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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进电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报更正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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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进电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22 年 4 月 22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官网
（www.sse.com.cn）披露的《2021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经事后审核发现，原披露的公告中存在以
下错误需要更正：

一、“第二节 公司简介和主要财务指标”之“十、采用公允价值计量的项目”修行如下：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名称 更正前内容 更正后内容

应收款项融资

期末余额 16,099,862.93 6,323,809.48

当期变动 -14,930,535.07 -24,706,588.52

注：与公允价值计量相关的应收款项融资期末金额均由“16,099,862.93”更正为“6,323,809.48”，对
应报表为“第十节 财务报告”之“十一 公允价值的披露”之“1 以公允价值计量的资产和负债的期末公
允价值”之“（一）应收款项融资”及“持续以公允价值计量的公允价值总额”。

二、“第三节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之“四 风险因素”之“（四）经营风险”之“4 客户集中度较高的风
险”。

更正前内容：
报告期内，公司对前五大客户的销售收入占年度销售总额的 60.40%。
更正后内容：
报告期内，公司对前五大客户的销售收入占年度销售总额的 56.84%。
三、“第三节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之“五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之“（一）主营业务分析”之“2 收

入和成本分析”之（4）成本分析表 之“分产品情况”之“本期金额”，修订如下：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名称 更正前内容 更正后内容

新能源汽车电驱动系统 649,842,800.21 649,740,588.52

四、“第三节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之“五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之“行业经营性分析”之“汽车制
造行业经营性信息分析”，修订如下：

更正前内容：
不适用。
更正后内容：
1. 产能状况
√适用 □不适用
现有产能
√适用 □不适用

主要工厂名称 设计产能 报告期内产能 产能利用率（%）

精进百思特 191,715 191,715 47.96

精进菏泽 120,087 120,087 40.31

在建产能
√适用 □不适用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在 建 产 能 工 厂 名
称 计划投资金额 报 告 期 内 投 资 金

额 累积投资金额 预计投产日期 预计产能

精进菏泽 8,000.00 4,684.13 7,778.13 2022 年 12 月 31 日 与以下为同一产线
的不同部分

精进北美 1,100,000 7,407.78 9,161.07 2022 年 12 月 31 日 25,000

产能计算标准
√适用 □不适用
以上精进北美产线与精进菏泽产线各为一个完整产线的一部分， 产品一部分生产在精进菏泽完

成，部分在精进北美完成。
2．零部件产销量
√适用 □不适用
按零部件类别
√适用 □不适用

销量 产量

零部件类别 本年累计 去年累计 累计同比增减
（%） 本年累计 去年累计 累 计 同 比 增 减

（%）

新能源 汽 车 电 驱 动 产
品 141,507 80,792 75.15 146,584 83,197 76.19

按市场类别
√适用 □不适用

整车配套市场销量 售后服务市场销量

零部件类别 本年累计 去年累计 累计同比增减
（%） 本年累计 去年累计 累 计 同 比 增 减

（%）

新能源 汽 车 电 驱 动 产
品 141,029 80,208 75.83 478 584 -18.15

五、“第五节 环境、社会责任和其他公司治理”之“三、 社会责任工作情况”之“(四)职工权益保护
情况”之“员工持股情况”，修订如下：

项目名称 更正前内容 更正后内容

员工持股人数 （人） 130 125

员工持股人数占公司员工总数比例（%） 13.01 12.51

员工持股数量 （万股 ） 1,149,992 2,269.61

员工持股数量占总股本比例（%） 19.48 3.85

注：1、以上员工持股情况不包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股情况，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持股情况参见本报告“第四节公司治理 六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况”；2、上述员工持
股数量系员工通过员工持股平台间接持有公司股份的情况。

六、“第四节 公司治理”之“六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情况”之“（一）现任及报告期内离任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技术人员持股变动及报酬情况”之“其他情况说明”，修订如下：

项目名称 更正前内容 更正后内容

实际控制人余平间接持股比例 13.85% 13.35%

七、 2021年年度报告摘要中“二、公司基本情况”之“4、股本及股东情况”的“（1）普通股股东总数、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和持有特别表决权的股东总数及前 10名股东情况” 及 2021 年年度报
告全文中“第七节股份变动及股东情况”之“三、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情况”之“（一）股东总数”之“年度报
告披露日前一个月末普通股股东总数”，修订如下：

项目名称 更正前内容 更正后内容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6,950 16,098

八、“第十节 财务报告”之“七、合并财务报表项目注释”之“22、在建工程”之“（2）重要在建工程项
目本期变动情况”,修订如下：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名称 更正前内容 更正后内容

工程累计投入占预算比例 (%)/
工程进度比例

更正前内容 更正后内容

北美-基地建设 （预算数） 82,297,536 51,332,798.63 62.37 100.00

菏泽-产线建设 （本期增加金额） 53,531,188.59 52,991,760.33 78.56 29.36

菏泽-产线升级 （本期增加金额） 21,414,442.58 21,319,932.14 17.09 13.60

菏泽-研发试制能力建设 （本金增加金
额 ） 723,104.25 703,786.13 42.54 41.40

上海-产线建设 （本期增加金额） 6,000,960.47 5,973,671.78 83.85 7.21

上海-产线升级 （本期增加金额） 3,502,250.19 3,497,910.89 94.51 5.42

上海-研发试制能力建设 （本期增加金
额 ） / / 29.42 11.75

本期增加金额合计 183,052,443.95 182,367,559.14 / /

合计（预算数） 630,398,274.39 599,433,537.02 / /

九、“第十节 财务报告”之“二、财务报表”之“合并利润表”，修订如下：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名称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更正前内容 更正后内容 更正前内容 更正后内容

信用减值损失 （损失以 “-”号
填列） -8,153,692.10 8,153,692.10 8,144,832.27 -8,144,832.27

资产减值损失 （损失以 “-”号
填列） 14,240,577.99 -14,240,577.99 22,389,640.75 -22,389,640.75

十、“第十节 财务报告”之“七、合并财务报表项目注释”之“78、现金流量表项目”之“（1）收到的其
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之“2020年度数据”，修订如下：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名称 更正前内容 更正后内容

其他营业外收入 871,471.45 863,221.45
其他往来款 1,419,579.99 1,427,829.99

除上述更正外，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的其他内容保持不变，更正后的《2021 年年
度报告》于本公告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供投资者查阅。

公司对上述公告中出现的错误以及由此给广大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 今后公司将加强定
期报告编制中的审核工作，提高信息披露质量，避免类似问题出现，敬请广大投资者谅解。

特此公告。

精进电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5 月 17 日

证券代码：000788 证券简称：北大医药 公告编号：2022-029

北大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以上的股东减持公司股份比例达到 1%的公告

股东西南合成医药集团有限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北大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东西南合成医药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成集团”）持有公司股份 170,356,26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的 28.58%。 2022年 5月 12日，公司股东合成集团通过大
宗交易减持公司股份 3,5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的 0.5873%，公司于 2022年 5月 13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上披露了《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通过大宗交易减持公司股份的公告》（2022-028）。

2022年 5月 17日，公司收到股东合成集团出具的《关于通过集中竞价减持上市公司股份的告知函》，获悉其于 2022年 5月 17日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 2,461,4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4130%。 本
次交易完成后，合成集团持有公司股份 164,394,86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7.5836%。

2022年 5月 12日至 5月 17日期间，股东合成集团累积减持公司股份比例达到 1%，其中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比例为 0.4130%。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本次集中竞价减持情况
（一）减持原因：因整合资源及公司资金需求
（二）股份来源：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前持有的股份
（三）减持方式：集中竞价
（四）减持情况：
1．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时间 减持均价
（元/股）

减持股数
（股）

减持比例
（%）

西南合成医药集团有限公司
集中竞价 2022 年 5 月 17 日 8.145 2,461,400 0.4130%
合 计 - 8.145 2,461,400 0.4130%

2．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
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
（股） 占总股本比例 （%） 股数

（股） 占总股本比例 （%）

西南合成医药集团有限公司

合计持有股份 166,856,260 27.9966% 164,394,860 27.5836%
其中：
无限售条件股份 166,856,260 27.9966% 164,394,860 27.5836%

有限售条件股份 - - - -
二、股东减持比例达到 1%的情况

1．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西南合成医药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 重庆市江北区寸滩水口

权益变动时间 2022.5.12-2022.5.17

股票简称 北大医药 股票代码 000788

变动类型（可多选） 增加□ 减少 R 一致行动人 有□ 无 R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是 R��否□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份种类（A 股、B 股等） 减持股数（股） 减持比例（%）

A 股 5,961,400 1%

合 计 5,961,400 1%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 （可多选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R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R
其他 □（请注明 ）

本次增持股份的资金来源 （可多选 ）

自有资金 □ 银行贷款 □
其他金融机构借款 □ 股东投资款 □
其他 □（请注明 ）
不涉及资金来源 R

3．本次变动前后 ，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 占总股本比例 (%) 股数(股 ) 占总股本比例 (%)

合计持有股份 170,356,260 28.58% 164,394,860 27.58%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170,356,260 28.58% 164,394,860 27.58%

有限售条件股份

4．承诺、计划等履行情况

本次变动是否为履行已作出的承诺、意向、计划

是 R��否□
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21 日披露了《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 》（公告编号：2022-013）。 公司股东合成集团计划自减持计划公告披露之日起 15 个交易日后的 3 个
月内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 5,960,000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 1%）。 截止本公告日 ，股东合成集团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股份 2,461,400 股 ，占公司股份达到 0.4130%，
本次减持属于履行已披露的股份减持计划。

本次变动是否存在违反《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等
法律 、行政法规 、部门规章 、规范性文件和本所业务规则等规
定的情况

是□ 否 R

5．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按照 《证券法 》第六十三条的规定 ，是否存在不得行使表决权
的股份 是□ 否 R

6．30%以上股东增持股份的说明 （如适用 ）：不适用

7．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变动明细 □
2．相关书面承诺文件 □
3．律师的书面意见 □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R

三、相关说明
1.本次减持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证监会公告【2017】9号）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本次减持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3、2006年 3月 6日至 4月 10日，在公司股权分置改革过程中，合成集团做出如下承诺：
（1）所持有公司的非流通股在获得流通权后的 24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转让，上述 24个月届满后 12个月内,合成集团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股份的数量不超过公司总股本 5%，但合成集团在获

得流通权后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增持的公司股份不受上述承诺的限制。 承诺人如有违反承诺的卖出交易，卖出所获得资金划入公司账户归全体股东所有。
（2）在 2010年 12月 31日前持有公司股权比例最低不低于 30%。 如果公司因配股、增发等导致股本总额发生变化，上述最低持股比例所指股份数量相应调整。
上述承诺事项已于 2011年履行完毕（详见公司 2011年年度报告），未出现违反承诺的行为。
（3）在公司向北大医疗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大医疗”）发行股份购买其持有的重庆大新药业 90.63%股权的资产的定向增发过程中，北大方正集团有限公司、北大医疗、合成集团做出如下承诺：自

西南合成（公司原证券简称，2013年变更为“北大医药”）的董事会首次就重大资产重组事宜公告之日起至西南合成重大资产重组实施完毕后 6个月内，合成集团不再出售西南合成 A 股股票。 该等期间届满后，
合成集团买卖西南合成 A 股股票事宜将严格依照《证券法》及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进行，并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本次减持不存在与上述承诺不一致的情况。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

注意风险。
四、备查文件
合成集团出具的《关于通过集中竞价减持上市公司股份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北大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二年五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605162 证券简称：新中港 公告编号：2022-018

浙江新中港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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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
A 股每股现金红利 0.35元
●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 ）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 股 2022/5/24 － 2022/5/25 2022/5/25

● 差异化分红送转： 否
一、 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 2022年 4月 20日的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 分配方案
1. 发放年度：2021年年度
2. 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

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 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 400,451,000 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35 元（含

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 140,157,850.00元。
三、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 ）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 股 2022/5/24 － 2022/5/25 2022/5/25

四、 分配实施办法
1. 实施办法
（1）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

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
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的，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
在册股东持股数，按比例直接计入股东账户。

2. 自行发放对象
公司股东浙江越盛集团有限公司、深圳平安天煜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晋商财富投

资控股有限公司、嘉兴煜港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杨菁、欧娜由公司直接发放现金红利。
3. 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个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

监会《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 号）和《关
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 号）有关规定：个人从
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公司股票，持股期限超过 1 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个人所得税，每股
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35 元；对个人持股 1 年以内（含 1 年）的暂不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实际
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35 元；待其转让股票时，中登上海分公司将根据股东持股期限计算实际
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登上海分公司，中登上海分公
司于次月 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股东持股期限在 1个月以内（含 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
得额，实际税负为 20%；持股期限在 1个月以上至 1年（含 1年）的，暂减按 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
际税负为 10%；持股期限超过 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持有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个人股东，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
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 号）有关规定，解禁后取得的股息红利，按该规定计算纳
税，持股时间自解禁日起计算；解禁前取得的股息红利继续暂减按 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适用 20%
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 即按照 10%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 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人民币
0.315元。

（3）对于持有本公司股份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国居
民企业向 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
定，公司按照 10%的税率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扣税后实际每股派发人民币现金 0.315 元。 如相关股
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
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4）对于通过沪港通投资持有本公司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其现金红利将由
公司通过中登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扣税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
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 号）执行，按照
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315元。

（5）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由纳税人按税法规定自行
判断是否应在当地缴纳企业所得税，实际每股派发人民币现金 0.35元（含税）。

五、 有关咨询办法
对于权益分派事项如有疑问，请按以下联系方式进行咨询：
联系部门：证券事务部
联系电话：057583182625
特此公告。

浙江新中港热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5 月 18 日

（上接 D68 版 ）
主要承租人情况如下表：

主要承租人 成立日期 首次合
作时间

2021 年 12 月 31
日原值（万元） 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上海联影智慧医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016/10/25 2018 3,265.09 非关联方

天津慈铭奥亚医院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2017/5/9 2019 1,285.56 实际控制人控制公司

辽阳美兆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2018/3/28 2019 1,056.19 联营企业

深圳市奥亚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2014/3/13 2018 1,152.09 实际控制人重大影响的公司

深圳市美鹏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2018/6/21 2019 1,079.93 联营企业

长沙美兆医疗管理有限公司 2018/7/31 2019 834.86 非关联方

东莞东城美兆健康医疗门诊部有限公司 2018/3/13 2018 909.03 非关联方

上海美兆喆源门诊部有限公司 2018/2/13 2018 771.85 实际控制人控制公司

青岛颐安康昱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2009/3/31 2019 738.62 非关联方

深圳市美辰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2018/6/25 2019 660.16 联营企业

其他公司（共 198 家 ） 33,843.37
（四）说明历史逾期情况，减值准备的具体测算过程，坏账准备计提的充分性及合理性。
回复：
长期应收款的历史逾期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长期应收款账面余额 2021 年 2020 年 2019 年

阶段一 ：未逾期及逾期 30 天以内 32,535.58 71,492.13 140,349.15
阶段二 ：逾期 31-90 天 608.76 5,491.35 6,392.38
阶段三 ：逾期超过 90 天 12,452.41 17,881.62 2,804.57
合计 45,596.75 94,865.10 149,546.10

2020年及 2021年阶段二及阶段三的应收租赁款占比上升，主要是由于受新冠疫情影响，承租人
的经营受歇业或限流影响而导致。

对于租赁应收款，本集团在每个资产负债表日评估其信用风险自初始确认后是否已显著增加，并
区分“三阶段”分别计量其预期信用损失。 对于信用风险自初始确认后未显著增加（即阶段一）的租赁
应收款，按照未来 12个月的预期信用损失计量损失准备；对于信用风险自初始确认后已显著增加但
尚未发生信用减值（阶段二）和初始确认后发生信用减值（阶段三）的租赁应收款，按照整个存续期的
预期信用损失计量损失准备。

在区分“三阶段”的基础上，本集团按照违约概率（PD）、违约损失率（LGD）以及违约风险敞口
（EAD）三者的乘积计量租赁应收款的坏账准备。 其中：

a.违约风险敞口（EAD）
违约风险敞口根据期末长期应收款原值、未确认融资收益、已逾期本息，以及租赁保证金等综合

确定。
b.违约概率（PD）
对于阶段三的租赁应收款，由于已发生违约，其违约概率为 100%。
对于阶段一和阶段二的租赁应收款，基于本集团历史年度的违约经验数据计算历史违约概率，并

考虑前瞻性因素予以适当调整。 具体而言，以 2019 年年末处于阶段一的总客户数为基础，统计 2020
年和 2021年新增违约客户数，通过条件概率公式计算得到阶段一客户的历史违约概率；以阶段一客
户的历史违约概率为基础，按每个客户的逾期天数进行线性插值调整，并通过条件概率公式计算得到
阶段二客户的历史违约概率。

c.违约损失率（LGD）
对于阶段三的租赁应收款，根据与违约款项对应租赁物的类似设备的估值、处置回报率，以及处

置周期等综合确定违约损失率。 通常而言，公司租赁物的处置回报率一般较高。
对于阶段一和阶段二的租赁应收款， 违约损失率根据阶段三各笔租赁应收款的平均违约损失率

计算确定。
基于上述计算，租赁应收款预期信用损失的计提比例具体为：阶段一 0.90%；阶段二 8.64%；阶段

三 24.87%。 计算过程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符合行业特征和本集团实际情况，因此租赁应收款
的坏账计提具有充分性和合理性。

请年审会计师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年审会计师核查意见：
我们在对公司 2021 年的财务报表的审计过程中已经充分关注美年健康长期应收款坏账准备计

提相关事项，针对该事项我们执行了相关的审计程序，包括：
- 从长期应收账款账龄分析报告中选取测试项目，核对至销售发票及其他相关的支持性文件，以

评价长期应收账款账龄分析报告中的账龄区间划分的准确性；
- 了解管理层预期信用损失模型中所运用的关键参数及假设； 通过检查管理层用于作出会计估

计的信息，包括测试历史信用损失数据的准确性，评价历史损失率是否基于当前经济状况及前瞻性信
息进行适当调整，评价管理层预期信用损失估计的适当性；

- 评价长期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政策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基于上述的审计程序，我们认为，公司对与长期应收款坏账准备计提在所有重大方面符合《企业

会计准则》的规定。
八、报告期末，你公司长期股权投资期末余额为 9.68亿元，权益工具投资余额为 12.53亿元。请你

公司：
（一）补充披露重要联营企业、其他主要联营企业的本期经营情况，说明是否已达投资预期。
回复：
重要联营企业本期经营情况及是否已达到投资预期说明如下：
单位：万元

重要联营企业名称 营业收入 7 净利润 是否达到投资预期

重要联营企业 23,711.59 6,359.26 是

7 重要联营企业营业收入、 净利润相关财务数字取自 2020 年 10 月 1 日-2021 年 9 月 30 日发生
额。

其他主要联营企业本期经营情况及是否已达到投资预期说明如下：
单位：万元

其他主要联营企业名称 营业收入 8 净利润 是 否 达 到 投 资
预期

南昌倍邦健康体检中心有限公司 2,655.97 -94.38 是

辽阳美兆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2,140.05 -442.69 是

武汉美慈奥亚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1,256.23 -21.18 是

太仓美年大健康体检中心有限公司 1,722.23 457.77 是

广州羊城慈铭门诊部有限公司 1,395.00 451.51 是

南宁美元康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616.64 98.84 是

银川美年大健康医院有限公司 3,059.78 10.04 是

广东环粤健康医疗有限公司 3,147.61 465.13 是

厦门市慈铭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2,949.69 587.41 是

阳江美年大健康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1,156.95 -55.44 是

成都金牛美年大健康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3,002.80 210.93 是

南京奥亚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909.52 -287.40 是

深圳市美鹏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4,933.85 -679.03 是

文山美年大健康体检中心有限公司 2,987.21 396.84 是
8 其他主要联营企业营业收入、 净利润相关财务数字取自 2021 年度相关公司归属于本公司联营

企业的会计期间发生额。
（二）结合减值测试具体过程，说明亏损联营企业是否存在减值迹象，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是否

充分。
回复：
公司 2021年财务报表中的长期股权投资主要为本公司对其具有重大影响的权益工具投资，以权

益法后续计量。 被投资单位主要从事经营基因检测或体检中心的业务。
本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8 号-资产减值》第五条的相关规定，考虑行业经营环境、资产市价

是否大幅下跌、资产经济绩效是否低于预期、体检中心是否歇业或停业等制定了公司政策以识别长期
股权投资是否有减值迹象。

截至 2021年 12月 31日，洛阳美年大健康医疗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洛阳美年”）和肇庆美年
大健康健康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肇庆美年”）处于歇业或停业状态，公司将其所属的长期股权投
资识别为存在减值迹象。

除洛阳美年和肇庆美年外的其他被投资单位的体检中心均处于正常运营状态， 部分被投资单位
出现经营亏损，虽资产经济绩效达到投资预期，但基于谨慎性，公司将近三年（涵盖新冠疫情发生前一
年度及疫情发生后期间）连续亏损的被投资单位所属的长期股权投资识别为存在减值迹象。

对于存在减值迹象的长期股权投资， 公司以其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与资产预计未来
现金流量的现值两者之间较高者确定可收回金额，公允价值的估值模型主要为市场可比公司模型，主
要假设包括市销率乘数、缺乏流动性折价等，预计未来现金流量以预测的息税前现金净流量为基础，
采用税前折现率折现。 本公司经测算，存在减值迹象的长期股权投资中，洛阳美年和肇庆美年可收回
金额低于账面价值人民币 418.65万元和人民币 67.34万元，已于年末计提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

综上所述，于 2021年 12月 31日，本公司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计提充分。
（三）结合你公司对外投资模式，说明不同投资初始会计确认、后续计量、终止确认的具体区别并

说明会计处理的合规性，是否存在重分类或将损益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等权益科目的情形。
回复：
根据健康体检行业服务特点，公司采取连锁经营的发展方式，近年来通过自建或并购体检中心，

扩大服务规模。公司对外的投资主要为从事体检中心业务的公司，公司评估所投资的公司企业生命周
期所处阶段，与公司的发展战略是否有较高契合度等，决定其对于被投资单位的持股比例、董事席位、
财务与经营政策的参与程度等。

公司的被投资单位主要分为两类，一类为对被投资单位不存在控制、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分类
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另一类为能够对被投资单位施加重大影响，但
并不能够控制或者与其他方一起共同控制财务和经营政策，分类为权益法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以公允价值进行初始确认，相关交易费用直
接计入当期损益，并以公允价值进行后续计量，产生的利得或损失计入当期损益；

权益法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以初始投资成本进行初始确认，除非初始投资成本小于投资时应享
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 则应以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
份额进行初始确认，与初始投资成本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后续计量按照应享有或应分担的被投资单
位实现的净损益的份额，确认投资损益并调整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按照被投资单位宣告分派的
利润或现金股利计算应分得的部分，相应减少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

对于符合进一步收购条件的被投资单位，公司通过追加投资或收购股权的方式进一步取得股权，
该等情形属于通过多次交易分步实现控制的企业合并， 终止确认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或权益法核算
的长期股权投资，原股权在收购日的公允价值与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

公司不存在重分类或将损益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等权益科目的情形。
请年审会计师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年审会计师核查意见：
我们在对公司 2021 年的财务报表的审计过程中已经充分关注美年健康对联营企业的投资及以

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等相关事项， 针对该事项我们执行了相
关的审计程序，包括：

- 了解并测试美年健康与长期股权投资及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其他非流动
金融资产确认相关的关键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的设计和运行有效性；

- 基于我们对美年健康业务的理解， 评价管理层在识别长期股权投资减值迹象的分析是否符合
《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 选取新增被投资公司，检查相关的法律文件，包括被投资公司股东协议、股权购买协议和公司
章程等，评价管理层对相关股权投资的分类是否符合会计准则的要求；

- 评价美年健康聘请的外部评估师的客观性、独立性和胜任能力；
- 获取第三方评估机构编制的非上市股权投资公允价值评估报告，利用毕马威估值专家的工作，

评价公允价值评估时所采用的估值方法的适当性及所使用的关键假设的合理性；
- 评价在财务报表中上述投资的会计处理及披露是否符合相关会计准则的要求。
基于上述的审计程序，我们认为，公司对长期股权投资及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

的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相关的会计处理在所有重大方面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九、2021年末，你公司商誉账面价值为 40.51 亿元，减值准备余额为 13.62 亿元，本年未计提商誉

减值准备。 请你公司：
（一）以列表形式列示各主要标的公司近三年主要财务指标、各年业绩承诺完成情况（如有）。
回复：
单位：万元

项目 慈铭健康体检管理集
团有限公司

深圳市鸿康杰科技有
限公司

新新健康控股有限公
司

安徽诺一健康管理有
限公司

2021
营业收入 204,441.25 15,500.29 13,811.90 11,907.58
净利润 14,700.93 3,921.58 -2,787.98 -586.27
业绩承诺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2020
营业收入 163,129.35 12,735.54 11,141.13 10,472.86
净利润 -5,286.71 3,725.42 -433.87 -1,259.34
业绩承诺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2019
营业收入 203,235.35 13,488.18 12,079.44 12,686.02
净利润 21,535.18 4,114.51 -258.83 -538.83
业绩承诺 24,775.62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项目
成都锦江美年大健康
维康体检门诊部有限
公司

大理美年大健康体检
医院有限公司

海南慈铭奥亚体检医
院有限公司

海南美年大健康医院
有限公司

2021
营业收入 8,484.30 5,066.72 3,941.30 5,086.48
净利润 120.16 620.06 1.33 606.93
业绩承诺 1,200.00 不适用 不适用 1,150.00

2020
营业收入 7,327.56 3,974.32 3,312.59 4,310.62
净利润 -795.27 813.06 269.11 -5.02
业绩承诺 不适用 1,150.00 不适用 不适用

2019
营业收入 8,314.02 4,769.55 不适用 6,700.36
净利润 374.48 1,066.92 不适用 1,208.07
业绩承诺 800.00 1,050.00 不适用 1,050.00

项目 北京美年美福门诊部
有限公司

福清市美年大健康管
理有限公司

丽水美年健康产业管
理有限公司

美年大健康产业集团
南通有限公司

2021
营业收入 6,907.74 3,731.64 1,788.93 7,854.04
净利润 733.25 505.34 -186.15 978.10
业绩承诺 700.00 550.00 不低于 0 不适用

2020
营业收入 5,357.74 3,081.92 789.38 6,749.43
净利润 982.49 111.77 107.42 446.40
业绩承诺 620.00 不适用 不低于 0 不适用

2019
营业收入 4,818.56 3,690.85 不适用 7,513.15
净利润 1,111.53 471.91 不适用 806.33
业绩承诺 550.00 500.00 不适用 800.00

项目 深圳美年大健康健康
管理有限公司

唐山美年大健康健康
体检管理有限公司

襄阳市美年大健康管
理有限公司

中山美年大健康管理
有限公司

2021

营业收入 49,782.52 3,119.40 7,409.06 3,989.36

净利润 2,991.82 153.33 725.25 767.41

业绩承诺 不适用 700.00 不适用 750.00

2020

营业收入 40,602.92 3,711.44 5,563.40 3,195.05

净利润 1,171.99 83.39 842.37 904.81

业绩承诺 不适用 不适用 830.00 不适用

2019

营业收入 45,249.60 5,217.09 4,656.88 3,595.14

净利润 3,115.39 625.69 759.44 717.25

业绩承诺 不适用 650.00 750.00 680.00

（二）说明你公司商誉减值所选取参数的合理性，是否与以往年度存在重大差异，本报告期商誉减
值准备计提是否充分，视情况提示商誉减值风险。

回复：
1、商誉减值测试所选取的重要参数及合理性
选用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法估算包含商誉的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可收回金额， 以预测的息税

前现金净流量为基础，采用税前折现率折现，得出其可收回金额。
本次商誉减值测试涉及的关键参数和预估未来现金流量的预测如下：
（1）营业收入-体检服务收入

体检收入的增长与体检中心客户接待能力、体检中心数量、经营天数、营业面积、利用率、客户结
构、客单价密不可分，其中，客户接待能力、体检中心数量、经营天数、营业面积、利用率、客户结构等因
素决定了体检中心的客户量，因此本次商誉减值测试中对体检收入的预测，主要考虑了上述因素的影
响，具体公式如下：

体检服务收入=∑各类体检客户接待量×各类体检客单价
其中，各类体检客户接待量结合体检中心最大接待能力、利用率以及各类客户结构占比确定；体

检中心最大接待能力综合考虑体检中心数量、 营业面积、 经营天数以及每天每平米最大接待能力确
定。

（2）营业成本、销售费用、管理费用
营业成本、销售费用和管理费用主要包括人工、医疗耗材、外包体检费用、外送检验费用、租金、折

旧和摊销、差旅费、会议费和其他费用等，通过参考以往年度的经营情况和未来规划对其进行分析预
测。

（3）税金及附加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财税〔2016〕36 号）相

关规定，医疗机构提供的医疗服务免征增值税，故对体检收入不再预测增值税。 对于其他收入，按 6%
进行测算。 其他税金及附加按历史水平进行测算。

（4）税前折现率
税前折现率的确定，先根据税后现金流和税后折现率计算税后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再根据

税后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以及税前现金流通过“单变量求解“求出税前折现率。
具体方法为以税后折现结果与前述税前现金流为基础，通过单变量求解方式，锁定税前现金流的

折现结果与税后现金流折现结果一致，并根据税前现金流的折现公式倒求出对应的税前折现率：

式中：
Rai：未来第 i年的预期收益（资产组税后自由现金流量）；
Ran：收益期的预期收益（资产组税后自由现金流量）；
ra：税前折现率；
n：未来预测收益期；

其中：WACC为加权平均收益率；E为股权价值；Re为股权收益率；D为付息债权价值；Rd 为债权
收益率；T为法定所得税率。

（5）息税前现金净流量（预估未来现金流量）
息税前现金净流量=息税前利润+折旧和摊销-资本性支出-营运资金增加额
1）息税前利润
息税前利润=营业收入-营业成本-税金及附加-销售费用-管理费用
2）折旧及摊销
根据资产类别，对已有资产和今后每年资本性支出形成的各类资产，以现行的折旧/摊销政策进

行折旧/摊销的预测。
3）资本性支出
资本性支出是为了保证资产组生产经营可以正常发展的情况下， 各资产组每年需要进行的资本

性支出。
4）营运资金增加额
营运资金的预测， 一般根据各资产组最近几年每年营运资金占用占营业收入的比例进行分析和

判断，在历史平均比例水平基础上结合公司目前及未来发展加以调整。通过计算一个资金周转周期内
所需的资金，确定每年各资产组营运资金需求量及营运资金占营业收入的比例。根据预测商誉资产组
未来付现成本以及年资金周转次数预估年营运资金需求量，确定年营运资金的占用。

5）终值预测
采用永续年金的方式预测。
2、商誉减值测试是否与以往年度有差异
本公司在合理考虑商誉减值测试中的各项参数的基础上，结合商誉资产组 2020 年度实际业绩情

况，综合考虑未来经营发展，对公司并购时形成的商誉进行了减值测试，测试选取的估算方法恰当，测
算模型公允，重要参数选取合理，重要假设恰当。本次商誉减值测试涉及的估算方法、参数选取及测算
过程也与 2020年度保持了一致，具体情况如下：

年度 商 誉 减 值 测 试
的对象 其他资产组组合的认定 商誉减值测试的可回收金额

2020 年度

体检服务业务

公司认定管理区域为资
产组组合 ， 即商誉应当
归属于管理区域的整体
资产组组合 ， 并以管理
区域资产组组合进行商
誉减值测试

资产的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与资产预计未来现金
流量的现值两者中的较高者 。 具体如下：
1、后续期间商誉减值测试的评估方法应与以前期间的保持一
致，以前年度减值测试方法采用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
2、对于采用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法测算结果低于账面值的
资产组（及资产组组合），增加采用公允价值减处置费用净额法
进行测算。

2021 年度

同时，2020年度及 2021年度，在评估时均采用了现金流量折现的方法，并对重点指标，如预测期
及稳定期收入增长率、毛利率、折现率的预测方法保持一致。但对各资产组未来业绩预测，因新冠疫情
对各区域影响程度不同，公司管理层基于市场变化对部分资产组未来业绩预测进行了适当调整。慈铭
集团资产组的商誉净额约占总商誉金额的 50%左右，以该资产组为例，其 2020年度与 2021 年度主要
参数、假设、指标对比如下：

金额：万元
有关参数 2020 年末商誉减值测试 2021 年末商誉减值测试

预测期营业收入合计 1,127,808.74 1,198,258.34
稳定期营业收入 246,549.30 262,005.84

预测期收入增长率 24.45% 、6.13% 、5.17% 、4.59% 、
4.13% 6.60%、6.19%、5.61%、4.97%、3.66%

稳定期收入增长率 0.0% 0.0%
税前折现率 14.4% 13.61%
商誉减值金额 （万元 ） 29,355.74 0.00

上述差异主要系 2021年持续受新冠疫情影响， 虽然 2021年整体来说在全国范围内疫情得到了
有效控制，但局部地区依旧存在疫情反复的情况，如大连、广州、南京、长春、杭州、上海、深圳、山东等
地均因疫情管控原因而受限流、停业或订单延期的影响。 公司根据 2021年慈铭的经营情况以及对未
来情况的评估，调整了慈铭资产组商誉减值测试中的预期收入增长率及相关运营成本等假设。

3、商誉减值准备计提的充分性
公司根据 2021年的经营情况，综合考虑宏观经济形势和公司未来战略的基础上，按《企业会计准

则第 8号-资产减值》和《会计监管风险提示第 8号-商誉减值》的相关规定和要求，对商誉进行了减值
测试，不存在商誉减值准备的计提不充分的情形。

请年审会计师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年审会计师核查意见：
我们在对公司 2021年的财务报表的审计过程中已经充分关注美年健康商誉减值测试相关事项，

针对该事项我们执行了相关的审计程序，包括：
- 了解和评价与商誉减值相关的关键内部控制的设计和运行的有效性；
- 基于我们对美年健康业务的理解， 评价管理层在编制减值测试模型时采用的方法以及将商誉

分摊至相关的资产组及资产组组合的方法，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 将计算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中使用的收入增长率、未来运营成本变动以及未来资本支出，与

经批准的财务预算进行比较；
- 利用毕马威估值专家的工作，评价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中所使用的折现率的合理性；
- 对管理层在编制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时所使用的折现率等关键假设进行敏感性分析， 评价

关键假设的变化对减值测试的可能影响以及是否存在管理层偏向的迹象；
- 将上一年度商誉减值测试中的关键假设与本年度实际情况进行比较， 以考虑是否存在管理层

偏向的迹象；
- 评价在财务报表中对商誉减值评估以及所采用的关键假设的披露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

规定。
基于上述审计工作，我们认为，公司对与商誉减值准备相关的会计处理在所有重大方面符合《企

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十、2021年末，你公司预付款项余额为 1.32亿元。 其他应收款余额为 3.61亿元。 请你公司：
（一）补充披露主要预付款项性质、交易对象基本情况。
回复：
预付款项性质如下：
单位：万元

款项性质 年末余额

房租物业 2,669.36
咨询服务费 2,262.06
材料款 1,748.58
设备检测费及维修费 1,503.04
外送检验费 1,048.97
外包体检款 656.30
软件服务费 465.21
装修费 445.58
广告费 263.53
保险费 109.18
其他 2,032.81
合计 13,204.62

预付款项前十大供应商基本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供应商 款项性质 年末余额 是否关联方

上海瑞美电脑科技有限公司 设备检测费及维修费 500.00 否

杭州艾迪康医学检验中心有限公司 外送检验费 314.77 是

成都美兆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外包体检款 297.56 是

北京华大吉比爱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材料款 293.22 否

浙江蜂鸟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设备检测费及维修费 292.63 否

巴彦淖尔山能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咨询服务费 283.60 否

上海安翰医疗技术有限公司 材料款 271.23 否

北京博奥晶典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设备检测费及维修费 254.87 否

北京慈记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外送检验费 249.28 否

上海杨浦中央社区发展有限公司 房租物业 199.03 否

（二）分账龄补充披露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计提情况，重点说明一年以上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计
提的充分性。

公司回复：
其他应收款按性质及账龄情况列示如下：
单位：万元

账龄
其他应收款账面余额

账面余额合计
押金、保证金及备用金 往来款 、股权转让款及其他

1 至 2 年 3,470.54 674.21 4,144.75
2 至 3 年 5,038.90 518.37 5,557.27
3 至 4 年 2,665.57 885.15 3,550.72
4 至 5 年 3,400.47 278.24 3,678.71
5 年以上 4,944.47 1,079.54 6,024.01
合计 19,519.95 3,435.51 22,955.46

其他应收款中的押金、保证金及备用金主要为约束履行租赁合同或股权收购合同而支付的款项，
该应收款项尚未逾期，可追溯的历史期间极少出现到期后不能全额收回的情形，可回收风险较低，因
此公司不对其计提坏账准备。超过一年的应收款项主要为与租赁相关的保证金，主要是由于租赁期限
较长，通常超过一年，租赁保证金自租赁开始日起支付，因此租赁相关的应收保证金账龄超过一年。

其他应收款中的往来款、 股权转让款及其他均以预期信用损失为基础按照账龄结构计提坏账准
备。其中，账龄 1至 2年的坏账计提比例为 30%，账龄 2至 3年的坏账计提比例为 50%，账龄 3年以上
的坏账计提比例为 100%，符合行业特征和公司实际情况，具有充分性。

请年审会计师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年审会计师核查意见：
我们在对公司 2021年财务报表的审计过程中已经充分关注预付款项、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计提

相关事项，针对该事项我们执行了相关的审计程序，包括：
- 了解并测试美年健康与采购付款相关的关键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的设计和运行有效性；
- 利用可获得的公开资料（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等）对公司主要供应商进行背景调查，包

括但不限于获取供应商的基本工商信息或工商登记资料，核查主要供应商的基本情况及真实性；
- 获取预付款项明细表，选取样本，检查预付款项的内容、性质、账龄及金额，了解期末预付款项

形成原因；
- 在抽样的基础上，对预付款项执行函证程序；
- 在抽样的基础上，检查支付预付款项的银行回单、审批记录、合同等支持性文件，核实支付预付

款项与合同约定是否一致、是否具有商业实质；
- 获取其他应收款明细表，选取样本，检查其他应收款的内容、性质、账龄及金额，询问其他应收

款形成的原因；
- 从其他应收款账龄分析报告中选取测试项目， 核对至合同、 银行回单及其他相关的支持性文

件，以评价其他应收款账龄分析报告中的账龄区间划分的准确性；
- 获取并检查相关合同，如房屋租赁合同、股权转让意向协议等，检查其他应收款的性质划分是

否准确；
- 了解管理层预期信用损失模型中所运用的关键参数及假设； 通过检查管理层用于作出会计估

计的信息，包括测试历史信用损失数据的准确性，评价历史损失率是否基于当前经济状况及前瞻性信
息进行适当调整，评价管理层预期信用损失估计的适当性；重新计算于 2021 年 12 月 31 日的坏账准
备余额；

- 评价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计提政策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基于上述审计程序，我们认为，公司补充披露的主要预付款项性质、交易对象基本情况与我们在

审计过程中获得的资料未发现不一致，公司对于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计提在所有重大方面符合《企业
会计准则》的规定。

十一、报告期末，你公司共有其他应付款-往来款余额 1.87亿元、其他应付款-其他 0.62 亿元。 说
明其主要内容及性质，分析是否具有商业和理性，对于相似款项可分层整合披露。

回复：
1、报告期公司其他应付款-往来款主要内容与性质如下：
单位：万元

其他应付款-往来款 年末余额

借款 12,298.80
应付报销款 3,002.85
企业应付、暂收其他单位或个人的款项 3,426.22
合计 18,727.87

说明：
其他应付款-往来款中主要为因业务开展而发生的借款以及日常员工报销款等。
其中借款的主要情况为：与北京澳美怡技术发展有限公司借款 6,000 万元，借款期限为 1 年，借

款利率为 5%；与实际控制人俞熔借款 5,298.8万元，借款期限为半年，借款利率为 3.85%；与浙江蜂鸟
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借款 1,000万元，借款期限为 1年，借款利率为 5%。 以上借款均尚未到期。

2、报告期公司其他应付款-其他款主要内容与性质如下：
单位：万元

其他应付款-其他 年末余额

应付非金融机构借款利息 2,018.34
应付增资款 1,416.00
预提费用 1,869.25
其他 944.46
合计 6,248.05

说明：
其他应付款-其他款项中主要为向非金融机构的借款利息以及日常经营费用等。
公司按照内部制度的要求，对款项发生情况履行了相应的审批程序，款项的发生均具备商业合理

性。
特此公告。

美年大健康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二年五月十七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