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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关于对创新医疗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报问询函的专项说明 

 

信会师函字[2021]第 ZF328 号 

 

深圳证券交易所： 

 

根据贵部出具的对创新医疗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创新医疗”或“公

司”）《关于对创新医疗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报的问询函》（公司部年报

问询函〔2021〕第 272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的要求，我们作了认真核查，

现就问询函中提及的问题回复如下： 

（除特殊注明外，本报告金额单位均为人民币元） 

 

一、关于年报问询函“1、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你公司 2020

年度财务报告出具了带强调事项段的保留意见审计报告。主要涉及事项有：公

司就齐齐哈尔建华医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建华医院”）与宝信国际融资

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信国际”）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计提预计负债

113,409,224.90 元；无法判断建华医院原董事长梁喜才涉嫌职务侵占一案对公司

财务报表可能产生的影响。请你公司：（1）详细说明建华医院与宝信国际融资

租赁合同的具体内容，纠纷原因，案件进展情况，公司计提预计负债的依据是

否充分。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答： 

公司回复： 

建华医院与宝信国际相关诉讼事项情况说明 

（1）2018 年 4 月，宝信国际以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为案由起诉公司全资子公

司建华医院。诉讼各方当事人分别为：原告：宝信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被告：

齐齐哈尔建华医院有限责任公司。  

2017 年 10 月，宝信国际与建华医院签订了编号为 BX—2017239《融资租赁

合同》和编号为 BX—2017239—E 的《委托购买协议（三方）》（下统称：合同），

宝信国际认为前述合同构成完整的融资租赁委托购买交易。根据合同约定及《支

付明细表》，租金总额为人民币 7,179,804.00 元，租赁期及租金支付期为 36 个月，

起租日为 2017 年 11 月 10 日。此外，合同对租赁物件及逾期利息、租赁物件的

购买交付与验收、租赁期满所有权的归属及违约和救济及争议解决方式等均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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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细约定。合同签订后，原告按约履行了义务，但被告却未按照约定履行支付租

金及其他应付款项的义务。截至 2018 年 4 月 13 日，被告已拖欠 4 期租金，共计

人民币 797,756.00 元。根据合同约定，原告有权要求被告支付全部逾期租金、未

到期租金、逾期利息、违约金以及赔偿相关损失。宝信国际诉讼请求为（1）判

令被告立即向原告支付逾期租金人民币 797,756.00 元，未到期租金人民币

6,382,048.00 元，共计人民币 7,179,804.00 元；（2）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逾期利

息人民币 54,446.85 元（暂计算至 2018 年 4 月 13 日），并自 2018 年 4 月 14 日起，

每日按人民币 7,179,804.00 元的 0.1%向原告支付逾期利息，直至全部欠款付清为

止；（3）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违约金人民币 648,000.00 元。（4）判令被告承担本

案律师费、保全费、诉讼费、担保费等由此产生的相关费用。 

同时，建华医院反诉宝信国际（被反诉人一）及北京远程金卫肿瘤医院管理

有限公司（被反诉人二），建华医院认为：根据《融资租赁合同》、《委托购买协

议（三方）》之约定，反诉人与被反诉人一、被反诉人二之间的融资租赁交易是

在反诉人收到租赁物并验收合格后，反诉人向被反诉人一出具相关的验收报告、

收货确认书、付款通知书等文件，被反诉人一分一笔将设备款支付给被反诉人二，

被反诉人一支付完《融资租赁合同》项下的全部融资租赁款项，反诉人的起租日

方能开始计算。被反诉人一未按照融资租赁合同、委托购买协议约定支付设备款，

被反诉人二亦未能按照融资租赁合同、委托购买协议交付租赁物。反诉人曾就被

反诉人一、被反诉人二的违约行为多次与之协商未果。建华医院诉讼请求为（1）

请求判令解除反诉人与被反诉人一、被反诉人二签订的《融资租赁合同》及其附

件《委托购买协议（三方）》；（2）请求判令被反诉人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2021 年 3 月 26 日，西安市莲湖区人民法院出具《民事判决书》（（2018）陕

0104 民初 5595 号），对建华医院与宝信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北京远程心界

医院管理有限公司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做出一审判决，判决如下：一、驳回原告

齐齐哈尔建华医院有限责任公司全部诉讼请求； 二、原告齐齐哈尔建华医院有

限责任公司自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被告宝信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租金

7,663,950 元；三、原告齐齐哈尔建华医院有限责任公司自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

支付被告宝信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逾期利息 83,978 元（截止 2018 年 5 月 20

日），并自 2018 年 5 月 21 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以 7,663,950 元为基数按照年利

率 24％计算承担逾期付款利息； 四、原告齐齐哈尔建华医院有限责任公司自本

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被告宝信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律师费 4,000 元； 五、

驳回被告宝信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其余诉讼请求。如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

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

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支付的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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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包括迟延履行期间的一般债务利息和加倍部分债务利息，一般债务利息根据

本判决确定的方法计算；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

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本金×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 

案件受理费 67,983 元（建华公司已预交），由原告建华公司承担；另案诉讼费

66,329 元（宝信公司已预交），由原告建华公司承担（建华公司在执行本判决时

一并给付宝信公司）。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

院。 

（2）2018 年 6 月，宝信国际以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为案由起诉公司全资子公

司建华医院。诉讼各方当事人分别为：原告：宝信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被告：

齐齐哈尔建华医院有限责任公司；第三人：北京远程心界医院管理有限公司。 

2017 年 9 月，宝信国际与建华医院签订了编号为 BX—2017236 的《融资租

赁合同》，并与第三人签订了编号为 BX—2017236—E 的《委托购买协议（三方）》

（下统称：合同），宝信国际认为前述合同构成完整的融资租赁交易。根据合同

约定及《支付明细表》，租金总额为人民币 8,026,200.00 元，租金期为 36 期，每

一个月为一期（即租金按月支付），起租日为 2017 年 11 月 17 日。此外，合同对

租赁物件及逾期利息、租赁物件的购买交付及验收、租赁期满所有权的归属及违

约和救济及争议解决方式等均做了详细约定，且被告租金支付义务的履行与第三

人设备交付义务的履行相互独立。合同签订后，原告如约履行了义务，但被告逾

期支付租金。截至2018年6月8日，被告已拖欠 6期租金，共计人民币 1,337,700.00

元，被告严重违约。根据合同约定，原告有权要求被告立即支付全部逾期租金、

未到期租金、罚息以及赔偿相关损失。宝信国际诉讼请求为（1）请求判令被告

立即向原告支付逾期租金人民币 1,337,700.00 元，未到期租金人民币 6,326,250.00

元 (该金额为租赁保证金 362,250.00 元已经冲抵后的金额 )，共计人民币

7,663,950.00 元；（2）请求判令被告立即向原告支付逾期利息人民币 125,966.75

元（暂计算至 2018 年 6 月 8 日），并自 2018 年 6 月 9 日起，每日按人民币

7,663,950.00 元的 0.1%向原告支付逾期利息，直至全部欠款付清为止；（3）请求

判令被告承担本案律师费、保全费、诉讼费、担保费等由此产生的相关费用。 

同时，建华医院起诉宝信国际（被告一）及北京远程心界医院管理有限公司

（被告二），建华医院认为：根据《融资租赁合同》、《委托购买协议（三方）》之

约定，建华医院与被告一、被告二之间的融资租赁交易是在原告收到租赁物并验

收合格后，建华医院向被告一出具相关的验收报告、收货确认书、付款通知书等

文件，被告一分一笔将设备款支付给被告二。被告一支付完《融资租赁合同》项

下的全部融资租赁款项，原告的起租日方能开始计算。被告一未按照融资租赁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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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委托购买协议约定支付设备款，被告二亦未能按照融资租赁合同、委托购买

协议交付租赁物。建华医院曾就被告一、被告二的违约行为多次与之协商未果。

建华医院诉讼请求为（1）请求判令解除原告与被告一、被告二签订的《融资租

赁合同》及其附件《委托购买协议（三方）》；（2）请求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用。 

2021 年 3 月 26 日，西安市莲湖区人民法院出具《民事判决书》（（2018）陕

0104 民初 3426 号），对建华医院与宝信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北京远程心界

医院管理有限公司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做出一审判决，判决如下：一、被告齐齐

哈尔建华医院有限责任公司自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宝信国际融资租赁

有限公司租金 6,855,804 元；二、被告齐齐哈尔建华医院有限责任公司自本判决

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宝信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逾期利息 31,511.37 元(截止

2018 年 3 月 20 日)，并自 2018 年 3 月 21 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以 6,855,804 元

为基数按照年利率 24％计算承担逾期付款利息；三、被告齐齐哈尔建华医院有

限责任公司自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宝信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律师费

4,000 元；四、驳回原告宝信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其余诉讼请求；五、驳回反

诉原告齐齐哈尔建华医院有限责任公司全部诉讼请求。 如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

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

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支付的迟延履行期间的债

务利息，包括迟延履行期间的一般债务利息和加倍部分债务利息，一般债务利息

根据本判决确定的方法计算；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

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本金×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

间)。案件本诉受理费 66,176 元(原告宝信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已预交)由被告

齐齐哈尔建华医院有限责任公司承担；反诉诉讼费 33,488 元(反诉原告齐齐哈尔

建华医院有限责任公司已预交)，由反诉原告齐齐哈尔建华医院有限责任公司承

担，齐齐哈尔建华医院有限责任公司在执行本判决时一并给付原告。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

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3）2018 年 7 月，宝信国际以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为案由起诉公司全资子公

司建华医院。诉讼各方当事人分别为：原告：宝信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被告：

齐齐哈尔建华医院有限责任公司；第三人：北京远程中卫妇科医院管理有限公司。 

2017 年 9 月，宝信国际与建华医院签订了编号为 BX—2017237 的《融资租

赁合同》，并与第三人签订了编号为 BX—2017237—E 的《委托购买协议（三方）》

（下统称：合同），宝信国际认为前述合同构成完整的融资租赁交易。根据合同

约定及《支付明细表》，租金总额为人民币 11,665,764.00 元，租金期为 3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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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月为一期（即租金按月支付），起租日为 2017 年 11 月 10 日。此外，合同

对租赁物件及逾期利息、租赁物件的购买交付及验收、租赁期满所有权的归属及

违约和救济及争议解决方式等均做了详细约定，且被告租金支付义务的履行与第

三人设备交付义务的履行相互独立。合同签订后，原告如约履行了义务，但被告

逾期支付租金。截至 2018 年 7 月 2 日，被告已拖欠 7 期租金，共计人民币

2,268,343.00 元，被告严重违约。根据合同约定，原告有权要求被告立即支付全

部逾期租金、未到期租金、罚息以及赔偿相关损失。宝信国际诉讼请求为（1）

请求判令被告立即向原告支付逾期租金 2,268,343.00 元，未到期租金 8,870,905.00

元 (该金额为租赁保证金 526,516.00 元已经冲抵后的金额 )，共计人民币

11,139,248.00 元；（2）请求判令被告立即向原告支付逾期利息 233,639.33 元（暂

计算至 2018 年 7 月 2 日），并自 2018 年 7 月 3 日起，每日按人民币 11,139,248.00

元的 0.1%向原告支付逾期利息，直至全部欠款付清为止；（3）请求判令被告承

担本案律师费、保全费、诉讼费、担保费等由此产生的相关费用。 

同时，建华医院起诉宝信国际（被告一）及北京远程中卫妇科医院管理有限

公司（被告二），建华医院认为：根据《融资租赁合同》、《委托购买协议（三方）》

之约定，原告与被告一、被告二之间的融资租赁交易是在原告收到租赁物并验收

合格后，原告向被告一出具相关的验收报告、收货确认书、付款通知书等文件，

被告一分一笔将设备款支付给被告二。被告一支付完《融资租赁合同》项下的全

部融资租赁款项，原告的起租日方能开始计算。被告一未按照融资租赁合同、委

托购买协议约定支付设备款，被告二亦未能按照融资租赁合同、委托购买协议交

付租赁物。原告曾就被告一、被告二的违约行为多次与之协商未果。建华医院诉

讼请求为（1）请求判令解除原告与被告一、被告二签订的《融资租赁合同》及

其附件《委托购买协议（三方）》；（2）请求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建华医院于 2019 年 7 月 1 日收到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送达的《民事判决书》

（（2018）陕 01 民初 1142 号），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2019 年 6 月 26 日对上诉

案件做出一审判决。判决如下：1、驳回原告建华医院的诉讼请求；2、本判决生

效后十日内，原告建华医院支付被告宝信国际租金 11,139,248 元；3、本判决生

效后十日内，原告建华医院支付被告宝信国际利息 127,254.04 元（截止 2018 年

6 月 13 日）及自 2018 年 6 月 14 日起，以 11,139,248 元为基数，按年息 24%计

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的利息；4、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原告建华医院支付被告

宝信国际律师费 80,000 元；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上述金钱给付义务，

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

履行期间的债务信息；5、驳回被告宝信国际其余反诉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

91,795 元（原告建华医院预交），由原告建华医院承担；反诉费 45,019 元（被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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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信国际预交），由被告宝信国际承担 1,000 元，由原告建华医院承担 44,019 元，

并在本判决执行时一并支付被告宝信国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

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双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陕西

省高级人民法院。 

2019 年 7 月 12 日，建华医院因不服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建华医院与宝

信国际、远程妇科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的一审判决，向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

上诉。上诉请求：1、撤销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做出的（2018）陕 01 民初 1142

号民事判决书，依法改判解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所签订的《融资租赁

合同》及其附件《委托购买协议（三方）》或发回重审。2、由被上诉人承担本案

一审、二审诉讼费用。 

2020 年 3 月 25 日，公司收到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送达的《民事裁定书》

（（2019）陕民终 897 号，裁定如下：1、撤销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做出的（2018）

陕 01 民初 1142 号民事判决；2、本案发回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重审。 

2020 年 12 月 25 日，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了（2020）陕 01 民初 270 号

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驳回齐齐哈尔建华医院有限责任公司全部诉讼请

求；（二）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齐齐哈尔建华医院有限责任公司支付宝信国际 融

资租赁有限公司租金 44,117,085.50 元；（三）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齐齐哈尔建

华医院有限责任公司支付宝信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利息 664,082.50 元（截止

2018 年 7 月 11 日）及自 2018 年 7 月 12 日起，以 44,117,085.50 元为基数，按年

息 24％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的利息；（四）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齐齐哈尔建

华医院有限责任公司支付宝信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律师费 80,000 元；如未按

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上述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五）驳回宝

信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的其余反诉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 272,812 元（齐齐哈

尔建华医院有限责任公司已预交），由齐齐哈尔建华医院有限责任公司承担；反

诉费 133,708 元（宝信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已预交），宝信国际融资租赁有限

公司承担 2,000 元，由齐齐哈尔建华医院有限责任公司承担 131,708 元，并在本

判决执行时一并支付宝信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

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双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4）2018 年 7 月， 宝信国际以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为案由起诉公司全资子

公司建华医院。诉讼各方当事人分别为：原告：宝信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被

告：齐齐哈尔建华医院有限责任公司；第三人：北京远程视界眼科医院管理有限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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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9 月，宝信国际与建华医院签订了编号为 BX—2017238 的《融资租

赁合同》，并与第三人签订了编号为 BX—2017238—E 的《委托购买协议（三方）》

（下统称：合同），宝信国际认为前述合同构成完整的融资租赁交易。根据合同

约定及《支付明细表》，租金总额为人民币 46,202,400.00 元，租金期为 36 期，

每一个月为一期（即租金按月支付），起租日为 2017 年 12 月 1 日。此外，合同

对租赁物件及逾期利息、租赁物件的购买交付及验收、租赁期满所有权的归属及

违约和救济及争议解决方式等均做了详细约定，且被告租金支付义务的履行与第

三人设备交付义务的履行相互独立。合同签订后，原告如约履行了义务，但被告

逾期支付租金。截至 2018 年 7 月 11 日，被告已拖欠 7 期租金，共计人民币

8,983,800.00 元，被告严重违约。根据合同约定，原告有权要求被告立即支付全

部逾期租金、未到期租金、罚息以及赔偿相关损失。宝信国际诉讼请求为（1）

请求判令被告立即向原告支付逾期租金 8,983,800.00 元，未到期租金

35,133,285.50 元(该金额为租赁保证金 2,085,314.50 元已经冲抵后的金额)，共计

人民币 44,117,085.50 元；（2）请求判令被告立即向原告支付逾期利息 1,006,185.60

元（暂计算至 2018 年 7 月 11 日），并自 2018 年 7 月 12 日起，每日按人民币

44,117,085.50 元的 0.1%向原告支付逾期利息，直至全部欠款付清为止；（3）请

求判令被告承担本案律师费、保全费、诉讼费、担保费等由此产生的相关费用。 

同时，建华医院起诉宝信国际（被告一）及北京远程视界眼科医院管理有限

公司（被告二），建华医院认为：根据《融资租赁合同》、《委托购买协议（三方）》

之约定，原告与被告一、被告二之间的融资租赁交易是在原告收到租赁物并验收

合格后，原告向被告一出具相关的验收报告、收货确认书、付款通知书等文件，

被告一分一笔将设备款支付给被告二。被告一支付完《融资租赁合同》项下的全

部融资租赁款项，原告的起租日方能开始计算。被告一未按照融资租赁合同、委

托购买协议约定支付设备款，被告二亦未能按照融资租赁合同、委托购买协议交

付租赁物。原告曾就被告一、被告二的违约行为多次与之协商未果。建华医院诉

讼请求为（1）请求判令解除原告与被告一、被告二签订的《融资租赁合同》及

其附件《委托购买协议（三方）》；（2）请求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建华医院于 2019 年 7 月 1 日收到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送达的《民事判决书》

（（2018）陕 01 民初 1150 号），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2019 年 6 月 26 日对上诉

案件做出一审判决。判决如下：1、驳回原告（反诉被告）建华医院全部诉讼请

求；2、原告（反诉被告）建华医院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被告（反诉

原告）宝信国际支付租金 44,117,085.5 元；3、原告（反诉被告）建华医院应于

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被告（反诉原告）宝信国际支付利息 664,082.5 元（截

止 2018 年 7 月 11 日）及自 2018 年 7 月 12 日起，以 44,117,085.5 元为基数，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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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息 24%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的利息；4、原告（反诉被告）建华医院应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被告（反诉原告）宝信国际支付律师费 80,000 元； 如

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上述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信息； 5、驳回

被告（反诉原告）宝信国际的其余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 272,812 元，原告

（反诉被告）建华医院预交，由建华医院承担；反诉费 133,708 元，被告（反诉

原告）宝信国际预交，被告（反诉原告）宝信国际承担 2,000 元，由建华医院承

担 131,708 元，并在本判决执行时一并支付宝信国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

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双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2019 年 7 月 12 日，建华医院因不服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建华医院与宝

信国际远程眼科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的一审判决，向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

诉。上诉请求：1、撤销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做出的（2018）陕 01 民初 1150 号

民事判决书，依法改判解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所签订的《融资租赁合

同》及其附件《委托购买协议（三方）》或发回重审。2、由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

审、二审诉讼费用。 

2020 年 3 月 25 日，公司收到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送达的《民事裁定书》

（（2019）陕民终 917 号，裁定如下：1、撤销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做出的（2018）

陕 01 民初 1150 号民事判决；2、本案发回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重审。 

2020 年 12 月 25 日，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了（2020）陕 01 民初 281 号

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驳回齐齐哈尔建华医院有限责任公司的诉讼请求； 

（二）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齐齐哈尔建华医院有限责任公司支付宝信国际融资

租赁有限公司租金 11,139,248 元；（三）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齐齐哈尔建华医

院有限责任公司支付宝信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利息 154,201.96 元（截止 2018

年 7 月 2 日）及自 2018 年 7 月 3 日起，以 11,139,248 元为基数，按年息 24％计

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的利息；（四）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齐齐哈尔建华医院有

限责任公司支付宝信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律师费 80,000 元；如未按本判决指

定的期间履行上述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

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五）驳回宝信国际融

资租赁有限公司其余反诉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 91,795 元（齐齐哈尔建华医院

有限责任公司已预交），由齐齐哈尔建华医院有限责任公司承担；反诉费 45,019

元（宝信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已预交），由宝信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承担

1,000 元，由齐齐哈尔建华医院有限责任公司承担 44,019 元，并在本判决执行时

一并支付宝信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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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双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陕西省高

级人民法院。 

截至目前，以上案件建华医院均已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但目前尚未

终审判决。 

（5）公司计提预计负债情况说明 

2019 年报，公司根据律师的法律意见，计提预计负债共计 7,010.01 万元。

2020 年报，根据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重审后一审判决及西安市莲湖区人民法院

一审判决情况，并咨询律师的意见后，公司对逾期利息补提预计负债 4,330.91

万元，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根据法院判决共计提预计负债金额为

11,340.92 万元，具体金额（单位：万元）如下： 

序号 相关方 租金 利息 律师费 

反诉费/案件

受理费 

应赔付合计 

1 

北京远程心界医院管理有限

公司 

766.40 489.65 0.40 6.63 1,263.08 

2 

北京远程中卫妇科医院管理

有限公司 

1,113.92 683.41 8.00 13.17 1,818.50 

3 

北京远程视界眼科医院管理

有限公司 

4,411.71 2,685.88 8.00  7,105.58 

4 

北京远程金卫肿瘤医院管理

有限公司 

685.58 461.16 0.40 6.62 1,153.75 

 合计 6,977.61 4,320.09 16.80 26.42 11,340.92 

注：上表中租金合计金额与 2019 年末计提金额差异 32.4 万，系本期根据判决情况确定

赔付租金金额所致。 

综上，公司就建华医院与宝信国际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计提预计负债

113,409,224.90 元依据充分。 

 

会计师回复 

针对宝信国际相关诉讼事项预计负债的计提，我们在审计公司 2020 年度财

务报表过程中实施的审计程序主要包括： 

1、获取子公司建华医院与宝信国际签订的融资租赁协议，查阅公司履约义

务； 

2、获取上述诉讼事项相关的起诉书、反诉书、判决书等诉讼文件，检查公

司在诉讼中应履行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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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与公司管理层、治理层进行沟通，了解其关于宝信国际相关诉讼事项预

计负债计提的依据和方法； 

4、与公司诉讼代理律师沟通讨论并函证，获取其关于宝信国际相关诉讼案

件的法律意见。 

基于实施的审计程序，我们未发现宝信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的诉讼事项

相关预计负债金额存在不合理的情况。由于宝信国际相关诉讼事项具有高度不

确定性且影响重大，我们在审计报告中增加强调事项段，提请财务报表使用者

关注与该事项相关的披露。 

 

二、关于年报问询函“2、你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显示，报告期内公

司存在财务报告内部控制重大缺陷，主要涉及事项有：在个别时间存在建华医

院的公章、法人章临时由一人负责保管的情况，建华医院公章、法人章管理存

在较大风险隐患；子公司康华医院二期住院大楼建设装修合同及补充协议约定

装修造价为 5,000 万元，2018 年在装修设计方案变更，预计造价将发生较大幅

度上升时，未按《合同管理制度》及《工程建设内控管理制度》的有关规定执

行合同变更相关的审批程序，仅在需要支付装修工程款时执行了重大事项审批，

且在付款审批时也未及时关注到装修工程的送审造价和初审匡算造价均已超过

合同金额 50%的情况。请你公司：（2）核查康华医院装修工程合同变更是否对

在建工程核算产生影响，往期财务报告是否存在会计差错。请年审会计师核查

并发表明确意见。” 

公司回复： 

康华医院与浙江恒力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力建设”）于 2018 签订

室内装修合同补充协议，约定装修协议价款暂定为 5,000 万元。2018 年 7 月，样

板房建成后，公司负责工程建设的领导小组进行了现场考察，认为原装修方案档

次偏低，根据医院规模和实际情况不符合现代医院的发展需要，故调整装修方案，

升级装修材料，提升品质。同月，康华医院工程部就工程升级改造方案进行讨论

并形成会议记录，设计公司也重新调整了装修方案。方案调整后，康华医院正式

开始对二期住院大楼进行装修。因相关经办人员疏忽，未按《合同管理制度》及

《工程建设内控管理制度》的有关规定对调整装修方案增加的装修费用执行合同

变更相关的审批程序，相关信息也未流转至医院财务部。 

2019 年 10 月，康华医院二期住院大楼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相关在建工程

转入固定资产并开始计提折旧。但部分工程因决算未完成，按合同预算造价金额

暂估，其中室内装修工程暂估转固金额为 5,000 万元，2019 年 11 月，恒力建设

提交装修工程送审造价，金额为 10,206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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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康华医院与恒力建设协议约定，以康华医院委托结算审核单位出具的正

式审核报告数据为准，按审计后的金额进行决算。康华医院聘请浙江同方工程管

理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方咨询”）进行工程审计，同方咨询为康华医院

上述工程基建项目提供施工全过程造价咨询服务（涵盖清单及预算编制、过程造

价控制与工程结算审核）和对项目实施过程规范性的建议。 

截止 2019 年末，康华医院共支付恒力建设装修工程款 4,750 万元。2020 年

1 月，因结算施工方农民工工资需要，恒力建设向康华医院要求支付部分工程款。

康华医院根据同方咨询于 2020 年 1 月 8 日出具的《工程全过程管理咨询建议》

中“装修工程送审造价 10,206 万元，从紧匡算暂按 7,500 万元，本期可考虑支付

不超过 1,020 万元”的建议，同意支付恒力建设装修工程款 1,020 万元。因康华医

院室内装修工程量较大，工程审计进度较慢，截至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披露日，

该装修工程仍未完成工程审计；且由于相关经办人员疏忽，医院财务部未及时关

注到该装修工程的送审造价和初审匡算造价均已超过合同预算造价金额的情况，

导致未及时调整该装修工程的暂估转固金额。 

若根据同方咨询建议匡算造价 7,500 万元计算，康华医院 2019 年末该装修

工程少暂估转固 2,500 万元，导致累计折旧少计提 10.28 万元。公司在编制 2020

年年度报告时自查发现该情况后，已对该装修工程按初审匡算造价暂估转固金额

进行调整，并自 2020 年 1 月开始补提折旧。 

综上所述，公司 2019 年度财务报告存在会计差错，但不构成重要的前期差

错，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公司无需采用追溯重述法进行更正。 

 

会计师回复 

针对公司上述情况，我们在审计公司 2020 年度财务报表过程中实施的审计

程序主要包括： 

1、获取并检查康华医院与恒力建设装修合同及补充协议、付款审批表、监

理咨询建议书、发票、银行回单等资料； 

2、获取公司提高装修工程造价会议纪要，检查康华医院工程部合同台账、

送审结算书，核实工程造价变更情况； 

3、与康华医院工程部负责人沟通，获取康华医院就装修工程增加造价的补

充说明； 

4、对康华医院装修工程转固时点及折旧进行复核，匡算累计折旧计提的准

确性； 

5、向装修工程施工方恒力建设发函确认装修工程合同金额及已付款金额； 

6、向第三方同方咨询沟通工程造价事项并函证，获取其关于该装修工程的

书面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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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获取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了解公司重要缺陷判断标准。 

基于实施的审计程序，我们认为，公司 2019 年度财务报表存在会计差错，

但会计差错金额未超过公司内部控制重要缺陷的认定标准，且对公司财务报表

净资产和利润表影响较小，故不构成重要的前期差错，就 2020 年度财务报表整

体公允反映而言，公司在建工程的核算在所有重大方面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

定。 

 

三、关于年报问询函“4、年报显示，2020 年末你公司商誉账面原值为人民

币 11.04 亿元，已全额计提减值准备。请你公司说明本年度商誉减值测试的方法、

具体计算过程、主要参数等，是否与以往年度存在重大差异，并结合相关子公

司的行业发展状况、经营情况、财务指标变化等，说明本报告期计提商誉减值

的原因和合理性。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明确意见。” 

公司回复： 

公司聘请外部评估机构银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康华医院、明珠医院 2020

年末的商誉进行减值测试，并由其分别出具银信评报字（2021）沪第 0883 号、

银信评报字（2021）沪第 0885 号的评估报告。 

1、商誉减值准备 

被投资单位名称或 

形成商誉的事项 
年初余额 

本期增加 本期减少 

期末余额 

计提 其他 处置 其他 

建华医院 628,710,383.57     628,710,383.57 

康华医院 204,236,153.82 106,832,983.27    311,069,137.09 

福恬医院 76,514,693.22     76,514,693.22 

明珠医院 67,449,168.25 20,134,348.97    87,583,517.22 

合  计 976,910,398.86 126,967,332.24    1,103,877,731.10 

 

2、商誉减值测试的方法与计算过程 

（1）商誉减值测试的方法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8 号—资产减值》与《以财务报告为目的的评估指南》

的规定，资产减值测试应当估计其可收回金额，然后将所估计的资产可收回金额

与其账面价值比较，以确定是否发生减值。资产可收回金额的估计，应当根据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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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本评估项目中，公司对委估资产组没有销售意图，不存在销售协议价格，

委估资产组也无活跃交易市场，同时也无法获取同行业类似资产交易案例，故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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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评估无法可靠估计委估资产组的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根据《企业

会计准则第 8 号—资产减值》，无法可靠估计资产组的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

的净额时，应当以该资产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作为其可收回金额。 

综上，本次评估以采用收益法计算的委估资产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作为

委估资产组的可收回金额。 

本次评估方法的选择与上一年度的商誉减值测试保持一致。 

（2）计算过程及参数选取 

结合本次评估目的和评估对象实际情况，采用税前企业自由现金流，根据一

定的折现率折现后，减去铺底的营运资金后，得出资产组可回收金额。计算公式

为： 

资产组可收回金额＝税前企业自由现金流现值－铺底营运资金； 

1）主营业务收入及毛利率参数对比分析 

A、康华医院 

①2020 年参数分析 

项目 2020 年 2021 年 2022 年 2023 年 2024 年 2025 年 

收入增长率 -5.71% 15.78% 14.45% 14.12% 10.36% 7.83% 

毛利率 17.49% 16.30% 17.31% 18.16% 18.69% 19.05% 

2020 年受疫情影响，主营业务收入较 2019 年有一定幅度下降，二期住院大

楼转固，固定成本进一步增加，同时疫情所需的耗材、防护用品增加导致主营业

务成本上升，药品受国家政策影响毛利率下降，故 2020 年主营业务毛利率也大

幅度下降。 

未来年度医疗收入预测增长率主要考虑人口自然增长率、医院重点科室的发

展、加强宣传力度、增加床位等因素进行预测。营业成本主要考虑了人员经费、

药品费、日常公用支出等。预测年度第一年增长率较高，主要系 2020 年受疫情

影响收入状况不佳，2021 年疫情基本得到控制，会有一定幅度的增长，同时康

华医院加大了对重点科室的发展，新增了营收能力较好的医疗业务，新增床位和

提高床位周转率均对未来收入的增长有较大的作用，后续年度预测期收入增长率

逐年下降，并呈逐渐稳定态势。毛利率预测期间呈小幅度上升趋势主要系医院二

期住院大楼已投入使用，固定成本已在营业成本中体现，随着收入规模的增长，

固定成本不变，存在规模效益，故未来毛利率呈小幅度上升趋势，医院特色科室

已走向成熟，逐步趋于稳定，符合行业情况和医院实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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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主营收入增长率预测与上年预测数据比较分析 

项目 2020 年 2021 年 2022 年 2023 年 2024 年 2025 年 

2019 年主营收入增

长率预测（%） 
9.73% 19.30% 13.03% 11.27% 10.36%  

2020 年主营收入增

长率预测（%） 
 15.78% 14.45% 14.12% 10.36% 7.83% 

2019 年主营收入预

测（万元） 
32,397.10 38,649.31 43,684.66 48,606.79 53,643.86  

2020 年主营收入预

测（万元） 
28,111.80 32,547.97  37,250.83  42,509.39  46,914.82  50,588.96  

注：2020 年主营收入预测中 2020 年的收入系实际经营数据，非预测数据 

从上表可以看出，2020 年预测较 2019 年整体差异不大，2020 年预测考虑了

疫情以及企业当年度实际经营状况，预测 2021 年收入增长率有所减缓，在 2020

年实际经营水平基础上进行预测，根据医院提供的 2020 年度报表来看，主要受

疫情影响，2020 年实际主营收入 28,111.80 万元，未达到 2019 年预测的收入水

平，故 2020 年预测 2021 年的收入较 2019 年预测时有所下降，2020 年预测 2022

年及2023年增长率较 2019年预测略有上升，主要根据医院床位增加及分布相关，

但收入金额均较 2019 年预测时有所下降，总体来看，收入增长率最终逐步减缓，

至 2024 年，两年预测基本一致，收入在 2020 年受疫情影响的情况下有一定幅度

的下降调整预测，是基于医院实际经营状况的调整。 

总体来看，不存在重大差异。 

③主营毛利率预测与上年预测数据比较分析 

项目 2020 年 2021 年 2022 年 2023 年 2024 年 2025 年 

2019 年主营毛利率

预测 
20.53% 22.75% 23.84% 24.58% 25.79%  

2020 年主营毛利率

预测 
 16.30% 17.31% 18.16% 18.69% 19.05% 

从上表可以看出，毛利率预测两年略有差异，主要基于医院历史毛利率水平

进行预测，2019 年度的毛利率为 25.96%，2019 年预测 2020 年毛利率在 2019 年

实际毛利率的基础上进行预测，2020 年受新冠疫情影响，医院整体毛利率大幅

下降，2020 年实际经营毛利率为 17.49%，同时药品毛利率有一定的下降，故 2020

年预测 2021 年度毛利率会有所下降，疫情逐步好转，故下降幅度较小。 



专项说明 第 15 页 

同时由于新建住院大楼等固定成本增加，2020 年毛利率有所下降，随着收

入规模的增长，固定成本不变，存在规模效益，未来毛利率会呈小幅度上升趋势，

总体来看，两年的毛利率预测趋势一致，数据上略有下降主要根据医院 2020 年

实际经营水平进行的调整，两年预测不存在重大差异。 

 

B、明珠医院 

①2020 年参数分析 

项目 2020 年 2021 年 2022 年 2023 年 2024 年 2025 年 

收入增长率 -34.51% 26.34% 9.00% 8.00% 7.00% 5.44% 

毛利率 -1.04% 12.68% 15.04% 16.87% 18.16% 18.71% 

2020 年受疫情影响，齐齐哈尔作为疫情重灾区，主营业务收入较 2019 年有

较大幅度下降；固定成本及疫情所需的耗材、防护用品增加导致主营业务成本上

升，同时药品受国家政策影响毛利率下降，故 2020 年主营业务毛利率也大幅度

下降。 

未来年度医疗收入预测增长率主要考虑人口自然增长率、医院重点科室的发

展、增加专家的坐班轮转次数、加强宣传力度等因素进行预测。营业成本主要考

虑了人员成本、药品成本、日常支出等。预测年度第一年增长率较高，主要系

2020 年受疫情影响收入状况不佳，2021 年考虑国内疫情控制良好及新冠疫苗的

普及接种，疫情对医院经营造成的影响将逐步减弱，医院将逐渐恢复正常经营，

故 2021 年收入会有一定幅度的增长，同时明珠医院加大了对重点科室的发展，

增加专家坐诊次数，提高床位周转率等均对未来收入的增长有较大的作用，后续

年度预测期收入增长率逐年下降，并呈逐渐稳定态势。毛利率预测期间呈小幅度

上升趋势主要系随着收入规模的增长，固定成本不变，存在规模效益，故未来毛

利率呈小幅度上升趋势，医院特色科室已走向成熟，逐步趋于稳定，符合行业情

况和医院实际情况。 

②主营收入增长率预测与上年预测数据比较分析 

项目 2020 年 2021 年 2022 年 2023 年 2024 年 2025 年 

2019 年主营收入增长率预测 -2.69% 11.95% 8.10% 6.47% 4.24%  

2020 年主营收入增长率预测  26.34% 9.00% 8.00% 7.00% 5.44% 

2019 年主营收入预测（万元） 9,430.78  10,557.49  11,412.28  12,151.17  12,666.11   

2020 年主营收入预测（万元） 6,346.86  8,018.55  8,740.38  9,439.53  10,100.41  10,649.56  

注：2020 年主营收入预测中 2020 年的收入系系实际经营数据，非预测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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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表看出，2020 年预测较 2019 年差异主要系对于第一期预测期收入的差

异。2019 年对 2020 年的收入预测采用 2020 年 1-3 月实际发生就诊量加计 2019

年 4-12 月就诊量并有所增长预测，未考虑期后疫情反复、封城停工等对医院运

营的影响，故而 2020 年实际实现收入较 2019 年预测收入有较大幅度下降；2020

年对于 2021 年收入的预测，基于 2021 年第一季度门诊量及住院量较 2020 年同

期均有较大好转，且随着对新冠病毒疫情的进一步了解及控制、新冠疫苗的接种，

医院将逐步恢复至正常经营水平，本次对于 2021 年的门诊量及住院量采用第一

季度实际发生数并逐步恢复至 2019 年水平预测，合计 2021 年门诊量及住院量约

恢复至 2019 年的 88%及 79%左右，故而 2020 年对于 2021 年收入预测较 2019

年的预测增长比例较高。2022年-2024年，收入增长比例由于基数不同略有差异。 

总体来看，收入增长率最终逐步减缓，故不存在重大差异。 

③主营毛利率预测与上年预测数据比较分析 

项目 2020 年 2021 年 2022 年 2023 年 2024 年 2025 年 

2019 年主营毛利率

预测 
17.81% 19.04% 21.30% 22.66% 23.31%  

2020 年主营毛利率

预测 
 12.68% 15.04% 16.87% 18.16% 18.71% 

从上表可以看出，毛利率预测两年略有差异，主要基于医院历史毛利率水平

进行预测，2019 年度的毛利率为 18.04%，2019 年预测 2020 年毛利率在 2019 年

实际毛利率的基础上进行预测，2020 年受新冠疫情影响，医院整体毛利率大幅

下降，2020 年实际经营毛利率为-1.04%。2021 年收入预测的增长，覆盖医院成

本且同时药品毛利率有一定的下降，故 2020年预测毛利率较2019年均有所下降。

随着收入规模的增长，固定成本不变，存在规模效益，未来毛利率会呈小幅度上

升趋势，总体来看，两年的毛利率预测趋势一致，数据上略有下降主要根据医院

2020 年实际经营水平进行的调整，两年预测不存在重大差异。 

 

2）折现率 

折现率，又称期望投资回报率，是将资产的未来预期收益折算成现值的比率，

是基于贴现现金流法确定评估价值的重要参数。本次评估选取与被评估单位类似

的上市公司，按照加权平均资本成本（WACC）计算确定折现率后，按照被评估

单位适用的所得税率计算确定税前折现率，计算公式为： 

税前折现率=WACC/（1-T） 

折现率口径及方法选择与以前年度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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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上述分析，康华医院、明珠医院商誉减值方法、具体计算过程、主要参

数与以往年度不存在重大差异。 

 

会计师回复： 

针对公司上述情况，我们在审计公司 2020 年度财务报表过程中实施的审计

程序主要包括： 

1、评估管理层采用的估值模型； 

2、将未来现金流量预测期间的收入增长率和毛利率等与被测试公司的历史

情况进行比较，并分析其合理性； 

3、评估了折现现金流量模型中的折现率和永续增长率等参数的适当性； 

4、将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时的基础数据与历史数据及其他支持性证据进

行核对，并考虑合理性； 

5、获取公司聘请的外部估值专家出具的商誉减值测试涉及的资产组价值评

估报告，评估报告中所涉及的评估减值测试模型是否符合现行的企业会计准则，

并评估了外部评估专家的独立性及专业胜任能力。 

基于实施的审计程序，我们认为，就财务报表整体公允反映而言，公司对

康华医院、明珠医院商誉计提减值准备在所有重大方面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

关规定。 

 

四、关于年报问询函“6、年报显示，2020 年末你公司仍有 1.3 亿元的闲置

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请结合你公司上述补充流动资金事项的披露情况

详细说明是否存在超期未归还补流募集资金的情况，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

明确意见。” 

答： 

公司回复： 

公司于2018年10月30日召开的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全资子公司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

闲置募集资金 20,000 万元暂时补充全资子公司建华医院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

超过 12 个月。 

2019 年 10 月，建华医院未能如期归还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

公司于 2019 年 10 月 31 日在巨潮资讯网站（www.cninfo.com.cn）上披露了《关

于建华医院未能如期归还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9-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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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6 月 12 日，建华医院归还上述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

金 7,000 万元至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公司于 2020 年 6 月 16 日在巨潮资讯网站

（www.cninfo.com.cn）上披露了《关于全资子公司建华医院归还部分用于暂时

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35）。截至目前，该资金

尚有 13,000 万元未归还。公司将继续督促建华医院积极筹措资金，尽快归还剩

余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 

综上所述，子公司建华医院存在超期未归还补流募集资金的情况。 

 

会计师回复： 

针对公司上述情况，我们在审计公司 2020 年度财务报表过程中实施的审计

程序主要包括： 

1、查阅公司就募集资金使用及变更情况的公告、董事会决议、监事会决议、

股东大会决议； 

2、项目组亲自获取公司募集资金账户银行对账单，通过函证中心独立发函

并回函，核实募集资金使用及结余金额，核实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3、获取公司期后截止报告出具日的募集资金账户银行对账单、理财协议等，

核实募集资金期后使用及结余金额。 

基于实施的审计程序，我们认为，上述公司说明情况与我们执行核查时了

解的情况没有重大不一致。 

 

五、关于年报问询函“7、年报显示，2020 年末你公司应收账款账面余额 1.23

亿元，已计提坏账准备 5,005.42 万元。请你公司详细列示大额应收账款明细及

其形成原因，并说明报告期末坏账准备计提的充分合理性。请年审会计师发表

明确意见。” 

公司回复： 

1、公司期末大额应收账款明细如下： 

单位名称 款项性质 期末余额 占比 坏账金额 坏账比例 

海宁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医保款 21,303,317.95 17.33 1,065,165.90 5% 

肇东市第一建筑公司职工医院 设备款 14,185,000.00 11.54 14,185,000.00 100% 

黑龙江利浦斯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设备款 13,482,085.33 10.97 13,482,085.33 100% 

富裕县医疗保障局 医保款 6,603,293.35 5.37 330,164.67 5% 

齐齐哈尔市医疗保险局 医保款 6,288,299.40 5.12 314,414.97 5% 

合计  61,861,996.03 50.33 29,376,830.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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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司报告期内销售模式、信用政策 

报告期内，公司收入主要来源于为患者提供医疗服务收取的费用。其中患者

个人承担部分采取预收款项后再提供医疗服务的经营模式，医保承担部分按照当

地医保结算政策进行结算，公司信用政策未发生改变。期末应收账款主要系应收

医保部分款项，财务人员和医保科人员进行定期催收。 

 

3、同行业信用组合坏账计提政策对比 

项目 1 年以内 1-2 年 2-3 年 3-4 年 4-5 年 5 年以上 

宜华健康 5.00% 10.00% 30.00% 50.00% 80.00% 100.00% 

国际医学 5.00% 10.00% 20.00% 50.00% 50.00% 100.00% 

*ST 恒康 5.00% 15.00% 30.00% 50.00% 80.00% 100.00% 

创新医疗 5.00% 20.00% 50.00% 100.00% 100.00% 100.00% 

从上表可以看出，公司较同行业可比公众公司坏账准备计提的比例更加谨慎，

体现了谨慎性原则。 

公司账龄组合坏账计提比例未发生变动，期末坏账准备系根据公司实际情况

按照坏账计提政策计提，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合理、谨慎。 

 

4、应收账款坏账计提比例大幅增加的原因及合理性 

期末应收账款坏账计提比例大幅增加主要系本期根据个别认定法计提的坏

账准备金额占比增加所致，2020 年末公司根据个别认定法计提的坏账准备金额

为 34,552,268.43 元，坏账计提比例为 100.00%。 

上述个别认定法计提坏账准备主要系建华医院下属子公司齐齐哈尔泰瑞通

经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瑞通”）与相关业务单位设备销售业务产生的应收

账款。其中与黑龙江利浦斯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利浦斯”）的业务合

同纠纷根据现有资料，主要为利浦斯向泰瑞通采购型号为 force的开源 CT 一台，

总价 31,000,000 元，付款方式为首付款 15％，货到验收合格后付货款 10％，正

常运行 6 个月后付货款 65％，余额 10％一年内付清；买方逾期付款的除利息外

还需要按中国人民银行有关延期付款的规定支付违约金；合同管辖法院为卖方所

在地法院。2017 年 12 月 27 日，利浦斯已就货物验收合格并出具了验收单一份。

根据合同约定，利浦斯理应在 2018 年 12 月 25 日前付清全部货款。该笔账款由

审计单位进行了实地现场访谈进行了核实，利浦斯已向泰瑞通出具往来账项询证

函，确定了相关金额。 

因利浦斯逾期未付款，故泰瑞通就其与利浦斯买卖合同纠纷案向黑龙江省齐

齐哈尔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具体情况详见公司 2020 年 7 月 23 日披露于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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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资讯网站（www.cninfo.com.cn）的《关于全资孙公司提起诉讼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0-050）。截至目前，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中级人民法院已做出一审

判决，驳回齐齐哈尔泰瑞通经贸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但尚未最终生效，具体情

况详见公司 2020 年 12 月 5 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站（www.cninfo.com.cn）的《关

于全资孙公司相关诉讼的进展公告（一）》（公告编号：2020-089）。上述案件

泰瑞通已向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目前尚未终审判决。 

其中与肇东市第一建筑公司职工医院（以下简称“第一建筑职工医院”）的

业务合同纠纷根据现有资料，主要为泰瑞通与第一建筑职工医院自 2017 年 2 月

起陆续签订了 6 份《医疗器械采购合同》，具体内容如下：（一）2017 年 2 月

13 日签订《医疗器械采购合同》一份，采购物品为磁核共振 MR 一套，合同金

额为 8,625,000 元，第一建筑职工医院于 2017 年 12 月 25 日验收合格并出具验收

单一份；（二）2017 年 2 月 13 日签订《医疗器械采购合同》一份，采购物品为

DR（X 射线摄影系统）一套，合同金额为 850,000 元，第一建筑职工医院于 2017

年 11 月 3 日验收合格并出具验收单一份；（三）2017 年 7 月 6 日签订《医疗器

械采购合同》一份，采购物品为彩超（IUIS40）、彩超（SST-1500）、彩超（IVIS40）

各一台，合同金额为 2,160,000 元，肇东市第一建筑公司职工医院分别于 2017

年 12 月 13 日、2017 年 8 月 4 日、2017 年 10 月 19 日验收合格并出具验收单各

一份；（四）2017 年 7 月 6 日签订《医疗器械采购合同》一份，采购物品为大

自血、麻醉机（Am852）、麻醉机（ANBI1）、全自动生化分析仪、血细胞分析

仪、血凝分析仪各一台，合同总金额 1,994,500 元，第一建筑职工医院于 2017

年 12 月 15 日对全自动生化分析仪验收合格，并出具验收单一份；（五）2017

年 10 月 27 日签订《医疗器械采购合同》一份，采购物品为智能离子透药治疗仪、

生物共振治疗仪各两台，合同总金额 6,760,000 元，第一建筑职工医院于 2017

年 11 月 27 日对智能离子透药治疗仪两台验收合格，并出具验收单一份；（六）

2017 年签订《医疗器械采购合同》一份，采购物品为智能离子透药治疗仪共十

三台，合同总金额 1,300,000 元，第一建筑职工医院于 2017 年 12 月 22 日验收合

格。并出具验收单一份。其中，（一）至（五）项合同双方约定付款方式均为买

方接到设备及发票后付清货款。第（六）项合同约定付款方式为合同签订之日起

15 个工作日内支付 10％首付款，泰瑞通收到首付款 7 个工作日内开具发票；第

一建筑职工医院验收货物合格后泰瑞通申请付款，第一建筑职工医院收到申请之

日起 30 日支付 70％货款，最迟于货物验收合格后 12 个月内支付完全部尾款；

合同管辖地法院为买方所在地法院。该笔账款由审计单位进行了实地现场访谈进

行了核实，第一建筑职工医院已向泰瑞通出具往来账项询证函，确定了相关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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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肇东市第一建筑公司职工医院逾期未付款，故公司全资孙公司泰瑞通于

2020 年 7 月就其与肇东市第一建筑公司职工医院买卖合同纠纷案向黑龙江省绥

化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具体情况详见公司 2020 年 7 月 23 日披露于巨潮资

讯网站（www.cninfo.com.cn）的《关于全资孙公司提起诉讼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0-050）。截至目前，黑龙江省绥化市中级人民法院已做出一审裁定，驳

回齐齐哈尔泰瑞通经贸有限公司的起诉，但尚未最终生效，具体情况详见公司

2021 年 4 月 2 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站（www.cninfo.com.cn）的《关于全资孙公

司相关诉讼的进展公告（二）》（公告编号：2021-042）。上述案件泰瑞通已向

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目前尚未终审判决。 

根据上述设备销售业务客户逾期的实际情况，综合考虑客户方的履约态度、

履约能力以及诉讼时效等因素，根据法律顾问的诉讼评估，基于谨慎性原则，公

司对上述设备销售款项全额计提坏账准备。 

 

5、公司催收政策 

公司制定了明确的应收账款催收政策，应收医保款项由医保科人员定期与医

保局沟通，应收其他款项，由财务人员定期与业务员联系，由业务员与对方单位

进行定期催收，并将款项催收情况纳入绩效考核。如有客户货款出现重大回款风

险时，必要时公司聘请法律顾问，采取法律手段维护公司合法权益。 

 

会计师回复： 

针对上述事项，我们在审计公司 2020 年度财务报表过程中实施的审计程序

主要包括： 

1、执行函证及未回函替代测试，对期末应收账款形成进行了检查复核，分

析期末应收账款的合理性； 

2、检查公司医保对账单及拨付单，检查期后回款情况； 

3、与公司管理层进行沟通，了解管理层对应收账款计提坏账的原因及合理

性，了解对方与公司之间的业务的情况； 

4、获取了律师对公司部分大额应收账款回收可能性的法律意见； 

5、获取了公司管理层对部分应收账款计提全额减值准备的依据并对其合理

性进行分析，获取公司与对方单位之间的诉讼资料； 

6、对管理层按照信用风险特征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进行了复核，

评价了管理层坏账准备计提的合理性。 

基于实施的审计程序，我们认为，就财务报表整体公允反映而言，公司对

应收账款的坏账准备的计提在所有重大方面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特此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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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关于对创新医疗管理有限公司的 2020 年年报问询函的

回复》之签章页） 

 

 

 

 

 

签字注册会计师：                                             

                      李勇平                 李晶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2021 年 6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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