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漳州片仔癀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

2016

年半年度报告事后审核问询函回复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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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于2016年9月14日收到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函件《关于对漳州片仔癀药业股份

有限公司2016年半年度报告的事后审核问询函》（上证公函【2016】1836号），现对问询函

内容回复如下：

1.半年报显示，公司向关联方厦门宏仁销售商品2842.35万元，购买商品15,877.59万

元，期间提供资金26,885.12万元，期末余额6902.29万元，请公司补充披露：（1）公司向厦门

宏仁销售商品的内容，是否属于日常关联交易及其依据；（2）公司向厦门宏仁购买商品的

原因、用途，是否属于日常关联交易及其依据，请会计师和律师发表意见；（3）公司向厦门

宏仁提供资金近2.68亿的发生原因、具体时间，涉及的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情况。

答复：

（1）2016年上半年，公司及部分子公司向厦门宏仁销售商品2,842.35万元，主要涉及

药品、中药材、化妆品、保健食品等。 销售商品种类均属于公司及下属子公司的经营范围，销

售业务的发生均是基于市场经济规律，交易价格公允，且交易均独立、持续发生。 公司根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的相关规定，认定上述交易属于日常关联

交易。

（2）2016年上半年， 片仔癀药业股份公司及部分子公司向厦门宏仁购买商品15,

877.59万元。 其中子公司片仔癀宏仁向厦门宏仁购买商品15,362.06万元，系根据2015年漳

州片仔癀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宏仁医药有限公司、福建阳明康怡生物医药创业投资企

业（有限合伙）共同签订的《厦门片仔癀宏仁医药有限公司出资协议》中的约定，由合资公

司片仔癀宏仁承接厦门宏仁存货，拟用于销售。 由于此项交易是基于《出资协议》的相关约

定发生，是片仔癀宏仁承接厦门宏仁业务的必要条件。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

交易实施指引》的相关规定，上述交易应认定为非日常关联交易（一般关联交易）。 除上述

交易外，片仔癀药业股份公司及部分子公司因日常生产经营需要，向厦门宏仁购买了商品

515.53万元，涉及药品、中药材、保健品和化妆品等。 这些交易的发生均是基于市场经济规

律，交易价格公允，且交易均独立、持续发生。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

实施指引》的相关规定，认定上述交易属于日常关联交易。

针对上述事项，北京市中瑞律师事务所出具《中瑞证字[2016]PZH-05号》法律意见

书，发表意见如下：

基于《出资协议》的约定，片仔癀宏仁承接厦门宏仁所有未过期存货的行为属于非日

常关联交易； 公司及部分子公司因日常生产经营需要向厦门宏仁购买商品515.53万元的行

为属于日常关联交易。

针对上述事项，福建华兴会计师事务所出具《关于对漳州片仔癀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半年报事后审核问询函的答复》（闽华兴所（2016）函字C-038�号）予以确认。

（3）2016年上半年，公司向厦门宏仁提供资金26,885.12万元，主要来自于：①应收账

款借方发生额3,321.79万元， 系公司及部分子公司向厦门宏仁销售商品等产生的日常关联

交易确认相应的应收款项导致；②其他应收款借方发生额14,363.33万元，系片仔癀宏仁向

厦门宏仁提供借款1.31亿元及确认应分享的厦门宏仁经营收益1,250.33万元， 孙公司片仔

癀宏仁大药房支付厦门宏仁房屋租赁押金13万元导致； ③预付账款借方发生额9200万元，

系片仔癀宏仁向厦门宏仁预付货款导致。 （2016年从应付账款借方余额重分类至预付账款

借方发生额）。 具体明细请详见下表：

时间 金额（万元） 会计科目

2016年1月 1,484.38 其他应收款

2016年2月 26.60 其他应收款

2016年3月 5,479.03 其他应收款

2016年4月 670.10 其他应收款

2016年5月 154.87 其他应收款

2016年6月 6,548.35 其他应收款

2016年1月 527.92 应收账款

2016年2月 407.46 应收账款

2016年3月 526.15 应收账款

2016年4月 430.37 应收账款

2016年5月 441.36 应收账款

2016年6月 988.53 应收账款

2016年5月 9,200.00 预付账款

合计 26,885.12

上述向厦门宏仁提供资金相关事项中，其他应收款主要系片仔癀宏仁向厦门宏仁提供

借款及确认应分享的厦门宏仁经营收益，该事项于2015年12月22日经公司五届二十二次董

事会审议通过，相关公告《漳州片仔癀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关联方提供借款暨关联交

易的公告》已于2015年12月23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该项议案已于2016年1月7日

经公司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公司已按照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等相关规定的要求履行决策程序并及

时进行信息披露。 预付账款系片仔癀宏仁为承接厦门宏仁存货导致，因本公司以往将承接

存货误认为属于日常关联交易， 按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相应程序并进行披露 （详见公司于

2016年4月16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2016-023号公告），未将其视为一般关联交

易履行相应的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 应收账款系公司和厦门宏仁之间的业务往来导致，属

于正常的业务往来款项，不涉及决策程序的履行和进行信息披露 。

2、半年报显示，2016年上半年公司向厦门宏仁累计借款金额1.31亿元，累计计算利息

1647.15万元，截止合同到期日即2016年6月30日，厦门宏仁尚未偿还上述款项。 根据公司公

告，片仔癀宏仁尚欠厦门宏仁货款共计1.01亿元，如扣除该款项，厦门宏仁尚余3000万元本

金及利息1647.15万元未归还。请公司补充披露：（1）上述借款的发生原因及具体时间，以及

截止目前上述借款的偿还情况；（2）上述借款合同的到期日为2016年6月30日，合同是否已

展期， 公司是否采取措施催促还款；（3） 片仔癀宏仁尚欠厦门宏仁货款1.01亿元的发生原

因、时间，及购买货品的用途，是否与片仔癀宏仁承接厦门宏仁业务有关；（4）公司是否与

厦门宏仁达成通过片仔癀欠厦门宏仁的货款抵扣厦门宏仁的借款的相关协议、时间、抵扣

的依据、对公司的财务报表及生产经营的影响，请会计师发表意见；（5）对上述借款及货款

相关事项，公司是否按规定履行了相应的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答复：

(1)因片仔癀宏仁承接厦门宏仁业务过程中证照转移审批流程较长，为避免业务受到影

响，由厦门宏仁继续运营原有业务，因此厦门宏仁与片仔癀宏仁签订《抵押借款协议》，根

据该协议，截至2016年6月30日，片仔癀宏仁累计向厦门宏仁提供资金1.31亿元，累计归还

1500万元，借款发生时间和还款情况明细如下：

日期 金额(万元） 形成原因

2016-1-22 1,300.00 提供3亿额度抵押借款

2016-3-11 300.00 提供3亿额度抵押借款

2016-3-14 5,000.00 提供3亿额度抵押借款

2016-4-25 500.00 提供3亿额度抵押借款

2016-5-31 -500.00 还款

2016-6-30 -1000.00 还款

2016-6-17 5,000.00 提供3亿额度抵押借款

2016-6-29 1,000.00 提供3亿额度抵押借款

截止2016年6月30日余额 11,600.00

2016-7-22 -1,500.00 还款

2016-8-31 -1,000.00 还款

2016-8-31 20,500.18 存货移交预结算（最终金额待评估确认）

2016年9月1日至今 -178.06 存货退回

截止本公告日，除上述现金还款以外，其余借款本息已通过片仔癀宏仁承接厦门宏仁

存货产生的应付款项冲抵。

（2）该借款合同原预计到期日为2016年6月30日，合同未展期。由于厦门宏仁医疗配送

资质变更审批流程较长，导致相关业务在2016年6月30日仍然由厦门宏仁运作，因此厦门宏

仁未能于2016年6月30日按时归还借款，自2016年6月30日起公司已多次催还借款，截止目

前，厦门宏仁的借款已通过存货转移产生的应付款项冲抵结清。

（3）根据《出资协议》约定，为顺利承接厦门宏仁业务，片仔癀宏仁在取得《药品经营

质量管理规范认证证书》、《药品经营许可证》 后， 于2016年5月先行向厦门宏仁购买存货

1.78亿（含税， 暂估入账） 拟用于销售。 扣除前期预付货款9200万元尚余8600万元 （原

2016-049号公告误将1500万元借款偿还视为预付货款退回， 因此将片仔癀宏仁欠厦门宏

仁货款记为1.05亿元），拟用于冲抵借款本息余额；片仔癀宏仁于2016年8月22日取得医疗

配送资质后，承接所有保质期内存货并着手办理存货移交手续，同时聘请评估机构对该项

存货移交业务进行专项评估，正式办理存货移交结算。

（4）公司未与厦门宏仁达成通过片仔癀宏仁欠厦门宏仁货款抵扣借款的相关协议。 但

经双方协商，为克服双方资金归集、调拨、支付的繁琐手续，加快双方往来账务结清的速度，

双方同意将所欠货款与借款互抵。 该往来款项互抵不影响公司财务报表及生产经营。

针对上述事项， 福建华兴会计师事务所通过 《关于对漳州片仔癀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半年报事后审核问询函的答复》（闽华兴所（2016）函字C-038号）予以确认。

（5）上述借款事项，于2015年12月22日经公司五届二十二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相关公

告《漳州片仔癀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关联方提供借款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已于2015年

12月23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该项议案已经2016年1月7日经公司2016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等相关规定的要求履行决策程序并及时进行信息披露。 货款系

片仔癀宏仁为承接厦门宏仁存货导致， 因本公司以往将承接存货误认为属于日常关联交

易，未将其视为一般关联交易履行相应的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

3.根据公司公告，片仔癀宏仁已于2016年8月23日起全面承接厦门宏仁所有业务，厦门

宏仁不再从事药品流通业务。 请公司补充披露：（1）截止目前，片仔癀宏仁承接厦门宏仁业

务的具体进展情况，包括证照办理情况、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的承接情况等；（2）2016年上

半年，片仔癀宏仁在承接厦门宏仁业务的过程中，厦门宏仁的医药批发物流业务是否仍在

经营中，业务涉及的收入、利润、费用及其分配的原则和依据，并请会计师发表意见；（3）片

仔癀宏仁2016年上半年的经营状况、收入和利润的来源，以及其主要财务数据；（4）片仔癀

宏仁承接厦门宏仁相关有形资产、无形资产涉及的具体构成明细、对应的金额，是否经评估

审计，以及后续交割安排；（5）片仔癀宏仁承接厦门宏仁相关业务后的经营、业务合作等事

项的后续安排及计划。

答复：

（1）截止2016年8月23日，片仔癀宏仁取得《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认证证书》、《药

品经营许可证》、《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等经营资质，尚余“二类精神药品” 、“毒性药品”

经营资质变更正处于办理之中。 除此之外，片仔癀宏仁已全面承接厦门宏仁的药品流通业

务，包括省公立医疗机构基药配送业务，已承接厦门宏仁的存货（尚需以重新评估及专项审

计后的价值确定），固定资产及无形资产尚待评估确认后进行交割。

（2）片仔癀宏仁虽已于2016年5月23日取得《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认证证书》、《药

品经营许可证》、《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 但因医疗配送资质变更于8月22日审批完成，片

仔癀宏仁于8月23日正式承接厦门宏仁所有药品经营业务， 同时厦门宏仁终止所有药品经

营。 但2016年上半年，片仔癀宏仁在承接厦门宏仁业务的过程中，厦门宏仁的医药批发业务

仍在持续经营中。 厦门宏仁业务涉及的收入、利润等过渡期权益归属，按照《抵押借款协

议》的相关约定，片仔癀宏仁以厦门宏仁销售收入的2.21%分享厦门宏仁经营成果，以资金

占用费的形式由片仔癀宏仁享有。 截止2016年6月30日厦门宏仁收入51,167.08万元，净利

润160.80万元，三项期间费用合计2,438.26万元（未经审计）。

针对上述事项，福建华兴会计师事务所通过出具《关于对漳州片仔癀药业股份有限公

司2016年半年报事后审核问询函的答复》（闽华兴所（2016）函字C-038� � �号）发表意见

如下：

厦门宏仁业务涉及的收入、利润等过渡期权益归属，按照《抵押借款协议》的相关约

定，片仔癀宏仁以厦门宏仁销售收入净利润率2.21%�分享厦门宏仁的经营成果，以资金占

用费的形式由片仔癀宏仁收取。 由于本所不是厦门宏仁的审计机构，且无法在规定的期限

内临时接受厦门宏仁委托并完成对厦门宏仁的报表审计工作， 因此无法对厦门宏仁的收

入、利润、费用等情况发表意见。

（3） 片仔癀宏仁2016年上半年除其子公司漳州片仔癀宏仁医药有限公司开展正常的

经营业务外，片仔癀宏仁因资质变更未完成，尚未开展经营业务。 其主要收入来源为分享厦

门宏仁利润及子公司漳州片仔癀宏仁医药有限公司经营收入，截止2016年6月30日，主要财

务数据如下：（以下数据未经审计）

项目 金额（万元）

营业收入 6666.82

营业利润 976.04

利润总额 976.03

净利润 732.02

资产总额 30820.68

负债总额 19367.65

所有者权益 11453.03

2015年8月， 厦门宏仁医药有限公司通过股权转让方式将其子公司漳州宏仁医药有限

公司65%的股权转让给片仔癀宏仁公司， 漳州宏仁医药有限公司更名为漳州片仔癀宏仁医

药有限公司，成为片仔癀宏仁控股子公司。 漳州片仔癀宏仁医药有限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如

下：（单位：万元）（以下数据未经审计）

项目 2016年6月30日金额 2016年8月31日金额

营业收入 5,394.03 7,365.89

营业利润 -16.47 -19.23

利润总额 -16.45 -19.21

净利润 -12.34 -15.10

资产总额 3,894.84 4,144.38

负债总额 3,072.19 3,324.49

所有者权益 822.65 819.89

2015年11月底，片仔癀宏仁与杨仁杰、田榕、刘志军等四方共同出资设立片仔癀宏仁

（厦门）大药房有限公司，新设公司注册资本500万元，本公司实缴出资400万元，占新设公

司80%的股权，片仔癀宏仁（厦门）大药房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 2016年 7月片仔

癀宏仁（厦门）大药房有限公司取得《药品经营许可证》及《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认证证

书》，8月1日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公司开始试营业。

2016年5月，厦门宏仁将其持有的泉州龙腾药业有限责任公司100%股权转让给片仔癀

宏仁，泉州龙腾药业有限责任公司更名为泉州片仔癀宏仁医药有限公司，并于2016年5月18

日完成工商登记变更，2016年6月12日，办妥《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认证证书》、《药品经

营许可证》变更手续，但截至目前股权转让款尚未支付完毕。 目前该公司尚在整改中，未正

式营业。 截止2016年8月31日，其资产总额为1677.29万元，负债总额295.21万元，所有者权

益1382.08万元。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4）截止2016年8月31日，片仔癀宏仁承接厦门宏仁的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包括存货、

固定资产及系统软件等，具体明细如下：

1、存货明细

单位：元

存货类别 金额

Ⅰ类医疗器械 191,134.22

Ⅱ类6801基础外科手术器械 0.34

Ⅱ类6820普通诊察器械 9,619.74

Ⅱ类6826物理治疗及康复设备 37,936.76

Ⅱ类6827中医器械 230.77

Ⅱ类6831医用X射线附属设备及部件 0.07

Ⅱ类6840临床检验分析仪器(体外诊断试剂除外) 24,184.35

Ⅱ类6854手术室、急救室、诊疗室设备及器具 153.86

Ⅱ类6864医用卫生材料及敷料 151,961.61

Ⅱ类6866医用高分子材料及制品 83,025.51

Ⅲ类6815注射穿刺器械 6,850.00

Ⅲ类6864医用卫生材料及敷料 290,553.83

Ⅲ类6865医用缝合材料及粘合剂 40,843.56

Ⅲ类6866医用高分子材料及制品 6,620.30

非药品保健食品 1,868,956.68

非药品玻璃仪器 44.13

非药品化妆品 3,135,224.67

非药品日用品 175,511.03

非药品食品乳制品(非婴儿配方奶粉) 65,035.27

非药品食品预包装食品 432,408.53

非药品消杀用品 21,709.34

化工(原料) 16,666.67

化工产品 11,148.63

化学药制剂-冷藏 604,591.63

药材饮片普通中药饮片 4,863,309.19

药品化学药制剂（含麻醉药品口服复方制剂） 25,851.12

药品化学药制剂OTC(含麻黄碱) 232,178.63

药品化学药制剂OTC(普通) 5,646,031.42

药品化学药制剂处方药(含麻黄碱) 46,849.52

药品化学药制剂处方药(普通) 25,583,498.70

药品化学原料药 244,972.30

药品抗生素OTC(抗微生物药) 640,231.15

药品抗生素处方药(抗微生物药) 8,592,577.14

药品抗生素原料药 2,936,217.94

药品生物制品常温血液制品 2,752,460.25

药品生物制品处方药 91,549.21

药品生物制品非处方药 58,774.91

药品生物制品冷藏处方药 5,564,278.78

药品生物制品冷藏非处方药 65,500.96

药品生物制品冷藏血液制品 712,087.40

药品中成药OTC(含麻黄流浸膏或麻黄碱) 9,527.36

药品中成药OTC(普通) 59,806,571.67

药品中成药处方药(含麻黄流浸膏或麻黄碱) 1,337.44

药品中成药处方药(普通) 48,142,617.11

中药材(保健) 3,288,140.89

总计 176,478,974.59

（以上数据未经评估）

2、固定资产及无形资产明细

单位：元

固定资产明细 资产原值 累计折旧或摊销 净值

汽车类 5,013,257.65 3,640,067.90 1,373,189.75

电子设备、办公家俱、仓储货架 4,191,090.17 2,237,556.28 1,953,533.89

系统软件 1,236,284.12 261,640.05 974,644.07

经营场所装修 1,328,140.00 823,446.80 504,693.20

水、电增容费等 200,000.00 200,000.00

无形资产（证照、资质、渠道等） 0.00 0.00 0.00

合计 11,968,771.94 6,962,711.03 5,006,060.91

（以上数据未经评估）

上述资产经福建中兴资产评估房地产土地估价有限责任公司于2015年6月评估，并出

具闽中兴评字（2015）第MA012号评估报告，因评估基准日距今已超过一年，故需重新评

估，目前公司已聘请福建中兴资产评估房地产土地估价有限责任公司对存货及固定资产进

行重新评估，最终收购价格以审计评估结果为准。 待评估结果确定后再进行后续交割。

（5）片仔癀宏仁承接厦门宏仁相关业务后，厦门宏仁终止所有药品经营业务。 目前双

方暂无业务合作安排及计划。

4.2016年9月5日，公司公告《关于增加201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议案》，增加向关

联方厦门宏仁购买商品的额度， 原因主要为子公司片仔癀宏仁全面承接厦门宏仁业务，对

存货部分的承接而发生的交易导致。 请公司补充披露：（1）片仔癀宏仁承接厦门宏仁存货

的具体构成明细；（2）公司将片仔癀宏仁承接存货发生的交易作为日常关联交易的具体依

据， 以及公司是否存在以将日常关联交易与一般关联交易捆绑进行审议和披露的情形；

（3）请会计师、律师发表意见。

答复：

（1）截止2016年8月31日片仔癀宏仁承接厦门宏仁存货的具体构成明细：

单位：元

存货类别 金额

Ⅰ类医疗器械 191,134.22

Ⅱ类6801基础外科手术器械 0.34

Ⅱ类6820普通诊察器械 9,619.74

Ⅱ类6826物理治疗及康复设备 37,936.76

Ⅱ类6827中医器械 230.77

Ⅱ类6831医用X射线附属设备及部件 0.07

Ⅱ类6840临床检验分析仪器(体外诊断试剂除外) 24,184.35

Ⅱ类6854手术室、急救室、诊疗室设备及器具 153.86

Ⅱ类6864医用卫生材料及敷料 151,961.61

Ⅱ类6866医用高分子材料及制品 83,025.51

Ⅲ类6815注射穿刺器械 6,850.00

Ⅲ类6864医用卫生材料及敷料 290,553.83

Ⅲ类6865医用缝合材料及粘合剂 40,843.56

Ⅲ类6866医用高分子材料及制品 6,620.30

非药品保健食品 1,868,956.68

非药品玻璃仪器 44.13

非药品化妆品 3,135,224.67

非药品日用品 175,511.03

非药品食品乳制品(非婴儿配方奶粉) 65,035.27

非药品食品预包装食品 432,408.53

非药品消杀用品 21,709.34

化工(原料) 16,666.67

化工产品 11,148.63

化学药制剂-冷藏 604,591.63

药材饮片普通中药饮片 4,863,309.19

药品化学药制剂（含麻醉药品口服复方制剂） 25,851.12

药品化学药制剂OTC(含麻黄碱) 232,178.63

药品化学药制剂OTC(普通) 5,646,031.42

药品化学药制剂处方药(含麻黄碱) 46,849.52

药品化学药制剂处方药(普通) 25,583,498.70

药品化学原料药 244,972.30

药品抗生素OTC(抗微生物药) 640,231.15

药品抗生素处方药(抗微生物药) 8,592,577.14

药品抗生素原料药 2,936,217.94

药品生物制品常温血液制品 2,752,460.25

药品生物制品处方药 91,549.21

药品生物制品非处方药 58,774.91

药品生物制品冷藏处方药 5,564,278.78

药品生物制品冷藏非处方药 65,500.96

药品生物制品冷藏血液制品 712,087.40

药品中成药OTC(含麻黄流浸膏或麻黄碱) 9,527.36

药品中成药OTC(普通) 59,806,571.67

药品中成药处方药(含麻黄流浸膏或麻黄碱) 1,337.44

药品中成药处方药(普通) 48,142,617.11

中药材(保健) 3,288,140.89

总计 176,478,974.59

（以上数据未经评估）

（2）片仔癀宏仁承接厦门宏仁存货，系按《出资协议》约定执行的交易行为，属一般关

联交易，公司2016年9月5日《关于增加201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公告》，将此项一般关

联交易与日常关联交易捆绑审议并披露，在此予以更正。

（3）针对上述事项，北京市中瑞律师事务所出具《中瑞证字[2016]PZH-05号》法律意

见书，发表意见如下：

片仔癀宏仁承接厦门宏仁存货的行为是基于《出资协议》的相关约定发生，是片仔癀

宏仁承接厦门宏仁业务的必要条件，不属于《关联交易实施指引》第十二条第（十一）项至

第（十五）项所列日常关联交易情形之一，应认定为非日常关联交易，公司已在《问询函》的

回复中予以更正。

针对上述事项，福建华兴会计师事务所通过出具《关于对漳州片仔癀药业股份有限公

司2016年半年报事后审核问询函的答复》（闽华兴所（2016）函字C-038� � � 号）予以确

认。

5.请公司以图表形式，补充披露自2015年7月15日对外投资片仔癀宏仁以来，与厦门宏

仁、漳州宏仁及其他相关方发生的交易、资金往来等情况，包括但不限于发生的时间、原因、

交易内容、金额、交易性质及其认定依据、资金往来性质及归还情况、会计处理、履行的决策

程序和信息披露情况等，请会计师核实并发表意见。

答复：

①销售业务

时间 单位名称 金额（万元） 交易性质

2015年7月 厦门宏仁医药有限公司 15.68 日常交易

2015年8月 厦门宏仁医药有限公司 525.25 日常交易

2015年9月 厦门宏仁医药有限公司 1,664.47 日常交易

2015年10月 厦门宏仁医药有限公司 1,045.49 日常交易

2015年11月 厦门宏仁医药有限公司 901.39 日常交易

2015年12月 厦门宏仁医药有限公司 1,336.62 日常交易

2016年1月 厦门宏仁医药有限公司 451.53 日常交易

2016年2月 厦门宏仁医药有限公司 349.40 日常交易

2016年3月 厦门宏仁医药有限公司 449.90 日常交易

2016年4月 厦门宏仁医药有限公司 368.81 日常交易

2016年5月 厦门宏仁医药有限公司 377.24 日常交易

2016年6月 厦门宏仁医药有限公司 845.47 日常交易

2016年7月 厦门宏仁医药有限公司 346.08 日常交易

2016年8月 厦门宏仁医药有限公司 584.92 日常交易

2016年9月1日至今 厦门宏仁医药有限公司 387.32 日常交易

2015年10月 漳州片仔癀宏仁医药有限公司 102.54 日常交易

2015年12月 漳州片仔癀宏仁医药有限公司 0.03 日常交易

2016年7月 漳州片仔癀宏仁医药有限公司 246.15 日常交易

2016年8月 漳州片仔癀宏仁医药有限公司 462.43 日常交易

2016年9月1日至今 漳州片仔癀宏仁医药有限公司 0.71 日常交易

2016年8月 片仔癀宏仁（厦门）大药房有限公司 17.83 日常交易

2016年9月1日至今 片仔癀宏仁（厦门）大药房有限公司 46.09 日常交易

合计 10,525.34

以上销售业务的交易内容主要是药品、化妆品、日用品、食品。

②采购业务

时间 单位名称 金额（万元） 交易性质

2015年7月 厦门宏仁医药有限公司 16.52 日常交易

2015年8月 厦门宏仁医药有限公司 104.98 日常交易

2015年9月 厦门宏仁医药有限公司 240.37 日常交易

2015年10月 厦门宏仁医药有限公司 34.01 日常交易

2015年11月 厦门宏仁医药有限公司 160.96 日常交易

2015年12月 厦门宏仁医药有限公司 28.81 日常交易

2016年1月 厦门宏仁医药有限公司 36.32 日常交易

2016年2月 厦门宏仁医药有限公司 138.88 日常交易

2016年3月 厦门宏仁医药有限公司 81.35 日常交易

2016年4月 厦门宏仁医药有限公司 131.49 日常交易

2016年5月 厦门宏仁医药有限公司 103.84 日常交易

2016年5月 厦门宏仁医药有限公司 15,362.06 非日常交易

2016年6月 厦门宏仁医药有限公司 23.65 日常交易

2016年7月 厦门宏仁医药有限公司 76.90 日常交易

2016年8月 厦门宏仁医药有限公司 211.05 日常交易

2016年8月 厦门宏仁医药有限公司 2,285.84 非日常交易

2016年9月1日至今 厦门宏仁医药有限公司 22.93 日常交易

2016年9月1日至今 厦门宏仁医药有限公司 -152.18 非日常交易

2015年7月 漳州片仔癀宏仁医药有限公司 8.02 日常交易

2015年8月 漳州片仔癀宏仁医药有限公司 6.69 日常交易

2015年9月 漳州片仔癀宏仁医药有限公司 19.60 日常交易

2015年10月 漳州片仔癀宏仁医药有限公司 17.45 日常交易

2015年11月 漳州片仔癀宏仁医药有限公司 117.11 日常交易

2015年12月 漳州片仔癀宏仁医药有限公司 42.65 日常交易

2016年1月 漳州片仔癀宏仁医药有限公司 38.77 日常交易

2016年3月 漳州片仔癀宏仁医药有限公司 26.54 日常交易

2016年4月 漳州片仔癀宏仁医药有限公司 25.05 日常交易

2016年5月 漳州片仔癀宏仁医药有限公司 26.71 日常交易

2016年6月 漳州片仔癀宏仁医药有限公司 26.56 日常交易

2016年7月 漳州片仔癀宏仁医药有限公司 16.54 日常交易

2016年8月 漳州片仔癀宏仁医药有限公司 115.82 日常交易

2016年9月1日至今 漳州片仔癀宏仁医药有限公司 6.01 日常交易

合计 19,401.29

以上采购业务的交易内容主要是药品、化妆品、日用品、食品。

③提供资金情况

时间 单位名称 金额（万元）

2015年7月 厦门宏仁医药有限公司 58.28

2015年8月 厦门宏仁医药有限公司 4,603.61

2015年9月 厦门宏仁医药有限公司 1,961.59

2015年10月 厦门宏仁医药有限公司 3,512.14

2015年11月 厦门宏仁医药有限公司 1,071.56

2015年12月 厦门宏仁医药有限公司 4,387.28

2016年1月 厦门宏仁医药有限公司 2,412.30

2016年2月 厦门宏仁医药有限公司 434.06

2016年3月 厦门宏仁医药有限公司 6,005.18

2016年4月 厦门宏仁医药有限公司 1,100.46

2016年5月 厦门宏仁医药有限公司 596.23

2016年6月 厦门宏仁医药有限公司 7,536.88

2016年7月 厦门宏仁医药有限公司 4,904.93

2016年8月 厦门宏仁医药有限公司 575.21

2015年8月 漳州片仔癀宏仁医药有限公司 2,800.00

2015年9月 漳州片仔癀宏仁医药有限公司 246.73

2015年10月 漳州片仔癀宏仁医药有限公司 145.87

2015年11月 漳州片仔癀宏仁医药有限公司 30.00

2015年12月 漳州片仔癀宏仁医药有限公司 30.04

2016年1月 漳州片仔癀宏仁医药有限公司 311.50

2016年2月 漳州片仔癀宏仁医药有限公司 10.00

2016年3月 漳州片仔癀宏仁医药有限公司 5.20

2016年7月 漳州片仔癀宏仁医药有限公司 288.00

2016年8月 漳州片仔癀宏仁医药有限公司 540.75

合计 43,576.8

以上提供资金截止目前已累计归还43,401.40万元。

④占用资金情况

时间 单位名称 金额(万元)

2016年4月 厦门宏仁医药有限公司 5.00

2015年7月 厦门宏仁医药有限公司 170.56

合计 175.56

以上占用资金截止目前已全部归还。 其中，2015年7月的170.56万元资金占用系漳州片

仔癀宏仁医药有限公司在纳入公司合并报表前发生。

上述交易、资金往来业务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分别认

定为日常关联交易和一般关联交易，会计处理严格按照《企业会计准则》。

针对上述事项，福建华兴会计师事务所通过出具《关于对漳州片仔癀药业股份有限公

司2016年半年报事后审核问询函的答复》（闽华兴所（2016）函字C-038� � � 号）予以确

认。

公司自2015年7月15日对外投资片仔癀宏仁以来， 与厦门宏仁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已

经2016年4月14日经五届二十七次董事会及2016年9月5日经五届三十次董事会审议通过

并予以公告 （详见公司于2016年4月15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2016-023号公告及

2016年9月6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2016-051号公告）， 前者经2015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 后者拟提交公司2016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提供资金给厦门宏仁的

事项于2015年12月22日经公司五届二十二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并予以公告 （详见公司于

2015年12月23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2016-056号公告），该项议案已经2016年1月

7日经公司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详见公司于2016年9月8日披露于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2016-006号公告），片仔癀宏仁因承接厦门宏仁存货事项发生的一般性关联

交易于2016年9月13日经公司五届三十一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并公告 （详见公司于2016年9

月14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2016-056号公告），以上事项公司均按照《上海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等相关规定的要求履

行决策程序并及时进行信息披露。

2015年7月15日至12月31日公司向厦门宏仁提供资金合计15,594.46万元,其中公司及

部分子公司与厦门宏仁发生日常关联交易货款往来6,397.63万元， 子公司片仔癀宏仁向厦

门宏仁预付货款8800万元，并计提资金占用费396.83万元。

2015年8月至12月31日片仔癀宏仁向漳州片仔癀宏仁提供资金合计3,252.64万元，其

中115.90万元属于日常关联交易货款，片仔癀宏仁向漳州片仔癀宏仁提供借款本金3000万

元，利息136.74万元。片仔癀宏仁向漳州片仔癀宏仁提供借款均发生在漳州片仔癀宏仁变更

为片仔癀宏仁子公司后。

以上事项属于公司内部经营决策，在公司管理层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董事会、股东大

会审议，因此未予以公告。

二、相关财务数据

6.半年报显示，公司报告期内库存商品计提存货跌价准备1091.99万元，较上年大幅增

长，请结合公司库存商品的组成、药品保质期等情况，补充披露存货跌价准备大幅增长的原

因。

答复：

公司大力发展“一核两翼” 战略，形成以医药制造为核心，以化妆品、保健产品为两翼

的大健康产业布局。 目前公司的库存商品主要是以药品、中药材主，以各类化妆品和保健产

品等为辅。 公司对各类库存产成品均严格按照国家的相关规定进行产品有效期限管理。 今

年上半年较去年同期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大幅增长，主要是因为在2015年初，公司大力布

局保健食品产业，积极完善保健食品的产品线，生产储备了较多的保健食品（如玛咖等）。

之后由于玛咖产业发展趋势出现了较大变化，玛咖产品在国内市场大量滞销且价格下跌幅

度较大。 截止2016年年中，大部分玛咖处于近效期，公司基于谨慎性原则，根据企业会计准

则的要求，计提存货跌价准备425.53万元。 另外，公司的其他类别产品包括药品、化妆品、食

品等，由于可变现净值低于成本等原因计提存货跌价准备666.46万元。

7．半年报显示，报告期内，公司销售费用发生额10,852.02万元，同比增加64.17%。 请

结合公司报告期内销售模式的变化，补充披露销售费用增加的合理性。

答复：

2016年上半年，公司销售费用发生额10,852.02万元，同比上年增加4,241.92万元，增

长64.17%。 主要原因如下：①为了大力发展日化产品线，公司与上海家化股份有限公司在今

年年初合资成立了子公司漳州片仔癀上海家化口腔护理有限公司，该子公司在成立后积极

组建销售渠道，加快对各大商超渠道的建设，加强广告宣传，新增销售费用1,920.56万元；②

公司为了促进片仔癀系列产品的销售，大力推动“片仔癀体验馆” 的建设，健全完善各级经

销商体系，努力形成良好的销售网络布局。 公司同时加大品牌宣传力度，利用自身品牌效

应，努力扩大片仔癀品牌的影响力。 新增业务推广费用1,271.85万元；③公司努力充实壮大

销售人员队伍，新增销售人员薪酬662.42万元。以上销售费用增加系公司为实现战略目标及

销售模式调整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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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森源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保本型理财产品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河南森源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森源电气” 或“公司” ）于2016年8月19日、2016

年9月14日分别召开了第五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及2016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

了《关于拟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保本型理财产品的议案》，同意公司根据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

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29号：募集资金使用》等相关规定，本着股

东利益最大化原则，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的前提下，使用不超过人

民币150,000万元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适时购买短期(不超过12个月)低风险保本型银行理财

产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16年8月22日发布的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公告编号2016-057）及2016年9月19日发布的《2016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

告编号2016-073）。

2016年9月20日、21日，公司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葛支行分别签订了理财产品

协议书， 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20,000万元和5,000万元合计25,000万元购买银行理财产

品，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理财产品的主要情况

1、产品名称：中国工商银行保本型法人91天稳利人民币理财产品

2、理财币种：人民币

3、认购理财产品资金总金额：25,000万元

4、产品类型：保本浮动收益类

5、预期年化收益率：2.6%

6、期限：开放式无固定期限产品（91天投资周期）

7、起息日：2016年9月23日

8、到期日：2016年12月22日

9、本金及理财收益支付：到期一次性支付

10、资金来源：公司闲置募集资金

11、关联关系说明：公司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葛支行无关联关系

二、风险分析及控制

（一）投资风险

银行保本型理财产品属于低风险投资品种，但不排除该项投资受到金融市场波动影响。

（二）风险控制措施

由于投资风险存在许多不确定因素，为防范风险，公司拟通过以下具体措施，力求将风险

控制到最低程度的同时获得最大的投资收益：

1、公司将实时分析和跟踪产品的净值变动情况，如评估发现存在可能影响公司资金安全

的风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2、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

3、公司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公告日前十二个月内购买理财产品情况

截止公告日，公司在过去十二个月内不存在购买理财产品的情况。

四、对公司日常经营的影响

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理财产品投资是在确保公司日常经营和资金安全的前提

下进行的，不会影响股份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开展，不会影响募集资金项目的顺利实施。 通过

适度低风险的短期理财，可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获得一定的投资效益，进一步提升股份公司

整体业绩水平，为股份公司股东获取更多的投资回报。

五、备查文件

《理财产品协议书》

特此公告！

河南森源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6年9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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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大股东股权解质后再质押暨协议转让本公司股份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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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于2016年9月22日接获大股东中国洛阳浮法玻璃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简称“洛玻

集团” ）关于股权解质后再质押暨协议转让本公司股份的通知，具体公告如下：

一、股权解质

1. 于2010年11月5日本公司发布了 《洛阳玻璃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大股东股权质押的公

告》（临2010-035号）， 洛玻集团与其控股股东及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中国建材集团有限公

司（简称“中建材集团” ）签署《股份质押合同》，洛玻集团将其持有的本公司159,018,242股

A股份质押予中建材集团。

2. 2016年9月19日，洛玻集团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办理完成上述

159,018,242股股份的解质手续（质押登记解除日期为2016年9月14日），本次解质股份数量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约为30.19%。

二、股权再质押

（一）质押的目的

于2016年9月14日，洛玻集团与中建材集团重新订立《最高额股份质押合同》。 据此，洛玻

集团同意将其持有的本公司41,000,000股A股股份质押予中建材集团，为中建材集团根据多

项协议授予洛玻集团及本公司的多项担保和委托贷款提供保证。 其中涉及中建材集团为本公

司人民币45,039.20万元的银行借款提供担保，包括：

1、中建材集团(作为担保人)与中国银行洛阳分行（作为放款人）就授予本公司贷款人民币

11,189万元提供的担保于2009年6月24日订立的担保协议。

2、中建材集团(作为担保人)与中国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洛阳分行（作为放款人）就授予

本公司贷款人民币9,614.5万元提供的担保于2010年6月30日订立的担保协议。

3、中建材集团(作为担保人)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洛阳分行（作为放款人）就授予

本公司贷款人民币7,477.2万元提供的担保于2008年7月4日订立的担保协议。

4、中建材集团(作为担保人)与洛阳银行（作为放款人）就授予本公司贷款人民币4,690万

元提供的担保于2010年9月29日订立的担保协议。

5、中建材集团(作为担保人)与中国工商银行洛阳分行（作为放款人）就授予本公司贷款人

民币3,718.5万元提供的担保于2015年6月4日及2015年10月30日订立的担保协议。

6、中建材集团(作为担保人)与中信银行洛阳分行（作为放款人）就授予本公司贷款人民币

3,350万元提供的担保于2009年11月27日订立的担保协议。

7、中建材集团(作为担保人)与广东南粤银行（作为放款人）就授予本公司贷款人民币5,

000万元提供的担保于2016年7月28日订立的担保协议。

（二）质押的具体情况

1、出质人：中国洛阳浮法玻璃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质权人：中国建材集团有限公司

2、于2016年9月21日，洛玻集团与中建材集团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北京）

办理完成股份质押手续（质押登记日为2016年9月14日），质押期限自股权质押登记日起至质

权人同意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办理解除质押为止。 本次质押股份数量为41,

000,000股。 其中，有限售条件股份数量为15,000,000股。

3、截至本公告日，洛玻集团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为174,018,242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

为33.04%；本次质押股份数量为41,000,000股，占其持股总数的23.56%，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7.78%。

三、股权协议转让事项

洛玻集团表示于本次股权解质后，将尽快与蚌埠玻璃工业设计研究院（简称“蚌埠院” ）

办理协议转让本公司部分股份事项。 有关详情见本公司公告日期为2014年12月31日刊载于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洛玻集团、蚌埠院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公司将密切关注本次股份

转让事项的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洛阳玻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9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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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金钰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东方金钰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于2016年9月22日以传真形式

召开。 本次会议已提前以电话或电邮方式通知各位董事。 会议应参加会议董事5人，实际参

会董事5人。 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全体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后，采用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向达孜中润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申请1年期人民币1亿

元流动资金贷款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公司拟向达孜中润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达孜中润” ）申请人民币1亿元

流动资金贷款，期限12个月，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借款利率为5%/年，公司与达孜中润不存

在关联关系。

根据公司与达孜中润、华兴银行深圳分行拟签订的三方合同，达孜中润（委托人）委托

华兴银行深圳分行（受托人）向本公司发放贷款。委托人提供资金，受托人根据委托人确定

的贷款对象、用途、金额、期限、利率等代理发放、监督使用并协助收回贷款。

贷款具体事项如下：

1、借款总金额：人民币1亿元

2、借款期限：1年

3、借款利息：5%/年

4、借款用途：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5、结息方式：月结

6、担保方式：无

（二）审议并通过《关于调整公司2016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方案的议案》。

为进一步改善债务结构、拓宽公司融资渠道、满足公司资金需求、降低公司融资成本，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

件的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司拟调整2016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方案，具体如下：

1、调整发行规模

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东方金钰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签订的借款合

同已于2016年9月2日到期，已偿还2.5亿元流动资金贷款。 根据公司财务状况，将本次公司

债券票面总额由“不超过人民币10亿元（含）” 调整为“不超过人民币7.5亿元（含）” 。

2、调整募集资金用途

鉴于上述贷款已经偿还，公司拟将本次募集资金用途由“拟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偿还公司借款”调整为“拟全部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

调整后，本次拟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票面总额为不超过人民币7.5亿元（含），募集资金

用途为全部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其他发行条款不变。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东方金钰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6年9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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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权质押及质押回购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于近日收到本公司控股股东珠海国轩

贸易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珠海国轩” ）的通知，珠海国轩于近期办理了部分股权质押

及质押回购业务，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股权质押情况

2016年9月20日， 珠海国轩将其持有的本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30,000,000股质押

给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河证券” ），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质押登记手续，初始交易日为2016年9月20日，购回交易日为2018

年9月19日，质押期限为729天。

二、股权质押回购情况

2015年9月29日， 珠海国轩将其持有的本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5,870,000股质押给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元证券” ），初始交易日期为2015年9月29日，质押

期限自2015年9月29日起三年。（详见公司于2015年10月8日刊登的《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

权质押公告》，公告编号：2015-089）。

2015年10月16日，珠海国轩将其持有的本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11,730,000股质押

给国元证券，初始交易日期为2015年10月16日，质押期限自2015年10月16日起三年。 2015

年10月19日， 珠海国轩将其持有的本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17,400,000股质押给国元证

券，初始交易日期为2015年10月19日，质押期限自2015年10月19日起三年。 （详见公司于

2015年10月20日刊登的《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权质押公告》，公告编号：2015-091）。

2016年5月26日，珠海国轩与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泰证券” ）办理了

股权质押延期回购业务，珠海国轩将其2015年5月26日质押的本公司100,000,000股有限

售条件流通股中的37,500,000股质押期延长一年，即购回日延长至2017年5月26日，其他

质押事项不变。（详见公司于2016年5月26日刊登的《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权质押、质押回

购及质押延期的公告》，公告编号：2016-038）。

2016年9月21日，珠海国轩与华泰证券、国元证券分别办理了股权质押式回购业务提

前购回交易， 珠海国轩将2015年9月29日质押给国元证券的本公司5,870,000股、2015年

10月16日质押给国元证券的本公司11,730,000股、2015年10月19日质押给国元证券的本

公司17,400,000股及2016年5月26日与华泰证券办理质押延期的本公司37,500,000股，

合计72,500,000股提前购回， 并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

相应的股份解除质押登记手续。

三、业绩承诺影响

目前，合肥国轩高科动力能源有限公司经营情况良好，2015年已超额完成当年度业绩

承诺，珠海国轩完成业绩承诺的可能性极大。 珠海国轩共持有本公司股份217,193,296股，

本次因其业务发展需要，将其持有的本公司部分股权质押及质押回购，不会影响珠海国轩

业绩承诺的正常履行。

四、珠海国轩当前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珠海国轩共持有本公司股份217,193,296股（全部为有限售条件流通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24.78%，累计质押的股份数量为108,790,000股，占本公司总股本

的12.41%。

特此公告。

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九月二十二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