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华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公司 2020 年年报问询函相关事项的核查意见 

 

华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5 月 26 日收到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管理一部下发的《关于对华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

报的问询函》（公司部年报问询函〔2021〕第 193 号）。作为公司独立董事，基于

独立判断立场，根据问询函的要求，我们就问询函相关事项进行了核查，发表核

查意见如下： 

一、年报显示，你公司 2020 年末委托理财余额为 2,660.00 万元，未到期余

额为 1,627.14 万元；你公司 2020 年购买理财产品的投资收益仅 8.34 万元。 

请你公司： 

以表格方式列示上述理财产品的明细，包括但不限于购买主体、投资金额、

投资期限、投资产品、投资标的、投资收益率、受托管理机构，截至回函日委

托理财的回收进展； 

公司回复： 

该理财产品具体情况如下表： 

序

号 

购买

主体 

投资产

品 

投资

金额 

投资

期限 
投资标的 投资收益率 

受托管

理机构 

1 

上海

樱华

门诊

部有

限公

司 

交通银

行蕴通

财富活

期型结

构性存

款 S 款 

1,550 

无固

定期

限 

三个月期限的上海

银行间同业拆放利

率（3M Shibor） 

3M Shibor 为上海

银行间同业拆放利

率，该利率是全国

银行间同业拆借的

基准利率 

产品以客户的每笔认/申购为单位累计其存续天数，客

户支取时，按照支取本金的实际存续天数和对应的实际

年化收益率计算客户收益。实际存续天数：自收益计算

起始日（含）起至收益计算截止日（不含）的天数。 

未触发行权条件：观察日当天 3M Shibor 不小于基准比

较值时，即未触发行权条件，客户获得高档收益率，存

续期限与高档收益率的对应关系如下： 

存续天数 收益率  

1 天（含）-7 天（不含） 1.10% 

7 天（含）-14 天（不含）  1.10% 

14 天（含）-21 天（不含 1.10% 

21 天（含）-31 天（不含） 1.10% 

31 天（含）-61 天（不含） 1.20% 

61 天（含）-91 天（不含） 1.20% 

91 天（含）-181 天（不含）  1.50% 

181 天（含）-361 天（不含）  1.55% 

361 天（含）以上 1.60% 

交通银

行股份

有限公

司 



触发行权条件：观察日当天 3M Shibor 小于基准比较值

时，即触发行权条件时，客户获得低档收益率，存续期

限与低档收益率的对应关系如下： 

存续天数 收益率  

1 天（含）-7 天（不含） 0.88% 

7 天（含）-14 天（不含）  0.88% 

14 天（含）-21 天（不含 0.88% 

21 天（含）-31 天（不含） 0.88% 

31 天（含）-61 天（不含） 0.88% 

61 天（含）-91 天（不含） 0.88% 

91 天（含）-181 天（不含）  0.88% 

181 天（含）-361 天（不含）  0.88% 

361 天（含）以上 0.88% 

观察期内非观察日收益率按照上一观察日实际收益率

执行。 

整个存续期客户获得的实际年化收益率=[（存续期内

3M Shibor 小于基准比较值的天数）*（实际存续天数对

应的低档收益率）+ （观察期内 3M Shibor 大于等于基

准比较值的天数）*（实际存续天数对应的高档收益率）]/

实际存续天数。 

2 

上海

樱园

门诊

部有

限公

司 

非凡资

产管理

增增日

上收益

递增理

财产品

对公款 

80 

无固

定期

限 

①存款、债券回购、

资金拆借等货币市

场工具，债券、理

财直接融资工具、

货币市场基金、债

券基金、主要投资

方向为债券的基金

专户、符合监管要

求的资产管理计划

等投资工具【比例

为 30%-100%】 

②符合监管要求的

债权类资产、权益

类资产、其他资产

或资产组合【比例

为 0-60%】 

以上投资比例可在

【-15%,+15%】的

区间内浮动。 

银行根据市场利率和投资标的的收益率变动及资金运

作情况不定期调整参考收益率，并至少于新参考收益率

启用前一个工作日公布 

 

中国民

生银行

股份有

限公司 

2021 年 3 月，由于公司 2020 年 3 月 30 日召开的十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

议审议通过的委托理财额度有效期即将届满，樱华门诊部、樱园门诊部陆续将所

购买的理财产品全部赎回。截至 2021 年 3 月 29 日，樱华门诊部、樱园门诊部委



托理财余额为 0 元。 

公司 2021年 4月 14日召开十一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新的委托理财

额度有效期生效后，樱华门诊部、樱园门诊部开始继续进行委托理财。截至本回

复出具之日，樱华门诊部、樱园门诊部购买理财产品合计 1,900.00 万元，其中保

本型结构性存款 1,900.00 万元，风险较低水平浮动收益型银行理财产品 0 万元。 

（2）结合 2020 年你公司理财产品的投资收益较低的情况，说明委托理财

产品的选择依据、主要考虑及合理性，理财资金的最终投向、投资标的的主要

股东及与你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5%以上股东、实际控制人是否

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可能造成利益倾斜的关系，是否存在关联方（变相）占用

你公司资金或你公司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形。 

公司回复： 

1、委托理财产品的选择依据、主要考虑及合理性 

樱华门诊部、樱园门诊部为公司持股 51%的控股公司樱华医院之全资子公司，

公司持有的樱华医院 51%股权系 2018 年内获得原实际控制人李雪峰无偿赠与。

樱华医院已于 2019 年度开始成为对公司经营业绩具有重要影响的非全资子公司。

结合前述情况，现就樱华门诊部、樱园门诊部购买理财产品选择依据、主要考虑

及合理性说明如下： 

(1)公司取得樱华医院实际控制权之前，樱华门诊部、樱园门诊部即有使用

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资金管理及投资习惯； 

(2)樱华医院主要开展全科医疗服务。公司取得樱华医院实际控制权之后，

其能够为公司贡献一定的收入及利润。公司在保证其日常经营、资金流动性和安

全性的基础上，同意其使用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以期提高资金

使用效率，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樱华门诊部、樱园门诊部在进行委托理财时，

也将保证日常经营需要、资金流动性和安全性作为选择委托理财产品的依据和主

要考虑因素。因此，樱华门诊部、樱园门诊部购买的理财产品均为风险较低水平

浮动收益型银行理财产品或保本型结构性存款，安全性、灵活性较高，收益率偏

低。在此情况之下，不可避免地出现投资收益较低的情况，但可以较高程度上保

障用于理财资金的安全性、理财产品回收的灵活性，满足樱华门诊部、樱园门诊

部日常经营需要。 



因此，公司委托理财产品的选择具备合理性。 

2、关联关系核查及相关情况说明 

公司委托理财资金投向请见以上第 1 点所述理财产品明细；不存在投资标的

的主要股东。 

经公司自查，公司与上述理财资金最终投向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可能造成

利益倾斜的关系；经公司向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湖北资管

及 5%以上股东西藏麦田函证，根据公司收到的前述各方的回复，公司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及 5%以上股东西藏麦田均明确表示与上述理财资金最终投向

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可能造成利益倾斜的关系，公司控股股东湖北资管表示其

及其实际控制人与上述理财资金最终投向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可能造成利益

倾斜的关系。 

公司委托理财不存在关联方（变相）占用公司资金或公司对外提供财务资助

的情形。 

独立董事核查意见： 

我们审阅了公司以上回复说明、公司理财产品的明细情况等资料。经核查，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购买的理财产品均为风险较低水平浮动收益型银行理财产品

或保本型结构性存款。理财主体为公司之控股子公司樱华门诊部、樱园门诊部，

樱华门诊部、樱园门诊部为公司持股 51%的控股公司樱华医院之全资子公司，公

司持有的樱华医院 51%股权系 2018 年内获得原实际控制人李雪峰无偿赠与，其

主要开展全科医疗服务，已于 2019 年度开始成为对公司经营业绩具有重要影响

的非全资子公司。公司取得樱华医院实际控制权之前，樱华门诊部、樱园门诊部

即有使用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资金管理及投资习惯。在此情况下，

公司使用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购买该等银行理财产品，能够保证其日常经营、资金

流动性和安全性，具备合理性；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 5%以上股东

西藏麦田均明确表示与上述理财资金最终投向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可能造成

利益倾斜的关系，公司控股股东湖北资管表示其及其实际控制人与上述理财资金

最终投向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可能造成利益倾斜的关系，公司委托理财不存在

关联方（变相）占用公司资金或公司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形。 

二、年报显示，你公司 2020 年对前五大客户销售占比合计为 64.66%，其中：



第二大客户上海芥箴健康咨询有限公司、第三大客户北京大德博瑞管理咨询有

限公司的注册资本分别为 100 万元和 200 万元，但你公司 2020 年对其销售额达

820.53 万元和 426.04 万元；你公司从前五大供应商采购额占比合计为 97.15%，

其中对上海长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采购额占比达 81.54%。 

请你公司： 

说明你公司与前五大客户和供应商的主要交易内容，上述客户和供应商与

你公司及你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5%以上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

其他可能造成利益倾斜的关系； 

公司回复： 

报告期内，公司与前五大客户和供应商主要交易内容如下： 

1、前五大客户 

序号 客户名称 销售额（元） 交易内容 

1 华泰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12,697,130.33 全科医疗服务 

2 上海芥箴健康咨询有限公司 8,205,319.00 疫苗接种服务（不含新冠疫苗） 

3 北京大德博瑞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4,260,390.00 疫苗接种服务（不含新冠疫苗） 

4 威尔比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3,790,644.05 全科医疗服务 

5 普莱斯基股份有限公司 3,433,540.00 全科医疗服务 

合计 - 32,387,023.38 - 

2、前五大供应商 

 

序号 供应商名称 采购额（元） 交易内容 

1 上海长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10,896,405.00 疫苗（不含新冠疫苗） 

2 国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1,015,390.77 购买药品及医疗物品 

3 上海得一医药有限公司 446,403.72 购买药品及医疗物品 

4 上海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312,685.99 购买药品及医疗物品 

5 鑫鑫阳光装饰（北京）有限公司 311,320.75 土地租金 

合计 - 12,982,206.23  - 

经公司自查，上述客户和供应商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可能造成利益

倾斜的关系；经公司向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湖北资管及

5%以上股东西藏麦田函证，根据公司收到的前述各方的回复，公司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湖北资管及 5%以上股东西藏麦田均明确表示与上述客

户和供应商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可能造成利益倾斜的关系。 

（2）结合你公司第二、三大客户均为咨询公司，注册资本较低、规模较小



的情况，请根据你公司的销售模式、提供服务的内容等，说明你公司对其进行

销售且规模较大的原因，该两家公司是否为你公司的最终客户。 

公司回复： 

上海芥箴健康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芥箴”）、北京大德博瑞管理咨

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德博瑞”）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樱华医院的客户。经查

询公开信息，其主要情况如下： 

上海芥箴健康咨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 
91310109332496364N 

法定代表人 田国良 

注册资本 人民币 100 万元 

成立日期 2015 年 4 月 1 日 

股权结构 田国良持股 92.07%，邹斌持股 7.93% 

经营范围 

健康咨询，会展会务服务，商务咨询，从事计算机、网络信息、系统集成科技专业领

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软件设计开发，电子商务（不得

从事增值电信、金融业务），贸易代理，互联网生产服务平台，互联网广告服务，广

告设计、制作、代理、发布，票务代理，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家庭远程健

康管理服务，药品、医疗器械互联网信息服务；销售医疗器械，计算机、软件及辅助

设备，电子产品，化妆品，日用百货，玩具，互联网批发、零售；食品销售（限分支

机构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北京大德博瑞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 
91110101080482555A 

法定代表人 刘永超 

注册资本 人民币 200 万元 

成立日期 2013 年 10 月 24 日 

股权结构 刘永超持股 55%，王继尧持股 35%，夏田田持股 10% 

经营范围 

经济信息咨询；企业管理咨询；健康管理、健康咨询（须经审批的诊疗活动除外）；

企业策划；教育咨询（不含中介服务）；财务咨询（不得开展审计、验资、查帐、评

估、会计咨询、代理记账等需经专项审批的业务，不得出具相应的审计报告、验资报

告、查帐报告、评估报告等文字材料。）；技术推广服务；设计、制作、代理、发布

广告；计算机系统集成；会议服务；承办展览展示；销售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

通讯设备；代理记账。（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代理记账。

以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

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2020 年因受疫情影响，樱华医院重点拓展 HPV、流感等各类疫苗（不含新

冠疫苗）接种业务，其业务主要是通过上海芥箴、大德博瑞的运营管理网络平台

代理销售。宾客通过上海芥箴、大德博瑞的网络平台下单预约疫苗接种服务，并



按照预约时间到樱华医院接种疫苗。上海芥箴、大德博瑞通过网络平台直接收取

疫苗款项后，定期与樱华医院结算。上述两家公司仅作为公司代理销售平台，为

樱华医院提供中介媒介类型的服务，不是公司最终客户，公司最终客户系接受疫

苗接种服务的宾客。 

独立董事核查意见： 

我们审阅了公司以上回复说明、公司提供的主要客户和供应商的资料、主要

交易内容等资料。经核查，公司、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湖

北资管及 5%以上股东西藏麦田函证，根据公司收到的前述各方的回复，公司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湖北资管及 5%以上股东西藏麦田均明确表

示与上述客户和供应商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可能造成利益倾斜的关系；经了解

公司向第二、三大客户上海芥箴、大德博瑞销售模式、提供服务的内容，上海芥

箴、大德博瑞系自身运营管理的网络平台代理销售樱华医院的 HPV、流感疫苗

接种服务，主要为樱华医院提供接种疫苗人员的订单。这两家公司主要为樱华医

院提供中介媒介类型的服务，仅作为公司代理销售平台，不是最终客户。公司最

终客户系接受 HPV、流感疫苗接种服务的宾客。 

三、你公司 2019 年年报显示，公司对常州阜贤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阜

贤商贸”）的其他应收款期末余额为 178.36 万元，账龄为 1-2 年，但你公司对

其全额计提坏账准备。你公司 2018 年年报显示，该公司曾为你公司 2018 年第

五大供应商。 

请说明你公司对阜贤商贸其他应收款的发生时间、原因、用途、资金流向，

账龄较短但全额计提坏账准备的原因及合理性，你公司与阜贤商贸是否存在除

正常采购业务之外的其他资金往来，该公司是否与你公司原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及其关联方、5%以上股东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可能造成利益倾斜的关系。 

公司回复： 

（1）阜贤商贸系公司 2017 年-2018 年大宗贸易商品供应商，公司向其采购

电解铜、乙二醇等。公司依照合同约定向阜贤商贸完成货款支付，阜贤商贸依照

合同约定向公司完成相应货物交付。由于实际交货数量与合同约定数量会存在较

小差异，故每批次货物交付后与公司付款金额会形成部分量差。根据交易惯例，

该部分量差会结转到下一批次货物一同交付。2018 年 6 月，由于公司经营发生



变化，暂时停止大宗贸易业务，该部分量差暂未结算。2019 年，公司多次联系

阜贤商贸结算该部分款项，未能取得联系。故 2019 年将该笔款项从预付款项转

入其他应收款全额计提坏账准备。公司与阜贤商贸不存在除正常采购业务之外的

其他资金往来。 

（2）关联关系核查及说明 

2018 至 2019 年，除原控股股东西藏麦田和原 5%以上股东定远德轮投资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定远德轮”）外，公司不存在其他 5%以上股东。经公司向

原控股股东西藏麦田、原实际控制人李雪峰、张子若及原 5%以上股东定远德轮

函证，根据公司收到的前述各方的回复，公司原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均明确表

示其及其关联方与阜贤商贸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可能造成利益倾斜的关系，公

司原 5%以上股东定远德轮明确表示其与阜贤商贸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可能造

成利益倾斜的关系。 

独立董事核查意见： 

我们审阅了公司以上回复说明、公司提供的与阜贤商贸开展业务及 2019 年

末应收账款的有关情况。经核查，公司曾于 2017 年-2018 年与阜贤商贸开展大宗

商品贸易业务，2018 年 6 月，由于公司经营发生变化，暂时停止大宗贸易业务。

2019 年，公司多次联系阜贤商贸结算前期未能结算的量差，但未能取得联系。

故公司 2019 年将该笔款项从预付款项转入其他应收款全额计提坏账准备。公司

与阜贤商贸不存在除正常采购业务之外的其他资金往来；经公司向原控股股东西

藏麦田、原实际控制人李雪峰、张子若及原 5%以上股东定远德轮函证，根据公

司收到的前述各方的回复，公司原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均明确表示其及其关联

方与阜贤商贸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可能造成利益倾斜的关系，公司原 5%以上

股东定远德轮明确表示其与阜贤商贸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可能造成利益倾斜

的关系。 

 

 

独立董事：                                                 

                     文红星            张   红         姜   颖 

2021 年 6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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