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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安徽丰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 

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的专项说明 

 

中证天通（2021）证审字 0100010-1 号 

 

安徽丰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接受委托，审计了安徽丰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丰原药业”）合

并及母公司财务报表，包括 2020 年 12 月 31日的合并资产负债表和资产负债表，2020

年度的合并利润表和利润表、合并现金流量表和现金流量表、合并所有者权益变动表

和所有者权益变动表以及财务报表附注（以下简称“财务报表”），并于 2021 年 4

月 21 日签发了中证天通（2021）证审字第 0100010 号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规范上市

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证监会公告[2017]16

号）的要求，丰原药业编制了本专项说明所附的丰原药业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

联资金往来情况汇总表（以下简称“资金占用表”）。 

编制和对外披露资金占用表，并确保其真实性、合法性及完整性是丰原药业的责

任。我们对汇总表所载资料与我们审计丰原药业 2020 年度财务报表时所复核的会计

资料和经审计的财务报表的相关内容进行了核对，在所有重大方面没有发现不一致。

除了对丰原药业实施 2020 年度财务报表审计中所执行的对关联方交易的相关审计程

序外，我们并未对汇总表所载资料执行额外的审计或其他程序。 

本专项说明仅作为丰原药业向监管部门披露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

往来情况之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为了更好地理解丰原药业的非经营性资金占

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本专项说明所附的资金占用表应当与已审的财务报表一

并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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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安徽丰原药业股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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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证天通会计师事务所 中国注册会计师： 

（特殊普通合伙） （项目合伙人）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 · 北京  

                二 O 二一年四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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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丰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汇总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资金占用方类

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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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初占

用资金余额 

2020 年度占用累

积发生金额 

2020年度偿还

累计发生金额 

2020年期末占用

资金余额 
占用形成原因 占用性质 

A B C D E F G H I J 

实际控制人               

及其附属企业 

安徽丰原生物新材料有限公司 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 其他应收款  3.56  3.56 电费 经营性占用 

         

小计    3.56  3.56   

关联自然人                

及其控制的法 

         

小计         

其他关联方及

其附属企业 

安徽雪郎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子公司的股东 其他应收款  5.03  5.03 房租等 经营性占用 

小计    5.03  5.03   

上市公司的子

公司及其附属

企业 

安徽丰原医药贸易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应收账款 28.83  28.83  货款 经营性占用 

安徽丰原医药营销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应收账款 2,287.18 6,511.13 7,116.19 1,682.13 货款 经营性占用 

安徽丰原铜陵医药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应收账款 157.32 539.13 638.00 58.45 货款 经营性占用 

安徽丰原蚌埠医药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应收账款 927.67 3,742.06 3,649.23 1,020.50 货款 经营性占用 

安徽丰原利康制药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应收账款  0.30  0.30 货款 经营性占用 

安徽丰原医药进出口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应收账款  65.46  65.46 货款 经营性占用 

安徽丰原医药进出口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预付账款 313.36 2,103.61 2,416.97  货款 经营性占用 

安徽丰原医药营销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预付账款 57.60  57.60  货款 经营性占用 

安徽丰原铜陵中药饮片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733.42 1,153.96 1,165.56 721.82 往来款 非经营性占用 

安徽丰原医药营销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21,092.55 23,558.37 25,153.57 19,497.34 往来款 非经营性占用 

安徽丰原铜陵医药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3,135.42 2,240.86 2,312.92 3,063.37 往来款 非经营性占用 

安徽丰原医药贸易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3,498.52 3,492.16 6,989.62 1.06 往来款 非经营性占用 

蚌埠丰原医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2,499.56 2,713.77 3,109.43 2,103.89 往来款 非经营性占用 

马鞍山丰原药品经营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854.69 800.13 1,654.83  往来款 非经营性占用 

安徽丰原利康制药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5,427.16 16,115.57 16,773.90 14,768.83 往来款 非经营性占用 

安徽丰原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5,572.58 17,410.34 17,069.43 15,913.49 往来款 非经营性占用 

安徽丰原蚌埠医药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2,118.33 7,935.32 8,113.93 1,939.72 往来款 非经营性占用 

 淮南泰复制药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4,347.86 2,105.21 2,242.65 往来款 非经营性占用 

  小计   68,704.19 92,730.04 98,355.22 63,079.01                     

总计 68,704.19 92,738.64 98,355.22 63,087.61                             

43,929.43  

                         

41,198.76  

                 

61,84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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