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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东阳光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问询函的回复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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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广东东阳光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16
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监管一部下发的《关于广东东阳光科技控股
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问询函》（上证公函【2020】
0362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 公司收到《问询函》后，积极组织相关人员
对《问询函》涉及的相关问题进行逐项落实和回复，现将回复的具体内容公
告如下：

一、关于公司经营情况
1、 年报显示， 报告期内公司电子新材料收入 30.24 亿元， 同比下滑

3.42%，毛利率 25.61%，减少 3.38 个百分点。 其中，占比最大的电极箔由于主
要出口地日本市场受全球经济形势影响，订单量下滑。 此外，磁性材料收入
4.13 亿元，同比增长 36.21%，毛利率 -3.43%，减少 13.86 个百分点。主要产品
中高压化成箔销量下滑 6.04%，库存增加 65.48%。 请公司：（1）列示各类型电
极箔的销量、收入、毛利率及同比变化情况，并结合出口订单变化情况，量化
说明收入及毛利率受影响的情况；（2）结合原材料、产品价格变动情况，说明
磁性材料收入增长但毛利率转负的原因；（3）结合产品价格情况，说明中高
压化成箔相关存货是否存在跌价风险，计提跌价准备是否充分。 请会计师发
表意见。

回复：
(一 )� 列示各类型电极箔的销量、收入、毛利率及同比变化情况，并结合

出口订单变化情况，量化说明收入及毛利率受影响的情况
2019 年度各类型电极箔的经营情况如下：
1.� 国内销售
单位：万元

产品类型 项目 2019年度 2018年度 同比变化情况

低压化成箔

销量（万 m2） 624.55 545.50 14.49%

收入 17,209.45 15,618.82 10.18%

毛利率 24.92% 26.94% 减少 2.02个百分点

中高压化成箔

销量（万 m2） 1,309.17 870.61 50.37%

收入 68,710.50 51,051.73 34.59%

毛利率 17.27% 21.02% 减少 3.75个百分点

中高压腐蚀箔

销量（万 m2） 1,890.72 2,332.16 -18.93%

收入 50,428.55 58,012.18 -13.07%

毛利率 41.33% 39.89% 增加 1.44个百分点

2.� 出口销售
单位：万元

产品类型 项目 2019年度 2018年度 同比变化情况

低压化成箔

销量（万 m2） 14.69 10.65 37.93%

收入 466.39 479.00 -2.63%

毛利率 34.86% 52.02% 减少 17.16个百分点

中高压化成箔

销量（万 m2） 1,343.48 1,912.80 -29.76%

收入 96,011.70 128,044.72 -25.02%

毛利率 34.83% 32.24% 增加 2.59个百分点[注]

中高压腐蚀箔

销量（万 m2） 12.13 45.88 -73.56%

收入 299.29 1,642.95 -81.78%

毛利率 39.78% 58.15% 减少 18.37个百分点

[注]： 出口销售的中高压化成箔毛利率同比去年增加 2.59 个百分点，主
要是因为中高压化成箔的比容和电压的高低决定市场价格进而影响毛利率，
2019 年度出口的部分中高压化成箔产品规格比容、电压较高，导致产品价格
较高，因此同比毛利率有所增长。

3.� 国内和出口销售
单位：万元

产品类型 项目 2019年度 2018年度 同比变化情况

低压化成箔

销量（万 m2） 639.24 556.15 14.94%

收入 17,675.84 16,097.82 9.80%

毛利率 25.19% 27.68% 减少 2.49个百分点

中高压化成箔

销量（万 m2） 2,652.65 2,783.41 -4.70%

收入 164,722.20 179,096.45 -8.03%

毛利率 27.51% 29.04% 减少 1.53个百分点

中高压腐蚀箔

销量（万 m2） 1,902.85 2,378.04 -19.98%

收入 50,727.84 59,655.13 -14.96%

毛利率 41.32% 40.39% 增加 0.93个百分点

合 计

销量（万 m2） 5,194.74 5,717.60 -9.14%

收入 233,125.88 254,849.40 -8.52%

毛利率 30.34% 31.61% 减少 1.27个百分点

2019 年度，公司电极箔（腐蚀箔及化成箔）产品营业收入 233,125.88 万
元，同比下降 8.52%，毛利率为 30.34%，同比减少 1.27 个百分点，主要系因为
产品销售价格下滑及出口订单减少导致。 2019 年公司主要出口地日本市场
受全球经济形势以及铝电解电容器市场向国内转移的影响，日本电极箔市场
需求量下滑，导致公司出口订单量及中高压腐蚀箔销售价格出现较大幅度下
降，其中中高压化成箔及中高压腐蚀箔出口销量分别下降 29.76%和 73.56%，
出口收入分别下降 25.02%和 81.78%，出口毛利率分别增加 2.59 个百分点和
减少 18.37 个百分点。

其中，2019 年公司腐蚀箔及化成箔收入及毛利率出现下滑，系因为 2018
年受环保督严影响， 电极箔尤其是腐蚀箔生产环节对环保治理能力要求很
高，国内环保治理不达标的电极箔生产厂家皆面临停产或限产状态，公司凭
借自身在环保领域过硬布局，腐蚀箔生产并未受影响，公司腐蚀箔及化成箔
订单处于供不应求状态，产品销量及销售价格均处于相对高位。随着 2019 年
环保政策不再执行“一刀切”，给各厂家宽限一定期限进行整改，处于停产或
限产厂家陆续恢复生产，市场价格竞争趋严，导致公司腐蚀箔及化成箔产品
订单量及整体价格相比 2018 年出现下滑。

中高压化成箔属于高耗能产品，其中电力成本占中高压化成箔整体生产
成本的 30%以上。 后续公司将在不影响正常生产经营的前提下，将中高压化
成箔逐步从高电力成本地区（湖北宜昌）向低电力成本地区（内蒙古乌兰察
布）转移，进一步降低中高压化成箔生产成本，增厚上市公司业绩。

会计师核查意见：
经核查，我们未发现公司电极箔的销量、收入及毛利率的变化存在不合

理的情况。
(二)� 结合原材料、产品价格变动情况，说明磁性材料收入增长但毛利率

转负的原因
2019 年度，公司磁性材料相关产品合计收入 41,281.96 万元，其中磁性材

料收入 22,684.79 万元，同比 2018 年下降 0.07%，毛利率为 4.86%，同比减少
3.60 个百分点；锂电池正极材料（包括磷酸铁锂和三元材料）收入 18,597.17
万元，同比 2018 年增长 144.47%，毛利率为 -13.55%，同比减少 29.87 个百分
点。本期磁性材料收入增长但毛利率转负主要是因为锂电池相关产品销量较
2018 年出现增长，但销售价格受市场环境影响较上期出现大幅下降，导致产
品毛利率为负。 其中磷酸铁锂和三元材料销量较上期分别增长 641.94%和
146.71%，销售价格较上期下降 43.66%和 26.88%，出现以上情况主要是因为
公司正极材料产品采用成本加成法定价，本期磷酸铁锂以及三元材料的主要
原材料磷酸铁、碳酸锂和硫酸钴、硫酸镍、氢氧化锂市场价格持续大幅下滑，
公司承担了原材料价差损失， 因此， 虽然收入较上期分别增长 318.04%和
80.39%，但毛利率分别减少 11.29 个百分点和 32.37 个百分点。

会计师核查意见：
经核查，我们未发现公司磁性材料收入及毛利率的变化存在不合理的情

况。
(三)� 结合产品价格情况， 说明中高压化成箔相关存货是否存在跌价风

险，计提跌价准备是否充分
资产负债表日，公司的存货采用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计量，按照单个

存货成本高于可变现净值的差额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直接用于出售的存货，
在正常生产经营过程中以该存货的估计售价减去估计的销售费用和相关税
费后的金额确定其可变现净值；需要经过加工的存货，在正常生产经营过程
中以所生产的产成品的估计售价减去至完工时估计将要发生的成本、估计的
销售费用和相关税费后的金额确定其可变现净值。

期末， 公司中高压化成箔存货数量共计 1,144,561.80m2， 账面余额共计
56,946,633.17 元，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合计 829,960.43 元。 本年度中高压化成
箔销售毛利率 27.51%，公司期末库存中高压化成箔除特定规格（存货数量为
54.20� m2）及少量不合格品外，存货账面余额均低于预计售价扣除相关销售
费用以及相关税费后的可变现净值，不存在跌价风险。

会计师核查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公司中高压化成箔相关存货计提跌价准备充分，存货

跌价准备的计提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
2、年报显示，报告期内公司合金材料收入 33.64 亿元，同比下滑 3.82%，

毛利率 6.56%，连续下滑。 其中，空调箔、钎焊箔、电子光箔和板带材均有不同
程度收入或毛利率的下降。 请公司：（1）分主要产品客户市场、可比公司情况
等方面，说明毛利率持续下滑的原因；（2）说明合金材料业绩变化趋势，以及
公司的具体应对措施和安排。

回复：
(一)� 分主要产品客户市场、可比公司情况等方面，说明毛利率持续下滑

的原因
2019 年度公司各合金材料收入、毛利率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产品名称 收入 毛利率 毛利率同比变动 收入占合金材料收入
比例

空调箔 230,733.40 4.52% 减少 1.15个百分点 68.59%

钎焊箔 63,410.99 7.65% 减少 7.90个百分点 18.85%

电子光箔 36,893.74 17.60% 减少 0.41个百分点 10.99%

板带材 5,338.04 5.33% 减少 0.68个百分点 1.57%

空调箔是制造空调器的主要材料之一，主要用于制作家用空调、中央空
调热交换器用翅片，其业绩情况与下游空调行业密切相关。 根据艾肯空调制
冷网发布的《2019 年度中国中央空调市场报告》，2019 年度国内中央空调市
场整体容量超过 1000 亿元规模， 但同比下降 2.9%；2019 年度国内家用空调

市场形势严峻，市场价格战异常激烈，产品利润空间大幅压缩，根据中怡康
统计数据，2019 年国内家用空调行业累计零售量同比增长 4.3%，累计零售额
同比下降 3.6%。 公司空调箔销售价格采取“铝锭 + 加工费”的定价模式，受
国内空调市场量升价跌影响，公司空调箔 2019 年销量 126,901 吨，同比增长
7.82%，产品价格下降 3.62%，毛利率下滑 1.15 个百分点。 公司空调箔主要客
户包括格力、美的、海尔、海信、日本大金、韩国三星、美国霍尼韦尔等。 除公
司以外，开展空调箔业务的国内上市公司主要有鼎胜新材、常铝股份。 其中
常铝股份公开披露的定期报告中主营业务分产品划分口径与公司不一致，公
开披露数据不具有可比性。根据鼎胜新材 2019 年年报披露数据，其空调箔营
业收入约 41.49 亿元， 毛利率为 9.24%， 毛利率比上年减少 0.48 个百分点。
2019 年，公司空调箔营业收入约 23.07 亿元，毛利率为 4.52%，毛利率比上年
减少 1.15 个百分点。

钎焊箔是主要用于制作汽车热交换器，包括水箱散热器、空调冷凝器和
蒸发器，其业绩情况与下游汽车行业密切相关。 受宏观经济下行、中美贸易
摩擦持续、国六排放标准提前实施、新能源汽车补贴大幅退坡等诸多因素影
响，国内汽车市场需求低迷，连续 18 个月出现负增长，根据中国汽车工业协
会公布数据，2019 年新车销售量同比下降 8.2%，降幅比同期扩大 5.4 个百分
点。 受此影响，钎焊箔市场价格竞争激烈，公司钎焊箔销量 31,604 吨，产品价
格同比下降 3.47%，同时单位成本增加 4.84%，导致毛利率下滑 7.90 个百分
点。 公司钎焊箔以国内销售为主，主要客户包括日本电装、德国马勒贝洱、法
国法雷奥、 韩国翰昂等国际品牌在中国所设立的业务部门。 除公司以外，开
展钎焊箔业务的国内上市公司主要有常铝股份、银邦股份。 上述两家公司公
开披露的定期报告中主营业务分产品划分口径与公司不一致，公开披露数据
不具有可比性。

电子光箔主要用于电极箔的生产， 公司在满足自用的情况少量进行外
销，其销售价格及毛利率相对平稳。

板带材为公司合金材料生产副产品，2019 年销售价格及毛利率相对平
稳，且其占合金材料比例较小，对合金材料板块影响很小。

(二)� 说明合金材料业绩变化趋势，以及公司的具体应对措施和安排
合金材料产品业绩情况主要受下游客户行业景气度影响，行业内竞争加

剧导致公司合金材料业绩下滑。 为此， 公司一方面将调整产品生产计划，生
产计划重心放在毛利率较高的电子光箔及钎焊箔产品的生产，适当减少毛利
率较小的空调箔的生产，同时加大力度推动具有更高附加价值及毛利率水平
的电池铝箔生产线项目建设， 预计 2020 年投产后可提高毛利水平； 另一方
面，公司将积极调整产品下游客户结构，重点维护优质空调客户以及高端的
汽车整车客户，压缩中小空调箔客户及低价的售后客户的比重。

3、年报显示，报告期内公司化工产品收入 17.35 亿元，同比下滑 16.62%，
毛利率 17.74%，减少 15.48 个百分点。 公司称化工产品业绩下滑主要系受行
业整体周期向下影响，氯碱化工产品以及新型环保制冷剂等主要化工产品市
场价格同比处于低位。 其中， 主要产品液碱和环保制冷剂库存分别增长
95.82%和 9.16%。 请公司：（1）按主要产品列示化工产品收入、成本、毛利率及
同比变化情况；（2）结合产品价格情况，说明化工产品存货是否存在跌价风
险，计提跌价准备是否充分。 请会计师发表意见。

回复：
(一)� 按主要产品列示化工产品收入、成本、毛利率及同比变化情况
2019 年度公司化工产品销售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产品名称 项目 2019年度 2018年度 同比变化情况

制冷剂

收入 64,521.99 90,731.65 -28.89%

成本 63,315.93 69,349.52 -8.70%

毛利率 1.87% 23.57% 减少 21.70个百分点

液碱

收入 57,625.37 68,277.02 -15.60%

成本 30,187.62 28,675.47 5.27%

毛利率 47.61% 58.00% 减少 10.39个百分点

双氧水

收入 22,078.47 25,838.99 -14.55%

成本 10,187.99 9,906.25 2.84%

毛利率 53.86% 61.66% 减少 7.80个百分点

其他

收入 29,303.58 23,277.66 25.89%

成本 39,056.37 31,064.91 25.73%

毛利率 -33.28% -33.45% 增加 0.17个百分点

会计师核查意见：
经核查，我们未发现公司化工产品收入、成本及毛利率的变化存在不合

理的情况
(二)� 结合产品价格情况，说明化工产品存货是否存在跌价风险，计提跌

价准备是否充分
资产负债表日，公司的存货采用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计量，按照单个

存货成本高于可变现净值的差额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直接用于出售的存货，
在正常生产经营过程中以该存货的估计售价减去估计的销售费用和相关税
费后的金额确定其可变现净值；需要经过加工的存货，在正常生产经营过程
中以所生产的产成品的估计售价减去至完工时估计将要发生的成本、估计的
销售费用和相关税费后的金额确定其可变现净值。

公司期末以 2019 年 12 月各产品的售价作为估计售价，减去估计将要发
生的销售费用以及相关税费后的金额确定可变现净值，存货账面余额高于可
变现净值的差额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公司化工产品库存商品计提跌价准备情
况如下：

单位：万元
产品名称 账面余额 数量（吨） 跌价准备

液碱 220.41 6,604.03

双氧水 127.42 2,842.87

盐酸 12.42 390.35 9.65

液氯 17.54 203.43 10.22

制冷剂 7,089.00 3,564.42 1,045.26

其他 2,929.23 212,718.23 629.75

合 计 10,396.02 226,323.33 1,694.88

综上所述， 公司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的方式符合相关会计准则的要求，并
已对化工产品库存商品计提了充分的存货跌价准备。

会计师核查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公司化工产品存货跌价准备计提充分，存货跌价准备

的计提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
4、年报显示，公司销售费用 26.44 亿元，同比增长 185.28%。 其中，学术推

广费 13.56 亿元，同比增长 333.98%，工资薪酬 7.92 亿元，同比增长 363.47%；
医药产品销售费用 23.61 亿元，系报告期加强核心产品可威的学术推广力度
和提前铺建胰岛素等后续产品推广网络所致。 请公司：（1）分产品披露学术
推广费的主要核算内容及对应金额、主要支付对象、是否为关联方；（2）结合
各类学术推广的内容、 涉及产品等具体信息， 说明销售费用与收入的相关
性；（3）结合销售人员数量、激励机制及变化情况，说明工资支出大幅增加的
原因；（4）结合大额销售费用支出申请、审批流程等，说明公司确保销售费用
使用和确认合规的内控措施。 请会计师发表意见。

回复：
(一)� 分产品披露学术推广费的主要核算内容及对应金额、 主要支付对

象、是否为关联方
2019 年度分产品学术推广费支付对象前 10 名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产品 单位名称 费用项目 学术推广费
占学术
推广费
比例

是否为关
联方

可威

长晟（广州）咨询有限公司 学术会议费 2,772.97 2.05% 否

枣庄孟德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学术会议费 903.76 0.67% 否

湖北天时益商务信息咨询服务有限公
司 学术会议费 841.10 0.62% 否

江西火维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学术会议费 654.70 0.48% 否

枣庄玄德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学术会议费 593.76 0.44% 否

江西帆鸿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学术会议费 559.86 0.41% 否

枣庄仕至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学术会议费 517.53 0.38% 否

泰州庆欢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学术会议费 508.17 0.37% 否

宜丰筱檗商务咨询有限公司 学术会议费 508.13 0.37% 否

枣庄爱琴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学术会议费 506.71 0.37% 否

小 计 8,366.69 6.17%

其他
产

品

长晟（广州）咨询有限公司 学术会议费 600.01 0.44% 否

龙游圳运企业管理服务部 学术会议费 169.92 0.13% 否

灌云县井山医药咨询服务部 学术会议费 159.33 0.12% 否

重庆布洛尼商务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学术会议费 147.13 0.11% 否

枣庄玄德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学术会议费 59.92 0.04% 否

江西帆鸿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学术会议费 58.10 0.04% 否

枣庄孟德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学术会议费 49.54 0.04% 否

湖北天时益商务信息咨询服务有限公
司 学术会议费 45.05 0.03% 否

江西火维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学术会议费 35.88 0.03% 否

枣庄公明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学术会议费 17.51 0.01% 否

小 计 1,342.39 0.99%

公司学术推广费主要核算与学术会议相关的差旅费、餐饮费、会务费等
费用。学术推广活动是公司向医疗工作者及相关药政管理专家人员宣传流感
等病理及防治诊疗相关知识的主要形式。公司将相关产品在医药领域的研究
成果和临床实践的最新信息，通过学术会议及时提供给医生。 公司通过学术
传播方式，使医生了解产品特点，提升在同类产品中的地位，并推荐和指导
临床用药，同时及时获取医生与患者对于药品的反应，在企业、医生与患者
之间架起沟通的桥梁。 学术推广有利于企业对基层销售平台的了解，不断强
化推广商专业知识的积累，来自市场的专业化水准的提高也反过来促进公司
各方面的改变。 通过学术推广，公司的专职人员与临床直接沟通，信息保真
度高，能够做出更好的产品定位。

(二)� 结合各类学术推广的内容、涉及产品等具体信息，说明销售费用与
收入的相关性

公司分产品销售收入及学术推广费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产品名称 收入 学术推广费 学术推广费占收
入比例

2019年度

可威 593,946.26 113,665.74 19.14%

其他产品 28,412.52 21,898.44 77.07%

合计 622,358.78 135,564.18 21.78%

2018年度

可威 225,422.67 28,415.63 12.61%

其他产品 25,487.46 2,822.07 11.07%

合计 250,910.13 31,237.70 12.45%

变动率

可威 163.48% 300.01% 51.82%

其他产品 11.48% 675.97% 596.08%

合计 148.04% 333.98% 74.96%

学术推广是公司医药产品营销推广的中心策略之一，通过向医疗工作者
及相关药政管理专家人员宣传流感等其他病理、防治诊疗相关知识以及公司
产品药物特性和临床医学使用价值、药物的作用机理及适用范围等药品专业
知识，提高专业人士对公司药品认可度，进而对相关适应症患者进行指导用
药，从而逐步提升商品销量及收入，因此对应药品销售额增长相比学术推广
在时间上具有滞后性。

2019 年，公司学术推广内容涵盖了核心产品可威等产品，同时学术推广
路线由三甲等级医疗机构逐步向基层医疗机构覆盖。虽然目前单家等级医药
所带来的对应患者流量远高于基层医疗机构，但未来医改及分级诊疗不断的
推进必将推动基层医疗机构潜力的爆发，公司现重点布局基层市场，推动基
层医生的学术教育，所投入的场均学术推广费用接近等级医院。 同时，公司
为了加大对基层营销网络和基层市场的布局，扩大销售市场，在基层加大了
学术推广活动等。 2019 年度，公司共举办学术推广会议 4700 余场，同比增加
约 360%。

(三)� 结合销售人员数量、激励机制及变化情况，说明工资支出大幅增加
的原因

公司总体销售人员薪酬总额情况如下：
单位：元

板 块 2019年度 2018年度

医药制造板块 779,424,353.06 159,854,666.22

传统产业板块 12,745,980.00 11,067,161.30

合 计 792,170,333.06 170,921,827.52

公司本期销售费用中工资薪酬较上期增长主要系医药制造板块销售人
员工资薪酬增加导致。 医药制造板块销售人员薪酬情况如下：

单位：元
项 目 2019年度 2018年度 同比变化情况

薪酬总额 779,424,353.06 159,854,666.22 387.58%

销售人员（人） 4316 2690 60.45%

人均薪酬 180,589.52 59,425.53 203.89%

2019 年医药制造板块销售人员人均薪酬同比有较大幅度增长，主要原因
是为了加大对基层营销网络的布局， 本年度公司加强在基层市场的布局，大
幅度增加基层业务人员。 同时为了鼓励销售团队的销售积极性，进一步提高
一线的销售热情，公司本年实行了绩效考核制度，销售人员的薪酬水平与绩
效挂钩，本年各省份销售额（含税）排前 5 名、6-15 名、16-20 名及 21-26 名
的月度绩效工资核算标准比上年分别增长了 38.89%、42.86%、100%及 200%，
本年较上年新增加了第一、 二季度季度奖励和 8-12 月月度奖励项目， 绩效
考核工资和奖励共 57,000 万余元，故员工工资薪酬较上期上升。

(四)� 结合大额销售费用支出申请、审批流程等，说明公司确保销售费用
使用和确认合规的内控措施

公司认真落实《企业内部控制应用指引》及公司内部控制制度的相关要
求，加强对销售费用合法合规的审核力度。 年初时由销售人员制定和完善全
年的费用计划上报审批，后期严格按照经审批后的预算实施。 支付大额销售
费用时由销售人员提出申请，列明支出款项的用途、金额、明细、支付方式等
内容，并附发票、合同及其他原始单据或相关凭据，履行累进制审批流程，由
申请人部门主管、上级部门主管、宜昌东阳光长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东阳光药”）销售总监、财务部逐级审批后，安排资金对公转账。 财务人
员严格审查学术推广项目是否有主办人员提供的活动邀请函、 活动签到表、
活动现场照片等支持性资料，确保附件真实、齐全、规范，严格把控费用的合
理性、合规性、审批流程的完整性，对不符合内控要求的资金支付申请，一律
不予支付。

会计师核查意见：
针对上述问题，我们主要执行了以下核查程序：
1.� 对公司管理层进行访谈，了解公司学术推广费用的类型、目的和模式

等；
2.� 了解公司与销售费用相关的内部控制，评价这些控制的设计，确定其

是否得到执行，并测试相关内部控制的运行有效性；
3.� 获取公司学术推广活动清单， 核对学术推广活动清单与公司账面记

录是否一致；
4．获取相关费用明细账，在抽样基础上，查阅并核对与学术推广费相关

的合同、发票、活动成果证明材料、付款单据等支持性文件是否与账面记录
一致。

经核查，我们未发现公司销售费用存在不合理的情况，公司在销售费用
使用和确认方面保持了有效的内部控制。

二、关于财务数据情况
5、年报显示，公司货币资金期末余额 52 亿元，其中使用受限金额共计

15.42 亿元，主要为票据承兑保证金 14.46 亿元、借款保证金 0.9 亿元。 同时，
公司短期借款期末余额 53.04 亿元、一年内到期非流动负债 6.82 亿元、其他
流动负债 2.53 亿元，报告期利息收入 0.57 亿元，利息费用 6.9 亿元。 请公司
补充披露：（1）结合年度日均货币资金及资金存放情况，说明利息收入与货
币资金规模的匹配性和合理性，资金是否存在潜在限制性用途或被其他方实
际使用的情况；（2）结合自有资金、短期借款的资金成本和使用安排，说明公
司融资决策的具体原因和合理性；（3）进一步分析说明公司是否存在短期偿
债风险以及应对措施。 请会计师发表意见。

回复：
(一)� 结合年度日均货币资金及资金存放情况， 说明利息收入与货币资

金规模的匹配性和合理性，资金是否存在潜在限制性用途或被其他方实际使
用的情况

2019 年度，公司各类货币资金日均余额与利息收入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货币资金性质 日均余额 利息收入 平均利率

库存现金[注 1] 33.89 0 0

活期存款[注 2] 436,517.40 2,919.51 0.67%

定期存款[注 2] 139,142.43 1,681.37 1.21%

银行承兑汇票保证金[注 2] 99,514.21 766.02 0.77%

利率掉期保证金[注 2] 87.27 0.21 0.24%

矿山恢复治理保证金[注 2] 570.66 2.20 0.39%

借款保证金[注 2] 38,677.50 368.16 0.95%

股票回购资金[注 2] 5,209.31 6.69 0.13%

合 计 719,752.67 5,744.16 0.80%

[注 1]:� 日均余额通过全年库存现金每月余额加权平均计算获得。
[注 2]:� 日均余额通过全年各银行每日余额平均计算获得。
本期公司活期存款平均利率偏高主要系部分保证金账户与活期账户关

联，银行将保证金账户结息转入关联的活期账户所致；定期存款利率偏低主
要系存在部分定期存款未到期不结息，到期时一次性结息的情况，导致结息
不在报告期内所致；公司各类保证金平均利率偏低主要系部分保证金账户与
活期账户关联，银行将保证金账户结息转入关联的活期账户，以及部分票据
保证金在票据存续期间不会结息，待票据到期承兑后再将保证金利息支付给
公司所致。 综上，公司利息收入与货币资金规模具有匹配性和合理性。

期末公司货币资金存放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类 别
存放情况（金额）

政策性
银行

大型国有商
业银行

全国性股份
制商业银行

其他银行[注
1]

其他
[注 2] 合计

银行存款 318.42 163,926.45 59,369.90 130,578.40 0 354,193.17

其他货币资金 0 5,465.86 100,753.89 48,028.75 11,460.16 165,708.66

[注 1]:� 其他银行指除政策性银行（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中
国农业发展银行）、大型国有商业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
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交通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
行（招商银行、浦发银行、中信银行、中国光大银行、华夏银行、中国民生银
行、广发银行、兴业银行、平安银行、浙商银行、恒丰银行、渤海银行）以外的
其他银行。

[注 2]:� 其他为公司存放于证券账户的股票回购资金以及期货账户的期
货账户权益资金。

公司货币资金在各类银行均有存放， 货币资金均由公司控制和使用，除
下述为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融资等提供质押外，不存在其他潜在限制性用途或
被其他方实际使用的情况。

单位：元
项 目 2019年 12月 31日

其他货币资金 -票据承兑保证金 1,445,990,473.10

其他货币资金 -借款保证金 90,092,516.67

其他货币资金 -利率掉期保证金 6,402,067.54

合 计 1,542,485,057.31

(二)� 结合自有资金、短期借款的资金成本和使用安排，说明公司融资决
策的具体原因和合理性

1.� 公司分板块资金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2019年 12月 31日

医药制造板块 传统产业板块 合计
库存现金 0 13.52 13.52
银行存款 272,134.71 82,058.46 354,193.17
其他货币资金 5,779.06 159,929.61 165,708.66
合 计 277,913.76 242,001.59 519,915.35

（续上表）

项 目
2018年 12月 31日

医药制造板块 传统产业板块 合计

库存现金 1.52 23.87 25.39

银行存款 59,373.13 74,950.13 134,323.26

其他货币资金 0 74,937.76 74,937.76

合 计 59,374.65 149,911.76 209,286.41

2.� 公司分板块有息负债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2019年 12月 31日

医药制造板块 传统产业板块 合计

短期借款 0 530,434.73 530,434.73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0 68,225.25 68,225.25

其他流动负债 0 25,290.14 25,290.14

长期借款 5,000.00 109,232.56 114,232.56

应付债券 224,863.94 88,089.45 312,953.40

其他非流动负债 0 42,590.33 42,590.33

合 计 229,863.94 863,862.46 1,093,726.41

（续上表）

项 目
2018年 12月 31日

医药制造板块 传统产业板块 合计

短期借款 4,339.94 309,741.54 314,081.48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1,000.00 44,525.09 45,525.09

其他流动负债 0 99,917.78 99,917.78

长期借款 0 80,223.00 80,223.00

应付债券 0 50,591.36 50,591.36

其他非流动负债 0 60,181.04 60,181.04

合 计 5,339.94 645,179.81 650,519.75

注 1：医药制造板块为东阳光药及其控股子公司。
注 2：合计数与各加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的差异，系由四舍五入造

成。
3.� 公司资金及债务情况说明
公司控股子公司东阳光药为港股上市公司，东阳光药行政管理、资金收

支及调拨、融资等独立运作，资产、财务、人员等独立。 就公司资金情况、债务
情况及融资决策的原因及合理性，分板块说明如下：

（1）医药制造板块
2019 年末，医药制造板块货币资金余额为 277,913.76 万元，较 2018 年末

增加 218,539.11 万元， 有息负债余额为 229,863.94 万元， 较 2018 年末增加
224,524.00 万元，主要系发行 4 亿美元可转换债券所致。

为保持企业长期持续发展， 增强东阳光药的资金实力和综合竞争力，东
阳光药发行了 4 亿美元可转换债券，票面年利率为 3%，资金专项用于收购任
何药品和其他制药产品（包括原料药）、生产设施资本支出、扩大销售和经销
网络等。

（2）传统产业板块
2019 年末，传统产业板块货币资金余额 242,001.59 万元，较 2018 年末增

加 92,089.83 万元。 期末货币资金包括银行存款 82,058.46 万元，其他货币资
金 159,929.61 万元； 其他货币资金包含银行承兑汇票保证金 144,599.05 万
元， 该保证金为公司支付货款或工程设备款开出的银行承兑汇票提供担保；
借款保证金为 9,009.25 万元，为公司取得的银行借款提供质押担保；期末随
时可以使用的货币资金为 87,753.08 万元， 该部分资金主要用于日常经营中
采购、生产和销售等各业务环节流动资金需求和偿付到期银行借款而保留适
度的货币资金额度。

2019 年末，传统产业板块有息负债余额 863,862.46 万元，较 2018 年增加
218,682.65 万元，其中短期借款、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及其他流动负债
余额合计 623,950.12 万元，较 2018 年增加 169,765.71 万元，借款资金成本在
4.5%至 5.5%之间。

公司 2019 年有息负债增加原因及用途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 为提振市场信心，公司实施了股份回购。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公

司已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股份 93,607,550 股，累计支付回购金额
79,924.05 万元（不包含交易费用）。

(2)� 公司传统产业板块业务上下游主要以银行承兑汇票结算，公司根据
业务需要通过质押大额银行承兑汇票或保证金开出银行承兑汇票用于支付
原材料款或工程设备款，被质押的银行承兑汇票到期托收后用于兑付和新开
承兑汇票 ， 公司传统产业板块期末较期初增加银行承兑汇票保证金
100,572.46 万元。

(3)� 为加快产业发展，提升公司获利能力，公司传统产业板块 2019 年度
新增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现金 51,086.92� 万元。

(三)� 进一步分析说明公司是否存在短期偿债风险以及应对措施
2019 年末，公司流动比率、速动比率分别为 1.18 和 1.03，公司流动性较

好。 同时， 为进一步防范经营和短期偿债风险， 根据实际经营业务及债务
规模，公司合理储备了相应货币资金，保持充裕的流动资金，同时公司采取
以下应对措施：

1．为增强公司盈利能力，公司通过重大资产重组，将东阳光药纳入公司
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内，不但优化了公司产业结构，而且由于东阳光药近三年
保持较高的销售及利润增长速度，使东阳光传统产业板块与医药制造板块形
成发展互补的格局，抵御风险能力增强，推动了公司整体稳步增长。 此外，东
阳光药 2018 年年度及 2019 年中期实施现金分红， 公司于 2019 年共获得分
红款 36,192 万元（税前）。

2．2019 年期末公司应收款项融资（应收票据）余额 25.20 亿元，该部分
流动资产能够在 3-6 个月内托收变现，可为到期债务、票据融资提供储备性
的资金供应。

3．公司资信状况良好，具有较强的融资能力，已与多家商业银行建立了
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银行授信为公司提供了较好的资金补充，有利于公司
进一步调整财务结构，合理安排有息债务，加强流动性管理以保证按时还本
付息。

4．公司在资金使用上遵循严谨、高效、风险管理等原则，每一笔有息负
债都由专门资金人员跟进管理， 原则上每笔有息负债到期前 2-3 月启动偿
还机制，开展偿还预案设计、偿还资金筹集、偿还补充方案等一揽子工作，保
证有息负债的及时偿付。

5．公司持续做好资金池的储血功能，不断提高生产技术，努力拓展产品
市场，丰富产品阵容，加快资金回笼，增加现金流入，以保证公司到期债务的
归还和公司运营资金安全。

综上，公司短期偿债风险可控。
会计师核查意见：
针对上述问题，我们主要执行了以下核查程序：
1.� 了解公司货币资金相关的内部控制，评价这些控制的设计，确定其是

否得到执行，并测试相关内部控制的运行有效性；
2.� 获取了企业编制的货币资金明细表， 并与取得的银行对账单进行核

对；
3.� 获取了《已开立银行结算账户清单》，核对银行存款账户的存在和完

整性，核对是否存在被其他方实际使用的情况；
4.� 在抽样的基础上，对资金流水进行双向测试；
5.� 实施银行函证程序，核对公司账面余额与银行函证结果是否一致；
6.� 获取了《企业信用报告》，核对《企业信用报告》中列示的担保、融资等

情况与账面记录是否一致；
7.� 对存款利息收入进行总体复核,根据公司存款余额和存款利率，分析

匡算利息收入与实际利息收入的差异是否合理；
8.� 在抽样的基础上，检查大额收付交易，检查记账凭证与原始凭证是否

相符、账务处理是否正确等。
经核查，我们认为利息收入与货币资金规模匹配，不存在未披露的潜在

限制性用途或被其他方实际使用的情况；我们未发现公司融资决策及偿债安
排存在不合理的情况。

6、年报显示，公司其他非流动资产期末余额 17.16 亿元，主要为预付专
利技术和药品生产批件款项 14.52 亿元以及预付工程款、 设备款 2.44 亿元。
预付专利技术和药品生产批件款项为公司按照预付及里程碑付款模式，向关
联方广东东阳光药业有限公司购买相关在研药品权利， 其中 2015 年购买磷
酸依米他韦目前已支付 5.6 亿元；2018 年购买克拉霉素缓释片等 6 个产品目
前已支付 3.79 亿元， 结转无形资产 3 亿元；2019 年购买恩替卡韦片等 27 个
产品目前已支付 8.13 亿元。请公司补充披露：（1）预付工程款、设备款余额前
五大对象、是否为关联方、形成时间、金额、占比、对应在建工程或相关资产
项目；（2）结合购买协议约定、研发进度、里程碑条款达成情况等，说明预付
专利技术和药品生产批件款项支付是否符合前期约定；（3）结合药品研发风
险、结转无形资产情况、关联方是否设置退款担保等，说明预付款项是否存
在结算或收回风险，并进行提示。 请会计师发表意见。

回复：
(一)� 预付工程款、设备款余额前五大对象、是否为关联方、形成时间、金

额、占比、对应在建工程或相关资产项目
期末，预付工程款、设备款余额前 5 名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单位名称 是否为
关联方 形成时间 账面余额 占比 对应在建工程或相关

资产项目
涿神有色金属加工专
用设备有限公司 否 2019年 4-10月 3,307.30 13.56% 铝箔粗轧机、合卷机、

分卷机等
贵州博泰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否 2019年 7月 1,310.10 5.37% 贵州销售办公室

中石化工建设有限公
司 否 2019年 1-12月 1,103.55 4.53% 乳源电化厂检修、氟

化工生产线改造

核工业烟台同兴实业
集团有限公司 否

2017年 1月、2017
年 5月、2019年 11

月
889.92 3.65% 立式压滤机

国药国瑞泰（武汉）流
体系统有限公司 否 2019年 8月 -12

月 865.52 3.55%
东阳光药制剂新工厂
纯化水纯蒸汽分配系

统项目
小 计 7,476.40 30.66%

会计师核查意见：经核查，我们未发现公司预付工程款、设备款存在不合
理的情况。

(二 )� 结合购买协议约定、研发进度、里程碑条款达成情况等，说明预付
专利技术和药品生产批件款项支付是否符合前期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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