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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单位：华东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万元

现大股东及其附属企业

小  计                                                                                             

前大股东及其附属企业              

小  计                                                                                             

总  计                                                                                             

中国远大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本公司大股东 应收账款 96.32                     96.32                                  销售 经营性往来

杭州华东医药集团有限公司 本公司第二大股东 其他应收款 9.00        78.02                                          78.02                     9.00           动力费、房租、代垫款 经营性往来

其他非流动资产 920.00                                                   920.00                                 采购 经营性往来

应收账款           534.94                                         534.94                                 销售 经营性往来

北京远大九和药业有限公司 本公司控股股东之下属企业 其他应收款 206.72                                                                           206.72         押金保证金 经营性往来

远大医药（中国）有限公司 本公司控股股东之下属企业 预付账款 970.32      5,978.79                                       6,872.94                  76.17          采购 经营性往来

武汉远大制药集团销售有限公司 本公司控股股东之下属企业 预付账款 5.57        43.01                                          48.58                                  采购 经营性往来

上海旭东海普药业有限公司 本公司控股股东之下属企业 预付账款 12.43       21.81                                          28.58                     5.66           采购 经营性往来

常熟雷允上制药有限公司 本公司控股股东之下属企业 预付账款           6.28                                           5.26                      1.02           采购 经营性往来

四川远大蜀阳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本公司控股股东之下属企业 预付账款 0.44                                                     0.44                                   采购 经营性往来

应收账款           95.68                                          95.68                                  销售 经营性往来

其他应收款           34.24                                          34.24                                  技术服务费 经营性往来

云南雷允上理想药业有限公司 本公司控股股东之下属企业 应收账款 115.70      236.64                                         237.82                    114.52         销售 经营性往来

广东雷允上药业有限公司 本公司控股股东之下属企业 应收账款 454.78      354.27                                         371.15                    437.90         销售 经营性往来

雷允上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本公司控股股东之下属企业 应收账款 497.15      454.48                                         405.00                    546.63         销售 经营性往来

长春雷允上药业有限公司 本公司控股股东之下属企业 应收账款 2.22        10.10                                          2.22                      10.10          销售 经营性往来

山西远大置业有限责任公司 本公司控股股东之下属企业 应收账款 1.40                                                     1.40                                   销售 经营性往来

常熟雷允上制药有限公司 本公司控股股东之下属企业 应收账款           7.14                                                                   7.14           销售 经营性往来

远大物产集团有限公司 本公司控股股东之下属企业 应收账款           16.48                                          16.48                                  销售 经营性往来

北京海湾半山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本公司控股股东之下属企业 其他应收款           12.00                                          10.50                     1.50           会议费 经营性往来

本公司子公司之联营企业 应收账款 13.62       555.72                                         567.76                    1.58           销售 经营性往来

本公司子公司之联营企业 其他应收款           36.50                                          36.50                                  房租 经营性往来

杭州汤养元医药有限公司 本公司子公司之联营企业 应收账款 9.65        20.58                                          29.79                     0.44           销售 经营性往来

杭州汤养元中医门诊部有限公司 本公司子公司之联营企业之子公司 应收账款           1,138.54                                       1,066.87                  71.67          销售 经营性往来

杭州君澜医药贸易有限公司 参股企业 应收账款 3,494.89    14,005.99                                      14,968.73                 2,532.15       销售 经营性往来

重庆派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本公司子公司之联营企业 其他非流动资产           1,500.00                                                               1,500.00       接受技术转让 经营性往来

江苏荃信生物医药有限公司 本公司子公司之联营企业 其他非流动资产           3,000.00                                       169.81                    2,830.19       接受技术转让 经营性往来

蓬莱诺康药业有限公司 本公司子公司之联营企业 其他非流动资产           3,000.00                                                               3,000.00       接受技术转让 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杭州华东医药集团新药研究院有限公司 高管关联

杭州远大生物制药有限公司 本公司控股股东之下属企业

2020年度往来累计发生金额 2020年度往来资金的利息 2020年度偿还累计发生金额
2020年期末
往来资金余额

往来形成原因其它关联资金往来 资金往来方名称 往来方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上市公司核算的会计科目
2020年期初
往来资金余额

大股东及其附属企业

杭州九源基因工程有限公司

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汇总表

2020年度

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资金占用方名称 占用方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上市公司核算的会计科目
2020年期初
占用资金余额

2020年度占用累计发生金额 2020年度资金占用的利息 2020年度偿还累计发生金额

往来性质

2020年期末
占用资金余额

占用形成原因 占用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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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中美华东制药有限公司 本公司之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550.00                                                                 550.00         代垫款 非经营性往来

杭州中美华东制药江东有限公司 本公司之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9,000.00                           548.00                 10,548.00                 9,000.00       资金拆借 非经营性往来

华东医药宁波销售有限公司 本公司之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6,000.00   13,000.00                 567.08                 13,567.08                 16,000.00      资金拆借 非经营性往来

华东医药(西安)博华制药有限公司 本公司之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400.00                              0.29                   400.29                                 资金拆借 非经营性往来

华东医药(杭州)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本公司之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3,282.47    9,861.78                  114.41                 10,323.24                 2,935.42       资金拆借、代垫款 非经营性往来

华东医药供应链管理(杭州)有限公司 本公司之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2,000.00    1,000.00                  54.93                  3,054.93                               资金拆借 非经营性往来

华东医药供应链管理(金华)有限公司 本公司之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7,400.00                  93.66                  93.66                     7,400.00       资金拆借 非经营性往来

江苏九阳生物制药有限公司 本公司之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5,350.00                            199.69                 199.69                    5,350.00       资金拆借 非经营性往来

华东医药湖州有限公司 本公司之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3,000.00   10,000.00                 411.42                 14,411.42                 9,000.00       资金拆借 非经营性往来

华东医药丽水有限公司 本公司之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9,000.00    11,000.00                 153.62                 14,153.62                 6,000.00       资金拆借 非经营性往来

华东医药（烟台）制药有限公司 本公司之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390.00                              14.56                  14.56                     390.00         资金拆借 非经营性往来

华东医药存德(舟山)有限公司 本公司之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7,000.00    4,200.00                  261.81                 4,261.81                  7,200.00       资金拆借 非经营性往来

华东医药岱山有限公司 本公司之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2,500.00                            87.51                  487.51                    2,100.00       资金拆借 非经营性往来

华东医药绍兴有限公司 本公司之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3,000.00    18,803.27                 74.96                  16,874.96                 5,003.27       资金拆借、代垫款 非经营性往来

杭州悦行优品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本公司之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0.64        0.92                                           1.25                      0.31           代垫款 非经营性往来

杭州华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本公司之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89.66       3,000.00                                                               3,089.66       资金拆借 非经营性往来

Sinclair Pharma Limited 本公司之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6,439.84    5,284.08                  110.01                 6,482.33                  5,351.60       资金拆借 非经营性往来

杭州杏联医疗管理有限公司 本公司之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377.66      600.38                    15.94                  17.33                     976.65         资金拆借、代垫款 非经营性往来

华东宁波医药有限公司 本公司之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5,000.00                  10.42                  5,010.42                               资金拆借 非经营性往来

辛克莱（上海）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本公司之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500.00                                                                 500.00         资金拆借 非经营性往来

瑞途（上海）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本公司之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500.00                    2.67                   2.67                      500.00         资金拆借 非经营性往来

杭州华东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本公司之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66.67                                                    2.50                      64.17          房租 经营性往来

杭州华东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本公司之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58.64                                          58.13                     0.51           代垫款 非经营性往来

杭州华东武林大药房有限公司 本公司之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58.78                                          58.13                     0.65           代垫款 非经营性往来

华东医药温州有限公司 本公司之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3.89                                                                   3.89           代垫款 非经营性往来

杭州华东中药饮片公司 本公司之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20.54                                          17.37                     3.17           代垫款 非经营性往来

杭州悦可医疗美容诊所有限公司 本公司之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0.02                                                                   0.02           代垫款 非经营性往来

杭州采薇坊香文化创意有限公司 本公司之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61        0.05                                           1.66                                   代垫款 非经营性往来

关联自然人及其控制的法人              

其他关联方及其附属企业              

总  计 94,612.44   121,983.56                2,720.98               126,545.27                92,771.71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往来形成原因
2020年期初
往来资金余额

2020年度往来累计发生金额 2020年度往来资金的利息 2020年度偿还累计发生金额
2020年期末
往来资金余额

往来性质

法定代表人：                                                                                           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                                                                                       会计机构负责人：

其它关联资金往来 资金往来方名称 往来方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上市公司核算的会计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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