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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证公函上证公函上证公函上证公函【【【【2020202020202020】】】】0753075307530753 号号号号    

    

关于对中珠医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问询函 

 

中珠医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依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 号－

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以下简称《格式准则第 2 号》）、上海证

券交易所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等规则的要求，经对你公司2019年年度

报告的事后审核，为便于投资者理解，请你公司进一步补充披露下

述信息。 

一一一一、、、、关于规范运作关于规范运作关于规范运作关于规范运作    

2019 年公司内控自评报告显示，公司存在控股股东及关联方未

按承诺归还占用资金、违规为关联方担保、资金往来未及时履行披

露义务等重大内控缺陷，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

司出具了否定意见的内部控制审计报告。 

1.年报及专项审计说明显示，报告期末控股股东珠海中珠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珠集团）及其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上市

公司资金余额为 6.54 亿元。其中，前期公司向中珠集团及关联方出

售所持子公司股权，形成中珠集团及其他关联方对公司欠款，剩余

5.07 亿元未及时偿还。此外，公司及中珠集团前期为中珠集团子公

司潜江中珠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潜江中珠）1.9 亿元贷款及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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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担保，导致公司作为担保方被诉，截至报告期末已被强制执行

1.46 亿元。截至 2020 年 4 月 11 日案件执行完毕，公司累计被强制

执行 1.95 亿元。请公司与相关方核实并补充披露，资金占用方对截

至目前占用余额的解决方式及时间安排，以及公司是否已采取或拟

采取相关措施，以保障上市公司利益不受损失，并说明具体情况。 

2.年报披露，公司第二大股东深圳市一体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一体集团）、深圳市一体正润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公

司时任董事、高级副总裁刘丹宁于 2017 年 10 月 13 日向个人借款

2000 万元，由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一体医疗科技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一体医疗）提供担保。一体医疗本次对外担保的公章使用、合

同签订均未执行有效的审批程序，导致公司未履行决策程序及信息

披露义务，相关内部控制措施失效。请公司：（1）核实并补充披露

上述违规担保的参与人员，担保协议的签订过程，相关内控措施失

效的原因；（2）近年来公司已多次为一体集团及刘丹宁的关联企业

提供违规担保，说明公司是否已对一体医疗的公司治理及内控机制

进行实质性改革，能否对其实现有效控制。 

3.请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及其他主要股东全面自查并

披露，是否存在其他未披露的资金占用、违规担保及信息披露违规

事项，说明相关内部控制是否依然存在重大缺陷。请公司全体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同时结合自身具体职责履行情况，就是否勤勉

尽责、是否存在主观故意、是否存在管理层舞弊行为明确发表意见。 

二二二二、、、、关于关于关于关于审计报告保留意见审计报告保留意见审计报告保留意见审计报告保留意见    

4.公司财务报表被会计师出具了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审计报

告显示，公司控股股东中珠集团及其关联方累计形成的资金占用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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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 5.07 亿元，本期计提坏账准备 2.56 亿元，累计计提坏账准备余

额 3.28 亿元，会计师无法就该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的计提的合理性

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年报披露，中珠集团因自身债务问题，

出现资金周转困难、存在较大偿债压力，未按原还款计划及承诺还

款，公司在单项基础上考虑相关金融资产在整个预计存续期的所有

合同条款估计现金流量计提坏账准备。请公司补充披露：（1）采用

的预期信用损失的估值模型、方法，对未来现金流预测的依据及假

设；（2）结合中珠集团资信情况发生变化的时点、后续还款计划及

同行业可比公司政策，说明上述其他应收款坏账计提比例的合理性，

计提是否充分、及时，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 

5.审计报告显示，公司于 2019 年 5月支付联营企业珠海中珠商

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珠商业）2亿元作为项目开发用股东借

款，未计提坏账准备。会计师无法就该其他应收款的确认及可收回

性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年报披露，公司全资孙公司珠海市

泽泓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泽泓公司）于 2019 年 5月向深圳

市前海顺耀祥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收购中珠商业 30%股权。2019 年 5

月 16 日，经公司时任董事长兼总裁许德来审批，泽泓公司与中珠集

团、辽宁中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鹏瑞城市更新投资（深圳）有

限公司、中珠商业、深圳市盛洪瑞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

洪瑞）签订补充协议，约定了泽泓公司应承担的合同义务，其中包

括上述用于补交夏湾批发市场城市更新项目地价款的 2 亿元股东借

款。公司时任财务总监刘志坚在中珠商业任职董事，泽泓公司与中

珠集团等签订补充协议、公司向中珠商业提供借款构成关联交易，

但公司未履行董事会、股东大会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请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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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实并补充披露：（1）上述协议签署及对外借款事项的主要决策人、

相关参与人员、协议签订过程、未履行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的

原因；（2）盛洪瑞作为持有中珠商业 70%股份的股东，向中珠商业提

供借款等资金支持的时间及实际金额；（3）公司在收购中珠商业 30%

股权、参与夏湾批发市场城市更新项目、对外借款等一系列交易中，

与上述交易对方及其他主体签订的全部合同及主要条款，是否存在

其他潜在利益安排，相关安排是否构成关联交易，是否履行决策程

序及信息披露义务，是否损害上市公司利益；（4）上述对外借款的

最终流向，夏湾批发市场城市更新项目的进展情况，以及本次交易

是否实质构成非经营性资金占用；（5）公司将上述对外借款确认为

其他应收款，且本期未计提坏账准备的依据及合理性；（6）请会计

师对本题第 1-3 项核查并发表意见。 

6.请年审会计师说明，无法就上述问题 4、5所涉其他应收款的

确认、计量等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的具体原因，已实施的具

体审计程序、已取得的审计证据以及实施的替代程序，存在哪些需

要获取但无法获取的审计证据，在获取过程中存在何种障碍。 

三三三三、、、、关于关于关于关于计提资产计提资产计提资产计提资产减值减值减值减值准备和预计损失准备和预计损失准备和预计损失准备和预计损失    

年报及《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和预计损失的公告》披露，报

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6.96 亿元，同比增长 21.53%，归母净利润

-3.69 亿元。公司开发支出、存货、应收账款、商誉等均发生减值，

累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和预计损失 4.51 亿元，是报告期内公司发生

巨额亏损，并导致公司股票经审计净利润连续两年为负的主要原因。 

7.报告期公司对LUNA-260II射线立体定向回转聚焦放疗系统研

发项目资本化投入 1038.51 万元及雷达乳腺成像技术及系统研发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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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资本化投入 1650.46 万元结转费用。请公司补充披露:（1）公司

医疗器械内部研发项目支出的会计政策，研究阶段和开发阶段的划

分标准，开发阶段有关支出资本化的具体条件；（2）结合相关产品

研发流程,说明前期对上述 2个研发项目资本化、本期结转费用化的

相关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会计准则的规定。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 

8.报告期末公司车位存货账面余额 1.75 亿元，由于相关区域供

过于求以及地下室建造成本高，根据目前的市场价格以及与同期成

交价对比，存在收入成本倒挂，经评估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7234.87

万元。请公司补充披露：（1）相关车位存货所属楼盘及所在区域的

分布情况；（2）相关楼盘及车位开始对外销售的时间，以及车位存

货的库龄分布；（3）结合市场供求变化、相同及相似区域车位的销

售价格变动情况，对比存货的可变现净值及其账面价值，说明减值

迹象出现的时点，计提跌价准备是否及时、充分，是否符合实际情

况；（4）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 

9.报告期末公司应收账款账面余额为 2.03 亿元，同比下降

33.50%，累计计提坏账损失 8035.61 万元，同比增长 169.55%，其中

按单项计提坏账损失 7131.67 万元，同比增长 470.53%。报告期内，

公司合计计提坏账损失 5577.74 万元，其中对子公司一体医疗、云

南纳沙、珠海中珠红旗投资有限公司应收账款计提坏账损失 4613.70

万元。请公司补充披露：（1）应收账款余额大幅下降，坏账损失计

提大幅增长的原因及合理性；（2）按单项计提坏账损失的欠款方名

称、是否为关联方、成立日期、首次合作时间、应收款金额、交易

背景，并核查款项是否最终流向关联方，是否构成变相资金占用；（3）

结合公司信用政策、期后回款和历史账款的回收情况，进一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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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坏账损失计提时点是否符合实际情况，是否符合会计准则；（4）

请公司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 

10.报告期末，公司商誉账面价值为 2.07 亿元，主要为收购广

西玉林市桂南医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桂南医院）、中珠俊天（北京）

医疗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珠俊天）等相关商誉。报告期内，

公司对中珠俊天、云南纳沙新增计提商誉减值准备 291.71 万元、

168.77 万元。请公司：（1）补充披露中珠俊天、云南纳沙在收购时

及历次商誉减值测试中采取的评估方式、主要参数，并对比说明存

在差异的原因及合理性；（2）结合中珠俊天、云南纳沙近年经营情

况变化，以及对未来经营的预测变化，说明报告期对中珠俊天、云

南纳沙计提商誉减值的合理性；（3）请评估机构及年审会计师分别

发表意见。 

11.年报披露，2018 年公司支付浙江爱德医院股权收购定金

5000 万元，后重组事项终止，双方对该定金退回金额存在较大分歧。

公司 2018 年计提坏账准备 2500 万元，2019 年 11 月公司一审败诉，

并于同年 12 月提起上诉。报告期公司考虑相关金融资产在整个预计

存续期的所有合同条款估计现金流量，补提坏账准备 2500 万元。请

公司结合合同条款、诉讼进展等，说明对该项其他应收款估计现金

流量的具体情况，计提坏账准备是否符合实际情况。请年审会计师

发表意见。 

四四四四、、、、关于经营及财务情况关于经营及财务情况关于经营及财务情况关于经营及财务情况    

12.年报披露，公司 2019 年各季度财务数据变动较大。其中，

第四季度营业收入 3.18 亿元，占全年营业收入的比例为 46%，明显

高于前三季度；但第四季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亏损 4.83 亿元。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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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于前三季度亏损额；四个季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呈下

滑趋势，且第四季度现金流量金额最低，比第一季度减少 64%。请公

司结合主要产品销售情况、业务特点、经营模式、收入及费用的确

认情况等，说明分季度营业收入、扣非后归母净利润及经营活动产

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较大的原因。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 

13.年报披露，公司控股子公司横琴中珠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开

展融资租赁业务。长期应收款期末余额 1.02 亿元，全部为融资租赁

款。公司报告期内融资租赁业务放款 1.13 亿元，同比下降 69.14%，

融资租赁业务收回本金 3.71 亿元。请公司补充披露：（1）报告期

内公司融资租赁业务放款的具体决策程序；（2）主要放款对象的名

称、成立日期、首次合作时间、放款金额、关联关系，并核查款项

是否最终流向关联方，是否构成变相资金占用；（3）请年审会计师

发表意见。 

14.年报披露，公司预付款项期末余额为 3173.07 万元，同比增

长 52.78%，主要为账龄 1 年以内预付款项。请公司：（1）按用途披

露预付账款的构成情况，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公司预付账款大幅增加

的原因和合理性；（2）补充披露报告期内新增预付款项的对象名称、

成立日期、首次合作时间、预付金额、交易背景、关联关系，并核

查款项是否最终流向关联方，是否构成变相资金占用；（3）请公司

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 

15.年报披露，报告期内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

生的损益金额为 1.81 亿元。请公司补充披露相关收益的构成情况及

产生原因。 

16.年报披露，中珠集团、一体集团于 2017 年 12 月出具承诺为



 

公司支付给北京远程视界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投资保证金 5000 万元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司已支付的投资保证金

请公司补充披露：（1）

的是否构成中珠集团、

合《企业会计准则》，

 

对于前述问题，公司依据

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等规定要求

说明披露的，应当详细披露无法披露的原因

请你公司于2019年

之前，回复上述事项并予以披露

 
 
 
 
 
 
 
 
 
 
 

                                    

 

公司支付给北京远程视界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万元提供连带责任担保。远程集团未按约定退回公

投资保证金，中珠集团、一体集团的上述承诺尚未履行

）公司后续拟采取的追偿措施；（

、一体集团对公司负债，相关会计处理是否符

》，并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 

公司依据《格式准则第2号》、上海证券交易所

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等规定要求，认为不适用或因特殊原因确实不便

应当详细披露无法披露的原因。 

年6月20日披露本问询函，并于2019

回复上述事项并予以披露，同时对定期报告作相应修订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监管一部

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九日

8

以下简称远程集团）

集团未按约定退回公

承诺尚未履行。

；（2）相关承诺

相关会计处理是否符

上海证券交易所

认为不适用或因特殊原因确实不便

2019年6月30日

同时对定期报告作相应修订。 

上市公司监管一部 

年六月十九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