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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亿帆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 

的专项报告 

 

信会师报字[2022]第 ZB10375 号 

 

亿帆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审计了亿帆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亿帆医药”)2021

年度的财务报表，包括 2021 年 12 月 31 日的合并及母公司资产负债

表、2021 年度合并及母公司利润表、合并及母公司现金流量表、合

并及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变动表和相关财务报表附注，并于 2022 年 4

月 11 日出具了报告号为信会师报字[2022]第 ZB10373 号的无保留意

见审计报告。 

 

亿帆医药管理层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监管指

引第 8 号——上市公司资金往来、对外担保的监管要求》（证监会公

告〔2022〕26 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 1

号——业务办理》的相关规定编制了后附的 2021 年度非经营性资金

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汇总表（以下简称“汇总表”）。 

 

编制汇总表并确保其真实、准确、合法和完整是亿帆医药管理层

的责任。我们将汇总表所载信息与我们审计亿帆医药 2021 年度财务

报表时所审核的会计资料及已审计财务报表中披露的相关内容进行

了核对，没有发现在重大方面存在不一致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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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更好地理解亿帆医药 2021 年度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

联资金往来情况，汇总表应当与已审计财务报表一并阅读。 

 

本报告仅供亿帆医药为披露 2021 年年度报告的目的使用，不得

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中国注册会计师：刘海山 

（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杨秋实 

 

 

 

中国·上海               二 O 二二年四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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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帆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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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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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期初占用 

资金余额 

2021 年度占用累计发生 

金额（不含利息） 

2021 年度占用资金 

的利息(如有) 

2021 年度偿还累计 

发生金额 

2021 年期末占用 

资金余额 

占用形成

原因 
占用性质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 
         非经营性占用 

         非经营性占用 

小计 - - -      - - 

前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 
         非经营性占用 

         非经营性占用 

小计 - - -      - - 

其他关联方及其附属企业          非经营性占用 

小计           

总计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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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期初往来 

资金余额 

2021 年度往来累计发生 

金额（不含利息） 

2021 年度往来资金 

的利息(如有) 

2021 年度偿还累计 

发生金额 

2021 年期末往来 

资金余额 

往来形成

原因 

往来性质 

（经营性往来、 非经营性往来）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西藏鑫富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5.17  5.17 - 代垫款 非经营性往来 

亿帆优胜美特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530.00 15.98 15.98 1,530.00 代垫款 非经营性往来 

浙江亿本科技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57.56  53.56 4.00 代垫款 非经营性往来 

亿帆国际医药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5.38   15.38 代垫款 非经营性往来 

湖州鑫富新材料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872.78 9,426.39 12.86 10,255.79 56.24 代垫款 非经营性往来 

亿帆医药（上海）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 6,851.54 21.89 16.85 6,856.58 代垫款 非经营性往来 

辽宁亿帆药业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7,020.00 1,900.00   8,920.00 代垫款 非经营性往来 

沈阳圣元药业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900.00   1,900.00  代垫款 非经营性往来 

鑫富科技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2,965.95 413.91 32.60 10,769.50 2,642.96 代垫款 非经营性往来 

亿帆医药研究院（北京）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9,274.45 2,577.14 167.78 1,026.91 10,992.46 代垫款 非经营性往来 

合肥亿帆生物制药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5,457.21 53,748.22 248.05 38,619.48 20,834.00 代垫款 非经营性往来 

亿一生物医药开发（上海）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13,857.60 44,500.25 8,184.15 11,184.52 155,357.48 代垫款 非经营性往来 

合肥亿帆生物医药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63,253.51  59,540.53 3,712.98 代垫款 非经营性往来 

宁波保税区亿帆医药投资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8,255.85 1,596.52  3,184.05 6,668.32 代垫款 非经营性往来 

其他关联方及其附属企业 
          

          

总计 - - - 159,603.84 185,875.59 8,683.31 136,572.34 217,590.40  - 

 

本表已于 2022 年 4 月 11 日获董事会批准。 

 

法定代表人：_________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________            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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