人民医院 239.48 49,146.57 否 

南京市浦口区中医院 59.10 4,350.13 否 

南京鼓楼医院 50.00 25,746.60 否 

南京市第二医院 18.00 8,595.51 否 



对方名称 保证金金额 
对应2018年度销

售金额 
是否为关联方 

合计 769.77 - - 

上述医院保证金均系标的公司业务开展过程中，依照下游医疗机构要求所存

放的保证金等，款项形成具有合理性。 

二、标的公司 2018 年期末余额前五名的其他往来款情况及款项形成原因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标的公司其他应收款中其他往来款的前五名具体

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对方名称 金额 是否为关联方 

海遇（上海）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347.10 否 

南京市睿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54.00 否 

上海三瑞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96.00 否 

厦门精配软件工程有限公司 89.94 否 

南通汇宙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89.93 否 

合计 876.97 - 

上述其他往来款项均系标的公司正在进行中的信息化项目、配送系统项目等

项目款项，截至 2018 年末，相关项目均尚未完成，款项的形成具有合理性。 

【会计师核查意见】 

经核查，会计师认为：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标的公司其他应收款中医

院保证金的前五名均系标的公司业务开展过程中，依照下游医疗机构要求所存放

的保证金等，款项形成具有合理性。标的公司其他应收款中其他往来款的前五名

均系标的公司正在进行中的信息化项目、配送系统项目等项目款项，截至 2018

年末，相关项目均尚未完成，款项的形成具有合理性。该等款项均非关联方其他

应收款项。 

问题 4、草案披露，江苏医药 2017 年度、2018 年度及 2019 年 1-4 月的其

他应付款分别为 4065.87 万元、1.49 亿元，2.63 亿元。请公司分项披露相关款

项的主要内容、交易背景、交易对方是否关联方等，并说明其确认是否符合会

计准则规定。请会计师和财务顾问发表意见。 



【回复】 

标的公司其他应付款按款项性质列示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年4月30日 2018年12月31日 2017年12月31日 是否为关联方 

代收保理款 13,632.44 4,099.64 - 否 

保证金 8,043.27 6,228.59 1,219.12 否 

往来款 3,969.48 3,983.10 2,189.39 否 

补充医疗金 592.88 591.19 657.35 是 

代扣代缴款 41.44 26.35 - 否 

合计 26,279.51 14,928.87 4,065.87 - 

（1）代收保理款 

代收保理款主要系应付金融机构的保理业务应收账款回款。标的公司与金融

机构签订了无追索权国内保理业务协议，向金融机构转让了应收账款。客户回款

时先汇入标的公司银行账户，标的公司将其计入其他应付款，银行再将相应款项

从公司账户划走。 

（2）保证金 

保证金主要系药品、器械等采购相关的保证金以及设备和装修相关的质保金。 

（3）往来款 

往来款主要系标的公司应付信息化项目、配送系统项目相关的款项。 

（4）补充医疗金 

标的公司部分关联公司将职工医疗金款项预存在标的公司，其职工可在标的

公司下属的零售药店购买药品。标的公司每个季度与各关联公司就药品销售情况

进行结算。 

（5）代扣代缴款 

代扣代缴款主要系代扣代缴标的公司职工的社会保险金。 



综上，其他应付款中的各类款项均为与标的公司的主营业务没有直接关系的

应付款，标的公司在交易或者事项形成、且预期会导致经济利益流出企业时，将

该等义务确认为其他应付款，其确认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公司已于《江苏南方卫材医药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报告书（草案）（修

订稿）》对上述事项进行补充披露。 

【会计师核查意见】 

经核查，会计师认为：报告期各期末，标的公司其他应付款中的各类款项均

为与标的公司的主营业务没有直接关系的应付款，包括代收保理款、保证金等。

标的公司在交易或者事项形成、且预期会导致经济利益流出企业时，将该等义务

确认为其他应付款，其确认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本页无正文，为苏亚金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关于对江苏南方卫

材医药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草案信息披露的问询函回复》之签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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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