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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对甘肃陇神戎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的重组问询函中有关财务事项的专项说明 

 

大华核字[2023] 000685号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公司管理部： 

贵部《关于对甘肃陇神戎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的重组问询函》（创

业板非许可类重组问询函〔2023〕第 1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

已收悉。我们作为甘肃陇神戎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市

公司”、“陇神戎发”）重大资产购买的申报会计师，根据问询函的

要求，在对相关财务事项审慎核查的基础上回复如下： 

问题 3 

回复公告显示，截至 2022年 9 月 30日，标的公司货币资金余额为 3,626.63

万元。标的公司 2022年生产经营稳健，同时随着国务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疫情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关于进一步优化落实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措施的通知》

（以下简称“《通知》”的发布，2022 年 12 月宣肺止嗽合剂的销量大幅增加，

客户回款情况、公司经营现金流情况良好，预计 2022年 12月 31日自有货币资

金余额为 20,000.00 万元以上。 

请结合《通知》颁布后宣肺止嗽合剂的市场需求量、在手订单、销售额、

客户回款情况等因素，详细说明你公司预测标的公司年底货币资金余额

20,000.00 万元以上是否审慎合理，并进一步说明标的公司本次产能扩张计划是

否将对其营运资金和短期偿债能力产生不利影响。 

请独立财务顾问、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http://www.dahua-cp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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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022 年末普安制药货币资金余额预测具有合理性 

2022 年 10 月份以来，标的公司主要产品宣肺止嗽合剂继上海、甘肃之后， 陆

续被新疆、陕西、山西、宁夏、黑龙江、贵州、云南等省市列入治疗新冠病毒感

染推荐用药目录。2022 年 12 月 7 日，国务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联防联

控机制综合组发布了《关于进一步优化落实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措施的通知》（简

称“新十条”）；2022 年 12 月 10 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疫病防治专家委员

会发布《新冠病毒感染者居家中医药干预指引》，宣肺止嗽合剂被推荐用于咳嗽

明显者，宣肺止嗽合剂市场开发取得较大突破、市场需求量增大、在手订单增加、

销售增长明显、客户回款良好。 

2022 年 12 月宣肺止嗽合剂实现销售收入、销售回款、在手订单统计表： 

项目 2022 年 12 月 

营业收入（万元） 13,890.73 

销售回款（万元） 28,076.13 

在手订单（万盒） 1,027.64 

2022 年四季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4,383.91 万元。截止 2022 年

12 月 31 日，普安制药自有货币资金余额为 26,967.05 万元，详细明细如下表： 

开户行名称 银行账号  期末余额（万元）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626626110018010022867     13,130.17  

兰州银行秦安路支行 101252000387022         10.27  

兰州银行永昌路支行 101222000461853    5,907.72  

中国建设银行兰州铁路支行 62050137000100001098     4,732.31  

中国农业银行武威凉州黄羊支行 27120401040001872        870.85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古浪县支行 20362062200100000341561        1.29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古浪县支行 20362062200100000352051         0.26  

中国银行武威分行营业部 104071647173     2,314.18  

合计  ——     26,967.05  

综上，2022 年末普安制药货币资金余额预测具有合理性。 

二、产能扩张计划不会对标的公司营运资金和短期偿债能力产生不利影响 

（一）新建项目资金需求计划 

标的公司年产 1500 万盒宣肺止嗽合剂等液体制剂生产线升级改造项目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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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2 年，为 2022 年 1 月至 2023 年 12 月，项目总投资 15,892.92 万元，其中：项

目贷款 11,000.00 万元，自筹项目资本金 4,892.92 万元，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

标的公司已经投入项目资本金 1,178.52 万元。资金投入情况见下表：    

金额：万元   

建设期 2022 年 2023 年 

资金投入 1,178.52 14,714.40 

合计 1,178.52 14,714.40 

（二）项目贷款银行授信情况 

标的公司资信状况良好，多年来与多家银行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银行融

资渠道畅通，能有效获取所需的项目贷款。标的公司已与多家银行就合作内容、

合作机制、贷款利率等进行了沟通交流，与部分银行已达成综合授信，标的公司

年产 1500 万盒宣肺止嗽合剂生产线升级改造项目建设，可以获得足额固定资产

项目贷款。经前期沟通，本次融资所需资金的成本不会高于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

率，债务资金成本以最终签订的书面协议为准。 

各商业银行的授信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金融机构 意向综合授信额度（万元） 授信期限 

1 兰州银行武威新区支行 20,000.00 5 年 

2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4,000.00 15 年 

3 中信银行秦安路支行 5,000.00  5 年 

4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古浪县支行 24,600.00 14 年 

（三）项目资本金自筹情况 

标的公司年产 1500 万盒宣肺止嗽合剂等液体制剂生产线升级改造项目自筹

资本金为 4,892.92 万元，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标的公司已经投入项目资本金

1,178.52 万元，后期尚需投入项目资本金 3,714.40 万元。标的公司 2022 年生产

经营稳健，同时随着国务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关

于进一步优化落实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措施的通知》的发布，宣肺止嗽合剂的销量

增加，客户回款良好、公司经营活动现金流充足，2022 年 12 月 31 日自有货币

资金 26,967.05 万元，能够满足项目建设资本金需求。 

（四）公司营运资金和短期偿债能力情况 

http://cangzhou.bendibao.com/news/fengkong/


大华核字[2023] 000685 号有关财务事项专项说明 

第 5 页 

2020 年、2021 年和 2022 年，标的公司营运资金分别为-113.97 万元、2,053.82

万元、3,992.18 万元，近三年随着销售收入的持续增加，营运资金逐年增加，保

持在合理范围，且标的公司目前没有短期银行借款，2022 年 12 月 31 日流动比率

为 1.14 倍，货币资金占比较大，资产变现能力、短期偿债能力较强，营运资金在

满足日常经营需求外，能够补充项目资本金投入。 

综上所述，标的公司产品销售增长势头良好，应收账款回款良好，自有资金

充足，银行融资渠道畅通，能有效获取项目建设所需资金，产能扩张计划不会对

标的公司营运资金和短期偿债能力产生不利影响。 

会计师核查意见 

（一）审核程序 

1、获取标的公司 2022 年度销售明细表及客户回款明细，核实数据的准确性； 

2、获取标的公司 2022 年末在手订单情况，并结合《通知》颁布后对宣肺止

嗽合剂的市场需求量的影响进行分析； 

3、检查 2022 年末银行账户对账单，核实期末货币资金存量的真实性；  

4、获取新建项目的可研报告，以及相关银行对标的公司综合授信额度资料，

结合 2022 年末货币资金余额对标的公司的营运资金和短期偿债能力进行分析。 

（二）核查结论 

经核查，会计师认为： 

2022 年 12 月以来，随着我国对新冠疫情防控政策的调整，宣肺止嗽合剂被

推荐用于咳嗽明显者，宣肺止嗽合剂市场开发取得较大突破、市场需求量增大、

在手订单增加、销售增长明显、客户回款良好，标的公司预测 2022 年底货币资

金余额 20,000.00 万元以上审慎合理。标的公司产品销售增长势头良好，应收账

款回款良好，自有资金充足，银行融资渠道畅通，能有效获取项目建设所需资金，

产能扩张计划不会对标的公司营运资金和短期偿债能力产生不利影响。 

问题 4 

回复公告显示，本着助力营销，加快渠道开发与市场覆盖的原则，标的公

司适当放大优质客户及新开发客户的信誉额度和回款期限，放宽赊销额度。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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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公司 2021 年的销售额提升有赖于放宽信用政策。 

请你公司结合标的公司放宽信用政策所针对的主要客户的履行能力、赊销

额度、应收账款的回款期限、历史回款情况等因素，说明标的公司采取放宽信

用政策的风险是否可控，并详细说明标的公司所采取的应收账款风险管控措施

是否合理、有效。 

请独立财务顾问、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标的公司采取放宽信用政策的风险可控 

标的公司为进一步开拓市场，提高市场占有率，于 2021 年进一步调整市场

销售政策，适度增加赊销范围，标的公司根据客户资信状况、业务规模及合作

历史等因素，对部分诚信度高、长期合作的客户进行综合评估后采用赊销政策。

对于赊销客户，标的公司给予客户 1-3 个月不等的信用期；非赊销客户，标的

公司主要采用预收账款的模式。客户信用政策的放宽，导致 2021 年和 2022 年

销售规模及应收账款增长。以下列举近两年前五大客户的销售规模、赊销额度、

应收账款的回款期限及历史回款情况，说明标的公司采取放宽信用政策的风险

可控。 

（一）2021 年度和 2022 年度前五大客户销售规模 

单位：万元 

客户名称 

2022 年度 2021 年度 
销售同比

增长率（%） 
销售额 

占比

（%） 
排名 销售额 

占比

（%） 
排名 

国药控股国大复美药业（上海）

有限公司 
6,412.06 15.12 1 4,791.23 15.61 1 33.83 

上药青浦（上海）医药股份有限

公司 
2,447.20 5.77 4 2,848.81 9.28 2 -14.10 

甘肃药业集团三元医药有限公司 3,210.95 7.57 2 1,893.69 6.17 3 69.56 

湖北金泰源生物医药有限公司 2,594.43 6.12 3 1,626.73 5.30 4 59.49 

华润国邦（上海）医药有限公司 1,039.70 2.45 9 1,610.60 5.25 5 -35.45 

云南省医药有限公司 2,108.58 4.97 5 1,111.32 3.62 8 89.74 

由上表可见，除上药青浦（上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和华润国邦（上海）医

药有限公司销售规模有所下降外，标的公司其他主要客户业务合作规模随着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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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放宽均呈现增长。上述两家公司因受配送费、时效性及回款周期的影响，标

的公司从 2022 年开始减少对其的销售规模，属于标的公司做出的正常销售策略

调整。 

（二）2021 年度和 2022 年度前五大客户赊销额度及回款情况 

1、2021 年前五大客户赊销额度及回款情况 

单位：万元 

客户名称 赊销额度 
应收账

款余额 

占比

（%） 

期后回款

金额 

期后回款

占应收账

款余额的

比例 

国药控股国大复美药业（上海）

有限公司 

赊销模式，限额 800万元、

期限 90 天 
731.08 17.93 731.08 100% 

上药青浦（上海）医药股份有限

公司 

赊销模式，限额 700万元、

期限 90 天 
577.58 14.17 577.58 100% 

甘肃药业集团三元医药有限公

司 

赊销模式，限额 600万元、

期限 90 天 
67.60 1.66 67.60 100% 

湖北金泰源生物医药有限公司 
赊销模式，限额 500万元、

期限 90 天 
129.60 3.18 129.60 100% 

华润国邦（上海）医药有限公司 
赊销模式，限额 500万元、

期限 90 天 
603.94 14.81 603.94 100% 

合计 —— 2,109.80 51.75 2,109.80 100% 

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标的公司前五大客户应收账款余额 2,109.80 万元，

占期末应收账款余额的 51.75%，以上大额应收账款均已在信用期内收回，应收

账款的期后回款率为 100%。 

2、2022 年前五大客户赊销额度及回款情况 

单位：万元 

客户名称 赊销额度 
应收账

款余额 

占比

（%） 

期后回款

金额 

期后回款

占应收账

款余额的

比例 

国药控股国大复美药业（上海）

有限公司 

赊销模式，限额 800万元、

期限 90 天 
0.00 - - - 

甘肃药业集团三元医药有限公

司 

赊销模式，限额 600万元、

期限 90 天 
0.00 - - - 

湖北金泰源生物医药有限公司 
赊销模式，限额 500万元、

期限 90 天 
65.15 2.63 - - 

上药青浦（上海）医药股份有限

公司 

赊销模式，限额 700万元、

期限 90 天 
0.00 - - - 

云南省医药有限公司 
赊销模式，限额 500万元、

期限 90 天 
0.00 - - - 

合计 —— 65.15 2.63 - - 

截止 2022 年 12 月 31 日，前五大客户应收账款余额为 65.15 万元，仅占期

末应收账款余额的 2.63%，主要系受新冠病毒感染影响，标的公司主要产品宣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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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嗽合剂陆续被部分省市列入治疗新冠病毒感染推荐用药目录，产品市场需求增

加，标的公司加紧催收货款，部分客户预付货款结算方式申请优先供货所致。 

2022 年末，标的公司应收账款余额共计 2,474.33 万元，大额挂账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客户名称 赊销额度 
应收账

款余额 

占比

（%） 
账龄 应收账款挂账原因 

青海希尔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医药保健品分公司 

赊销模式，限额 800

万元、期限 90 天 
751.72 30.38 

2 个月以

内 
尚在信用期内 

四川蓉愿医药有限公司 
赊销模式，限额 400

万元、期限 90 天 
308.03 12.45 

2 个月以

内 
尚在信用期内 

山东万吉药业有限公司 
赊销模式，限额 200

万元、期限 90 天 
185.77 7.51 

1 个月以

内 
尚在信用期内 

国药控股山东有限公司 
赊销模式，限额 100

万元、期限 90 天 
99.36 4.02 

1 个月以

内 
尚在信用期内 

内蒙古汇康药业有限公司 
赊销模式，限额 100

万元、期限 90 天 
81.00 3.27 

2 个月以

内 
尚在信用期内 

合计 —— 1,425.88 57.63 —— —— 

上述 2022 年末应收账款余额挂账前五大均属于主要产品宣肺止嗽合剂的销

售客户，销售部门按照公司信用政策在赊销额度和赊销期限内进行销售，期末挂

账金额和账龄均符合信用政策规定。 

综上所述，标的公司 2021 年开始放宽客户信用政策，适度增加赊销客户范

围，营业收入规模持续增长，导致应收账款余额大幅增加。2022 年末应收账款

挂账余额整体呈下降趋势，大额销售客户回款力度较大，应收账款挂账余额较大

的客户主要是 11-12 月期间的销售，符合标的公司的信用政策规定；同时结合客

户历史回款情况来看，基本能够在正常信用期内回款，故标的公司采取放宽信用

政策导致的应收账款收回风险可控。 

二、标的公司采取的应收账款风险管控措施合理、有效 

（一）标的公司采取的应收账款风险管控措施 

标的公司于 2021 年放宽客户信用政策后，随着销售规模的增长，应收账款

余额亦有所增加。标的公司为加强销售回款工作力度，防止应收账款逾期并发生

坏账，制定了相应《应收账款管理制度》，主要从客户信用政策的制定及调整、

日常监督回款进度、催收措施、及对销售人员奖惩措施等方面对应收账款的风险

进行管控。 

1、客户信用政策的制定及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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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标的公司销售部门每年对客户资信状况、销售规模、销售回款及时性等进

行综合评估，确认当年客户的赊销政策，并按照标的公司内部赊销流程进行审批。 

若客户未按照约定的信用政策及时付款，与预期销售规模差距较大，或标的

公司主营产品的市场供需发生较大变化，客户资信状况发生恶化等异常状况时，

销售部门将及时调整客户信用额度及回款期限。 

2、定期监督客户回款进度 

标的公司省区销售经理负责区域内客户销售及回款催收工作，财务部及时反

馈回款进度，销售部门加紧货款催收。对于赊销客户，省区销售经理严格按照赊

销审批流程执行，严格控制赊销额度，不得超过赊销额度；省区销售经理及时统

计客户销售及回款情况，并定期与财务部沟通对账，实时掌握客户货款回收进度

情况，对应收账款账龄进行分析监督，以便采取不同的催收政策；省区销售经理

发现超过信用额度或者逾期未收回的货款将及时上报营销中心负责人，由其对回

款工作进行监督并协助销售服务部处理回款过程中发生的问题。 

3、区分信用期不同阶段采取相应催收政策 

标的公司加强客户风险和价值的分析和把控，通过对应收账款的坏账风险进

行评估、对客户的信用等级进行逐一评价、制定回款计划等措施来加大应收账款

回收力度，及时掌握和分析客户对标的公司产品销售情况和其他影响应收账款回

收的信息，及时调整催收政策。 

对于信用期以内的客户，省区销售业务员与其保持日常联络；对于临近信用

付款期的客户，销售业务员及时提醒客户付款期限，并了解客户近期资信状况及

后续合作意愿；对于付款逾期的客户，销售业务员需了解逾期原因，采取停止供

货、实地拜访、向其主管单位反应等形式催收，必要时采取法律措施。 

4、货款回收责任到人，并与销售人员绩效挂钩 

标的公司采取“谁销售谁回款”的终身制原则，即：所在销售区域负责人所

销售产品需保证货款的及时回笼，无论在任期或调职、离职的情况下，负责清收

所有货款。同时，标的公司将销售回款情况纳入销售人员工资考核制度，通过奖

惩措施调动销售人员积极性，确保应收账款及时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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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标的公司应收账款风险管控措施合理、有效 

1、应收账款期后回款及时，未发生大额逾期情况 

结合标的公司近两年货款回收情况，应收账款基本可以在信用期内收回，

2021 年前五大客户期末应收账款余额为 2,109.80 万元，占应收账款余额的 50%

以上，期后可以实现 100%回款。由此表明标的公司应收账款期后回款及时，应

收账款不存在大额逾期现象，发生坏账的风险较小。 

2、2022 年末应收账款余额呈下降趋势 

标的公司 2021 年放宽信用政策之前，因主要执行先货后款的销售政策，应

收账款余额较小；自 2021 年进一步调整信用政策后，2021 年末应收账款余额为

4,076.56 万元，2022 年末应收账款余额为 2,474.33 万元，整体在销售规模增加的

同时，应收账款余额呈下降趋势，可以证明应收账款的风险管控措施有效。 

综上，结合近两年客户的期后回款情况，2022 年末应收账款余额呈下降趋

势，以及标的公司近年来未发生应收账款大额长期逾期的事实，标的公司针对应

收账款的风险管控措施是合理、有效的。 

三、标的公司关于应收账款减值补偿的承诺 

甘肃药业集团已就标的公司应收账款逾期未收回的补偿出具相关承诺，具体

内容如下： 

“本次交易完成后，交易对方对普安制药 2023 年度、2024 年度、2025 年度

的业绩进行承诺。业绩承诺期结束后，上市公司将聘请从事证券业务的会计师事

务所对普安制药应收账款余额在 2026 年 6 月 30 日前的收回情况进行审计，并出

具专项审核意见。 

若普安制药自本次交易的报告期初（即：2020 年 1 月 1 日）至本次交易的

业绩承诺期末（即：2025 年 12 月 31 日）所发生的应收账款未在业绩承诺期结

束后 6 个月内收回的，则甘肃药业集团承诺在 2026 年 9 月 30 日前以现金方式向

普安制药补足尚未收回的应收账款。 

在甘肃药业集团以现金方式向普安制药支付尚未收回的应收账款后，如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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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有客户向普安制药支付了其中的应收账款，则普安制药应将收回的应收账款支

付给甘肃药业集团。” 

会计师核查意见 

（一）核查程序 

1、获取并检查标的公司关于客户信用政策相关的文件，结合销售合同、销

售交易，核查客户信用政策的变化及执行情况； 

2、检查标的公司应收账款期后回款情况； 

3、获取标的公司与主要客户签订的销售合同，查看合同约定的信用政策，

分析报告期内主要客户的信用政策是否存在变动情况，分析各期未应收账款余额

变动原因及合理性； 

4、获取并检查标的公司与应收账款相关的内部控制文件，了解应收账款管

理流程，执行应收账款期后检查程序，评价公司应收账款管理内部控制设计及运

行的有效性。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会计师认为： 

标的公司 2021 年开始放宽客户信用政策，适度增加赊销客户范围，营业收

入规模持续增长，导致应收账款余额大幅增加。因标的公司销售客户基本在正常

信用期内回款，其采取放宽信用政策导致的应收账款收回风险可控。另外，结合

近两年客户的期后回款情况，2022 年末应收账款余额呈下降趋势，以及标的公

司近年来未发生应收账款大额长期逾期的事实，标的公司针对应收账款的风险管

控措施是合理有效的。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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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关于深

圳证券交易所对甘肃陇神戎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的重组问询函中有

关财务事项的专项说明》的签字页。） 

 

专项说明，予以察核。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北京 

  张海英 

 中国注册会计师：  

  樊苍 

  二〇二三年一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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