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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贵公司出具的《关于安徽森爱驰医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挂牌申请

文件的第二次反馈意见》（以下简称“反馈意见”）已收悉，华安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主办券商”或“华安证券”）会同安徽

森爱驰医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森爱驰”）、

立信中联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会计师事务

所”）、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律所”）对贵公司反馈意

见进行了认真讨论并逐项核查、落实，涉及需要相关中介机构核查及

发表意见的部分，已由各中介机构分别出具了核查意见。涉及对《安

徽森爱驰医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公开转让说明书》（以下简称“《公

开转让说明书》”）进行修改或补充披露的部分，已按照要求进行了

修改和补充，并已在《公开转让说明书》中以楷体加粗标明。 

本回复报告中的字体代表以下含义： 

黑体（不加粗） 反馈意见所列问题 

宋体（不加粗） 对反馈意见所列问题的回复 

楷体（加粗） 对《公开转让说明书》等申报文件的修改或补充披露部分 

现就《关于安徽森爱驰医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挂牌申请文件的第

二次反馈意见》逐项回复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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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司特殊问题 

1.关于公司业务与公司名称的匹配性。公司名称及公开转让说明书披

露公司经营范围和商业模式中包含医院管理，公司主营业务并未涉及

医院管理业务。（1）请公司对上述信息披露差异进行解释说明；（2）

为确保公司名称及商业模式中的表述能够准确反映公司业务实质，请

公司披露对上述事项拟采取的具体措施；（3）请主办券商及律师核查

并说明上述事项是否会对投资者产生误导，公司拟采取的具体措施是

否有效。 

【公司回复】 

（1）请公司对上述信息披露差异进行解释说明； 

公司设立时准备托管一家医院，所以在名称中包含了医院管理，但后来公司

未托管医院，主要从事体外诊断产品的代理销售，终端客户均为医院，故名称一

直沿用。 

虽然公司目前主营业务为体外诊断产品销售，但公司计划在未来加大与医院

的合作力度，一方面通过联合设立实验室开展检测服务业务，一方面从只为医院

提供体外试剂和仪器逐步转为向医院提供一揽子体外诊断解决方案。 

为避免对投资者产生误导，公司已在公开转让说明书中补充进行了重大事项

风险提示如下： 

“公司名称与主营业务存在不一致的风险 

公司设立时准备托管一家医院，所以在名称中包含了医院管理，但后来公司

未托管医院，主要从事体外诊断产品的代理销售，终端客户均为医院，故名称一

直沿用。虽然公司计划在未来加大与医院的合作力度，一方面通过联合设立实验

室开展检测服务业务，一方面从只为医院提供体外试剂和仪器逐步转为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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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一揽子体外诊断解决方案。但依然存在公司名称与主营业务不一致的风险。” 

（2）为确保公司名称及商业模式中的表述能够准确反映公司业务实质，请公司

披露对上述事项拟采取的具体措施； 

经询问公司管理层，为确保公司名称中的表述能够准确反映公司业务实质，

避免公司名称对投资者产生误导，维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采取的措施有：一方

面公司将加大与医院的合作力度，让更多的医院管理相关业务尽快落地；一方面

就公司名称与主营业务存在不一致的情况进行风险提示。 

【主办券商及律师回复】 

（一）核查程序及事实依据 

询问管理层、查阅公司及子公司营业执照、查阅工商档案。 

（二）分析过程 

查阅公司营业执照，公司名称包含医院管理字样，经营范围为“医院管理；

商务信息咨询；会展会务服务；企业形象策划；市场营销策划；生物技术开发、

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医用产品研发；医疗器械制造；临床检验服务；

医学研究和试验发展；体外诊断试剂、卫生用品、文化办公用品、日用百货、服

装鞋帽、日化用品销售；预包装食品、乳制品批发；医疗设备、医疗器械及零配

件、电子产品、机电设备、办公设备批发、零售、租赁；电子计算机技术服务；

计算机软、硬件开发、维护；信息系统集成；建筑装修装饰工程、环保工程施工；

自营或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定经营或禁止的商品和技术

除外。” 

通过询问公司人员，公司计划在未来加大与医院的合作力度，一方面通过联

合设立实验室开展检测服务业务，一方面从只为医院提供体外试剂和仪器逐步转

为向医院提供一揽子体外诊断解决方案。公司在披露主营业务时，明确了公司从

事的业务，即体外诊断产品销售，同时，公司未来的发展规划涉及到医院管理相

关业务，公司也在公转书中补充进行了重大事项风险提示，故不会对投资者产生

误导。公司拟在后期加大与医院的合作力度，促使更多的医院管理相关业务尽快

落地，这样的措施是有效的。 



5 

 

（三）核查结论 

综上，主办券商及律师认为公司在披露主营业务时，明确了公司主要从事的

业务，即体外诊断产品销售，同时，公司未来的发展规划涉及到医院管理相关业

务，公司也在公转书中补充进行了重大事项风险提示，故不会对投资者形成误导。

公司拟在后期加大与医院的合作力度，促使更多的医院管理相关业务尽快落地，

这样的措施是有效的。 

2.关于公司境外子公司。公开转让说明书及前次反馈回复中披露，公

司于 2019 年 12 月 24 日在香港注册成立森爱驰国际有限公司，主要

代理进口以及代理销售贝克曼库尔特香港有限公司系列体外检测仪

器以及体外诊断试剂。（1）请主办券商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

系统主办券商尽职调查工作指引（试行）》的要求，对森爱驰国际的

设立、股权变动、业务合规性、关联交易、同业竞争等事项是否符合

当地法律法规及监管部门要求进行核查，说明核查方式、程序并发表

意见；（2）请律师结合当地的法律法规及监管部门要求对森爱驰国际

的上述事项进行核查，说明核查方式、程序并发表森爱驰国际关于依

法设立、合法规范经营的核查意见。 

【主办券商及律师回复】 

（一）核查程序及事实依据 

（1）依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主办券商尽职调查工作指引（试行）》，

查阅安徽省商务厅核发的《企业境外投资证书》、森爱驰国际注册登记证书及其

章程、设立资料，并经询问公司管理人员； 

（2）查阅森爱驰国际有限公司的销售合同、采购合同及经销商协议； 

（3）查阅香港中通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注册登记证书及其章程、北京倍卓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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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 

（4）查阅香港律师出具的关于森爱驰国际、贝克曼库尔特香港有限公司、

贝克曼库尔特商贸（中国）有限公司的法律意见； 

（5）取得了相关主体出具的《关于森爱驰国际有限公司相关事项的声明》。 

（二）分析过程 

（1）森爱驰国际设立及股权变动 

为了开展体外诊断产品的境外贸易，公司于 2019 年 10 月 24 日在香港成立

森爱驰国际。根据《企业境外投资证书》及香港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森爱驰国

际注册资本为 10,000 港元，注册号为 288584，登记号为 71292458-000，注册地

为香港九龙九龙湾宏光道 1号亿京中心 A座 10楼 D室。 

森爱驰国际设立时的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港元） 出资比例 

1 安徽森爱驰医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10,000 100% 

合计 10,000 100% 

截至本反馈回复出具之日，森爱驰国际未发生过股权变动行为。 

同时，在《公开转让说明书》“第四节 公司财务”之“十三、公司控股子公

司或纳入合并报表的其他企业的基本情况”中补充披露如下： 

序号 子公司名称 注册地 业务性质 

持股比例 

取得方式 直接持股

（%） 

间接持股

（%） 

1 芜湖胤星 安徽省芜

湖县 

医学检验

实验室 

100.00  设立 

2 马鞍山国声 安徽省马

鞍山市 

体外诊断

试剂的研

发、生

产、销售

及技术服

务 

70.00  并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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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芜湖森爱驰 安徽省芜

湖县 

医用产品

开发；体

外诊断试

剂生产、

销售 

51.00  设立 

4 同致生物 安徽省合

肥市 

体外诊断

试剂、医

疗器械的

研发、生

产、销售 

 51.00 设立；系

芜湖森爱

驰之子公

司，持股

51% 

5 森爱驰国际 香港 体外诊断

产品的境

外贸易 

100.00  设立 

 

上表统计截止 2020年 6月 30日，纳入合并报表范围的境内外子公司。 

（五）森爱驰国际 

1、基本情况 

成立日期 2019 年 10月 24日 

注册资本 10,000 港元 

实收资本 0港元 

法定代表人 / 

住所 香港九龙九龙湾宏光道 1号亿京中心 A座 10楼 D 室 

经营范围 开展体外诊断产品的境外贸易 

 

2、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 

（万元） 

实缴出资额 

（万元） 
出资比例（%） 出资方式 

安徽森爱驰医院管理

股份有限公司 

10,000 港币 0 100.00 货币 

 

3、子公司历史沿革及合法合规性 

根据《企业境外投资证书》及香港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森爱驰国际注册资本为

10,000 港元，注册号为 288584，登记号为 71292458-000，注册地为香港九龙九龙湾宏光

道 1号亿京中心 A座 10楼 D 室。 

森爱驰国际设立时的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港元） 出资比例 

1 安徽森爱驰医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10,0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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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10,000 100% 

截至本说明书签署之日，森爱驰国际未发生过股权变动行为。 

 

4、最近两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20年 6月 30日 2019年 12月 31日 2018年 12月 31日 

总资产 5,571,166.61 - - 

净资产 -85,253.91 - - 

项目 2020年 1月—6月 2019年度 2018年度 

营业收入 - - - 

净利润 -85,253.91 - - 

 

5、子公司业务、与公司业务关系 

森爱驰国际是森爱驰的子公司，开展体外诊断产品的境外贸易 

 

6.子公司业务的合规性 

子公司的业务开展合规，未收到任何重大处罚事项。 

 

7、其他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森爱驰国际业务合规性 

根据森爱驰国际提供的业务合同，森爱驰国际自成立之日起至本反馈回复出

具之日止所发生的业务情况具体如下： 

1）截至本反馈回复出具之日，森爱驰国际签订的销售合同如下： 

序

号 
客户名称 签订日期 合同标的 

金额（万

美元） 

是否为

关联方 

1 
北京倍卓三优科技发

展有限公司 
2020.12.16 

贝克曼 AU5800全自动

生化分析仪、全自动化

学发光免疫分析仪等 

170.00 否 

2 
香港中通国际贸易有

限公司 
2019.12.23 

贝克曼 AU5800全自动

生化分析仪、全自动化

学发光免疫分析仪等 

80 是 

2）截至本反馈回复出具之日，森爱驰国际签订的采购合同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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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客户名称 签订日期 合同标的 

金额（万

美元） 

是否为

关联方 

1 
贝克曼库尔特香港有

限公司 
2020.11.13 

贝克曼 AU5800全自动

生化分析仪、全自动化

学发光免疫分析仪等 

69.57 否 

2 
贝克曼库尔特香港有

限公司 
2019.12.23 

贝克曼 AU5800全自动

生化分析仪、全自动化

学发光免疫分析仪等 

70.15 否 

经查阅贝克曼库尔特香港有限公司、贝克曼库尔特商贸（中国）有限公司与

合肥德赛方圆、森爱驰股份、森爱驰国际签署的《经销商协议》,贝克曼库尔特

香港有限公司、贝克曼库尔特商贸（中国）有限公司同意森爱驰国际作为采购、

推广、经销协议产品或服务的授权经销商，因此森爱驰国际拥有销售贝克曼品牌

产品资格。 

（3）森爱驰国际关联交易、同业竞争 

1）关联交易 

森爱驰国际系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董事长王晓波、副董事长朱雪姣系森爱

驰国际董事。经查阅香港中通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注册登记证书、北京倍卓三优科

技发展有限公司《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以及境外律所出具的法律意见、询问

公司管理人员并经核查，森爱驰国际上述交易对象中，香港中通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系公司副董事长朱雪姣在香港投资设立的公司，系森爱驰国际关联方，因此森

爱驰国际与香港中通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发生的上述交易系关联交易。 

上述关联方、关联交易已在《公开转让说明书》“第三节 公司治理”之“八、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具体情况”之“（五）、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的对外投资情况”，和“第四节 公司财务”之“九、关联方、关联关系及关

联交易”之“（二）、关联方信息”、“（三）关联交易及其对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的影响”中补充披露。 

根据森爱驰股份、森爱驰国际及其王晓波、朱雪姣出具的声明，香港中通与

森爱驰国际的交易真实有效、价格公允。同时经核查，销售给香港中通的设备，

在相关设备符合收入确认条件后，不考虑汇率变动对收入确认金额的影响，销售

毛利率为 12.31%，公司 2020 年 1-6 月、2019 年度、2018 年度仪器设备的销售

毛利率平均为 7.03%，不存在损害拟挂牌主体利益情形。除此之外，上述其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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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对象与森爱驰国际不存在关联关系，亦不存在相关利益输送安排。 

根据公司提供的香港中通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注册登记证书及其章程、境外律

所出具的法律意见，香港中通基本信息如下： 

名称 香港中通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公司编号 1229042 

住所 香港皇后大道中 283号联威商业中心 13楼 C室 

股东 朱雪姣 

出资额（港元） 10,000 

董事 朱雪姣 

成立日期 2008年 4月 18日 

状态 仍注册 

2）同业竞争 

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挂牌审查业务规则适用指引第 1 号》

（2021.01.01 生效）对同业竞争的认定可知，可能与公司构成同业竞争的主体

为“申请挂牌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森爱驰国际系

公司全资子公司，已于成立之初即纳入合并报表范围，森爱驰国际控股股东为森

爱驰股份、实际控制人为王晓波。朱雪姣直接持有公司 5%股份，香港中通国际贸

易有限公司为朱雪姣实际控制的公司，其属于公司关联方，但不属于前述可能与

公司构成同业竞争的主体范围。除香港中通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外，上述其他交易

对象与公司均不存在关联关系。因此上述交易对象与森爱驰国际不存在同业竞争

情形。 

（4）错误修订 

对于采购贝克曼仪器合同价款为 701,516.00 美元（70.15万美元），第一次

反馈回复误写成 706,516.00 美元；森爱驰国际成立于 2019年 10月 24日，第一

次反馈回复误写成 2019年 12月 24日。以上错误均予以修订。 

（三）核查结论 

综上，主办券商及律师认为森爱驰国际的设立、股权变动、业务合规性、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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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交易、同业竞争等事项符合当地法律法规及监管部门要求。 

3.关于业务合并。根据公开转让说明书及前次反馈回复：（1）2018年

2 月 16 日，公司召开股东会，同意合肥方圆医疗技术开发有限责任

公司（合肥方圆）的业务、人员转至公司，并于 2018 年 2 月底签署

了业务合并协议。因该合并系同一控制下的业务合并，不涉及资产交

割，公司未支付对价。截至 2018年 2月 28日，合肥方圆的业务、人

员转至公司，构成同一控制下业务合并，与公司相关的 2018 年 1-2

月的业务纳入合并范围。2018 年 2 月之后因合肥方圆不再从事销售

试剂业务，不再将其纳入合并范围；（2）2020 年 5 月 20日，公司召

开董事会审议并通过合肥德赛方圆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德赛方圆）的

业务、人员全部转入公司的议案；2020 年 6 月 10日，公司召开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德赛方圆的业务、人员全部转入公司的

议案。双方于 2020年 6 月 10 日签署了业务合并协议。公司就并入的

与业务相关的固定资产按照 2020 年 5 月 31 日的账面净值支付对价。

截至 2020 年 5 月 31 日，德赛方圆的业务、人员、资产全部转入公

司，构成同一控制下业务合并，与公司相关的 2018 年度、2019 年度、

2020 年 1-5 月的业务纳入合并范围。2020 年 5 月之后因德赛方圆不

再从事销售试剂业务，不再纳入合并范围。 

根据上述情况：（1）请公司结合《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说明上

述合并业务的合并日、合并期间的确定依据及合理性；（2）请公司补

充说明上述收购作为同一控制下业务合并的会计核算过程及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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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补充披露报告期各期末被合并业务的资产、负债、净资产情况；（3）

请公司补充披露因不再纳入合并范围而导致固定资产、存货等科目减

少的原因及合理性，是否存在将已合并业务进行资产处置的情形，如

存在，请披露处置收益情况；（4）请主办券商、会计师核查上述事项，

对公司会计核算是否准确，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发表

明确意见。 

【公司回复】 

（1）请公司结合《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说明上述合并业务的合并日、合

并期间的确定依据及合理性；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0 号——企业合并》第三条规定“涉及业务的合并

比照本准则规定处理。” 被合并的企业必须符合构成业务的条件是会计处理上适

用企业合并准则的前提。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第 20 号——企业合并》（2019 年 5 月修订）

第二十章的解释和证监会会计部编写的《上市公司执行企业会计准则案例解析

（2020）》第 167 页“案例 3-05 业务的判断”：业务是指企业内部某些生产经营

活动或资产的组合，该组合一般具有投入、加工处理过程和产出能力，能够独立

计算其成本费用或所产生的收入。《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第 20 号——企业合

并》（2019年 5月修订）：“构成企业合并至少包括两层含义：一是取得对另一方

或多个企业（或业务）的控制权；二是所合并的企业必须构成业务。有关生产经

营活动或资产的组合要形成一项业务，通常应具备以下要素：①投入，指原材料、

人工、必要的生产技术等无形资产以及构成生产能力的机器设备等其他长期资产

的投入。②加工处理过程，指具有一定的管理能力、运营过程，能够组织投入形

成产出能力的系统、标准、协议、惯例或规则。③产出，包括为客户提供的产品

或服务、为投资者或债权人提供的股利或利息等投资收益，以及企业日常活动产

生的其他的收益。   

德赛方圆和合肥方圆检测试剂及检测仪器相关经营活动和资产的组合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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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备以下要素：其一、组合中包括了公司业务所需的存货、检测设备及必要的劳

动力，德赛方圆和合肥方圆将业务转移之前主要代理销售贝克曼系列检测仪器和

检测试剂，因此该组合具备投入能力。其二、资产收购之前该组合能够有效进行

管理、具备产供销各项经营职能，即具备加工处理能力。其三、该组合的检测试

剂及检测仪器可对外直接销售，德赛方圆和合肥方圆将业务转移之前主要客户包

括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安徽省妇幼保健院

和安徽省肿瘤医院等公立医院，能给投资者等带来稳定的经济利益，故具备产出

能力。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0 号——企业合并》，德赛方圆和合肥方圆从事

的检测试剂及检测仪器相关经营活动及其资产的组合构成一项业务。 

本次检测试剂及检测仪器业务整合中，王晓波通过其控制的安徽森爱驰承接

了德赛方圆检测试剂及检测仪器相关业务（客户）和资产（检测仪器类固定资产）

以及人员；王晓波通过其控制的安徽森爱驰承接了合肥方圆检测试剂及检测仪器

相关业务（客户）和人员。转让检测试剂及检测仪器相关业务（客户）和资产（检

测仪器类固定资产）以及人员的德赛方圆自 2018 年初（或自设立日起）直至其

检测试剂及检测仪器业务（客户）和资产（检测仪器类固定资产）以及人员转让

完成前（2020年 5 月 31日）受王晓波控制；转让检测试剂及检测仪器相关业务

（客户）和人员的合肥方圆自 2018 年初（或自设立日起）直至其检测试剂及检

测仪器业务（客户）和人员转让完成前（2018 年 2月 28日）受王晓波控制。 

德赛方圆、合肥方圆以及安徽森爱驰均为同一实际控制人王晓波所控制，且

最终控制方的控制时间在 1年以上(含 1年)，故安徽森爱驰承接德赛方圆检测试

剂及检测仪器相关业务（客户）和资产（检测仪器类固定资产）以及人员和安徽

森爱驰承接合肥方圆检测试剂及检测仪器相关业务（客户）和人员构成同一控制

下的业务合并，适用于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的会计处理原则进行处理。 

合肥方圆将检测试剂及检测仪器相关的业务（客户）、人员转让至安徽森爱

驰，业务（客户）无偿转让至安徽森爱驰，转让后合肥方圆不再经营与检测试剂

及检测仪器相关的业务，无实质性经营活动。于 2018年 2月 28日合肥方圆完成

检测试剂及检测仪器业务（客户）、人员转让。合并方安徽森爱驰依据《企业会

计准则第 20 号——企业合并》第三条的规定比照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进行处

理，即对合并日 2018 年 2 月 28日前可比期间的报表进行调整，将被合并方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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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方圆的 2018 年 1-2 月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纳入本公司报表的合并范围，视同

合并日的公司架构在报告期初一直存在。 

德赛方圆将检测试剂及检测仪器相关的资产（检测仪器类固定资产）、业务

（客户）、人员转让至安徽森爱驰。业务（客户）无偿转让至安徽森爱驰；固定

资产（检测仪器类固定资产）按转让时点 2020 年 5 月 31 日的账面净值

6,478,036.38元（账面价值 12,778,522.67 元，累计折旧 6,300,486.29 元，账

面净值 6,478,036.38 元）转让至安徽森爱驰，转让后不再经营与检测试剂及检

测仪器相关的业务，无实质性经营活动。于 2020年 5月 31日，德赛方圆的固定

资产（检测仪器类固定资产）、业务（客户）、人员全部转入安徽森爱驰。合并方

安徽森爱驰依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0 号——企业合并》第三条的规定比照同一

控制下的企业合并进行处理，即对合并日 2020 年 5月 31日前可比期间的报表

进行调整，将被合并方德赛方圆 2018年度以及 2019年度与检测试剂及检测仪器

相关的全部资产、负债以及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纳入本公司报表的合并范围；将

被合并方德赛方圆的 2020 年 1-5 月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纳入本公司报表的合并

范围，视同合并日的公司架构在报告期初一直存在。 

（2）请公司补充说明上述收购作为同一控制下业务合并的会计核算过程及合理

性，并补充披露报告期各期末被合并业务的资产、负债、净资产情况； 

被合并的检测试剂及检测仪器业务在同一实际控制人开始实施控制时即已

存在于合并方，编制合并财务报表时，将检测试剂及检测仪器业务的独立财务报

表进行汇总，并对报告期内的合并财务报表进行追溯重述。被合并方报告期内主

要从事检测试剂及检测仪器销售，编制合并完成前的比较期间合并财务报表时，

①对于合肥方圆于 2018 年 2 月 28 日完成检测试剂及检测仪器业务合并，2018 

年编制合并财务报表时将合肥方圆 2018 年 1-2 月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纳入合并

财务报表。②对于德赛方圆 2018年及 2019 年将检测试剂及检测仪器业务相关的

全部资产、负债以及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纳入合并财务报表；于 2020 年 5月 31 

日完成检测试剂及检测仪器业务合并，2020 年 1-6 月编制合并财务报表时将与

检测试剂及检测仪业务相关的 2020 年 1-5 月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纳入合并财务

报表。 

   对于合肥方圆，2018 年年初追溯合并时增加的净资产体现在 2018 年度期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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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并报表的所有者权益项下资本公积中，合并日编制合并财务报表时，因与检测

试剂及检测仪器业务相关的货币性项目资产和负债组合不构成业务，且相关的权

利义务继续由原公司履行，与检测试剂及检测仪器业务相关的货币性项目资产和

负债（2018 年年初追溯合并时增加的净资产）体现为所有者权益项下资本公积

的减少。 

同时，固定资产 2018 年度合并增加系非同一控制下收购马鞍山国声生物技

术有限公司所致，为避免产生误解，已在《公开转让说明书》“第四节 公司财务”

之“六、报告期内各期末主要资产情况及重大变动分析”之“（十九）固定资产”

补充披露。 

    对于德赛方圆，2018年年初追溯合并时增加的净资产体现在 2018 年度期初

合并报表的所有者权益项下资本公积中，合并日编制合并财务报表时，因与检测

试剂及检测仪器业务相关的货币性项目资产和负债组合不构成业务，且相关的权

利义务继续由原公司履行，与检测试剂及检测仪器业务相关的货币性项目资产和

负债（2018 年年初追溯合并时增加的净资产）体现为所有者权益项下资本公积

的减少。 

同时，在《公开转让说明书》“第四节 公司财务”之“一、财务报表”之“2、

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及变化情况”中补充披露报告期各期末被合并业务的资产、负

债、净资产情况如下： 

① 合肥德赛方圆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单位：元 

项目 

2020 年 5 月 31 日

（固定资产转让

前） 

2020 年 5 月 31 日

（固定资产转让后）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18 年 12 月 31 日 

总资产 83,797,274.95 84,639,419.68 90,045,185.72 116,673,619.13 

其中：货币资金 603,513.80 603,513.80 4,521,778.85 5,692,636.34 

应收票据    2,206,047.00 

应收账款 59,364,592.65 66,684,773.76 53,931,609.31 57,939,108.64 

预付款项   65,958.30 30,000.00 

其他应收款 15,854,484.70 15,854,484.70 12,522,255.98 8,453,000.16 

存货 212,584.80 212,584.80 11,203,808.16 32,989,722.02 

其他流动资产 688,007.57 688,007.57 606,585.65  

固定资产 6,526,113.38 48,077.00 6,531,222.49 8,814,80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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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20 年 5 月 31 日

（固定资产转让

前） 

2020 年 5 月 31 日

（固定资产转让后）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18 年 12 月 31 日 

递延所得税资产 547,978.05 547,978.05 446,166.98 444,634.80 

其他非流动资产   215,800.00 103,670.00 

总负债 25,033,029.27 25,875,174.00 29,501,502.94 55,819,372.43 

其中：短期借款 4,500,000.00 4,500,000.00 6,500,000.00 17,156,800.58 

应付账款 2,237,264.50 2,237,264.50 6,337,067.66 10,434,993.94 

预收款项   250,000.00 1,954,516.41 

应付职工薪酬 175,873.73 175,873.73 198,945.14 1,035,350.42 

应交税费 488,356.54 1,330,501.27 642,179.35 1,106,077.52 

其他应付款 4,965,279.53 4,965,279.53 5,845,316.55 4,842,663.37 

一年内到期的非

流动负债 
5,614,439.77 5,614,439.77 5,060,320.46 4,857,926.04 

长期应付款 7,051,815.20 7,051,815.20 4,667,673.78 14,431,044.15 

所有者权益 58,764,245.68 58,764,245.68 60,543,682.78 60,854,246.70 

 

② 合肥方圆医疗技术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单位：元 

项目 2020 年 6 月 30 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18 年 2 月 28 日 

总资产   7,586,774.72 

其中：货币资金   931,236.09 

应收账款   2,615,703.75 

其他应收款   1,294,999.18 

存货   303,948.71 

其他流动资产   15,539.85 

固定资产   2,184,214.84 

递延所得税资产   446,166.98 

总负债   1,140,401.99 

其中：应付账款   193,666.67 

应交税费   946,735.32 

所有者权益   6,446,372.73 

（3）请公司补充披露因不再纳入合并范围而导致固定资产、存货等科目减少的

原因及合理性，是否存在将已合并业务进行资产处置的情形，如存在，请披露处

置收益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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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对因合并范围变动而导致固定资产、存货等科目减少的原因进行核查。截

至 2018 年 2月 28 日合肥方圆账面存货期末余额为 303,948.71元，截至 2020年

5月 31 日德赛方圆账面存货期末余额为 212,584.80 元，上述存货系德赛方圆和

合肥方圆呆滞物料以及与试剂无关的其他存货。 

由于业务合并时统计数据疏忽，2020 年 1-6 月机器设备类固定资产原值和

累计折旧增减变动填写有误，主要有： 

将因业务合并范围变动增加的机器设备类固定资产原值 6,478,036.38 元填

列在附注“十二、固定资产”之“2、报告期末固定资产情况”之“一、账面原

值”之“2、本期增加金额”； 

将因业务合并范围变动减少的机器设备类固定资产原值 12,778,522.67 元

填列在附注“十二、固定资产”之“2、报告期末固定资产”之“一、账面原值”

之“3、本期减少金额”之“（2）其他减少”； 

将因业务合并范围变动减少的机器设备类固定资产折旧 6,300,486.29 元填

列在附注“十二、固定资产”之“2、报告期末固定资产”之“二、累计折旧”之

“3、本期减少金额”之“（2）其他减少”。 

公司不应将德赛方圆因业务合并需要，开票销售给安徽森爱驰的固定资产做

增减变动处理，从合并报表口径来看，应视同该业务相关的固定资产自始至终由

安徽森爱驰拥有和控制，报告期内应保持一致。因业务合并范围变动增加的机器

设备类固定资产原值 6,478,036.38 元和因业务合并范围变动减少的机器设备类

固定资产原值 12,778,522.67 元、累计折旧 6,300,486.29 元调减；同时调减因

此影响的“十二、固定资产”之“2、报告期末固定资产”之“一、账面原值”之

“3、本期减少金额”之“（1）处置或报废”31,400.00元。 

由于业务合并时统计数据疏忽，2020 年 1-6 月机器设备类固定资产原值和

累计折旧增减变动填写有误，已在《公开转让说明书》“第四节 公司财务”之“六、

报告期内各期末主要资产情况及重大变动分析”之“（十九）固定资产”就上述

问题更正，更正后的数据如下： 

项目 2019年 12月 31日 本期增加 本期减少 2020年 6月 30日 

一、账面原值合计： 55,411,257.43 10,088,284.87 2,184,172.98 63,315,369.32 

房屋及建筑物 16,221,463.59   16,221,46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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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设备 32,630,137.33 9,984,283.21 1,707,473.84 40,906,946.70 

运输设备 1,904,602.86 84,902.66 476,699.14 1,512,806.38 

电子设备 500,514.65 14,383.00  514,897.65 

办公设备及其他 4,154,539.00 4,716.00  4,159,255.00 

     

二、累计折旧合计： 14,632,346.45 5,698,222.00 1,100,578.83 19,229,989.62 

房屋及建筑物 2,461,843.73 826,284.81  3,288,128.54 

机器设备 8,662,276.39 4,400,677.56 673,526.69 12,389,427.26 

运输设备 968,246.33 142,269.23 427,052.14 683,463.42 

电子设备 244,111.71 61,318.44  305,430.15 

办公设备及其他 2,295,868.29 267,671.96  2,563,540.25 

     

三、固定资产账面净

值合计 

40,778,910.98   
44,085,379.70 

房屋及建筑物 13,759,619.86   12,933,335.05 

机器设备 23,967,860.94   28,517,519.44 

运输设备 936,356.53   829,342.96 

电子设备 256,402.94   209,467.50 

办公设备及其他 1,858,670.71   1,595,714.75 

     

四、减值准备合计     

房屋及建筑物     

机器设备     

运输设备     

电子设备     

办公设备及其他     

     

五、固定资产账面价

值合计 

40,778,910.98   44,085,379.70 

房屋及建筑物 13,759,619.86   12,933,335.05 

机器设备 23,967,860.94   28,517,519.44 

运输设备 936,356.53   829,342.96 

电子设备 256,402.94   209,467.50 

办公设备及其他 1,858,670.71   1,595,714.75 

     

上述数据更新只涉及 2020年 1-6月，对 2019年度及 2018年度数据无影响。

该更正不会导致公司各项财务指标变动，不会造成投资者的重大误解。 

同时，立信中联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关于安徽森爱驰医院

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报表及审计报告更正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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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20 年 5 月 31 日德赛方圆账面固定资产净值 48,077.00 元（原值

445,299.14元，扣除累计折旧 397,222.14 元，净值 48,077.00元）系运输设备

类固定资产，上述固定资产处于待报废状态，已无使用价值，未转入安徽森爱驰。

除此以外剩余固定资产全部转让至安徽森爱驰。 

由于与业务合并相关的资产均是公司日常经营活动所需资产，不存在将已合

并业务进行资产处置的情形。 

【主办券商回复】 

（一）核查程序及事实依据 

查询了《企业会计准则》及应用指南、企业工商档案，审阅了与业务合并相

关的协议，并重点核查了业务合并过程中的资产转让及相关的会计处理。对报告

期内财务报表合并范围以及相关会计处理予以核查，复核了长期股权投资、业务

合并等底稿。 

（二）分析过程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第 20 号——企业合并》（2019 年 5 月修订）

第二条“合并日或购买日的确定”；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0号——企业合并》

第三条规定“涉及业务的合并比照本准则规定处理。”被合并的企业必须构成业

务是会计处理上适用企业合并准则的前提。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第 20 

号——企业合并》（2019年 5月修订）第二十章的解释和证监会会计部编写的《上

市公司执行企业会计准则案例解析（2019）》第 102页“案例 3-05业务的判断”

等，对业务合并所涉及的会计处理等进行分析复核。 

（三）核查结论 

公司会计核算准确，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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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关于公司经销业务。（1）根据公开转让说明书及前次反馈回复披露，

安徽德康润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同时为经销商及公司前五大供应商，请

公司结合采购、销售内容披露供应商及客户重合的合理性，并说明采

购与销售是否分开核算、是否分开结算、及作价是否公允;（2）公司

报告期内向经销商安徽圣联医疗设备有限公司支付大额预付款项，请

公司结合公司与其业务往来情况说明该项预付款项形成的具体原因

及其合理性；（3）请公司结合相关协议的约定内容，补充说明公司经

销商安徽德康润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安徽祥吉物资向公司提供计入销

售费用的技术服务、市场推广服务的具体情况，详细说明具体项目及

对应金额、开始服务时间、提供服务的具体方式，并说明上述服务费

用核算内容及核算方法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4）请

主办券商、会计师核查上述事项对应的具体交易内容及价格，对作价

公允性、交易架构的必要性及合理性、采购及销售的真实性发表明确

意见；（5）请主办券商、会计师具体说明对公司经销商的走访情况及

报告期各期经销商函证的回函比例，并说明对未回函部分实施的替代

程序；（6）请主办券商、会计师补充说明在经销商存货情况、终端销

售情况均无法获取情况下所实施的替代程序，并说明各期对经销收入

核查的比例。 

【公司回复】 

（1）根据公开转让说明书及前次反馈回复披露，安徽德康润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同时为经销商及公司前五大供应商，请公司结合采购、销售内容披露供应商及客

户重合的合理性，并说明采购与销售是否分开核算、是否分开结算、及作价是否

公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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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德康润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作为公司经销商，业务模式与其他经销商模式

相同，公司销售给德康润的产品均为买断式销售。德康润从公司采购贝克曼、安

图产品，德康润将采购的产品销售给其合作的医院客户；德康润与其合作的医院

客户合作关系稳定并且德康润拥有较多的市场资源，公司从长远考虑在与德康润

合作时给与稍宽松的回款周期，但同时公司在销售产品毛利率上较其他经销商高

3%-5%。 

由于德康润取得通用电气医疗系统贸易发展（上海）有限公司在安徽省内部

分设备的维保服务的代理权，但安徽森爱驰系通用电气设备所在医院的合格供应

商，德康润并非通用电气设备所在医院合格供应商，德康润无法直接对医院的通

用设备提供维保服务。此情形下，安徽森爱驰需从德康润公司采购维保服务，然

后安徽森爱驰对相关通用电气设备提供维保服务。 

公立医院在选择供应商时要经过招投标程序，只有进入医院合格供应商名录

的供应商方可向医院供货或提供服务，由于公司的硬性条件以及所拥有的资源限

制以及经销商的硬性条件和资源限制，德康润取得部分公立医院的供货资格，在

其所服务的公立医院需要贝克曼以及安图产品时，从安徽森爱驰公司采购。同样，

在安徽森爱驰所服务的公立医院客户需要德康润所代理的产品或服务时，公司只

能通过向德康润采购相关产品和服务。综上，德康润既向公司销售产品或服务又

向公司采购产品存在商业合理性。 

公司向德康润销售产品与公司向德康润采购产品或服务系不同性质或不同

类别的产品，销售与采购业务分开核算，分开结算。公司与德康润不存在循环销

售，不存在将净额法确认收入误做为总额法的情况。公司对德康润销售收入真实。

公司向德康润采购维保服务真实。 

综上，德康润既是公司的供应商又是公司的客户，存在商业合理性；在销售

产品时通过延长回款周期将提高毛利率 3%-5%，销售价格公允；在向德康润采购

维保服务（技术服务）对外销售时，维保服务毛利率与公司向其他供应商采购维

保服务对外销售的毛利率相差较小，采购价格公允。 

（2）公司报告期内向经销商安徽圣联医疗设备有限公司支付大额预付款项，请

公司结合公司与其业务往来情况说明该项预付款项形成的具体原因及其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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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各期末预付安徽圣联医疗设备有限公司款项明细如下： 

单位：元 

序

号 
供应商名称 2020 年 6 月 30 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18 年 12 月 31 日 采购内容 

1 安徽圣联医疗设备有限公司  1,130,000.00 580,000.00 
通用电气设

备维保服务 

上述预付账款系公司于 2017 年度与安徽圣联医疗设备有限公司就蚌埠医学

院第一附属医院通用电气设备维保服务达成的协议向圣联医疗公司预付的维保

服务款，协议约定价款：2017 年度 610,000.00 元、2018 年度 580,000.00 元、

2019年度 550,000.00 元。 

圣联医疗取得了通用电气医疗系统贸易发展（上海）有限公司在蚌埠医学院

第一附属医院设备维保的代理权，但不是该医院合格供应商，故圣联医疗无法直

接对医院的通用设备提供维保服务。而安徽森爱驰是该医院的合格供应商，故安

徽森爱驰需从圣联医疗公司采购维保服务。上述协议涉及的维保期间为 2017 年

度-2019 年度。截至 2020年 6月 30日相关服务已经提供完毕。 

（3）请公司结合相关协议的约定内容，补充说明公司经销商安徽德康润生物技

术有限公司、安徽祥吉物资向公司提供计入销售费用的技术服务、市场推广服务

的具体情况，详细说明具体项目及对应金额、开始服务时间、提供服务的具体方

式，并说明上述服务费用核算内容及核算方法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

定； 

报告期安徽德康润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安徽祥吉物资向公司提供计入销售费

用的技术服务、市场推广服务的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元 

序号 项目 2020 年 1-6 月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费用明细 

1 安徽祥吉物资有限公司 946,012.24 1,946,669.75 437,207.33 市场推广费 

2 安徽德康润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296,959.00 400,000.00  技术服务费 

公司向德康润采购其代理的产品后，德康润从技术培训、产品推广培训、组

织和策划相关的学术活动为公司提供服务。 

安徽祥吉物资有限公司系公司的经销商，业务模式与其他经销商模式相同，

均为买断式销售。同时祥吉物资也替公司开发客户。因祥吉物资客户资源丰富，

但祥吉物资未取得医院的合格供应商资格，祥吉物资存在无法直接供货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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祥吉物资将客户介绍给安徽森爱驰。公司按照协议约定对其开发的直接客户给与

祥吉物资推广费，祥吉物资开具正规的推广服务费发票给公司，与公司进行结算。

对于祥吉物资开发的客户，祥吉物资无法参与产品的定价，所有与销售相关事宜

祥吉物资不会参与。公司只按照与祥吉物资的约定给与市场推广费。 

【主办券商回复】 

（4）请主办券商、会计师核查上述事项对应的具体交易内容及价格，对作价公

允性、交易架构的必要性及合理性、采购及销售的真实性发表明确意见； 

（一）核查程序及事实依据 

结合公司与经销商的合作历史、检查公司与经销商的合作合同或协议、结合

公立医院对于经销商供货资格的限制以及结合供应商代理权独家授权的因素。 

（二）分析过程 

安徽德康润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作为公司经销商，业务模式与其他经销商模式

相同，公司销售给德康润的产品均为买断式销售。德康润从公司采购贝克曼、安

图产品，德康润将采购的产品销售给其合作的医院客户；德康润与其合作的医院

客户合作关系稳定并且德康润拥有较多的市场资源，公司从长远考虑在与德康润

合作时给与稍宽松的回款周期，但同时公司在销售产品毛利率上较其他经销商高

3%-5%。 

由于德康润取得通用电气医疗系统贸易发展（上海）有限公司在安徽省内部

分设备的维保服务的代理权，但安徽森爱驰系通用电气设备所在医院的合格供应

商，德康润并非通用电气设备所在医院合格供应商，德康润无法直接对医院的通

用设备提供维保服务。此情形下，安徽森爱驰需从德康润公司采购维保服务，然

后安徽森爱驰对相关通用电气设备提供维保服务。 

公立医院在选择供应商时要经过招投标程序，只有进入医院合格供应商名录

的供应商方可向医院供货或提供服务，由于公司的硬性条件以及所拥有的资源限

制以及经销商的硬性条件和资源限制，德康润取得部分公立医院的供货资格，在

其所服务的公立医院需要贝克曼以及安图产品时，从安徽森爱驰公司采购。同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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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安徽森爱驰所服务的公立医院客户需要德康润所代理的产品或服务时，公司只

能通过向德康润采购相关产品和服务。综上，德康润既向公司销售产品或服务又

向公司采购产品存在商业合理性。 

公司向德康润销售产品与公司向德康润采购产品或服务系不同性质或不同

类别的产品，销售与采购业务分开核算，分开结算。公司与德康润不存在循环销

售，不存在将净额法确认收入误做为总额法的情况。公司对德康润销售收入真实。

公司向德康润采购维保服务真实。 

（三）核查结论 

综上分析，主办券商认为上述交易作价公允、交易必要且合理、采购及销售

真实发生。 

（5）请主办券商、会计师具体说明对公司经销商的走访情况及报告期各期

经销商函证的回函比例，并说明对未回函部分实施的替代程序； 

结合经销商合作历史以及配合情况报告期内选择了合肥博远医疗设备有限

公司进行实地走访，同时新增了对经销收入占比较大的安徽德康润生物技术有限

公司、安徽科华尔博医疗器材有限公司、安徽中信生物技术有限责任公司等进行

了电话访谈。对于经销商函证未回函的部分，实施了检查合同（订单）、出库单、

发票、运输单、签收单以及回款单进行替代测试。报告期发函经销收入、回函经

销收入、经销收入、营业收入以及相关的占比情况和报告期发函经销商数量、回

函经销商数量、经销商总数量信息详见下表。 

①报告期发函经销收入、回函经销收入、经销收入、营业收入以及相关的占

比情况如下： 

单位：元 

序号 项目 2020 年 1-6 月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1 发函经销商收入 39,486,710.29 70,465,888.63 79,265,856.59 

2 回函经销商收入 37,945,898.60 63,874,536.88 72,600,634.87 

3 经销收入 44,302,527.62 96,498,700.08 100,740,53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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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 2020 年 1-6 月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4 营业收入 119,284,755.04 249,005,862.10 194,938,418.76 

5 发函经销商收入占经销收入比例 89.13% 73.02% 78.68% 

6 回函经销商收入占经销收入比例 85.65% 66.19% 72.07% 

7 发函经销商收入占营业收入比例 33.10% 28.30% 40.66% 

8 回函经销商收入占营业收入比例 31.81% 25.65% 37.24% 

②报告期发函经销商数量、回函经销商数量、经销商总数量如下： 

单位：个 

序号 项目 2020年 1-6月 2019年度 2018年度 

1 发函经销商数量 65 65 65 

2 回函经销商数量 59 59 59 

3 经销商总数量 196 251 227 

在选择发函客户时，报告期各期发函客户选择标准：按照期末余额、交易额

大小排序，当①期末余额占比累计达到 80%以上；②交易额占比累计达到 80%以

上。上述标准满足其中之一标准即为发函客户。存在某一客户在报告期的某一期

例如 2020 年 1-6月期末余额或交易额满足发函标准，但 2019年度或 2018年度

未满足发函标准（如：未发生任何交易或其为 2020年 1-6月新增客户），在函证

2020 年 1-6 月期末余额和交易额时，虽然 2019 年度或 2018 年度期末余额和交

易额未满足当期函证选取标准，但基于完整性考虑也会一并函证 2019 年度和

2018年度期末余额和交易额（即使期末余额或交易额为 0元也会一并函证)。 

总体而言，也即对于某一客户，只要选择对其发函，就会对其报告期各期期

末余额和报告期各期交易额均执行函证程序，因此上表在列示报告期各期发函数

量和回函数量时数据一致。 

（6）请主办券商、会计师补充说明在经销商存货情况、终端销售情况均无法获

取情况下所实施的替代程序，并说明各期对经销收入核查的比例。 

公司与经销商之间独立经营，为买断式合同。经销商按自身需求下单，除正

常购销合同外，公司和经销商之间无额外协议约定双方权利义务。公司无法干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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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销商的经营意志，经销商库存或终端销售情况不向公司公开，公司无法对经销

商实行控制或重大影响。在公司对经销商存货情况、终端销售情况均无法获取情

况下实施的替代程序：①在向经销商函证时，除函证应收款项期末余额外，一并

函证本期销售货物的交易金额以及收款金额，同时对经销商回函地址与发函地址

进行核对检查并与企查查等公开可以获取经销商基本信息的网站进行比对；②抽

取合同或订单，对合同或订单所列示的销售货物数量和金额信息与出库单进行比

对检查；③抽取经销商付款的银行回单，检查经销商付款单付款单位名称与公司

记录的经销商名称是否一致；④检查有无相同生产批号的产品重复入库。 

2020 年 1-6月、2019年度、2018年度通过函证以及替代测试和走访对经销

核查的收入占当期经销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89.13%、73.02%及 78.68%；2020年 1-

6 月、2019 年度、2018 年度通过函证以及替代测试和走访对经销核查的收入占

当期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33.10%、28.30%及 40.66%。 

由于医疗器械及耗材均有生产批号以及保质期，公司医疗器械以及耗材销售

给经销商后，通过所售医疗器械及耗材的生产批号，未检查到存在相同生产批号

的医疗器械及耗材重复入库的情形。公司主要的医疗器械以及耗材系从贝克曼和

安图生物采购，因公司系贝克曼和安图生物在安徽区域的独家代理商，不存在循

环销售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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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关于公司维保服务。公司 2018 年、2019年、2020 年 1-6 月维保收

入分别为 523.55 万元、798.73万元、479.46 万元。（1）请公司补充

说明公司维保人员数量及维保服务的开展方式，具体说明在不同销售

模式下公司承担的维保职责及会计核算方式;如存在委托外部机构从

事相关业务的，请具体说明相关业务的具体情况，包括但不限于受托

方名称、合同金额及占比、对应的服务内容等；（2）请公司补充说明

开展维保业务是否需取得相应资质，维保服务是否属于公司经营范围；

（3）根据前次反馈回复披露，公司向供应商安图生物支付维保费并

向经销客户收取对等金额，请公司补充说明该项业务是否构成代收代

付业务，并说明相关业务的会计核算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规定；

（4）请主办券商、会计师核查上述事项，对公司收入确认真实性、

采购及销售维保服务的定价公允性、会计核算准确性发表明确意见。 

【公司回复】 

在《公开转让说明书》“第四节 公司财务”之“五、报告期利润形成的有关

情况”之“（一）营业收入分析”就问题中（1）、（2）、（3）补充披露如下： 

“公司主要从事体外诊断设备和试剂的销售。2018 年度、2019 年度、2020

年 1-6月试剂及仪器收入合计占比分别为：97.10%、94.97%、92.91%，同时有些

维保收入、检测收入，由此可见，公司主营业务突出，收入结构未发生重大变化，

业务定位明确，盈利模式突出。 

公司有专业的维保团队，维保人员数量 6人，在客户有设备维保需求时由公

司维保人员进行上门维保，对于常规的维保服务无需委托外部机构从事相关业

务。对于公司代理的通用设备维保业务，需要通用公司专业技术人员予以协助公

司完成对设备的维保业务。 

报告期需由供应商协助公司完成维保业务的合同金额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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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受托方名称 合同金额（元） 服务内容 

1 
通用电气医疗系统贸易发展（上海）

有限公司 
6,340,000.00 维保以及升级服务 

2 安徽德康润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11,830,000.00 维保以及升级服务 

3 安徽圣联医疗设备有限公司 1,130,000.00 维保以及升级服务 

上述需由供应商协助公司完成的维保业务，公司与供应商以及客户之间分

别签署维保合同或协议，在出现违约事项时，客户的追责主体是公司并非供应商，

公司在与客户协商具体的服务价格时，供应商无法直接或间接参与服务收入的

定价。 

在直销和经销模式下，公司均对其提供的维保服务承担主要责任，通过公司

与医院以及经销商签署的维保合同判断，在违约事项出现时，经销商或医院追责

主体系公司并非供应商。无论直销模式还是经销模式下，公司对外提供的维保服

务均按总额法确认收入。 

维保服务属于医疗设备的常规保养与技术升级服务，属于公司的经营范围。

维保服务公司无需取得相应资质。在公司维保人员具备相应的资质（通过经销商

培训）的情形下即可开展相关维保业务。 

公司主要通过销售试剂赚取利润，对于安图生物向公司收取维保费后公司

在未加价的情形下向客户收取等额维保费是出于维护公司与客户关系，长远合

作考虑，维保业务并非公司利润增长点。无论公司是否收取以及何时收取客户的

维保费，公司均需要向安图生物支付维保费。公司向安图生物支付维保费并向客

户收取对等金额维保费并不构成代收代付业务。” 

【主办券商回复】 

（一）核查程序及事实依据 

获取公司签订的销售合同、收入明细账、发票、银行流水，核查公司业务开

展情况，获取公司期后签订的合同，关注公司期后的经营情况，查阅公司相关知

识产权文件，了解公司的自主研发能力等情况，访谈了公司管理层，了解公司所

处行业的发展趋势、上下游情况，分析公司具有的核心资源要素和核心竞争力，

了解公司各业务收入、毛利、毛利率等财务数据及指标以及公司经营活动现金流

及明细项目，对公司销售收款流程进行了控制测试，从营业收入总账核查至明细

账、会计凭证、销售合同、银行回单、发票、验收单，同时从销售合同逆向核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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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营业收入总账，并对公司主要客户进行了函证，核查了期后回款情况，查阅了

公司期后签订的销售合同以及期后财务报表。 

（二）分析过程 

（1）公司有专业的维保团队，维保人员数量 6 人，在客户有设备维保需求

时由公司维保人员进行上门维保，对于常规的维保服务无需委托外部机构从事相

关业务。对于公司代理的通用设备维保业务，需要通用公司专业技术人员予以协

助公司完成对设备的维保业务。 

报告期需由供应商协助公司完成维保业务的合同金额如下： 

序号 受托方名称 合同金额 服务内容 

1 
通用电气医疗系统贸易发展（上

海）有限公司 
6,340,000.00 维保以及升级服务 

2 安徽德康润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11,830,000.00 维保以及升级服务 

3 安徽圣联医疗设备有限公司 1,130,000.00 维保以及升级服务 

上述需由供应商协助公司完成的维保业务，公司与供应商以及客户之间分别

签署维保合同或协议，在出现违约事项时，客户的追责主体是公司并非供应商，

公司在与客户协商具体的服务价格时，供应商无法直接或间接参与服务收入的定

价。 

上述需由安徽德康润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安徽圣联医疗设备有限公司协助完

成的维保服务，最终还是需要通用电气协助公司完成维保服务。 

通用电气针对不同型号的设备，在同一地区或同一家医疗机构，会授予不同

的通用电气经销商维保服务代理权；针对相同型号的设备，在同一地区不同的医

疗机构，也会授予不同的通用电气经销商维保服务代理权，一般维保服务代理权

授予的期限在 3年，维保服务代理权期满后会重新授予通用电气经销商维保服务

代理权。 

通用电气授予其经销商维保服务代理权与其经销商是否是医疗机构的合格

供应商并无必然联系，会存在其经销商是通用电气设备的维保服务代理商但并非

医疗机构的合格供应商。医疗机构与一般企业存在差异，要成为其供应商首先要

经历招投标才能成为其合格供应商，只有成为其合格供应商才能为其提供产品或

服务。上述因素造成了公司医疗机构客户在需要对相关通用电气设备进行维保升

级时，如果公司医疗机构客户特定型号的设备在公司未取得维保服务代理权时，



30 

 

公司需要向该类型设备的维保服务代理商采购维保服务。由于特定类型设备的维

保服务代理商并非公司医疗机构客户的合格供应商，维保服务代理商无法直接给

公司医疗机构提供维保服务，只能由公司向维保服务代理商采购维保服务后销售

给公司的医疗机构客户。上述因素造成了针对通用电气设备维保服务需层层分包

的情形。 

公司或公司供应商系通用维保服务的代理商，按照约定，通用公司无法直接

向公司医院客户提供维保服务，需由通用电气设备维保服务代理商向公司医疗机

构客户提供维保服务，通用电气设备维保服务代理商可以申请通用公司协助其完

成维保服务。 

在直销和经销模式下，公司均对其提供的维保服务承担主要责任，通过公司

与医院以及经销商签署的维保合同判断，在违约事项出现时，经销商或医院追责

主体系公司并非供应商。无论直销模式还是经销模式下，公司对外提供的维保服

务均按总额法确认收入。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4号-收入》（2017 年修订）“第五章、特定交易的会

计处理” 第三十四条：企业应当根据其在向客户转让商品前是否拥有对该商品

的控制权，来判断其从事交易时的身份是主要责任人还是代理人。企业在向客户

转让商品前能够控制该商品的，该企业为主要责任人，应当按照已收或应收对价

总额确认收入；否则，该企业为代理人，应当按照预期有权收取的佣金或手续费

的金额确认收入，该金额应当按照已收或应收对价总额扣除应支付给其他相关方

的价款后的净额，或者按照既定的佣金金额或比例等确定。 

企业向客户转让商品前能够控制该商品的情形包括： 

①企业自第三方取得商品或其他资产控制权后，再转让给客户。 

②企业能够主导第三方代表本企业向客户提供服务。 

③企业自第三方取得商品控制权后，通过提供重大的服务将该商品与其他商

品整合成某组合产出转让给客户。 

在具体判断向客户转让商品前是否拥有对该商品的控制权时，企业不应仅局

限于合同的法律形式，而应当综合考虑所有相关事实和情况，这些事实和情况包

括： 

①企业承担向客户转让商品的主要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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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企业在转让商品之前或之后承担了该商品的存货风险。 

③企业有权自主决定所交易商品的价格。 

④其他相关事实和情况。 

首先公司与供应商和客户分别签订维保合同，公司在向客户提供维保服务时

承担了提供维保服务的主要责任，在提供服务的过程中如果出现违约情形时，客

户的追责主体是公司并非供应商。其次公司在与客户商定维保合同价格时有权自

主决定提供维保服务的价格，在公司与供应商签订的维保合同中并无对公司对外

提供维保服务的价格限制或其他限制性要求。综上公司向供应商支付维保费并向

客户收取维保费属于应按总额法确认收入的情形。公司应按提供维保服务全额确

认收入，按支付的维保服务成本确认维保服务成本。 

（2）根据《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第三章医疗器械生产和第四章医疗器

械经营与使用，医疗器械生产和经营需要取得许可，而维修保养不需要特别的许

可或资质，只要有相应的技术人员就可以开展。公司开展医疗器械经营业务，拥

有维保技术人员，可以开展相关维保业务。 

（3）公司主要通过销售试剂赚取利润，对于安图生物向公司收取维保费后

公司在未加价的情形下向客户收取等额维保费是出于维护公司与客户关系，长远

合作考虑，维保业务并非公司利润增长点。无论公司是否收取以及何时收取客户

的维保费，公司均需要向安图生物支付维保费。公司向安图生物支付维保费并向

客户收取对等金额维保费并不构成代收代付业务。 

首先公司与供应商安图生物和客户分别签订维保合同，公司在向客户提供维

保服务时承担了提供维保服务的主要责任，在提供服务的过程中如果出现违约情

形时，客户的追责主体是公司并非供应商安图生物。其次公司在与客户商定维保

合同价格时有权自主决定提供维保服务的价格，在公司与供应商安图生物签订的

维保合同中并无对公司对外提供维保服务的价格限制或其他限制性要求。综上公

司向供应商安图生物支付维保费并向经销客户收取对等金额并不构成代收代付

业务。公司应按提供维保服务全额确认收入，按支付的维保服务成本确认维保服

务成本。公司向部分经销客户收取对等金额，主要是为了长期稳定的客户关系而

作出的经营决策，目的是为了进一步扩大公司主营的试剂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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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核查结论 

经核查，公司收入确认真实，采购及销售维保服务的定价公允、会计核算准

确。 

6.关于现金流量。根据前次反馈回复披露，公司报告期内“支付其他

与经营活动现金”中支付关联方往来款金额分别为 1,178.10 万元、

452.75 万元、121.00 万元。请公司补充说明上述现金流量的计算过

程，及与关联交易中关联方资金往来情况差异较大的原因。 

【公司回复】 

前次反馈回复披露，公司报告期内“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现金”中支付关联

方往来款金额分别为 1,178.10万元、452.75 万元、121.00万元。 

经对“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现金”、“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中的关联方往来再次进行了核查，往来编制系依据现金日记账和银行存款日记账

使用直接法逐笔编制而成。编制完成后，再根据公式法进行验算，差异较小时确

认直接法编制的数字，针对差异较大时分析差异原因。 

在复核上述现金流量的计算过程时，出现与关联交易中关联方资金往来情况

差异较大的情况。经核查，原因是由于统计数据疏忽，在第一轮反馈时统计的“支

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现金”、“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关联方往来款

存在错误，现更正如下： 

①2020 年 1-6 月、2019年度、2018年度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明

细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20年 1-6月 2019年度 2018年度 

销售费用 5,675,190.43 16,325,793.44 12,002,673.66 

管理费用 4,468,016.41 10,121,743.13 8,220,299.32 

研发费用 159,433.56 99,829.88 99,829.88 

财务费用 9,486.74 11,580.28 23,815.30 

营业外支出 22,439.31 253,428.17 1,973.22 

保证金  2,115,000.00 904,000.00 

押金  32,000.00 16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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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20年 1-6月 2019年度 2018年度 

备用金  743,378.77 1,740,725.80 

非关联方往来款 332,397.06 249,879.00 16,454,050.85 

关联方往来款 5,100,648.00 5,046,291.62 9,498,416.37 

合计 15,767,611.51 34,998,924.29 49,105,784.40 

②2020 年 1-6 月、2019年度、2018年度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明

细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20年 1-6月 2019年度 2018年度 

非关联方往来款 3,530,455.39 7,510,737.83 10,743,334.35 

关联方往来款 2,046,451.73   3,451,177.40 7,122,748.88 

存款利息收入 91,928.82   167,744.30  162,422.63  

补助收入及其他 4,516,046.85    4,556,174.82  4,572,732.27  

合计 10,184,882.79  15,685,834.35  22,601,238.13  

报告期内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中收到的关联方往来款合计

12,620,378.01 元，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中支付关联方往来款合计

19,645,355.99元，不存在关联方违规占用资金的情形，公司现金流量披露真实、

准确。 

更正后的关联方往来款系根据现金日记账、银行存款日记账以及关联方资金

拆借计算、分析填列。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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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安徽森爱驰医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对<关于安徽森爱驰

医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的第二次反馈意见>的回复》的签字盖章页） 

 

 

 

 

 

 

 

 

安徽森爱驰医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35 

 

（本页无正文，为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关于安徽森爱驰医院管理股

份有限公司的第二次反馈意见>的回复》的签字盖章页） 

 

项目负责人： 

 

邓安民____________ 

 

 

项目小组成员： 

 

邓安民____________     宋井洋____________      

 

 

 

 

 

 

 

 

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