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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永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年报问询函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

整，并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2019年6月3日，深圳证券交易所向浙江永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出具了《关于对浙江永强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2018年年报的问询函》（中小板年报问询函【2019】第287号），对公

司2018年年度报告相关事项提出问询。

公司对年报问询函中的问题进行了认真核查，并按照相关要求向深

圳证券交易所作出了回复，现将回复内容公告如下：

1、报告期内，你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3.86亿元，同比下降3.31%；实现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以下简称“净利润” ）-1.08亿元，同比

下降237.74%； 实现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2.36亿元， 同比上升

20.35%。

（1）请结合你公司经营环境、产品价格、收入和成本构成、期间费

用、非经常性损益等因素，说明营业收入与净利润变动幅度存在较大差

异的原因。

（2） 请说明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与净利润变动幅度不匹

配的原因及合理性。

（3）报告期内，你公司第一至第四季度实现营业收入分别为16.63亿

元、6.53亿元、3.12亿元、17.58亿元， 净利润分别为2,855.20万元、-7,

187.68万元、-6,886.70万元、441.44万元。 请结合你公司业务特点、行业

季节性等因素说明各季度营业收入、净利润等财务数据波动较大的原因

及合理性。

（4）根据分地区营业收入构成，报告期内你公司北美洲营业收入为

22.20亿元，占营业收入比重达50.63%。 请说明中美贸易摩擦对你公司生

产经营是否产生影响，如是，请说明具体情况与你公司的应对措施。

（5）报告期内，你公司毛利率为21.35%，同比下降6.22%。 请结合产

品结构、产品价格、成本费用等情况，说明毛利率下降幅度较大的原因及

合理性。

说明如下：

（1）、请结合你公司经营环境、产品价格、收入和成本构成、期间费

用、非经常性损益等因素，说明营业收入与净利润变动幅度存在较大差

异的原因。

公司2017-2018年度经营情况对比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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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2018年度实现营业收入为43.86亿元， 较2017年度下降1.50亿

元，同比下降3.31%，主要系公司控股子公司北京联拓天际电子商务有限

公司的机票业务剥离后，旅游服务收入下降1.51亿元所致。

公司2018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08亿元，较

2017年度下降1.86亿元，同比下降237.74%，主要原因是2018年度户外休

闲家具及用品行业毛利率 21.35%， 较 2017年度毛利率27.57%下降

6.22%， 毛利率下降主要系大宗原材料上涨导致毛利率下降约2.73%，销

售单价下调导致毛利率下降约1.30%， 另受人民币汇率波动影响导致毛

利率下降约1.85%（2018年度以美元币种确认收入的平均汇率为

6.6165，2017�年度以美元币种确认收入的平均汇率为 6.7880）。2018年

度销售收入减少及毛利率下降导致毛利额下降2.66亿元。 同时投资收益

及公允价值变动收益减少0.53� 亿元；资产减值损失增加0.74亿元，主要

系2018年度计提的坏账准备增加0.31亿元， 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增加

0.29亿元以及本报告期计提商誉减值准备0.15亿元 （内容详见下述第5

条、第6条和第8条）；2018年度汇率波动较大，公司因汇率影响财务费用

汇兑损益减少1.50亿元； 上述因素综合影响所致公司营业收入与净利润

变动幅度存在较大差异。

（2） 请说明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与净利润变动幅度不匹

配的原因及合理性。

将净利润调节为经营活动现金流量过程如下：

单位：万元人民币

项 目 2018年 2017年 同比增减

净利润 -8,692.88 6,990.69 -15,683.57

加：资产减值准备 11,927.46 4,522.68 7,404.78

固定资产折旧、油气资产折耗、生产性生物资产

折旧

10,937.78 9,736.48 1,201.30

无形资产摊销 1,502.90 1,482.62 20.28

长期待摊费用摊销 1,083.61 744.47 339.14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的损失

(收益以“－”号填列)

18.13 9.31 8.82

固定资产报废损失(收益以“－”号填列) 125.63 236.67 -111.04

公允价值变动损失(收益以“－”号填列) 8,233.81 -3,694.98 11,928.79

财务费用(收益以“－”号填列) 12,087.70 30,619.47 -18,531.77

投资损失(收益以“－”号填列) -5,601.84 1,065.21 -6,667.05

递延所得税资产减少(增加以“－”号填列) -31.03 -203.82 172.79

递延所得税负债增加(减少以“－”号填列) 127.40 46.74 80.66

存货的减少(增加以“－”号填列) -1,466.13 -23,594.93 22,128.80

经营性应收项目的减少(增加以“－”号填列) -11,509.49 -29,953.94 18,444.45

经营性应付项目的增加(减少以“－”号填列) 4,825.72 21,577.28 -16,751.5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3,568.78 19,583.94 3,984.84

由上表可见，公司2018年度实现净利润-0.87亿元，较2017年度下降

1.57亿元，同比下降224.35%；实现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2.36亿

元，较2017年度上升0.40亿元，同比上升20.35%。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与净利润变动幅度不匹配，主要因素分为三类：

1）影响净利润但不影响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的资产减值准备、

固定资产折旧和无形资产及长期费用摊销、递延所得税资产、递延所得

税负债等变动共计2.55亿元，较去年同期增加0.92亿元；

2）非经营活动，包括处置长期资产、各类投资活动产生的公允价值

变动损失、投资损失、财务费用合计1.49亿元，较上年同期下降1.34亿元；

3）存货增加0.15亿元，较去年存货增加的金额下降2.21亿元。 经营

性应收的增加和经营性应付的增加分别较去年减少1.84亿元和1.68亿

元，主要系公司本报告期第四季度公司根据客户合同约定，集中出货所

致。

综上，公司报告期内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与净利润变动幅

度不匹配具有合理性。

（3）报告期内，你公司第一至第四季度实现营业收入分别为16.63亿

元、6.53亿元、3.12亿元、17.58亿元， 净利润分别为2,855.20万元、-7,

187.68万元、-6,886.70万元、441.44万元。 请结合你公司业务特点、行业

季节性等因素说明各季度营业收入、净利润等财务数据波动较大的原因

及合理性。

公司主要产品包括户外休闲家具、遮阳伞和帐篷，占营业收入的比

例为 92.54%。 公司的经营活动具有比较明显的季节性特征，每年的3月

至9月是客户终端市场销售旺季，9月至次年4月是公司生产旺季，11月至

次年5月是公司出货旺季。 因此公司确认收入高峰期集中在第一季度与

第四季度，各季度间营业收入差异较大。

公司2018年度分季度经营状况，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人民币

项 目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166,307.85 65,314.82 31,160.43 175,827.24

营业成本 129,548.61 63,030.35 28,773.40 128,408.90

毛利额 36,759.24 2,284.47 2,387.03 47,418.35

财务性收入【注1】 -8,215.58 2,843.14 210.15 -2,403.29

营业外收支【注2】 89.47 -24.91 134.50 126.50

销售、管理及研发费用 17,589.28 19,421.32 13,888.11 23,353.75

资产减值损失 4,193.84 -8,505.52 -4,089.41 20,328.55

所得税及税金 1,497.74 1,454.19 -76.85 1,246.94

净利润 5,352.27 -7,267.29 -6,990.17 212.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 2,855.20 -7,187.68 -6,886.70 441.44

【注1】 包括财务费用、投资收益、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注2】 包括其他收益、资产处置收益、营业外收入及营业外支出

由于公司出货季节性特点，第二、三季度主要是公司客户终端市场

销售旺季和出货淡季，营业收入及毛利额较第一、四季度大幅下降，引起

公司经营亏损。第二季度公司受人民币汇率波动影响毛利率下降6.14%，

导致第二季度净利润为负。 另由于季节性特点，公司历年来第三季度均

会发生经营性亏损。

公司第四季度进入出货旺季，受春节影响，年底集中出货，以致营业

收入较第二、三季度显著提高。 同时由于第四季度营业收入的增加，第四

季度末应收账款余额的增加，致使第四季度计提的应收账款坏账准备为

1.09亿元。 同时，公司于2018年第四季度计提存货跌价准备0.46亿元，计

提商誉减值准备0.15亿元。 因此，公司第一、四季度均为公司出货高峰期

且净利润为正，但第四季度净利润较第一季度下降较多。

综上所述，公司2018年各季度营业收入、净利润等财务数据波动是

符合公司行业特点的，是合理的。

（4）根据分地区营业收入构成，报告期内你公司北美洲营业收入为

22.20亿元，占营业收入比重达50.63%。 请说明中美贸易摩擦对你公司生

产经营是否产生影响，如是，请说明具体情况与你公司的应对措施。

根据美国宣布于2018年9月24日起对价值约2000亿美元的中国进

口商品征收10%关税，拟定到2019年1月1日起税率增至25%。 公司对美

出口的产品中主要涉及家具类产品：94017900休闲椅、94032000桌子、

48191000纸箱配件等。由于公司第四季度的出口订单在加征关税前已经

签订，且主要执行FOB价格，关税由客户方自行承担，因此，2018年美国

政府对价值约20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征收10%关税，对公司报告期

内生产经营并未产生显著的影响。

最终美国宣布于2019年5月10日起启动对约2000亿美元中国输美

商品加征25%关税，截至本回复函出具日，加征25%的关税对公司2019

年度生产经营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为了减少关税加征对公司的影响，公

司积极采取以下应对措施：

1）通过自动化设备的投入以及精益化的运用，降低生产成本，提高

生产效率，提高产品竞争力。

2）加大欧洲及其他市场的营销力度，提高美国以外国家和地区的出

口比重，确保公司出口总量稳步提升；关注一带一路市场的业务开发。

3）充分利用自有品牌在国际市场上的知名度，加大研发附加值高的

产品，提高市场话语权；加大营销力度抵消终端市场价格上涨带来的销

售压力。

4）进一步推进国内市场的销售。

5）考虑在第三国（比如越南）设立或者收购工厂，利用当地优势产

业生产部分产品，确保对美出口总量稳定增长。

6）通过进军全屋定制产品，将板式家具与现有休闲家具有机结合，

打造大休闲、大家居理念，促进产业提升和发展。

7）做好出口信用保险和出口汇率锁定工作，规避风险。

（5）报告期内，你公司毛利率为21.35%，同比下降6.22%。 请结合产

品结构、产品价格、成本费用等情况，说明毛利率下降幅度较大的原因及

合理性。

公司2018年度户外休闲家具及用品实现毛利率为 21.35%，较2017

年度毛利率下降6.22%，主要系原材料上涨、销售单价下调以及人民币汇

率变动等综合影响所致。 由于大宗原材料价格的上涨，特别是 2018�年

铝材、铁材、藤条等单价上涨，影响毛利率下降约2.76%；主要产品销售单

价下调导致毛利率下降约1.30%； 另受人民币汇率波动影响2018年营业

收入较2017年减少9,804.28万元，影响毛利率下降约1.85%。

2、报告期末，你公司货币资金余额为13.06亿元，占你公司资产总额

的19.26%；主要有息负债（包括短期负债、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余

额为18.02亿元。 报告期内，你公司利息支出8,084.23万元。

（1）请结合你公司资金需求、负债成本、货币资金收益、银行授信等

情况，说明你公司在货币资金余额较高的情况下维持较大规模有息负债

并承担较高财务费用的原因及合理性。

（2）请以列表形式说明你公司货币资金存放地点、存放类型、是否

存在与控股股东或其他关联方联合或共管账户，以及存放的货币资金被

其他方实际使用的情形。

说明如下：

（1）请结合你公司资金需求、负债成本、货币资金收益、银行授信等

情况，说明你公司在货币资金余额较高的情况下维持较大规模有息负债

并承担较高财务费用的原因及合理性。

2018年末货币资金及银行贷款明细，见下表：

单位：万元人民币

货币资金余额 2018年末

未受限自有资金余额 69,260.02

其中：人民币 49,849.26

美元折合人民币 16,874.15

欧元折合人民币 2,336.53

港币折合人民币 200.08

受限自有资金余额 11,114.90

其中：承兑保证金 10,974.90

信用保证金 140.00

自有资金余额小计： 80,374.92

募集资金余额小计： 50,201.85

货币资金余额合计： 130,576.77

借款余额 2018年末

普通流动资金贷款 151,077.94

向临海市永强投资有限公司资金拆借 29,141.40

合 计: 180,219.34

公司货币资金余额13.06亿元， 主要包括未受限自有资金6.93亿元、

受限自有资金1.11亿元及募集资金5.02亿元； 其中受限自有资金主要系

银行承兑汇票保证金和信用保证金。有息负债余额18.02亿元主要包括普

通流动资金贷款余额15.11亿元和向临海市永强投资有限公司资金拆借

余额2.91亿元。其中，公司在报告期内与临海市永强投资有限公司约定分

别于2019年1月和2019年2月偿还2.46亿元和0.45亿元的借款。

由于公司经营活动季节性特征，每年第三季度开始为公司生产经营

备料投入时期，即从7月至12月为银行举债高峰期，导致年末银行贷款余

额较高，截至报告期末银行短期借款余额为15.11亿元；次年2月至6月为

公司的应收账款回笼高峰期， 公司根据货款回笼情况陆续偿还银行贷

款。 另根据公司与供应商签订的付款方式，80%左右的货款由银行承兑

汇票支付，截止报告期末公司应付票据余额为9.06亿元。

由于公司货币资金余额中有6.13亿元属于募集资金和受限自有资

金，供公司日常经营周转的资金余额为6.93亿元：其中折合人民币的美元

存款为1.69亿元，该部分美元存款与即将到期的美元远期锁汇挂钩，用于

到期结汇；而公司实际可用于日常经营周转人民币余额为4.98亿元，主要

用于兑付公司日常采购过程中陆续形成的应付票据、银行贷款以及偿还

临海市永强投资有限公司的借款。

综上，公司通过举债以及自有资金的合理分配和使用，从而满足公

司日常经营等需要，具有合理性。

（2）请以列表形式说明你公司货币资金存放地点、存放类型、是否

存在与控股股东或其他关联方联合或共管账户，以及存放的货币资金被

其他方实际使用的情形。

公司报告期末货币资金存放情况：

单位：万元人民币

存放类型 存放地点或款项性质 金额

库存现金

临海 0.92

宁波 3.03

北京 0.06

山东 0.05

美国 0.65

德国 0.58

小计： 5.29

银行存款

中国工商银行

临海 21,746.13

宁波 21.39

北京 291.55

山东 10.87

上海 6.66

合肥 55.18

中国农业银行

临海 52,408.38

宁波 209.14

北京 556.43

山东 1.60

中国银行

临海 5,278.63

宁波 473.08

香港 11.48

苏州 0.78

中国建设银行 临海 152.15

其他商业银行

临海 22,638.28

宁波 1,127.13

北京 242.24

上海 432.98

杭州 43.22

台州 5.34

美国 7,553.85

德国 1,501.75

香港 4,249.31

小计： 119,017.58

其他货币资金

保证金

承兑保证金 10,974.90

信用证保证金 140.00

存出投资款

招商证券 30.54

东方证券（香港）有限公

司

109.92

浦发证券 132.93

第三方平台

支付宝 160.24

汇付 1.54

财付通 3.83

小计： 11,553.90

货币资金余额合计： 130,576.78

公司货币资金存放地点与公司及其子公司设立地点相匹配。 公司不

存在与控股股东或其他关联方联合或共管账户，以及存放的货币资金被

其他方实际使用的情形。

3、报告期末，你公司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余额为12.18亿元，同比增

长20.87%；应收账款前五名合计6.07亿元，占应收账款余额的44.69%。

（1）请结合公司经营环境、信用政策等因素，说明报告期内营业收

入同比下降，但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余额增幅较大的原因及合理性。

（2）请说明期末余额前五名的应收账款占比较大的具体原因，以及

前五名欠款方与公司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与去年相比是否发生重大变

化；如是，请说明具体原因及合理性。

说明如下：

（1）请结合公司经营环境、信用政策等因素，说明报告期内营业收

入同比下降，但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余额增幅较大的原因及合理性。

截止本报告期末， 公司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余额为121,835.57万

元，其中应收票据余额为9.16万元，应收账款余额为121,826.41万元。

根据公司营业收入的行业构成来分，公司90%以上的营业收入来源

于户外休闲家具及用品，形成的应收账款主要系应收户外休闲家具及用

品的货物销售。 由于户外休闲用品及家具行业具有明显的季节性周期，

公司出货主要集中在11月至次年5月。 公司对客户信用政策的调整主要

系公司为了获取更多订单以及减少销售价格下降等原因，对部分核心客

户延长账期。另公司2018年第四季度公司实现主营业收入175,827.24万

元， 同比 2017年第四季度增加27,233.51万元， 收入的增加导致 2018�

年末应收账款余额较2017年末增加21,201.35万元。 为了防范应收账

款无法回收的风险，公司向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就出口业务的应收账

款进行投保，因此公司应收账款无法回收的风险较低。

综上，公司报告期内营业收入同比下降，但因行业季节性特征以及

客户信用账期的延长，公司第四季度集中出货，本报告期第四季度营业

收入同比上升导致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余额增幅较大具有合理性。

（2）请说明期末余额前五名的应收账款占比较大的具体原因，以及

前五名欠款方与公司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与去年相比是否发生重大变

化；如是，请说明具体原因及合理性。

2017年及2018年应收账款金额前 5�名情况：

单位：万元人民币

单位名称

2018年末

应收账款余额

占应收账款余额

的比例(%)

是否存在关联关

系

客户1 18,915.74 13.92 否

客户2 12,608.07 9.28 否

客户3 10,897.64 8.02 否

客户4 9,435.56 6.95 否

客户5 8,859.28 6.52 否

小计： 60,716.29 44.69

（续表）

单位名称

2017年末

应收账款余额

占应收账款余额

的比例(%)

是否存在关联关

系

客户3 22,428.62 19.98 否

客户1 12,170.91 10.84 否

客户6 8,586.13 7.65 否

客户4 4,541.07 4.04 否

客户7 4,480.24 3.99 否

小计： 52,206.97 46.50

注:2017-2018年末应收客户相同，采用同一客户代码。

公司的产品分为户外休闲家具、遮阳伞、帐篷三大系列，主要用于家

庭庭院和露台、户外休闲场所（餐馆、酒吧、海滩、公园）及酒店等场所，

主要通过家得宝、劳氏、沃尔玛、JJA、Costco等大型超市、品牌店销售，

主要销售地区为欧洲及北美等发达地区。 上述客户均具有较为庞大的销

售网络，具有较好的商业信誉。 根据户外休闲家具及用品行业特征，公司

的主要客户群较集中。

由于行业明显的季节性周期，公司第四季度为出货高峰期，且上述

客户群体的平均收款账期为90天-155天不等，因此，报告期末前五名的

应收账款余额占比较大。 截至本回复函出具日，除客户1和客户2两大客

户分别还剩2,493.60万元和1,803.42万元未收回外， 其余三家客户报告

期末应收账款均已全部收回。 根据公司与客户1签订的收款方式，该客户

的2,493.60万元应收账款均未到收款账期。 另客户2本报告期内新增大

量订单，且其出货高峰期集中在第四季度末，该客户的1,803.42万元应

收账款正在陆续回款中，不存在收不回的风险。

综上，报告期末前五名的应收账款占比较大具有合理性。 另前五名

欠款方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去年相比未发生重大变化。

4、报告期末，你公司预付款项余额为9,150.50万元，其中预付浙江

伟峰工艺品有限公司余额为4,658.89万元，占比50.91%。 同时，我部关注

到，公司2014年至2018年年报中均存在预付上述公司余额，且逐年增长。

请说明你公司与浙江伟峰工艺品有限公司业务往来的具体内容、信用政

策、账龄、是否存在关联关系、预付账款余额较大且逐年增长的原因与合

理性。

说明如下：

2014-2018年度期间，浙江伟峰工艺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

伟峰” ）系公司户外休闲用品半成品及成品合作供应商，与公司不存在

任何关联关系。

公司采取自主生产和委托加工生产两种模式。 其中，自主生产模式

即公司依靠自己的厂房、设备、工人、技术自行组织生产；委托生产模式

即公司将获得的订单委托给其他厂商生产。 浙江伟峰系公司核心成品供

应商之一，通过公司下发的委托订单，为公司生产配套产品。 由于行业季

节性特征，公司每年4-6月下发委托加工订单，浙江伟峰根据订单提前备

货，安排生产，直至次年6月底全部完成出货。 由于产品的生产周期较长，

而前期备料资金需求较大，故双方约定由本公司预付部分货款用于其采

购原材料备货，并根据出货情况结转预付款，至每年6月底清理完毕。

浙江伟峰工艺品有限公司2014年-2018年采购及预付款情况：

单位：万件、万元人民币

项目 年度采购量

年度采购额

（含税）

预付余额

2014年 78.46 4,683.22 722.88

2015年 41.33 3,528.75 1,444.96

2016年 69.78 5,430.31 3,007.72

2017年 120.38 7,537.96 4,335.96

2018年 142.61 10,012.88 4,658.88

浙江伟峰从2014年开始至2018年为公司提供成品加工量呈逐年递

增的趋势。 因此报告期末公司预付浙江伟峰的预付账款余额较大且逐年

增长具有合理性。 截至本回复函出具日，公司上述预付款已基本结转完

毕。

5、报告期末，你公司其他应收款账面余额为7,326.51万元，其中5,

050.55万元的种类为单项金额重大并单项计提坏账准备，欠款方分别为

临海市欣兰工艺品有限公司与北京万象新天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因预计

无法收回款项，你公司对其全额计提坏账准备。 请说明上述公司的具体

情况、 你公司与上述公司业务往来的具体内容及是否存在关联关系、预

计款项无法收回的原因，以及以前年度是否计提了充分的坏账准备。 请

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说明如下：

公司其他应收款单项金额重大并全额计提坏账准备的明细如下：

单位：元

被投资单位 期末余额 是否关联方

临海市欣兰工艺品有限公司 10,725,589.73 否

北京万象新天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39,779,868.71 否

小 计 50,505,458.44

临海市欣兰工艺品有限公司原系公司供应商，公司委托其进行成品

加工。 根据公司与临海市欣兰工艺品有限公司签订的《预付款协议》，公

司支付预付款，用于临海市欣兰工艺品有限公司备料生产。 由于临海市

欣兰工艺品有限公司自身经营不善，导致公司资不抵债，无法履行已签

订的合同。 公司于2014年12月16日向浙江省临海市人民法院提出诉讼。

2015年1月16日， 根据浙江省临海市人民法院出具的民事判决书

（（2014）台临商初字第3063号），被告临海市欣兰工艺品有限公司应于

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返还公司预付款项1,189.15万元，并赔偿利息损

失。 浙江省临海市人民法院对案件保全的财产进行处置，公司收到财产

处置款30.73万元。 剩余部分款项，临海市欣兰工艺品有限公司已无可执

行财产，其实际控制人吴海滨已失去联系，无可追偿财产，基于上述情况

公司于2014年度对剩余的款项全额计提坏账准备。

截至2018年12月31日， 临海市欣兰工艺品有限公司已吊销营业执

照，实际控制人吴海滨目前仍属于失联状态。

根据公司三届十九次董事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审议浙江临海永强

股权并购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对外投资的议案》，同意控股企业浙江临

海永强股权并购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并购中心” ）与关联

方谢建强先生向北京万象新天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万象新

天” ）提供本金合计为5,000万元人民币的可转股债权投资，并于2015年

8月13日签署《投资协议》，其中，并购中心投资4,000万元，谢建强投资

1,000万元， 借款投资周期为9个月。 万象新天创始人团队将其通过

HICHAO� LIMITED间接持有HIFASHION� GROUP� INC.的10.42%股

权质押给投资人。

万象新天无法按照合同的约定，满足原先《投资协议》约定的债转

股条件，且未按照约定的利率归还相关的本金及利息。 并购中心已对其

进行起诉。 该仲裁案于2017年3月6日开庭审理，于2017年6月22日作出

终局裁决，并购中心胜诉，全部仲裁请求均获得了仲裁庭的支持。 在仲裁

完成后，公司与万象新天实际控制人林清华、戴彬进行多次沟通，双方对

万象新天后续经营整改方案与公司进行协商。 公司基于其良好的合作态

度，结合其经营整改方案，2017年度按照公司坏账政策，对上述款项根据

其账龄计提了坏账准备，截至2017年度累计计提坏账准备7,966,033.74

元。年审会计师在2017年年报审计过程中，对戴彬、林清华进行了现场访

谈，了解其对万象新天的经营计划和上述款项的还款安排。

由于2018年度公司未收到万象新天应支付的仲裁赔偿款，并购中心

向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申请了强制执行。 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委托北京科正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对万象新天2017年8月31日为评估

基准日的资产进行评估，根据北京科正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于2018年

6月12日出具的《评估报告》（科评报字[2018]第058号），万象新天评估

基准日的评估价值为-30,316.42万元。根据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出

具的《执行裁决书》（（2018）京03执152号之二），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

法院查询了万象新天、戴彬、林清华在金融机构开设账户情况、房屋所有

权情况、车辆登记情况和工商登记情况，未发现存在银行存款、不动产信

息。 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对万象新天的全部股权进行评估拍卖，将

取得的款项50,300元归还并购中心。由于万象新天、戴彬、林清华无财产

可供执行，并购中心同意终结本次执行程序。 基于上述情况，公司对万象

新天剩余款项在2018年度全额计提坏账准备。

年审会计师取得了万象新天的评估报告、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出具的执行裁定书，认为万象新天的经营情况在2018年度并未如2017年

预期的得到好转，根据评估结果和强制执行结果，万象新天及戴彬、林清

华基本无偿债能力。 且查看了临海市欣兰工艺品有限公司、北京万象新

天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的工商信息， 未见浙江永强公司与其存在关联关

系。

年审会计师结论意见：

经核查， 我们认为浙江永强公司与临海市欣兰工艺品有限公司、北

京万象新天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预计无法收回的原因合

理、充分，公司根据了解到的情况对2018年度及以前年度相关款项充分

计提坏账准备。

6、报告期末，你公司存货账面余额为12.49亿元，计提存货跌价准备6,

227.85万元。请结合你公司经营状况、产品特点、产品明细数量与金额、计

提存货跌价准备的会计政策等， 逐项说明存货跌价准备计提的具体依

据、计算过程，并说明计提金额是否充分、合理。 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

表明确意见。

说明如下：

公司期末的存货结构如下：

单位：元

项 目

期末数

账面余额 跌价准备 账面价值

原材料 221,279,182.23 3,454,644.66 217,824,537.57

在产品 391,957,551.64 3,277,234.94 388,680,316.70

库存商品 635,231,592.35 55,546,668.57 579,684,923.78

委托加工物资 52,673.26 52,673.26

合 计 1,248,520,999.48 62,278,548.17 1,186,242,451.31

公司销售主要分为ODM和自营品牌的销售，ODM模式下每一生产

年度开始前，公司会通过邮件发送产品目录、邀请客户现场参观样品等

方式获取订单。 公司在淡季，会对常规产品的前道工艺所需的材料进行

备货，提前生产半成品，待客户确定最终产品颜色后完成产品的后续生

产。 客户下单基于其对市场的预测进行，后续如市场发生较大的变化，少

部分客户会取消订单，导致公司成品出现滞留的情况。 自营品牌则由公

司营销部门根据市场情况提出生产需求，交总经理审核后安排生产。 由

于自营品牌的生产系公司基于市场的判断提前备货，故存在一定的存货

积压风险。

公司期末存货跌价准备构成内容如下：

单位：元

项 目 期初数

2018年度增加 2018年度减少

期末数

计提

其

他

转回或转销

其

他

原材料 9,938,273.76 91,238.91 6,574,868.01 3,454,644.66

在产品 3,277,234.94 3,277,234.94

库存商品 36,625,231.42 43,260,780.07 24,339,342.92 55,546,668.57

小 计 46,563,505.18 46,629,253.92 30,914,210.93 62,278,548.17

从上表可见， 公司存货跌价准备主要系库存商品所计提的跌价准

备。

公司原材料的跌价准备主要系以前年度形成，该部分原材料系公司

根据生产订单备货的原材料， 由于生产过程中材料存在一定的耗损，公

司在实际采购过程中会多采购一部分备用，同时由于客户取消订单导致

公司存在多余备料。 生产完成后的剩余材料公司会在下一批次生产中优

先考虑使用，但是仍存在部分长库龄的材料。 公司每年年末对该部分材

料进行减值测试，针对正常使用的原材料，在正常生产经营过程中，以所

生产的产成品的估计售价减去至完工时估计将要发生的成本、估计的销

售费用和相关税费后的金额，确定其可变现净值，并对可变现净值低于

账面成本的材料计提相应的减值准备。 针对已无法使用的原材料，公司

会根据其市场上的处置价格， 估计合理的税费后确认其可变现净值，并

对可变现净值低于账面成本的材料计提相应的减值准备。 公司自意识到

备料富余的问题后，已积极采取应对措施，通过合理预估备货量、优先使

用历史备料的方式减少材料的积压。 故原材料计提的跌价准备主要系以

前年度形成。

2018年度计提的在产品存货跌价准备系子公司宁波花园旅游用品

有限公司自行研发的生产设备，宁波花园旅游用品有限公司从事机械设

备、五金件的制造、加工，由于其研发力量相对薄弱，其设备市场竞争力

较低，故公司拟终止该公司的相关业务。 公司在期末对存货进行减值测

试，对其持有的在产品，根据其生产的设备的估计售价减去至完工时估

计将要发生的成本、估计的销售费用和相关税费后的金额，确定其可变

现净值，根据可变现净值低于账面成本的部分计提了3,277,234.94元的

存货跌价准备。

公司期末库存商品计提的减值准备，主要系公司电子商务仓和国内

市场部的存货，其具体构成如下：

单位：元

存货来源 期末库存商品余额 期末计提存货跌价

浙江永强公司 418,686,827.69 34,835,412.94

子公司Sunvilla�Corporation 69,180,892.93 11,106,303.12

其他公司 203,144,679.36 9,604,952.51

小 计 691,012,399.98 55,546,668.57

浙江永强公司系集团内最大的生产基地和仓储基地，其期末库存商

品占合并总额的60.59%， 境内子公司作为浙江永强公司的加工基地，其

库存结余相对较少，相应的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较少。 公司将期末库存

商品分成两部分进行减值测试，针对公司自营的产品，公司根据内部确

定的销售价格，减去估计的销售费用和相关税费后的金额，确定其可变

现净值，公司根据可变现净值低于账面成本的部分计提了的存货跌价准

备。 针对公司ODM模式下的产品，根据产品订单上的单价或预计销售单

价作为销售价格，减去估计的销售费用和相关税费后的金额，确定其可

变现净值，公司根据可变现净值低于账面成本的部分计提了存货跌价准

备。

子公司Sunvilla� Corporation系设立于美国的子公司，其主要从事

公司自有品牌的线上和线下直营业务。 直营业务存在产品种类多、交期

短的特点，故对存货备货量要求较高。 由于公司在境外直营市场中仍处

于前期摸索阶段，销售规模增长幅度较为缓慢，存货周转率较低，导致公

司商品出现了较多的积压。 为了尽快回笼资金，解决老库存占用仓储、耗

费人工等问题，公司以折价销售的方式处理上述库存。 公司在资产负债

表日，对Sunvilla� Corporation的库存进行减值测试，其预计售价来源

于公司拟处理的折扣价格，结合公司目前的税费率，确认了上述库存商

品的可变现净值。 公司根据可变现净值低于账面成本的部分计提了存货

跌价准备。

年审会计师结论意见：

我们取得了公司期末的存货清单，抽取了部分产品的订单，取得了

公司期末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的库存清单， 核对公司销售价格的合理性，

核对了跌价准备的计算过程和数据来源。

经核查，我们认为公司存货跌价准备计提金额充分合理。

7、报告期末，你公司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账面余额为8.62亿元，未计提

减值准备。 请结合各投资单位报告期内业绩的具体金额，说明可供出售

金融资产是否存在减值迹象，未计提减值的合理性。 请年审会计师就可

供出售金融资产减值准备的充分性和适当性发表明确意见。

说明如下：

公司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明细如下：

单位：元

被投资单位 期末数

持股

比例

（%）

2018年度分红

2018年度净利

润

中证信用增进股份有限公司

250,000,

000.00

2.18 4,000,000.00

经审计331,

157,528.99

宁波博睿维森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

限合伙）

209,125,

054.97

14.0

4

未经审计-20,

497,793.20

北京东方智科股权投资中心 （有限合

伙）

100,000,

000.00

10.0

0

经审计

3,400,

940.75

浙江临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57,066,

600.00

6.38 7,555,779.45

未经审计553,

443,306.00

北京居然之家家居新零售连锁集团有

限公司

49,984,

056.12

0.14

未经审计2,

458,916,

862.97

浙江万朋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0,000,

000.00

3.75

经审计

30,118,

614.73

浙江世贸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27,000,

000.00

7.71

经审计

40,611,

362.93

DONG�LI�SCS[注]

26,162,

518.40

14.29 2,134,591.20 未提供

上海茶恬园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19,000,

000.00

6.33

经审计

29,221,

951.98

浙江蓝德能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10,500,

000.00

8.51

未经审计16,

199,255.70

九次方大数据信息集团有限公司

10,000,

000.00

1.50 注1

浙江帕瓦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10,000,

000.00

0.70 注1

浙江新涛智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000,

000.00

1.85 185,185.00 注1

杭州英普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9,999,

909.00

5.00 293,607.00

经审计

15,789,

547.40

浙江远图互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9,996,

000.00

1.29

未经审计2,

103,811.86

科润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9,000,

000.00

2.34

经审计

32,635,

427.52

杭州开浦科技有限公司

5,000,

000.00

5.56

经审计

293,

745.38

上海力信电气技术有限公司

5,000,

000.00

1.49

未经审计3,

124,871.40

杭州艾米机器人有限公司

4,000,

000.00

5.39

经审计-10,

724,071.78

江苏启润科技有限公司

3,000,

000.00

2.82

经审计

-4,620,

334.59

杭州简学科技有限公司

2,500,

000.00

3.89

未经审计1,

028,502.47

杭州多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500,

000.00

0.92

经审计-40,

334,115.73

宁波萱群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2,000,

000.00

6.67

未经审计

544,

888.89

马力达汽车电子(宁波)有限公司

1,000,

000.00

2.75

未经审计

-670,

905.11

杭州凯思生物医药有限公司 600,000.00 2.00

未经审计

-438,

818.36

小 计

862,434,

138.49

14,169,

162.65

注1:该企业或将计划申报IPO，财务数据申请不公开披露。

从上表可见，公司投资单位大部分盈利情况良好，公司投入1000万元以

上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除宁波博睿维森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DONG� LI� SCS外，均能实现较好的收益。 宁波博睿维森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系为投资360上市所设立的有限合伙企业，目前

360已成功借壳江南嘉捷完成上市， 由于该部分股权投资目前仍处于限

售期间，故其短期内无明显的收益。 根据目前360股票的市场价值，结合

公司的对外投资情况，预计解禁后公司可以实现良好的收益，该部分投

资不存在减值迹象。 DONG� LI� SCS系设立于2015年，其设立于卢森堡，

该机构成立的主要目的即为投资China� Momentum� Fund,L.P.有限合

伙份额，该公司从事各类股权类投资，其利润来源主要系投资公司的分

红收益及股权转让收益，2018年度DONG� LI� SCS向浙江永强公司子公

司YOTRIO� CORPORATION分红2,134,591.20元，经营情况良好。

公司投资1,000万元以下的股权类投资，2018年度亏损的主要有杭

州艾米机器人有限公司、江苏启润科技有限公司、杭州多禧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马力达汽车电子(宁波)有限公司和杭州凯思生物医药有限公司。

杭州艾米机器人有限公司成立于2015年，主要从事机器人技术的开

发，目前公司仍属于前期发展阶段，公司仍在不断的引进新的投资者，根

据目前最新的谈判情况，公司最近的估值约为2.5亿-3亿元之间。 上述情

况表明目前市场对杭州艾米机器人有限公司具有较好的预期，以最近的

增资价格作为参考依据，公司上述投资不存在减值迹象。

江苏启润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12年，主要从事工程和技术研究与

试验发展;通信传输设备、通信终端设备、计算机网络设备、电子计算机

外部设备的研发、 生产和销售。 2018年度公司新增加注册资本35.64万

元， 均系引入新的投资者增资。 上述新增注册资本认购总价款为800万

元，对应公司整体估值1.30亿元。 根据该估值计算，公司享有的份额公允

价值为366.00万元，高于公司投资成本，上述情况表明目前市场对江苏启

润科技有限公司具有较好的预期， 以最近的增资价格作为参考依据，公

司上述投资不存在减值迹象。

杭州多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12年， 主要从事生物技术、医

药技术、医疗诊断试剂及其设备的研发。 其目前前期研发投入较大，故尚

未盈利。 2018年度并购中心以532.80万元的价格处置其持有的杭州多禧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1.0656%的股权，实现处置收益3,828,000.00元。从上

述股权交易来看，目前该部分股权市场上仍有较好的交易对价，不存在

减值迹象。

马力达汽车电子(宁波)有限公司系2017年7月28日新成立的公司，主

要从事汽车用品、汽车零部件的生产与销售。 杭州凯思生物医药有限公

司系2017年12月20日新成立的公司，主要从事生物医药技术。 马力达汽

车电子 (宁波) 有限公司和杭州凯思生物医药有限公司属于前期设立阶

段，尚未实现对外销售，当期利润为微亏状态。 但两公司所处行业未来发

展前景可期，故不存在减值迹象。

年审会计师结论意见：

我们取得了上述公司的财务报表或审计报告，查看了其经营情况和

财务状况，查看了上述公司最近的股权转让协议，核对了其股权转让价

格。

经核查，我们认为公司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不存在减值迹象。

8、报告期末，你公司商誉账面原值2.43亿元，商誉减值准备余额1.12

亿元，均为对北京联拓天际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联拓” ）

计提的商誉减值准备。

（1）你公司于2015年以超募资金收购北京联拓部分股权，业绩承诺

期届满北京联拓未能完成业绩承诺。 请结合市场的发展现状、行业周期

波动、市场供求情况、竞争对手等情况说明北京联拓未能完成业绩承诺

的具体原因。

（2）年报中披露了你公司对北京联拓商誉减值测试的基本过程，请

进一步说明北京联拓公司报表层面与经营相关的资产的具体构成，资产

组或资产组组合的账面价值的数据来源与明细情况，分摊至本资产组或

资产组组合的商誉账面价值及分摊方法的计算过程， 预计未来现金流

量、产品预计售价、销量、生产成本及其他相关费用的具体金额与预测依

据，现金流量预测使用的折现率的依据等；并结合上述数据进一步说明

上述商誉减值准备计提是否充分、合理，商誉未来是否存在继续减值的

风险。

（3）年报显示，因北京联拓未完成业绩承诺，补偿义务人陈鹏须将

其持有的全部北京联拓19.18%的股权无偿转让予你公司，但截至年报披

露日股权转让手续仍未办妥。 请说明股权转让手续未办妥的具体原因，

补偿义务人履行业绩补偿的履约能力，截至本问询函回函日股权转让的

进展，以及你公司拟采取或已采取的履约保障措施。

说明如下：

（1）你公司于2015年以超募资金收购北京联拓部分股权，业绩承诺

期届满北京联拓未能完成业绩承诺。 请结合市场的发展现状、行业周期

波动、市场供求情况、竞争对手等情况说明北京联拓未能完成业绩承诺

的具体原因。

北京联拓业绩承诺期届满未能完成业绩承诺的具体原因如下：

2016年机票行业由于民航管理层以及上游航空公司的政策调整造

成的行业经营环境波动，北京联拓受市场波动因素，机票分销业务受到

了极大影响，不但难以实现原投资时预计的交易额和盈利，反而出现了

大额亏损；同时，受机票分销业务陷入困境的影响，原基于51book平台

推出的旅游分销业务也难以按照原定模式继续推广实施。 主要表现在：

1）机票行业的分销政策调整及航空公司的限制措施

2016年，国资委对航空公司提出“提直降代” 要求，即提升航空公司

直销比例、降低代理销售比例。 在该政策背景下，各航空公司一方面开始

实施订座出票一致化，同时不允许机票代理人在去哪儿、携程等OTA渠

道上销售标准机票产品。 部分允许的产品和渠道，也要求机票代理人销

售的价格不得低于航空公司官方网站的价格。 这直接导致各机票B2B平

台交易规模锐减50%。

另一方面，各航空公司逐渐降低机票代理人分销佣金，从按返点后

返改为按航段奖励前返，并要求机票代理人对航段奖励部分向航空公司

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 由于平台供应商在销售过程中已经将航段奖励直

接让利给了采购客户，而平台却无法向采购方拿到可抵扣的增值税专用

发票，极大地增加了机票代理人的税负。

此外，各航空公司着手与机票代理人重签分销协议，要求机票代理

人缴纳3-5万元不等的业务保证金， 并对其分销机票过程中出现的违规

操作提出了更多更严苛罚则。

综上举措增加了机票代理人的企业经营成本，压缩了机票代理人企

业经营利润，直接影响了各机票B2B平台的交易规模和经营业绩。

2）新业务收益未达预期

2016年北京联拓收购了北京中航易购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以下简

称“中航易购” ） 和合肥三分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合肥三

分” ）两家旅游软件企业，其中中航易购的重点业务以国央企差旅项目

投标定制开发为主，已完成3家国央企项目，但由于期间费用较大，经营

亏损。

2017年度北京联拓启动新业务包括： 环球购和51club活动管理平

台。 环球购是北京联拓与金融机构合作推出的为国内航旅企业提供的跨

境结算服务，主打国际机票、旅游、会议、留学、海外购5个模块的市场，主

要通过合作商返佣取得收益，但取得的毛利微薄。 另受大型OTA平台上

线同类产品的影响，环球购业务交易规模不断下降，进一步影响北京联

拓对上下游的溢价能力，压缩了其利润空间，因此北京联拓已于2018年

将环球购业务暂停。 51club是北京联拓开发的一个集活动发布、在线报

名、活动推广、签到核销、粉丝增值、资金账务、数据统计于一体的活动会

议管理平台，广泛应用于各类数字化会议、企业活动组织、智慧景区等场

景，为企业和景区的活动会议进行有效管理提供工具，通过注册用户佣

金、项目服务收入等获取收益，该项目未取得实质性进展。 综上，环球购

和51club活动管理平台的收益未达预期。

2018年度北京联拓投资成立北京金旅通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金旅通” ）， 提供以邮轮为主打旅游产品的一站式营销解决方案平台，

其与全国最大的邮轮包船商之一上海茶恬园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合作，

打造“天天游轮网” ，解决天天邮轮“交易管理混乱、人力操作成本高、无

数据积累、无法线上直客、营销” 等问题。由于该项目刚启动，报告期内实

现的收益未达预期。

综合上述各项市场波动因素，北京联拓的机票分销业务受到了极大

影响，不但难以实现原投资时预计的交易额和盈利，反而出现了大额亏

损；同时，受机票分销业务陷入困境的影响，原基于51book平台推出的

旅游分销业务也难以按照原定模式继续推广实施。 另北京联拓新推出新

业务实现的收益未达预期。 因此，北京联拓业绩承诺期届满未能完成相

应的业绩承诺。

（2）年报中披露了你公司对北京联拓商誉减值测试的基本过程，请

进一步说明北京联拓公司报表层面与经营相关的资产的具体构成，资产

组或资产组组合的账面价值的数据来源与明细情况，分摊至本资产组或

资产组组合的商誉账面价值及分摊方法的计算过程， 预计未来现金流

量、产品预计售价、销量、生产成本及其他相关费用的具体金额与预测依

据，现金流量预测使用的折现率的依据等；并结合上述数据进一步说明

上述商誉减值准备计提是否充分、合理，商誉未来是否存在继续减值的

风险。

北京联拓公司报表层面与经营相关数据依据北京联拓公司2018年

度审计后历史数据，剔除非经营性资产、负债等，具体构成如下：

单位：万元人民币

资 产 账面数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 账面数

流动资产： 流动负债：

货币资金 283.00 应付账款 32.40

应收账款 97.03 预收款项 234.02

预付款项 14.42 应付职工薪酬 206.29

其他应收款 246.85 应交税费 14.49

其他流动资产 53.31 其他应付款 254.22

流动资产合计 694.61 流动负债合计 741.42

非流动负债：

递延所得税负债 334.22

非流动资产： 非流动负债合计 334.22

长期股权投资 11,977.08 负债合计 1,075.64

固定资产 4.38

无形资产 3,024.32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商誉 2,006.76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16,614.98

非流动资产合计 17,012.54 少数股东权益 16.52

资产总计 17,707.15 资产净额 16,631.51

北京联拓商誉减值包含以下两个资产组组合，分别为北京联拓公司

和山水假日 （北京） 国际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山水股

份” ）。

分摊至本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的商誉账面价值及分摊方法的计算

过程：

单位：万元人民币

分摊的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 账面价值 应分摊的商誉账面价值

资产组1-北京联拓公司 4,637.90 5,876.99

资产组2-山水股份 11,977.08 15,176.95

合计： 16,614.98 21,053.94

根据坤元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评估报告》（坤元评报【2019】152

号），具体预测期2019-2023年度的营业收入、营业成本、费用等的预测

数据如下：

1） 资产组未来收益的确定

A.�营业收入

根据2016-2018年北京联拓的收入来源以及各项目的业务模式、行

业发展趋势，预测北京联拓公司合并口径资产组组合的未来五年营业收

入包括金旅通、活动汇、中航易购及合肥三分收入，具体预测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人民币

项 目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永续期

金旅通 360.00 366.00 372.30 378.92 385.86 385.86

活动汇 247.90 1,470.80 2,768.70 4,441.60 6,489.50 6,489.50

中航易购 771.10 1,375.15 2,125.65 3,066.90 4,122.90 4,122.90

合肥三分 56.08 70.10 80.62 88.68 93.11 93.11

合计 1,435.08 3,282.05 5,347.27 7,976.10 11,091.37 11,091.37

B.�营业成本

北京联拓公司主营业务成本主要系机票配置成本、 机票网托成本、

委外开发成本等，占收入比重较少。 公司产品主要分作两块，一块是研发

成品的销售，该业务自开发完成后至实现销售，除网托成本外无额外成

本；另一块系定制版产品开发，该块业务需投入人力专门应对企业的应

用需求，由于公司的研发人员工资计入研发费用，故主营业务成本不予

考虑。

（下转B059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