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神奇制药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董事对 

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上海神奇制药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工作函》相关问题的意见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监管一部于 2021 年 5月 20日下发的《关于上海神

奇制药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工作函》（上证公

函【2021】0461号，以下简称“工作函”），要求公司全体董事对涉及“其他应收

款”的相关问题发表意见。公司全体董事现对工作函中涉及的相关问题发表意见

如下： 

问题：2.年报披露，报告期末其他应收款账面价值 0.30 亿元，较期初 1.40 

亿元大幅下滑，主要因本期计提减值准备 6487.36 万元所致。附注显示，按账

龄披露的其他应收款合计 1.31 亿元，1 年以上其他应收款占比 85.5%；按欠

款方归集的期末余额前五名均为自然人，金额合计 2728.68 万元，款项性质为

往来借款、备用金，账龄均为 3年以上，全额计提坏账。请公司补充披露：（2）

其他应收款余额前五名在以前年度的坏账准备计提情况和原因，公司对相关交

易对方是否进行了前期资信审查及后续追偿措施，对其他应收款的管控是否合

理审慎；请公司全体董事对问题（2）发表意见。 

【公司回复】 

公司其他应收款余额前五名系因公司借支的市场周转金形成。交易对方均公司非关联

方。 

公司为市场业务发展需要，曾采取由市场区域业务负责人集中向公司借支市场周转金

的营销管理模式。为控制公司资金风险，明确借款主体责任，公司要求业务负责人以个人名

义借款的方式借支市场周转金，用于业务负责人所管辖区域内下属业务团队人员维护开拓市

场渠道，扩大公司产品终端覆盖范围、促进公司产品销售，完成公司销售战略目标，各区域

业务团队人员规模为10—50人。 

周转金的借支，公司依流程对业务负责人的主体责任及资信状况进行了审定审批。在

业务开展过程中，业务负责人及其所属团队人员发生的符合公司业务管理规定的费用经审核

审批后据实报销。 

市场周转金采用据实结算方式进行管理，即相关业务负责人借出周转金后，其在所负

责业务范围尚未发生变动前，产生实际相关业务费用后，业务负责人填报单据经过营销管理

部门的确认，确认后将相关合同票据交由财务审核，公司财务部门按照业务类型、合同、票

据是否合规、周转金借支情况等内容审核无误后予以报销。业务完成或个人业务负责终止时

，公司财务及业务部门将与区域负责人进行结算，并对尚欠周转金余额进行清收。 

对不能及时收回的市场周转金，公司采取对账确认、法务部门介入催收、借款人作出

书面还款承诺等方式，保障公司利益。对于个别拒不配合的，公司采取司法介入方式强制清

收。 



一、公司2020年末其他应收款余额前五名2018-2020年坏账计提情况及原因如下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斯雅晴 石梦蛟 刚健 郭增平 王斌 

2020年：      

期末余额 992.50 630.00 394.16 365.00 347.02 

坏账准备 992.50 630.00 394.16 365.00 347.02 

账面价值 0.00 0.00 0.00 0.00 0.00 

计提原因 偿债能力较差 偿债能力较差 偿债能力较差 偿债能力较差 偿债能力较差 

2019年：      

期末余额 992.50 630.00 394.16 365.00 552.82 

坏账准备 992.50 63.00 197.08 36.50 165.85 

账面价值 0.00 567.00 197.08 328.50 386.97 

计提原因 

债务偿债能力

较差，全额计

提坏账准备 

根据信用风险分

析法计提坏账准

备 

根据信用风险分

析法计提坏账准

备 

根据信用风险分析

法计提坏账准备 

根据信用风险

分析法计提坏

账准备 

2018年：      

期末余额 770.86 630.00 399.18 455..00 552.52 

坏账准备 77.09 0.00 121.30 0.00 55.25 

账面价值 693.77 630.00 277.88 455..00 497.27 

计提原因 
根据账龄计提

坏账准备 

根据2018年政策

，1-6个月不计提

坏账准备 

根据账龄计提坏

账准备 

根据2018年政策，

1-6个月不计提坏账

准备 

根据账龄计提

坏账准备 

 

二、针对2020年末其他应收款余额前五名公司前期审批及后续追偿措施 

（一）斯雅晴 

斯雅晴为公司川渝市场的业务负责人，2016 年至 2018 年期间斯雅晴为开展市场营销

业务，向公司借市场周转金，现尚有余额 992.50 万元，至今未归还。市场周转金借款发生

时，公司已按相关程序进行审批。根据公司与斯雅晴所借支周转金往来账务核对，于 2020

年 7 月 15 日所确认的截止 2020 年 6 月 30 日《对账函》，斯雅晴认可尚欠公司款项 992.50

万元。经公司催收，因斯雅晴未及时履行还款义务，公司于 2020年 10月 9日向斯雅晴送达

《催款函》，对斯雅晴尚欠款项进行催收。为妥善处理该事项，防范财产损失风险，公司已

聘请外部律师团队协助处理。根据律师调查，因受 2020 年疫情影响，斯雅晴目前尚无还款

能力，后续将根据实际情况采取相应措施办理。根据调查进展情况并基于谨慎性原则考虑，

公司从 2019年起对斯雅晴的其他应收款全额计提坏账准备。 

（二）石梦蛟 

公司 2017年为了开展连锁药店收购业务，决定由石梦蛟负责开展执行连锁药店收购项

目，同时为了防范经营风险，保障公司财产安全，公司要求石梦蛟以个人名义向公司借支收

购连锁药店的款项 630.00 万元，该笔款项已按程序审批。因收购连锁药店业务未达到预期



目标，公司于 2019年开始催收还款。2020年，根据公司与石梦蛟往来账务，于 2020年 7月

15 日所确认的截止 2020 年 6 月 30 日《对账函》，石梦蛟认可尚欠公司款项 630.00 万元。

因石梦蛟未及时履行还款义务，公司于 2020年 10 月 9日向石梦蛟送达《催款函》，对石梦

蛟尚欠款项进行催收。为妥善处理该债权，防范财产损失风险，公司已聘请外部律师团队协

助处理。根据律师调查，因受 2020 年疫情影响，石梦蛟收入下滑，目前还款能力较差，虽

然石梦姣本人承诺，在 2022 年 6 月 30 日全部归还上述欠款，但公司基于谨慎性考虑，从

2020 年起对石梦蛟的其他应收款全额计提坏账准备。现已还款 140.00 万元，尚欠 490.00

万元。 

（三）刚健 

刚健为公司川渝市场的销售业务负责人。在其任职期间，刚健为开展川渝市场营销业

务，向公司借支市场周转金，至今仍有 394.16 万元尚未归还。市场周转金借款发生时，上

述周转金已按公司程序审批。刚健所借市场周转金余款，经公司多次催收，拒不配合还款。

公司已向重庆市公安局南岸分局报案，该局已立案调查，案件目前正办理中。基于谨慎性原

则考虑，公司从 2020 年起对刚健的其他应收款全额计提坏账准备。 

（四）郭增平 

郭增平为公司员工，从 2018年起，为开展市场营销业务，向公司借支市场周转金 455.00

万元，已归还 90.00万元，至今尚未归还 365.00 万元。根据公司市场周转金的借款政策，

上述周转金已按公司程序审批。公司于 2020 年 7 月 15 日和 2020 年 10 月 9 日两次向郭增

平送达《催款函》，对郭增平尚欠款项进行催收。因受 2020年疫情影响，郭增平目前暂无还

款能力，郭增平虽然已承诺在 2021年 12月 31日前归还上述款项，但公司基于谨慎性考虑，

2020年对郭增平的其他应收款全额计提坏账准备。 

（五）王斌 

王斌为公司员工，为开展湖南市场营销业务，向公司借支市场周转金，至今尚有 347.02

万元未归还。根据公司市场周转金的借款政策，上述周转金已按公司程序审批。公司于 2020

年 7月 15日和 2020年 10月 9日两次向王斌送达《催款函》，对王斌尚欠款项进行催收。多

次催收无果，公司对王斌欠款事实进行了梳理，计划采取法律途径追缴上述欠款，公司基于

谨慎性考虑，2020年对王斌的其他应收款全额计提坏账准备。 

 

三、公司对其他应收款的管控 

根据公司制度所有借款类业务由申请人提出，经部门经理审核、分管总监签字、并经

财务总监和总经理签字后，由出纳人员进行支付，公司的管控制度合理审慎。 

在 2018年以前，公司为开拓发展销售市场，实施省区经理负责制，各省区经理统管辖

区内销售业务，根据各省区市场销售规模的预计情况，统一借支市场周转金，根据业务完成

情况，凭相关资料经营销中心核实，财务审核，总经理审批后据实进行账务处理。 

2018 年后，公司调整营销管理模式，逐步取消各省区市场周转金统一借支。同时，开

始对前期已借支尚未归还的市场周转金进行催收。 

通过调整后营销管理模式的实施，其他应收款金额逐年下降，针对极少不归还原借支周

转金的业务人员，公司将采取法务催收及法律诉讼等方式，保障公司利益。 

 

 

 

 

 



【公司全体董事意见】 

公司其他应收款余额前五名系因公司借支的市场周转金形成。交易对方均

非关联方。 

公司为开拓发展销售市场需要，曾采取业务负责人统一向公司借支市场周

转金的营销管理模式。已发生的借支市场周转金，公司均对相关人员的资信情况

执行了严格审查，周转金的借支已按规定的流程进行审批，同时后续采用多种方

式进行了追偿工作，防范风险的发生。 

借支市场周转金的营销管理模式历史上对公司业务规模的扩展起到了有益

的推动作用，实现了公司阶段性的战略目标。随着业务规模的扩展，该种模式已

不适应公司发展的需要，公司已适时进行了调整，采取多种措施，降低预期信用

损失发生的风险。 

公司基于谨慎性原则，对其他应收款计提了充分的坏账准备，有利于公司经

营风险的防控。后期公司董事会将继续督促管理层对已借支尚未归还的市场周

转金开展追偿工作，合法保障公司利益。 

  



（本页无正文，为上海神奇制药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董事对上海证券交

易所《关于上海神奇制药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

管工作函》相关问题的意见董事签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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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长（张芝庭）：                   董   事（ZHANG TAO TAO）： 

 

 

董  事（冯  斌）：                   独立董事（陈世贵）： 

 

 

董  事（吴  涛）：                   独立董事（周  宁）： 

 

 

董  事（徐  丹）：                   独立董事（李丛艳）： 

 

 

董  事（吴克兢）： 

 

 

 

上海神奇制药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六月十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