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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624         证券简称：复旦复华        公告编号：临 2021-040 

 

上海复旦复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公司 2020 年年度报

告的信息披露监管工作函的回复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复旦复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上海证券

交易所《关于上海复旦复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

工作函》（上证公函【2021】0556号，以下简称“《工作函》”）。公司收到《工作

函》后，积极组织相关部门对《工作函》所述问题进行逐项落实并回复，现对《工

作函》所述问题回复如下： 

问题一、关于审计意见 

年报披露，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关于对上海复旦

复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度财务报表出具保留意见审计报告的专项说明》，

公司 2020 年 12月 31日合并资产负债表的存货账面价值中包括与复华园区海门

园配套住宅项目（复华文苑）相关的账面价值人民币 63,588.79 万元，约占公

司总资产的 31%，占比较高。其中，2,010.62 万元为 2020 年内新增的工程审价

变动。截至本报告日，该项目的工程审价尚未完成，公司尚未就工程审价增量

部分与工程承包单位达成一致意见，尚未取得相关的竣工决算报告及相关支持

性文件资料。该项目于 2016 年 3月开工，2018 年 12月竣工。请公司补充披露：

1.2018 年 12月竣工以来，长期未就工程结算价达成一致的具体原因，是否存在

实际工程支出与工程造价不符的情况；2.截止目前，公司是否已与工程承包单

位达成一致意见并取得相关竣工决算报告及相关支持性文件；3.如否，请明确

解决途径和取得相关竣工结算报告等文件的时限，并说明是否会就相关资产计

提减值准备；4.复华文苑是否仍在建设期，在后续建设中，相关结算是否会存

在类似问题；5.复华文苑工程承包商和前五大工程供应商，与公司是否存在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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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关系，如是，请说明相关交易定价是否公允；6.截止本期末，公司与上述主

体之间的应收、应付、预收、预付情况，是否存在大额应付和预付款项。 

公司回复： 

1.2018 年 12月竣工以来，长期未就工程结算价达成一致的具体原因，是否

存在实际工程支出与工程造价不符的情况。 

公司控股子公司海门复华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门房产”）开

发的海门复华文苑项目，建筑面积约 19.53 万平方米。该项目于 2016 年 3 月正

式开工，2018年 12 月底竣工。 

2019 年 2 月，公司成立了项目决算审价小组，全面负责监督审价工作，同

时聘请了具有甲级资质的第三方建设工程造价咨询公司进行竣工结算审价。2019

年 9 月，工程承包单位正式向建设工程造价咨询公司提交了该项目资料文件。

2019年 10月起建设工程造价咨询公司逐步开展资料核对、上机计算、现场勘察

复核等工作。2020年初受新冠疫情影响现场审价工作受限，直至 2020 年 6月才

重新恢复相关工作。目前，双方仍在协商中。 

海门房产与工程承包单位就工程施工期间因人工费、材料单价上涨造成价格

补差、文明措施费的取费标准和实际范围的确定等问题存在一定争议和分歧。因

当地政府建筑规范调整进行的设计变更等，实际工程支出存在超过施工合同暂定

总金额情况，公司基于谨慎原则，根据项目的进展情况暂估了可能增量成本。 

2.截止目前，公司是否已与工程承包单位达成一致意见并取得相关竣工决

算报告及相关支持性文件。 

截止目前，海门房产尚未就本工程项目的结算价与工程承包单位达成一致，

故尚未取得建设工程造价咨询公司出具的竣工决算报告及相关支持性法律文件。 

3.如否，请明确解决途径和取得相关竣工结算报告等文件的时限，并说明

是否会就相关资产计提减值准备。 

目前，公司聘请的具有甲级资质的第三方建设工程造价咨询公司正抓紧复核

相关基础资料，公司将尽快解决。公司根据项目的进展情况暂估了可能增量成本，

该项目销售备案价呈上涨趋势，故该项目开发成本不存在计提减值准备的情形。 

4.复华文苑是否仍在建设期，在后续建设中，相关结算是否会存在类似问

题。 

复华文苑已于 2018 年年底工程竣工，无后续建设项目，不存在相关类似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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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 

5.复华文苑工程承包商和前五大工程供应商，与公司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如是，请说明相关交易定价是否公允。 

复华文苑工程承包商和前五大工程供应商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均经过招

投标程序。 

6.截止本期末，公司与上述主体之间的应收、应付、预收、预付情况，是

否存在大额应付和预付款项。 

截止本期末，公司与复华文苑工程承包商和前五大工程供应商应收、应付、

预收、预付情况如下：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序号 公司名称  备注 
应收账款/

其他应收款 
应付账款 预收账款 预付账款 

1、截至本期末，公司与复华文苑工程承包商之间的应收、应付、预收、预付明细余额： 

(1) 
舜杰建设（集团）有限

公司 
总包工程承包商 0.00 

 

83,620,000.00

（注） 

0.00 0.00 

2、截至本期末，公司与前五大工程供应商之间的应收、应付、预收、预付明细余额： 

(1) 
舜杰建设（集团）有限

公司 
总包工程承包商 0.00 83,620,000.00 0.00 0.00 

(2) 
江苏大生电气工程有限

公司 

居配电工程及专变及

土建工程 
0.00 3,933,070.66 0.00 0.00 

(3) 
上海梵顺楼宇设备有限

公司 
别墅电梯及安装工程 0.00 0.00 0.00 0.00 

(4) 上海鹏阳电梯有限公司 
小高层电梯及安装工

程 
0.00 0.00 0.00 0.00 

(5) 
南通上越建设工程有限

公司 
绿化景观工程 0.00 1,310,048.80 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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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应付账款（舜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83,620,000.00元包含：1.合

同未付款 27,513,815.01 元；2.因当地政府建筑规范调整进行的设计变更等，公

司基于谨慎原则，根据项目的进展情况暂估了可能增量成本 56,106,184.99 元。 

问题二、关于长期股权投资 

年报披露，公司共有 10 家联营企业，本期上海复华中日医疗健康产业发展

有限公司计提减值准备 6894 万元，公司期末长期股权投资余额为 1.38 亿元。

另外，经上海复旦复华商业资产投资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通过，该公司本期产

生的所有亏损全部由股东上海复华商业集团有限公司一家承担，子公司上海复

旦复华科技创业有限公司不承担任何相关的亏损。请公司补充披露：1.上海复

华中日医疗健康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的主要财务数据及经营情况，本期计提减值

准备的主要原因，减值准备计提金额的依据和合理性；2.公司与上海复旦复华

商业资产投资有限公司、上海复华商业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复旦复华科技创业

有限公司之间的股权关系和关联关系；3.就上海复旦复华商业资产投资有限公

司本期产生的亏损由股东上海复华商业集团有限公司一家承担事项，仅由上海

复旦复华商业资产投资有限公司召开股东大会决议是否有效，股东上海复华商

业集团有限公司是否就相关事项履行了审议程序，就亏损承担事项，相关各方

是否签署了相关协议；4.上海复旦复华商业资产投资有限公司本期主要财务数

据和经营情况，亏损的主要原因，若相关亏损不由上海复华商业集团有限公司

承担，公司是否应当计提减值准备，以及应计提减值准备的金额；5.上海复华

商业集团有限公司已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其承担亏损是否具有可行性和可持

续性，本期不计提减值准备的依据是否充分、合理，相关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会

计准则的要求，公司是否拟通过上述行为调节本期利润。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意

见。 

公司回复： 

1.上海复华中日医疗健康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的主要财务数据及经营情况，

本期计提减值准备的主要原因，减值准备计提金额的依据和合理性。 

公司对于上海复华中日医疗健康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原公司名称：上海复华

软件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复华软件”))历年持股情况： 

（1）首次增资引入合作伙伴情况 

2012 年 3月 30 日，公司七届八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引进投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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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全资子公司上海复华软件产业发展有限公司进行增资的议案》，公司引进投资

方上海明太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注：现改名为上海复华商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复华商业集团”））对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复华软件产业发展有限公司进行

增资。复华商业集团以货币资金人民币 16,500 万元对复华软件公司进行增资，

其中，人民币 9,368 万元计入注册资本，其余 7,132万元计入资本公积。增资完

成后，复华软件公司注册资本增加至 18,368 万元，其中复华商业集团持有复华

软件公司 51%股权；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上海复华高新技术园区发展有限公司和

上海复旦软件园有限公司原出资人民币 9,000万元，持有复华软件公司 49%股权。 

公司当初增资引入合作伙伴，其根据公司投资策略调整及开发的需要，可以

增加复华软件的开发资金，推进上海复华高新技术园区科技创新基地项目二期的

持续开发，为公司新项目的开发创造条件。2012 年增资后，复华软件由公司的

全资子公司变为参股公司，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2）第二次增资情况 

复华软件公司科技创新基地项目二期开工后，前期的建设过程因资金问题拖

长了建设周期，导致建设期的负债过高、财务成本过高。当时，复华软件公司营

业收入极少，且尚欠部分工程款未付。为此，复华商业集团提议对复华软件公司

增资扩股，增资资金将用于偿还后续到期的银行贷款。综合考虑公司未来发展战

略和资金使用安排，公司决定放弃此次股东享有的按照同比例认缴出资的优先权

利，增资后复华商业集团股权比例由 51%增加到 80%，公司股权比例由 49%下降

到 20%。经全体股东商议，此次增资扩股后，本公司在复华软件公司股东会、董

事会等决议事项的表决权仍为 49%。 

交易增资价格以上海申威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2017年 7月 31日复华软件公司

净资产评估值为依据，其评估值为 27,292.36 万元，确定为 1.4859元/注册资本

元，复华商业集团以 39,572.49 万元人民币认缴 26,632 万元人民币新增注册资

本，增资后复华软件公司注册资本由原来 18,368 万元增加到 45,000 万元，溢价

部分计入资本公积。2018年 2月 26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会

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放弃参股公司同比例增资权的议案》，公司此次放弃优先

同比例增资权的金额合计为 19,391 万元。此次增资事项已于 2018 年 6 月 26 日

完成。 

（3）公开挂牌转让股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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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12月 28 日，公司 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

公开挂牌转让参股公司股权的议案》，公司拟通过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

转让公司所持上海复华软件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的 20%股权。标的股权评估价值为

13,682.68万元，最终评估价值以经国资备案为准。公司按不低于经国资备案的

评估价值作为挂牌底价，最终交易价格根据公开挂牌结果确定。交易完成后，公

司不再持有标的公司股权。公司公开挂牌转让参股公司股权事项未获得原控股股

东复旦大学、原实际控制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等国有资产管理机构的备案，

目前公司控股股东已变更为上海奉贤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变更为

上海市奉贤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该事项需重新履行相关程序。根据发展

战略，公司后续仍将积极推动该参股公司股权转让事宜。 

根据北京双斗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出具的双斗审字[2019]第 G05918

号 2018 年审计报告、上海道和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道和审字[2020]第 1151 号

2019 年审计报告、北京永坤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出具的永坤审字[2021]

第 H-0212 号 2020年审计报告，上海复华中日医疗健康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主要财

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  目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流动资产   1,487,132,950.96    1,906,969,423.81    1,938,991,524.21  

  其中：货币资金        243,761.90           597,352.27         739,062.26  

        应收账款      2,307,599.89         2,173,481.88       1,981,765.90  

        预付账款     92,324,886.39        92,324,886.39      92,324,886.39  

          其他应收款    574,857,642.02       872,076,351.78     823,432,344.49  

    存货    817,399,060.76       939,797,351.49   1,020,513,465.17  

固定资产净额         354,691.30          159,094.14            4,828.95  

资产合计   1,487,957,380.39    1,907,598,256.08    1,939,466,091.29  

流动负债     374,678,303.45      794,170,682.36      876,269,682.75  

非流动负债     443,662,132.06      443,662,132.06      393,662,132.06  

负债合计     818,340,435.51    1,237,832,814.42    1,269,931,814.81  

净资产     669,616,944.88      669,765,441.66      669,534,276.48  

营业总收入       1,057,525.52        1,820,428.24          655,555.37  

营业成本         882,855.24        1,312,379.58          637,672.16  

净利润        -867,364.17          148,496.78         -231,165.18  

实收资本     450,000,000.00      450,000,000.00      450,000,000.00  

2020 年财务数据附注： 

①存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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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金额 

建安成本：中日医疗健康产业基地（一期项目） 2.21 亿元 

建安成本：中日医疗健康产业基地（二期项目） 8.01 亿元 

②预付账款前五名客户明细情况：  

客户名称 内容  账龄   金额 （元）） 

上海复展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购房款及装修款  2-3年     50,000,000.00  

五洋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款 

 5年以上  

   34,807,920.00  

上海韵都实业有限公司 原木（原材料）     6,579,211.39  

上海昀升送变电工程有限公司 工程款       991,480.00  

上海海境建筑规划设计事务所 工程款        24,000.00  

           小  计 
  

   92,402,611.39  

③其他应收款前五名客户明细情况： 

客户名称 内容  账龄   金额（元）  

福建宝诚贸易有限公司 往来款  3年以上    230,000,000.00  

上海韵顺企业发展有限公司 往来款  5年以上    146,499,900.00  

上海韵都实业有限公司 货款 

 3年以上  

  122,964,210.94  

上海银领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利息   101,613,633.33  

上海复兆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往来款    95,425,000.00  

小  计 
  

  696,502,744.27  

根据上海申威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沪申威咨报字【2021】第 2026 号》

评估咨询报告,以上“预付账款、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均未发生减值，“存货”

参考评估价值以及中日医疗涉及诉讼案件明显增多且金额较大，2020 年度予以

减值 4,789.09万元，“固定资产”增值 78.64 万元，以及预计诉讼可能产生的负

债约 29,762.57 万元。根据评估报告以及公司减值测试结果，中日医疗 2020 年

度预计减值 34,473.02 万元,公司按照 20%股权比例对中日医疗计提减值准备

6,894.60万元。 

中日医疗的主要业务为：对高新技术企业配套工程建设，物业管理及咨询服

务，房地产开发、经营，停车场管理。公司关注到 2020 年中日医疗涉及诉讼案

件明显增多且金额较大，经查询公开资料，截至年报披露日，诉讼类型主要为：

建设工程合同纠纷、借款合同纠纷，其中建设工程合同纠纷涉及金额约为

1,645.56 万元，借款合同纠纷涉及金额约为 5.19亿元。公司判断以上情况可能

对中日医疗基本面产生实质影响，继而影响上市公司的股东权益。基于财务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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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公司于 2021 年 1月底发布了业绩预亏公告，预计对中日医疗 2020年度一

次性计提 6,200万元到 7,200万元长期投资资产减值准备。 

为维护公司利益，公司多次召开会议商量对策，具体措施如：聘请律师对中

日医疗基本面进行调查，寻求资产保全；聘请上海申威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中日

医疗 2020 年资产状况进行评估，期间因该公司法定代表人杨晓军涉及经济案件

已被关押，中日医疗部分会计资料和业务材料被经侦收取，公司向经侦提出申请

并征得经侦同意，委托评估机构调取了相关资料，尽量保证评估资料的完整性。 

2020 年公司实际计提长期投资减值准备 6,894.60万元。计提理由和依据如

下： 

简易减值测算表：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账面价值 评估值 增减值 股权比率 权益减值 

评估减值 66,953.43 56,291.70 -10,661.73 20% -2,132.34 

诉讼或有调整 -12,834.55  -12,834.55 20% -2,566.91 

拍卖或有损失 -10,976.74  -10,976.74 20% -2,195.35 

合计   -34,473.02  -6,894.60 

2020 年上海复华中日医疗健康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经审计后的股东权益账面

价值 66,953.43万元，公司 20%股权对应长期投资的账面价值为 13,390.69万元。 

减值测试从以下三方面考虑，分别测试和计算影响额： 

（1）评估减值 

根据评估事务所对中日医疗 2020 年股东权益评估结果，股东权益减值额

10,661.73万元，按公司持股 20%计算，对上市公司股东权益影响份额 2,132.34

万元； 

（2）诉讼或有调整 

公司查阅法院有关中日医疗诉讼和判决有关信息，对 2020 年中日医疗财务

账面应计未计相关利息进行补充调整，作为投资减值计算依据，以上金额累计

12，834.55万元，按公司持股 20%计算，对上市公司股东权益影响份额 2，566.91

万元； 

（3）拍卖或有影响 

中日医疗健康产业基地（二期）坐落于嘉定工业区 360街坊，土地用途为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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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使用权面积 56,793.00 平方米，房屋共 28 幢，建筑面积合计为 123,144.8

平方米，其原值约为 8 亿元。中日医疗二期资产存在被司法拍卖的可能，公司

2020 年减值测试考虑了如果中日医疗二期资产如被司法拍卖可能对公司财务产

生的影响，拍卖对中日医疗股东权益或有影响额 10,976.74 万元，按公司持股

20%计算，对上市公司股东权益影响份额 2,195.35 万元。 

以上三项合计影响公司股东权益份额 6,894.60 万元，公司按以上可能的影

响份额计提了等值的长期投资减值准备。公司本年度计提中日医疗长期投资减值

准备，综合考虑了评估咨询结果，补充调整了中日医疗各项诉讼应计未计利息，

及二期资产可能面临被司法拍卖等可能致使股东权益受损因素影响，计提依据谨

慎且比较充分。 

2.公司与上海复旦复华商业资产投资有限公司、上海复华商业集团有限公

司、上海复旦复华科技创业有限公司之间的股权关系和关联关系。 

上海复旦复华商业资产投资有限公司、上海复华商业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复

旦复华科技创业有限公司股权结构表如下： 

公司名称 注册资金 投资单位名称 投资金额 投资比例 

上海复旦复华商业资产投资

有限公司 
20,000万元 

上海复旦复华科技

创业有限公司 
6,000万元 30% 

上海复华商业集团

有限公司 
14,000万元 70% 

上海复华商业集团有限公司 20,000万元 

黄炎 7,600万元 38% 

钟瑞良 1,000万元 5% 

杨晓军 11,400万元 57% 

上海复旦复华科技创业有限

公司 
5,000万元 

上海复旦复华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4,500万元 90% 

上海复旦软件园有

限公司 
500万元 10% 

（1）公司与上海复华商业集团有限公司不存在股权关系和关联关系。 

（2）上海复旦复华科技创业有限公司系公司全资子公司，故公司间接持有

上海复旦复华商业资产投资有限公司 30%股权，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公司与上海复旦复华商业资产投资有限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3.就上海复旦复华商业资产投资有限公司本期产生的亏损由股东上海复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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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集团有限公司一家承担事项，仅由上海复旦复华商业资产投资有限公司召

开股东大会决议是否有效，股东上海复华商业集团有限公司是否就相关事项履

行了审议程序，就亏损承担事项，相关各方是否签署了相关协议。 

上海复旦复华商业资产投资有限公司历年均出具了股东会决议：上海复旦复

华商业资产投资有限公司产生的所有亏损全部由上海复华商业集团有限公司一

家承担，上海复旦复华科技创业有限公司不承担任何相关的亏损。公司于 2017

年 4 月 13 日向上海恒隆律师事务所寻求法律意见，该所出具了《上海恒隆律师

事务所关于上海复旦复华商业资产投资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合法性及有效性的

法律意见书》，恒隆认为：本次会议通过的决议内容和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决议合法有效，对公司股东具有约束力。 

4.上海复旦复华商业资产投资有限公司本期主要财务数据和经营情况，亏

损的主要原因，若相关亏损不由上海复华商业集团有限公司承担，公司是否应

当计提减值准备，以及应计提减值准备的金额。 

（1）根据北京永坤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出具的永坤审字[2021]第

H-0211 号 2020年审计报告，上海复旦复华商业资产投资有限公司本期主要财务

数据如下：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  目 金  额 

流动资产     297,000,450.76  

    其中：货币资金         19,274.96  

          应收账款        840,000.00  

          预付账款    125,790,000.00  

          其他应收款     85,496,523.69  

          存货     84,854,652.11  

在建工程      20,011,113.63  

资产合计     317,546,766.63  

流动负债     138,186,087.55  

非流动负债                - 

负债合计     138,186,087.55  

净 资 产     179,360,679.08  

营业总收入       4,171,848.34  

营业成本       2,771,366.00  

净 利 润       1,241,830.86  

实收资本     200,000,000.00  

财务数据附注： 



11 
 

①预付账款客户明细情况： 

客户名称 内容 账龄  金额（元）  

上海韵都实业有限公司 工程款 
3年以上 

   75,790,000.00  

泰安市泰山区联汇商贸有限公司 工程款    50,000,000.00  

小  计 
  

  125,790,000.00 

②其他应收款前五名客户明细情况： 

客户名称 内容 账龄  金额（元）  

杨晓勤 往来款  

 

3年以上 

   20,572,948.45  

上海韵顺企业发展有限公司 往来款    10,252,360.00  

上海迈略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往来款    10,000,851.10  

昌乐县五图街道财政经管统计服务中心 往来款 
 

    6,000,000.00  

上海公路桥梁（集团）有限公司 往来款 
 

    3,120,000.00  

        小    计 
  

   49,946,159.55  

根据上海申威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沪申威咨报字【2021】第 2025 号》

评估咨询报告，以上“货币资金、预付账款、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均未发生

减值，“存货”增值 3,789.15 万元，“长期投资”减值 44.58 万元，“固定资产”

增值 0.46 万元，“在建工程”减值 2,001.11 万元，预计了上海复旦复华商业资

产投资有限公司应承担的负债 353.40 万元后，2020 年度净资产增值额为

1,390.52万元，故 2020年度公司未对上海复旦复华商业资产投资有限公司计提

减值准备。 

（2）上海复旦复华商业资产投资有限公司计提减值准备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项     目 2019年 2020年 

上海复旦复华商业资产投资有限公司期末股东权

益评估价值 
      15,011.00 17,503.42 

复旦复华持股比例  30% 

复旦复华按持股比例计算的净资产评估价值份额  4,503.30        5,251.03 

复旦复华长期投资账面价值         6,000.00 4,503.30 

  减：已计提的减值准备         1,496.70 
 

复旦复华长期投资账面净值 4,503.30 4,503.30 

上海复旦复华商业资产投资有限公司历年均出具了股东会决议，其法律有效

性参见“问题二之公司答复 3”，2018 年前相关决议表述为上海复旦复华商业资

产投资有限公司产生的所有亏损全部由上海复华商业集团有限公司一家承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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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复旦复华科技创业有限公司不承担任何相关的亏损；2019年和 2020 年相关决

议表述为上海复旦复华商业资产投资有限公司截至年末累计亏损全部由上海复

华商业集团有限公司一家承担事项，上海复旦复华科技创业有限公司不承担任何

相关的亏损。2019年公司根据当年股东会决议约定，不承担截至年末累计亏损，

故未确认相应的投资收益。但基于该公司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公司认为上海复

华商业集团有限公司可能存在不能履约的情形，基于谨慎性原则，对长期股权投

资进行了减值测试，并根据银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银信财报字【2020】

沪第 153 号上海复旦复华科技创业有限公司以财务报告为目的长期投资减值测

试所涉及的上海复旦复华商业资产投资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公允价值的评估

报告》，对该项投资计提了 1,496.70 万元减值准备。2020 年公司根据当年股东

会决议约定，不承担截至年末累计亏损，因报告期末存在累计亏损，故报告期未

确认相应的投资收益。同时公司根据上海申威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沪申威

咨报字【2021】第 2025 号关于上海复旦复华商业资产投资有限公司评估咨询报

告》和其他综合影响减值因素，基于公司股东权益公允价值份额未低于长期投资

的账面价值，故 2020 年也未再计提减值准备。后续公司将积极关注上海复旦复

华商业资产投资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并进行相关会计处理。 

5.上海复华商业集团有限公司已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其承担亏损是否具

有可行性和可持续性，本期不计提减值准备的依据是否充分、合理，相关会计

处理是否符合会计准则的要求，公司是否拟通过上述行为调节本期利润。 

上海复华商业集团有限公司已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的

原因是：公司法人杨晓军因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公司

会持续关注上海复旦复华商业资产投资有限公司的经营和财务状况。公司间接持

有上海复旦复华商业资产投资有限公司 30%股权，长期股权投资原始投资额

6,000万元，减值准备期末余额 1,496.70万元，长期股权投资期末余额 4,503.30

万元。 

因公司不参与参股公司管理，为维护公司利益，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复旦复

华科技创业有限公司与上海复华商业集团有限公司历年均签署股东会决议，历年

来根据股东会决议确认当年的投资收益份额。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由于上

海复华商业资产投资有限公司未能弥补以前年度累计亏损，根据历年股东会决议

上海复旦复华商业资产投资有限公司的累计亏损由股东上海复华商业集团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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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一家承担。 

为切实保障本公司的权益夯实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2019 年公司根据

银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银信财报字【2020】沪第 153号上海复旦复华科

技创业有限公司以财务报告为目的长期投资减值测试所涉及的上海复旦复华商

业资产投资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公允价值的评估报告》，对该项投资计提了

1,496.70万元减值准备。2020年公司根据上海申威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沪

申威咨报字【2021】第 2025 号关于上海复旦复华商业资产投资有限公司评估咨

询报告》，标的净资产账面价值 16,112.90 万元，净资产评估价值 17,503.42 万

元，总体净资产未发生减值。综合影响减值因素，基于公司股东权益公允价值份

额未低于长期投资的账面价值，2020 年未计提减值准备。本期不计提减值准备

的依据充分、合理，以上会计处理符合会计准则相关要求。公司不存在通过不承

担亏损的股东会决议和计提资产减值调节本期利润的行为。 

上海复华商业集团有限公司已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后续以上投资可能存在

继续减值的情形，公司将积极关注上海复旦复华商业资产投资有限公司后续经营

情况和财务状况，并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相关会计处理。 

年审会计师回复： 

（一）针对上述问题，年审会计师实施的核查程序包括但不限于： 

年报会计师对公司联营企业上海复华中日医疗健康产业有限公司及上海复

旦复华商业资产投资有限公司计提减值准备的充分、合理性，实施的主要程序包

括但不限于： 

1、了解、评估并测试公司对联营公司投资的内部控制。 

2、获取公司提供的关联方清单，检查公司提供的关联方关系资料，将其与

其他公开渠道获取的信息进行核对。 

3、了解联营企业及其环境，从财务重大性和业务性质角度识别主要联营企

业是否为重要组成部分。 

4、获取上海复旦复华商业资产投资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律师事务所出具

的关于股东会决议有效性的法律意见书及相关律师意见函。 

5、了解并获取联营企业的审计报告及评估报告，评估管理层所聘用的独立

评估师的专业素质、胜任能力和客观性。 

6、 通过阅读联营企业的财务报表，及与管理层讨论联营企业的财务业绩以

及在编制财务报表时作出的重要判断和估计，重新计算投资收益及其他权益变动，

复核权益法核算金额的准确性；从审计报告而言识别及评估联营企业财务报表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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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的重大错报风险。 

7、获取管理层聘请的外部评估师对联营企业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咨询报

告的相关说明，并邀请内部估值专家复核公允价值金额的合理性。 

8、复核管理层对长期股权投资是否存在减值迹象的分析，判断长期股权投

资减值准备金额的充分性。 

（二）核查意见 

基于上述核查程序，除公司回复中有关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公司与上海复旦复华商业资产投资有限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的表述之外，上述公

司其他回复内容与我们在执行 2020 年年报审计时了解的相关情况在所有重大方

面一致。就财务报表整体公允反映而言，我们未发现与上海复华中日医疗健康产

业发展有限公司及上海复旦复华商业资产投资有限公司长期投资减值相关的重

大错报。 

问题三、关于对外担保  

年报披露，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日，公司对华源集团有限公司的担保 5,000

万元已经逾期。基于未来可能向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

承担担保责任的 5,000 万元本金已全额计提预计负债。前述事项已进入执行程

序。请补充披露：1.公司与华源集团有限公司的关系，在担保关系形成前后是

否存在关联关系；2.上述担保形成的具体原因，是否已经履行了相关审议程序

和信息披露义务；3.请结合华源集团有限公司的经营情况和财务情况，是否已

不具备清偿能力、清偿能力等；4.评估上市公司承担担保责任的风险敞口，以

及对上市公司经营和财务的影响；5.若公司实际承担了担保责任，请评估公司

向华源集团有限公司有效行使追偿权的可能性。 

公司回复： 

1.公司与华源集团有限公司的关系，在担保关系形成前后是否存在关联关

系。 

公司与中国华源集团有限公司是各自独立的法人单位，在担保关系形成前后

不存在关联关系。公司当时的控股股东是复旦大学，中国华源集团有限公司是

1992 年 7 月在上海浦东新区成立的国有控股有限责任公司，是直属国务院国资

委监管的企业。 

2.上述担保形成的具体原因，是否已经履行了相关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义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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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 年底公司因银行借款需要由外单位公司提供保证担保，考虑到中国华

源集团有限公司是国有控股有限责任公司，是直属国务院国资委监管的企业，公

司与中国华源集团有限公司签署了互保协议。 

2004 年 2月 18 日，公司与浦发银行西藏北路支行分别签署了《短期贷款保

证合同》，为华源集团本金合计为 5,000 万元的银行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贷

款到期日为 2005 年 3 月 2 日，保证期间为贷款到期之日起 2 年。2005 年 3 月 2

日，公司与华源集团、浦发银行西藏北路支行分别签署了《贷款展期合同》，约

定将上述贷款展期至 2005 年 9 月 2 日，公司仍为华源集团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期间相应延后。 

公司提供上述担保时有效的《公司章程》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公司董事会

的职权范围包括在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决定公司的风险投资、资产抵押、银行

借款及其他担保事项，单笔金额不超过公司净资产的 10%。公司提供上述担保时

有效的《董事会议事规则》第四条规定，授权公司总经理对外企业提供银行借款

信用担保时，单笔金额以公司的净资产的 10%为限。以公司名义对外投资时，公

司总经理的权限比照《公司章程》与董事会决议中对外企业提供银行借款信用担

保的权限执行。根据上述《公司章程》及《董事会议事规则》中的相关规定，2003

年 3 月 19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授权公司总经理

签署向银行借款和对内、对外经济担保的议案》，授权公司总经理在任期内签署

向银行借款和对内、对外经济担保协议及相关文件，单笔金额以公司净资产的

10%为限，具体金额和期限以正式合同文件为准。根据董事会上述授权，公司总

经理同意公司提供上述对外担保，并签署了相关的法律文件。 

公司为华源集团提供担保相关事项的信息披露按照《关于上市公司为他人提

供担保有关问题的通知》（证监公司字[2000]61 号）的规定，并根据中国证监会

2003 年 9 月 8 日公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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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号文）中的有关规定，在历次年度报告、半年度报告

中持续披露了上述担保事项的基本情况，包括担保对象、发生日期、担保金额、

担保类型、担保期限、履行情况、是否为关联担保等信息。 

公司于 2003 年 4 月 7 日在《上海证券报》上发布了《关于为中国华源集团

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披露了为华源集团提供担保的基本情况和双方签订

互保协议的基本情况。公司于 2004年 8月 13 日在《上海证券报》以及上海证券



16 
 

交易所网站上发布了《上海复旦复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中国华源集团有限

公司和上海飞乐股份有限公司继续提供担保的公告》，披露了为华源集团提供担

保的基本情况和双方续签互保协议的基本情况。 

3.请结合华源集团有限公司的经营情况和财务情况，是否已不具备清偿能

力等。 

中国华源集团有限公司已在 2015年 6月 11日被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裁

定宣告破产，破产清算程序尚在进行中。 

4.评估上市公司承担担保责任的风险敞口，以及对上市公司经营和财务的

影响。 

截至目前，华源集团仍持有上海医药（集团）有限公司 40%股权。2018 年 5

月 16日，浦发银行将债权转让给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

公司收到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的变更债权人的裁定书后也披露了相应内容。 

公司根据谨慎性原则，承担担保责任的 5,000万元本金已全额计提预计负债，

后续公司会持续关注事情的进展。 

5.若公司实际承担了担保责任，请评估公司向华源集团有限公司有效行使

追偿权的可能性。 

截至目前，中国华源集团有限公司的破产程序尚在进行中，由上海二中院指

定的清算组作为管理人正在陆续梳理华源集团相关有价值的资产和长期股权投

资等。根据《民法典》的规定，若公司实际承担了担保责任，就有向华源集团追

偿的权利并参与破产清算程序进行债权申报。 

问题四、关于工程建设  

（一）年报披露，公司在建工程上海复华高新技术园区科技创新基地预计

投资总额 6000 万元，预计开工时间 2020 年 5月，预计竣工时间为 2021 年 4 月。

本期增加额 1170.55 万元，工程累计投入占预算比例为 19.51%，目前已完成结

构封顶。请公司补充披露：1.截至目前，上海复华高新技术园区科技创新基地

的工程进度，是否已经竣工；2.该工程预算的主要构成，截至目前该工程累计

投入占预算比例；3.工程相关预算资金的支配和使用主体，相关预算资金的划

拨和使用审批制度，是否存在大额对外预付等情况。 

公司回复： 

1.截至目前，上海复华高新技术园区科技创新基地的工程进度，是否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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竣工。 

截至目前，上海复华高新技术园区科技创新基地建设工程已竣工，并于 2021

年 7月 21日取得了《建筑工程综合竣工验收合格通知书》。 

受疫情管控等因素影响，上海复华高新技术园区科技创新基地工程进度有所

延缓。本项目于 2021 年 5月 10日完成建设工作并具备了竣工验收条件，根据政

府相关规定要求，上海复华高新技术园区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园区公司”）

牵头组织成立了竣工验收组，于 2021年 5月 21日向嘉定区质量监督站递交了《建

设单位竣工验收通知单》，2021年 5月 27日园区公司组织了工程竣工验收活动，

嘉定区质量监督站人员到达现场监督了该次验收的程序和验收过程，验收组一致

认为该工程符合使用功能要求，质量认定为合格。 

2.该工程预算的主要构成，截至目前该工程累计投入占预算比例。 

本项目预计投资总额 6,000 万元，主要构成为前期费用（含土地补偿）

379.17 万元、土建（总包）工程费用 3,894.56 万元、设备安装费用 198.75 万

元、市政配套费用 291.64 万元、财务及管理费用 678.39 万元、装修工程费用

350万元以及工程不可预见费 207.49万元。截至 2020年 12月 31日，累计支付

1,236.62 万元（不含税 1,170.55 万元），占预算比例 19.51%，截至 2021 年 5

月 31日，累计支付 2,430.66万元（不含税 2,271.05万元），占预算比例 37.85%，

实际已完成工作量 4231.75万元，占预算比例 70.53%。 

3.工程相关预算资金的支配和使用主体，相关预算资金的划拨和使用审批

制度，是否存在大额对外预付等情况。 

园区公司对本项目资金实行专项管理，施工单位完成合同约定的工程节点后

申报节点中的工作量，经监理单位、园区公司项目部核实后按公司制定的《资金

支付审批制度》进行工程付款的审批。 

按有关政府规定本项目《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约定，合同签订后，建设单位

收到施工单位提供的履约保证金保函后 7天内按合同的 10%（暂列金额及总包社

保费用、专业工程暂估价不计算）支付预付款，该预付款在支付工程进度款时予

以扣回，2020 年 5 月 27 日公司收到施工单位开具的履约保函（编号：

0248DG20000005），金额为 389.45577 万元，公司于 2020 年 5 月 29 日按合同约

定支付了 352.23 万元预付款，截止 2021 年 5 月 31 日该预付款已全部在工程进

度款中扣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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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报披露，复华药业厂区、江苏药业厂区尚未办妥产权证书，账面

价值分别为 3066 万元和 15043 万元。请公司补充披露：1.复华药业厂区、江苏

药业厂区转为固定资产的时间，以及转固后计提折旧和减值准备的情况；2.就

复华药业厂区办理产权证书事项，公司已采取的措施和面临的主要障碍；3.江

苏药业厂区因尚未竣工决算而未办理房产证，公司自厂区竣工以来至今未完成

竣工结算的主要原因，是否就工程造价存在争议；4.请公司评估办理完成上述

两个厂区相关产权证明的预计时间。 

公司回复： 

1.复华药业厂区、江苏药业厂区转为固定资产的时间，以及转固后计提折

旧和减值准备的情况。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固定资产入

账时间 
账面原值 累计折旧 账面价值 减值准备 

复华药业厂区 1998年 9月 5,938.73  2,872.09   3,066.64 0.00 

江苏药业厂区 2016年 1月 16,658.97  1,615.37  15,043.60 0.00 

2.就复华药业厂区办理产权证书事项，公司已采取的措施和面临的主要障

碍。 

上海复旦复华药业有限公司前身为上海医科大学红旗制药厂。其厂房于

1994 年在现址建造，1998年正式竣工投入生产。当时闵行区联建村下属上海华

乐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乐实业”）与上海医科大学红旗制药厂（以下简

称“红旗制药厂”）共同出资筹建上海医科大学红旗制药厂马桥一分厂，该厂建

于联建村第三和第四生产队的土地上，土地总面积为 36,441 平方米，厂区建筑

面积为 18,575 平方米。在该厂投资建设过程中，由于华乐实业存在资金缺口等

原因，经双方友好协商，红旗制药厂同意华乐实业全盘退出，该项目由红旗制药

厂单独负责建设、生产、经营。 

该厂竣工后，在办理房产证的过程中，由于该项目报批立项时土地权利人属

于上海华乐实业有限公司所有，而国家政策规定土地证、房产证两证合一，故办

证时必须先办为上海华乐实业有限公司后再转为上海医科大学红旗药厂一分厂。

当时红旗制药厂认为房产证先办上海华乐实业有限公司后转上海医科大学红旗

药厂存在着一定的风险后患，考虑后认为不妥，后因上海医科大学红旗制药厂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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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更名为上海复旦复华药业有限公司，办理房产证事宜难上加难，再加上由于上

海旗忠森林体育城的开发,基本停止办理各种产证等原因，故上海复旦复华药业

有限公司房产证办理事项无法推进。  

3.江苏药业厂区因尚未竣工决算而未办理房产证，公司自厂区竣工以来至

今未完成竣工结算的主要原因，是否就工程造价存在争议。 

江苏复旦复华药业有限公司（下称“江苏药业”）在南通市海门区烟台路 299

号投资的生产基地，是在与海门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共同商讨后，采取“一次

性规划设计建设，分两次立项”的办法推进的，分两次共依法取得国有建设用地

62,399 ㎡。江苏药业一期项目（含综合楼、综合仓库、注射剂车间、固体剂车

间及其它小单体）总建筑面积为 42,320 ㎡，已于 2019 年 7 月 23 日完成建筑工

程竣工验收备案；二期规划建设的原料药车间因与开发区近阶段的产业政策和安

全环保要求不符，一直未能获批建设。而依据公司在 2011 年 11 月、2012 年 10

月分别与海门市国土资源局签订的两份《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约定

的主要用地规划条件，如容积率必需满足≥0.9的要求（现在已完成的容积率在

0.68），因二期项目未能按期上马，企业暂无法完成合同约定的容积率指标（建

筑面积还差 13,840 ㎡），按照现行政策不能办理房产不动产权证。目前企业正积

极与海门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协商二期项目建设事宜，如政策上确实不能实现

原料药车间的建设，将尽快采取其它措施满足《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的要求，并取得房产的不动产权证。工程造价不存在争议，公司将尽快完成竣工

决算工作。 

4.请公司评估办理完成上述两个厂区相关产权证明的预计时间。 

（1）受国家和地方政策影响，公司暂时无法推进复华药业厂区房产证办理

事项，公司将持续关注相关政策的变化。 

（2）江苏药业在南通市海门区烟台路 299 号投资的生产基地，是在与海门

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共同商讨后，采取“一次性规划设计建设，分两次立项”

的办法推进的，分两次共依法取得国有建设用地 62,399 ㎡。江苏药业一期项目

（含综合楼、综合仓库、注射剂车间、固体剂车间及其它小单体）总建筑面积为

42,320 ㎡，已于 2019 年 7 月 23 日完成建筑工程竣工验收备案；二期规划建设

的原料药车间因与开发区近阶段的产业政策和安全环保要求不符，一直未能获批

建设。而依据公司在 2011年 11月、2012年 10月分别与海门市国土资源局签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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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两份《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约定的主要用地规划条件，如容积率

必需满足≥0.9 的要求（现在已完成的容积率在 0.68），因二期项目未能按期上

马，企业暂无法完成合同约定的容积率指标（建筑面积还差 13,840 ㎡），按照现

行政策不能办理房产不动产权证。目前企业正积极与海门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

协商二期项目建设事宜，如政策上确实不能实现原料药车间的建设，将尽快采取

其它措施满足《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要求，并取得房产的不动产权

证。 

（三）年报披露，公司应付开发成本工程款期末余额为 9249 万元，较上期

末下降 13.7%。请公司补充披露：1.应付开发成本工程款主要构成，请列示用于

在建工程、请列示用于在建工程、投资性房地产等业务的占比；2.请列示应付

开发成本工程款的账龄情况；3.应付开发成本工程款余额较上期下降较多的主

要原因。 

公司回复： 

1.应付开发成本工程款主要构成，请列示用于在建工程、投资性房地产等

业务的占比。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款项性质 金额 所属公司 会计科目 占开发产品

比例 

应付工程款     92,499,563.52 海门房产 开发产品 14.49% 

2.请列示应付开发成本工程款的账龄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账 龄 金 额 

1 年以内       20,108,293.14 

1-2年          918,388.00 

2-3年       71,472,882.38 

合 计       92,499,563.52 

3.应付开发成本工程款余额较上期下降较多的主要原因。 

复华文苑项目上期应付开发成本工程款为 107,214,258.48 元，本期应付开

发成本工程款为 92,499,563.52 元，较上期下降了 13.7%，主要原因为本期公司

支付应付工程款所致。 

 

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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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复旦复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7月 2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