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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报的问询函 

 

中小板年报问询函【2020】第 114 号 

 

 

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  

我部在对你公司 2019 年度报告进行审查的过程中，关注到如下

事项： 

1、年报显示，你公司存货期末余额 67.56 亿元，较期初增长

10.58%，占流动资产 82.91%，占总资产 63.38%，存货跌价准备为 0

元。其中库存商品 10.87 亿元，消耗性生物资产 50.16 亿元，消耗性

生物资产较上年增加 6.14 亿元，主要为本期母公司及子公司吉林紫

鑫红石种养殖有限公司购买林下参增加所致。2017 年、2018 年、2019

年、2020 年一季度末存货周转率分别为 0.07、0.09、0.03、0.00，存

货周转天数分别为 5,013.93 天、4,225.35 天、1,1464.97 天、2,3684.21

天。 

（1）请结合业务特点，对比同行业公司情况，量化分析存货占

你公司总资产比重高的原因以及存货周转率下降、周转天数大幅上升

的原因和合理性。 

（2）请详细说明在存货周转慢、存货积压的情况下继续购买消

耗性生物资产林下参的原因和合理性，相关供应商是否存在关联方。 

（3）请结合你公司存货性质特点、未来市场行情以及你公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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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货的内部管理制度，对存货监测时间、监测程序、监测方法，期末

盘点程序和方法，最近三年各类存货市场价格的具体金额、用途、市

场需求数量，存货周转率下降、周转天数大幅上升等因素详细说明存

货跌价准备测试的计算过程，不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的原因和合理性。 

（4）请年审会计师对上述事项发表明确意见，并进一步说明实

施存货监盘的月份，是否受当地天气因素影响而缩小生物资产盘点范

围，对存货执行的审计程序与获得的审计证据的具体情况，包括但不

限于对应付账款函证的具体数量与结果、执行替代性审计程序的具体

结果、公司生产记录是否存在重大异常、对外部专家评估报告的复核

结果，以及存货监盘的抽样方法、抽取数量与比例、盘点结果、账实

是否一致等，是否对存货的存在、完整性、权利和义务、计价和分摊、

列报和披露等获取了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2、年报显示，报告期末你公司短期借款余额为 35.84 亿元，较

期初增长 23.71%；长期借款余额为 13.73 亿元，较期初增长 33.22%；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余额为 3.93亿元，有息负债合计 53.50亿元，

占资产总额的 50.20%。其中短期借款中存在已逾期未偿还的借款 2.3

亿元。你公司 2017 年、2018 年、2019 年期间费用率分别为 45.21%、

49.05%、75.71%，本报告期财务费用发生额为 3.22 亿元，较上年增

加 31.20%，主要为利息支出增加。货币资金期末余额为 1,803.50 万

元，同比下降 86.14%。 

（1）请补充披露截至目前母公司及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的负

债情况（包括但不限于融资（借款）方式、融出方、融入方、借款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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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款日、融资（借款）金额等），是否存在逾期或者违约的情况，并

说明目前已出现的债务逾期是否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是否存在以

定期报告替代临时报告的情形，并说明债务逾期事项对生产经营的影

响。 

（2）结合借款用途、生产经营具体情况说明本报告期短期借款

和长期借款增长的原因及有息负债占资产总额较高的原因，并对比同

行业公司说明是否存在重大差异。 

（3）结合业务开展情况详细说明货币资金期末余额大幅下降及

近三年期间费用率上升的原因。 

（4）请你公司结合可用货币资金情况、现金流量状况、债务逾

期、一季度净利润亏损等事项进一步分析你公司的短期和长期偿债能

力，说明对你公司正常运营能力的影响，你公司是否存在资金链断裂

的风险及拟采取的应对措施。  

3、2017 至 2019 年，你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以

下简称“净利润”）分别为 3.72 亿元、1.74 亿元、7,028.99 万元。本

报告期你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8.59 亿元，同比下降 35.15%，净利润同

比下降 59.62%，扣非后净利润为-3,470.00 万元，同比下降-121.66%，

经营性现金流量净额为-3.23 亿元，同比下降 57.88%。分季度财务指

标中第一季度至第四季度营业收入分别为 1.62 亿元、3.51 亿元、2.00

亿元、1.46 亿元，净利润分别为-1,849.50 万元、7,640.92 万元、1,545.76

万元、-308.19 万元，经营性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4.78 亿元、-9,166.69

万元、9,405.45 万元、1.52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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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结合你公司业务开展情况、销售政策、行业周期、市场供

求情况等说明近三年净利润持续下降的原因，你公司业务模式和行业

环境是否发生重大变化；并说明本报告期扣非后净利润大幅下降且变

动幅度与收入现金流变动幅度不匹配的原因和合理性。 

（2）结合你公司各季度业绩变动情况、行业特性和销售模式等，

说明第二季度营业收入和净利润高于其他季度的原因、第一和第四季

度现金流与利润不匹配的原因和合理性，并说明销售是否具有季节性、

是否存在跨期确认收入、跨期结转成本费用等情形。 

（3）2020 年一季报显示，一季度净利润为-1.09 亿元，结合目前

行业状况、公司的产品核心竞争力、业绩亏损情况等说明公司的持续

经营能力，以及拟采取的改善经营业绩的具体措施。 

4、年报显示，报告期内，你公司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的合计金额

为 1.05 亿元，较上年增长 656.61%，占当期归母净利润的 149.37%。

其中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1.27 亿元，较上年增长 541.83%。 

（1）请补充披露上述政府补助发生的原因、确认条件和依据、

会计处理是否合规，本报告期政府补助大幅增加的原因，并说明上述

政府补助款项是否已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是否存在以定期报告替

代临时报告的情形。 

（2）结合扣非后净利润亏损情况说明你公司对政府补助是否存

在重大依赖，是否存在以政府补助调节利润的情形。 

请年审会计师就上述事项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5、年报显示，应收账款期末账面价值为 11.52 亿元，占本期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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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收入的 134.27%，2018 年末应收账款账面价值为 9.21 亿元，占 2018

年营业收入的 69.51%。本期应收账款期末余额较上年增长 25.12%。

本期计提坏账准备金额为 2,931.66 万元，坏账准备期末余额 1.04 亿

元。2017 年、2018 年、2019 年、2020 年一季度末应收账款周转天数

分别为 184.62、226.14、434.15、1,737.45 天。 

（1）本报告期你公司营业收入同比下降 35.15%，请详细说明在

本报告期营业收入下降的情况下应收账款上升的原因和合理性，与收

入变动不匹配的原因。 

（2）请结合你公司业务模式、结算模式、信用政策说明你公司

应收账款占营业收入比重高、且超过营业收入的原因和合理性，对比

同行业公司情况说明是否存在较大差异及差异原因。 

（3）结合业务开展情况详细说明近三年来你公司应收账款周转

天数不断上升的原因，并对比同行业说明是否存在较大差异及差异原

因。 

（4）请补充披露按欠款方归集的期末余额前五名的应收账款情

况，并说明是否存在关联方。 

（5）请补充披露你公司主要业务最近三年收入确认时点、是否

与同行业公司存在差异，并说明收入确认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

相关规定。 

（6）请会计师就年度审计过程中对公司业绩真实性实施的审计

程序、获取的审计证据、所采取的审计方法和范围，包括但不限于营

业收入、营业成本、期间费用等的核查方法和核查范围，并明确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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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绩核查覆盖率，并就专项核查中的核查手段、核查范围是否充分、

是否能有效保障其核查结论发表明确意见。 

（7）结合行业特点、你公司的销售信用政策、应收账款周转天

数、期后销售回款情况等说明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比例是否与同行

业公司存在差异、坏账准备计提是否充分、合理。 

请年审会计师就上述事项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6、报告期内，你公司医药产品平均毛利率 76.5%，同比上升 11.66

个百分点。其中人参系列产品营业收入为 3.84 亿元，同比下降 48.89%，

毛利率为 92.26%，同比上升 25.74 个百分点。其他类产品毛利率为

65.80%，同比上升 29.23 个百分点。本报告期你公司人参系列产品销

售量 9,413 公斤，同比下降 98.63%，生产量 82,658 公斤，同比上升

56.14%；中成药产品销售量 23,88.07 盒，同比下降 28.82%，生产量

4,026.22 盒，同比上升 29.90%。 

（1）请详细说明报告期在人参和中成药产品销售量下降的情况

下生产量增加的原因和合理性，你公司通过代理商、经销商渠道销售

占销售收入的比重，是否存在向代理商压货确认收入的情形，对代理

商的退换货政策，近两年一期是否存在大量销售退回情形，是否存在

商业贿赂或为商业贿赂提供便利的情形。 

（2）请结合业务开展情况、收入确认和成本结转等会计处理情

况以及对比同行业公司收入成本确认时点和毛利率水平，说明本报告

期人参业务收入下降但毛利率大幅上升的原因、毛利率是否合理、与

同行业是否存在显著差异，并说明其他业务的具体内容及毛利率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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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原因。请年审会计师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7、报告期内，你公司前五名供应商合计采购金额 6.84 亿元，占

年度采购总额比例为 91.99%。上一年度前五名供应商采购金额占比

为 83.29%，集中度进一步上升。 

（1）请结合你公司销售政策、信用政策、经营特点等，说明你

公司近三年前五大客户、前五大供应商变动情况、供应商集中度高的

原因和合理性、相关业务的真实性、客户与供应商之间是否存在重合

及原因。 

（2）你公司 2019 年营业成本为 2.20 亿元，请列示采购的具体

内容、金额，说明年度供应商采购金额超过营业成本的原因、相关会

计处理是否合规。 

（3）请对照《股票上市规则（2018 年 11 月修订）》第十章的规

定，说明前五名供应商是否属于公司的关联人，其与公司及公司实际

控制人在业务合作、债权债务、产权、人员等方面是否存在可能或已

经造成上市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说明公司是否存在对供应

商的重大依赖，如是，公司防范供应商过度依赖风险的措施。 

8、报告期末，你公司固定资产期末余额 14.41 亿元，较期初增

加 34.85%，主要为部分在建工程转入。在建工程期末余额 3.35 亿元，

固定资产和在建工程均未计提减值准备。请补充披露你公司在建工程

相关工程建设进展、是否陷入停顿、预定转固时间及尚需投入的金额，

并说明报告期内在建工程结转固定资产具体情况，在建工程转固时点

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规定，是否存在无故拖延转固调节利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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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固定资产和在建工程未计提减值是否合理。请年审会计师进行

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9、年报显示，长期待摊费用中本期增加租赁费 9,000 万元，期

初该项租赁费为 0 元 ，请详细说明该租赁费具体内容，计入长期待

摊费用是否合理、本期增加的原因。 

10、年报显示，其他非流动资产期末余额为 2.07 亿元，较期初

增长 274.96%。其中预付工程及设备款 1.89 亿元，药品注册款 1,804.56

万元。 

（1）请详细说明上述预付款项及药品注册款计入其他非流动资

产的合理性、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规定。 

（2）说明上述预付款项的具体内容、预付对象和金额，交易对

手方是否为关联方及较期初大幅增长的原因。 

请年审会计师就上述事项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11、你公司于 2020 年 5 月 7 日披露公告称完成委托代理协议和

工业大麻种子引进，尚未获得工业大麻合法种植许可或备案。请你公

司梳理 2019 年以来所披露的工业大麻相关公告和进展，认真自查并

详细说明你公司工业大麻业务与公司产品业务的相关性、目前所处具

体阶段、尚需取得的许可、相关人才资金技术储备情况、已投入资金

情况及对公司业绩的影响，并充分提示相关不确定性和风险。说明你

公司相关信息的目的、动机和规则依据，是否存在主动迎合市场热点

炒作公司股价的情形。 

12、2019 年 5 月 8 日，你公司披露《关于引进战略投资者暨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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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股东签署<增资协议书>的公告》称，峰岭大健康拟对你公司控股股

东康平公司进行增资，并将成为康平公司单一第一大股东。本次增资

由峰岭大健康以货币、国有林权、国有土地使用权及其他国有公司股

权等经评估的实物资产进行出资，其中，首期货币出资 5,000.00 万元

于协议生效之日起 30 个工作日内支付至康平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

剩余 263,000.00 万元出资在协议生效之日起 12 个月内实缴出资到康

平公司指定账户或登记过户至康平公司名下并移交康平公司实际控

制、经营。本报告期内，你公司存在支付峰岭大健康 4000 万元资金

往来情况。 

（1）请补充披露上述增资进展情况，包括但不限于资产类别、

出资进度、评估价值等，若出资未按约定进行请说明原因及拟采取的

措施，你公司是否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2）请详细说明报告期内你公司与峰岭大健康 4000 万元资金往

来发生原因、具体内容、发生时间，是否构成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非

经营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是否及时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请年审会

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3）报告期至今，你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

人存在被质权人平仓情况，请详细说明你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应对平仓风险已采取和拟采取的措施，你公司是否存在控制权变更的

风险。 

13、年报显示，你公司连续三年现金分红金额为 0元，请结合同

行业特征、自身经营模式、多年度财务指标等，说明你公司所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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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行业特点、资金需求状况等，并说明连续三年不进行现金分红

的具体原因及合理性，《公司章程》中规定的利润分配政策是否符合

《公司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等规

定的利润分配政策。 

14、报告期内，你公司董事、总经理徐大庆、财务总监秦静离职。

本报告期在职员工数量为 1,517 人，上年同期为 1,865 人。请详细说

明上述董事、高管变动原因及对你公司生产经营的影响，并说明在职

员工数量下降的原因，你公司生产经营是否正常。 

请你公司就上述事项做出书面说明，并在 2020 年 6 月 3 日前将

有关说明材料报送我部并对外披露，同时抄报吉林证监局上市公司监

管处。 

特此函告 

 

                               中小板公司管理部 

2020 年 5 月 27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