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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江苏澳洋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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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第 ZA10472号

江苏澳洋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审计了江苏澳洋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公

司”)2022年度的财务报表，包括 2022年 12月 31日的合并及母公司

资产负债表、2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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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年 03 月 22 日出具了报告号为信会师报字(2023)第 ZA10470 号

的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贵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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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修订）》的相关规定编制了后附的 2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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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法和完整是贵公司管理层的

责任。我们将汇总表所载信息与我们审计贵公司 2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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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更好地理解贵公司 2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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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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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仅供贵公司为披露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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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上海 二 O 二三年三月二十三日



汇总表第 1页

江苏澳洋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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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期初占
用资金余额

2022 年度占用
累计发生金额
（不含利息）

2022 年度占
用资金的利息

(如有)

2022 年度偿还
累计发生金额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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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期初往

来资金余额

2022 年度往来

累计发生金额

（不含利息）

2022 年度往

来资金的利息

(如有)

2022 年度偿还

累计发生金额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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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洋集团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 应收账款
-

9.07 - 8.91 0.16医疗服务与药品销售 经营性往来

吉林澳洋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同一最终控制方 应收账款 - 0.36 - 0.36 -医疗服务 经营性往来

吉林澳洋山参交易市场有限公司 同一最终控制方 应收账款 - 0.33 - 0.33 -医疗服务与药品销售 经营性往来

江苏澳洋纺织实业有限公司 同一控股股东 应收账款 - 11.05 - 6.52 4.53药品销售 经营性往来

江苏澳洋生态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同一最终控制方 应收账款 - 4.60 - 1.91 2.69药品销售 经营性往来

江苏澳洋优居壹佰养老产业有限
公司

同一最终控制方 应收账款 0.09 1.92 - 1.92 0.09医疗服务与药品销售 经营性往来

江苏澳洋优居壹佰养老产业有限
公司

同一最终控制方 其他应收款 0.34 - - 0.34 -医疗服务与药品销售 经营性往来

江苏澳洋优居壹佰养老产业有限
公司

同一最终控制方 其他应收款 - 1.19 - - 1.19代收代付 经营性往来

江苏如意通文化产业股份有限公
司

同一最终控制方 应收账款 - 0.38 - 0.38 -医疗服务 经营性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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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云港澳洋置业有限公司 同一最终控制方 应收账款 2.08 - 1.09 0.99药品销售 经营性往来

南通市阳光澳洋护理院有限公司 同一最终控制方 应收账款 0.23 83.79 - 73.90 10.12药品销售 经营性往来

张家港华盈彩印包装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参股企业 应收账款 2.36 - - - 2.36供应电力 经营性往来

张家港市海纳电子商务产业园管
理有限公司

同一最终控制方 应收账款 0.06 1.63 - 1.69 -药品销售 经营性往来

张家港扬子精梳毛条有限公司
同一最终控制方参股
企业

应收账款 2.57 0.51 - 3.08 -医疗服务 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
及其附属企业

阜宁澳洋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 16.70 - 16.70 -往来款 经营性往来

江苏澳洋医疗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 19,909.00 - 7,759.00 12,150.00债权转让 经营性往来

江苏澳洋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 6730.00 - 6,730.00 -往来款 经营性往来

江苏澳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40.00 2,678.00 - 2,718.00 -往来款 经营性往来

江苏澳洋医美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5.00 40.00 - - 45.00往来款 经营性往来

江苏澳洋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 10,942.00 - 5,302.00 5,640.00往来款 经营性往来

苏州澳洋数字技术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 340.00 - 0.02 339.98往来款 经营性往来

吉林澳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孙公司 其他应收款 - 9.50 - 9.50 -往来款 经营性往来

张家港澳洋医院有限公司港城康
复医院

孙公司 其他应收款 1,700.00 - 103.40 103.40 1,700.00往来款 经营性往来

其他关联方及其附
属企业

苏州澳洋公益基金会
实际控制人近亲属投
资的非盈利机构

应收账款 3.70 - - 3.70 - 医疗服务 经营性往来

徐州澳洋华安康复医院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应收账款 239.92 322.00 - 154.86 407.06医疗服务与药品销售 经营性往来

徐州澳洋华安康复医院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其他应收款 785.40 - 34.53 314.60 505.33资金周转 非经营性往来

徐州澳洋华安康复医院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其他应收款 0.00 8.26 - 1.65 6.61代收代付 非经营性往来

新疆雅澳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联营企业 其他应收款 1,530.00 - - - 1,530.00应收股利 非经营性往来

总计 - - - 4,309.67 41,112.37 137.93 23,213.86 22,346.11

本表已于二〇二三年三月二十三日获董事会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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