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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贵会签发的《关于请做好广州金域医学检验集团非公开发行股票发审委会议

准备工作的函》（以下简称“告知函”）收悉。根据贵会告知函的要求，广州金

域医学检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会同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和发行人律师北京市

中伦律师事务所、发行人会计师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告知函中

所提问题进行了讨论，对相关事项进行了核查并发表意见。  

现将具体情况说明如下，请予以审核。 

 

 

 

注： 

一、如无特别说明，本回复报告中的简称或名词释义与《中信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广州金域医学检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之尽职调查报告》

中的相同。 

二、本回复报告中的字体代表以下含义： 

黑体：（不加粗） 告知函所列问题 

宋体（不加粗）： 对告知函所列问题的回复 

宋体（加粗）： 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楷体（不加粗）： 对申请文件内容的引用 

 楷体（加粗）： 对申请文件内容的补充和修改 

本回复报告中，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为四舍五入

原因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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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一关于货币资金。申请人 2020 年 9 月 30 货币资金余额为 13.92 亿元，较

2019 年末的 9.55 亿元大幅增长。 

请申请人结合日常营运资金需求量说明：（1）在货币资金大幅增长的情况

下，长期借款由 3.59 亿元增加到 5.43 亿元的合理性；（2）本次募投资金偿还银

行贷款和补充流动资金的必要性。请保荐机构、申请人会计师说明核查过程、

依据，并发表明确核查意见。 

回复： 

一、在货币资金大幅增长的情况下，长期借款由 3.59 亿元增加到 5.43 亿元

的合理性 

2020 年 9 月 30 日，发行人对外借款合计金额较上年末略有下降，长期借款

较上年末增加主要系发行人借款期限结构改变所致，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减

少、长期借款增加。 

报告期内，公司货币资金随业务规模扩大而稳定增长，最近一期末货币资金

进一步增加与阶段性的新冠病毒检测业务增加有关。具体情况如下： 

（一）货币资金变化与业务情况相匹配 

报告期各期末，发行人货币资金余额与收入、资产规模匹配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 年 9 月 30 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7 年 12 月 31 日

货币资金 139,161.48 95,494.19 84,196.03 64,935.57

营业收入 582,740.48 526,926.65 452,525.28 379,171.77

资产总额 631,477.47 439,546.73 395,734.23 332,112.55

货币资金占资

产总额比重 
22.04% 21.73% 21.28% 19.55%

报告期内，随着业务规模增加，发行人货币资金规模稳定增长，货币资金余

额占总资产比例相对稳定，未存在货币资金异常增加的情形。 

2020 年 9 月末，公司货币资金余额显著上涨，主要系当期业务规模扩大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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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性的新冠肺炎检测业务增加所致。2020 年 1-9 月，发行人新增新冠肺炎检测

业务，实现收入 18.82 亿元，占发行人当期营业收入的 32.29%。新冠肺炎检测业

务具有区域突发、短时需求集中、时效要求高等特点，该类业务的客户一般为地

方政府公共卫生部门或个人客户防疫自检，结算回款周期较短，引致发行人当期

末货币资金余额有所增长。 

（二）最近一期末对外借款余额略有下降，长期借款不存在异常增长的情

形 

报告期各期末，发行人对外借款（含短期借款、一年以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及长期借款，下同）合计金额分别为 57,677.34 万元、74,580.04 万元、61,466.81

万元、60,056.28 万元，报告期内基本保持稳定。 

2020 年 9 月 30 日，发行人对外借款合计金额较上年末略有下降。长期借款

较上年末增加主要系发行人借款期限结构改变所致，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减

少、长期借款增加，总对外借款金额略有下降。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 年 9 月 30 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7 年 12 月 31 日 

短期借款① 1,821.15 - - 4,015.00

一年内到期的

非流动负债② 
3,930.84 25,596.86 24,677.65 -

小计 5,751.99 25,596.86 24,677.65 4,015.00

长期借款③ 54,304.29 35,869.95 49,902.39 53,662.34

合计 
（①+②+③） 

60,056.28 61,466.81 74,580.04 57,677.34

（三）公司在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仍需要较大金额的资金需求 

尽管报告期内公司的货币资金随业务规模的扩大保持稳定增长，但为保持市

场地位、维持市场竞争力及扩大生产经营，发行人还需要持续扩大研发投入，优

化检测检验技术、开发或引进新技术，并投入资金用于渠道的拓展和下沉、实验

室的完善和扩充、技术平台的精进以及与主营业务相关的其他支出等，以支持发

行人战略发展。为满足公司的资金需求，公司保持适度的借款规模具有必要性。 

综上，发行人报告期内货币资金保持稳定增长，最近一期末货币资金增长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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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与今年新冠检测业务增长有关；发行人最近一期末对外借款总额较上年末略有

下降，长期借款增加主要系借款期限结构变化所致，具备合理性。 

二、本次募投资金偿还银行贷款和补充流动资金的必要性 

（一）符合公司发展战略实施的需要 

近年来，随着我国医疗体制改革有序推进，分级诊疗体系逐步建立，我国第

三方医学检验行业作为医疗体系的重要补充，呈现出连锁化、规模化、平台化、

信息化、服务网络下沉等方向趋势。而随着临床检验需求提升、基层公共卫生事

业发展、医疗卫生公共支出压力增加，我国第三方检验市场仍有较大的潜在发展

空间。第三方医学检验机构在提供医学检验服务的同时，逐步开始探索医学大

数据综合利用、人工智能辅助病理诊断、个人健康监测等新业务领域。 

为引领行业发展、把握行业发展趋势、保持行业领导地位，公司需进一步推

进实验室网络科学化布局，提升服务效能；持续完善检验技术平台及相关产品

体系建设，为临床诊疗和重大复杂疾病的诊断提供综合诊断信息服务；不断探索

临床辅助诊断新技术、医疗健康服务模式多元化及面向健康人群检测服务等新型

业务。此外，公司拟依托医学检验业务的产业链资源优势，向下游延伸，积极开

拓医疗大数据综合利用、生物样本库分析、医疗冷链物流等新业务领域。 

为有效实现上述业务发挥目标，公司需要在一定时期内维持较大强度的资

源投入，相对充足、稳定的流动资金是公司稳步发展的重要保障。本次募集资金

将有效满足公司营运资金需求，为业务发展提供坚实基础。 

（二）补充营运资金满足公司业务快速发展的需求 

自上市以来，公司业务规模迅速扩大。公司 2017 年、2018 年、2019 年及

2020 年 1-9 月的营业收入分别为 37.92 亿元、45.25 亿元、52.69 亿元和 58.27 亿

元，同比分别增长 17.70%、19.35%、16.44%和 48.65%。基于行业当前发展趋势

和竞争格局的变化，结合公司近年来不断扩大的业务规模，未来数年内，公司仍

处于业务快速增长期，生产经营、市场开拓、研发投入等活动均需要持续的营

运资金投入。而受公司业务类型、结算方式等因素的影响，公司应收账款、存

货规模较大，对公司日常的运营资金需求形成了一定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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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偿还银行贷款和补充流动资金，可在一定程度上解

决公司因业务规模扩张而产生的营运资金需求，缓解快速发展的资金压力，提

高公司抗风险能力，增强公司总体竞争力。 

（三）满足公司减小财务杠杆的需要 

为了满足业务发展的资金需求，除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外，公司还通过银行

借款等外部融资方式筹集资金以满足业务发展需要，适度利用了财务杠杆为公

司的发展提供有力支持，同时也引致公司资产负债率保持在相对高位。报告期各

期末，公司借款余额、资产负债率、流动比率、速动比率情况如下： 

项目 2020 年 9 月 30 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7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负债率 46.56% 47.09% 50.58% 47.48%

流动比率 1.94 1.70 1.63 1.90

速动比率 1.84 1.59 1.55 1.80

截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发行人对外借款（含短期借款、一年以内到期的非

流动负债及长期借款，下同）合计金额为 60,056.28 万元，超过本次非公开发行

募集资金总额。通过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偿还银行贷款和补充流动资金，公司将有

效改善资本结构，提高偿债能力，降低财务杠杆。 

（四）未来三年流动资金缺口测算 

流动资金占用金额主要受经营性流动资产和经营性流动负债的影响，发行人

预测了 2020 年末、2021 年末、2022 年末的经营性流动资产和经营性流动负债，

并分别计算了各年末的流动资金占用金额（即经营性流动资产和经营性流动负债

的差额）。发行人新增流动资金需求即为 2022 年末和 2020 年 9 月 30 日流动资金

占用金额的差额，计算公式如下：新增流动资金缺口=2022 年末流动资金占用金

额-2020 年 9 月 30 日流动资金占用金额。 

1、营业收入预测 

发行人最近五年及一期营业收入增长情况如下： 

单位：亿元 

项目 2020 年 1-9 月 2019 年 2018 年 2017 年 2016 年 2015 年

营业收入 58.27 52.69 45.25 37.92 32.22 2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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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20 年 1-9 月 2019 年 2018 年 2017 年 2016 年 2015 年

营业收入同比增长率 48.65% 16.44% 19.35% 17.70% 34.83% 30.01%

五年平均增长率 27.83% 

当前第三方医学诊断行业正处于快速发展阶段，预计未来三年发行人营业收

入将保持 27.83%的年增长率。 

2、经营性流动资产和经营性流动负债的预测 

以最近一期的各季度末除货币资金、短期借款外的其他各主要科目，占该期

营业收入的平均比重为基础，预测除货币资金、短期借款外其他各科目在 2020

年末、2021 年末、2022 年末的金额。 

具体测算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2020年9月
30 日 

2020 年 2021 年 2022 年 
项目 

金额 
（实际数） 

各科目占

营业收入

的比重 
金额（预计数） 

2022 年期

末预计数

-2020 年 9
月 30 日 

营业收入 582,740 100.00% 673,570 861,025 1,100,648 -
应收票据及应

收账款 
270,380 46.40% 312,523 399,498 510,678 240,298

预付账款 1,030 0.18% 1,191 1,522 1,946 916
存货 23,269 3.99% 26,896 34,381 43,949 20,680
经营性流动资

产合计 
294,679 50.57% 340,609 435,401 556,573 261,894

预收账款 9,128 1.57% 10,550 13,487 17,240 8,112
应付票据及应

付账款 
171,992 29.51% 198,799 254,125 324,848 152,857

经营性流动负

债合计 
181,119 31.08% 209,350 267,612 342,088 160,969

流动资金占用

额（经营资产-
经营负债） 

113,559 19.49% 131,259 167,789 214,484 100,925

注：上述测算不构成发行人盈利预测。 

经测算，发行人 2022 年末流动资金占用金额为 214,484 万元，减去 2020 年

9 月 30 日流动资金占用金额 113,559 万元，测得未来三年新增流动资金需求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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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925 万元，超过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总额。 

（五）公司除营运资金以外的其他资金投入需求 

我国第三方检验市场仍有较大的潜在发展空间，为抓住市场机遇、落实公司

的发展战略，除营运资金以外，发行人还需要持续扩大研发投入，优化检测检验

技术、开发或引进新技术，并投入资金用于渠道的拓展和下沉、实验室的完善和

扩充、技术平台的精进以及与主营业务相关的其他支出等，以支持发行人战略发

展。 

综上，发行人拟以本次发行募集资金不超过 15,000 万元补充流动资金及偿

还银行贷款，具备必要性与合理性。 

三、核查依据、程序及过程 

保荐机构、申请人会计师执行的核查程序及过程如下： 

1、查阅发行人报告期内审计报告和财务报告以及相关财务数据资料； 

2、查阅发行人借款结构、借款明细表及主要借款合同，对公司长期借款变

动原因进行了分析； 

3、查阅了发行人对外披露的公告，访谈发行人财务总监，对公司的资金使

用安排、现金需求情况进行了解； 

4、复核发行人流动资金需求测算过程。 

四、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申请人会计师认为： 

1、发行人报告期内货币资金随业务规模扩大保持稳定增长，最近一期末货

币资金进一步增长与阶段性的新冠检测业务增加有关；发行人最近一期末对外借

款总额较上年末略有下降，长期借款增加主要系借款期限结构变化所致，一年以

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减少、长期借款增加，具备合理性。 

在业务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为支持发行人战略发展，发行人还需要持续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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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用于实验室建设、技术研发、销售网络搭建以及与主营业务相关的其他支出

等，保有适当规模的长期借款具有必要性。 

2、结合发行人业务发展规划及流动资金需求测算情况，发行人本次非公开

发行募集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及偿还银行贷款，具备必要性和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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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二、根据申请文件，本次发行数量不确定。 

请申请人补充明确认购数量区间，以满足《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

则》第十二条第（二）项的规定。 

回复： 

《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第十二条第（二）项的规定，董事会

决议确定具体发行对象的，董事会决议应当确定具体的发行对象名称及其认购价

格或定价原则、认购数量或者数量区间、限售期；发行对象与公司签订的附条件

生效的股份认购合同应当经董事会批准。 

（一）原发行数量的约定 

根据发行人 2020 年 5 月 7 日召开的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第二

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以及发行人与梁耀铭先生签订《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

购协议》和《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

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15,000.00 万元。具体发行数量的计算公式为：发行股份数量

=本次募集资金总额÷发行价格。若公司在本次非公开发行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

期间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将对发行股票数量

进行相应调整。最终发行股票数量以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数量为准。 

2019 年度公司权益分派方案实施后及 2020 年股权激励行权后，本次非公开

发行的认购对象拟认购金额及股份数量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 认购金额（万元） 认购数量（万股）

1 梁耀铭 15,000.00 312.37

合计 15,000.00 312.37

 

（二）进一步明确的认购数量 

为进一步明确本次认购数量，经发行人于 2020 年 12 月 18 日召开第二届董

事会第 20 次会议审议通过，并与梁耀铭于 2020 年 12 月 18 日签署《附条件生效

的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二）》，本次发行认购数量明确如下：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15,000 万元，发行股票数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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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3698 万股，未超过本次发行前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30%。具体发行数量的计

算公式为：发行股份数量=本次募集资金总额÷发行价。 

若公司在本次非公开发行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息、送股、资本

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将对发行股票数量进行相应调整。最终发行

股票数量以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数量为准。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认购对象拟认购金额及股份数量如下： 

序号 认购对象 认购金额（万元） 认购数量（万股）

1 梁耀铭 15,000 312.3698 

 

综上所述，发行人已根据《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第十二条第

（二）项的规定补充明确认购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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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系广州金域医学检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请做好广州金域

医学检验集团非公开发行股票发审委会议准备工作的函>之回复报告》之盖章页） 

 

 

 

 

 

 

 

 

 

 

 

 

 

 

广州金域医学检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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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系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请做好广州金域医学检验集团

非公开发行股票发审委会议准备工作的函>之回复报告》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签名）：                                       

                          孙炎林            邵才捷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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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董事长声明 

 

本人已认真阅读广州金域医学检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本次回复报告的全部

内容，了解报告涉及问题的核查过程、本公司的内核和风险控制流程，确认本

公司按照勤勉尽责原则履行核查程序，告知函回复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上述文件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及时性承担

相应法律责任。 

 

 

 

 

 

董事长：          

张佑君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