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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isclosure

D

或其他关联方联合或共管账户的情形。

【回复】

期末货币资金较期初大幅减少7.24亿元是银行承兑汇票保证金减少， 减少的原因主要

是由于股份公司本部和东莞金叶集团公司以保证金兑付到期的银行承兑汇票造成的。 股份

公司的账户是独立的，不存在与控股股东或其他关联方联合或共管账户的情形。

（二）以列表形式逐项列式截止回函日，你公司债务逾期的具体情况，包括但不限于逾

期债务涉及债权人名称、对应本金及利息金额、债务到期日、逾期本息总金额、逾期原因。

【回复】

债权人名称 本金金额 逾期时间 利息 逾期本息合计

未按期偿还

的原因

大唐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75,000,000.00 2019-3-29 9,867,123.29 184,867,123.29 资金流紧张

植瑞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38,600,000.00 2019-2-27 21,929,178.08 160,529,178.08 资金流紧张

植瑞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74,190,000.00 2019-2-15 4,457,497.81 78,647,497.81 资金流紧张

植瑞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73,000,000.00 2019-2-18 10,542,000.00 83,542,000.00 资金流紧张

植瑞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83,000,000.00 2019-2-22 12,124,821.92 95,124,821.92 资金流紧张

甘肃银行营业部 98,458,980.15 2019-4-3 53,820,000.00 152,278,980.15 资金流紧张

光大银行深南东路支行 100,000,000.00 2019-5-2 4,522,811.71 104,522,811.71 资金流紧张

锦州银行北京国贸支行 48,950,000.00 2019-5-7 5,125,675.00 54,075,675.00 资金流紧张

锦州银行北京国贸支行 100,000,000.00 2019-5-10 6,769,530.57 106,769,530.57 资金流紧张

锦州银行北京国贸支行 48,950,000.00 2019-5-17 1,670,459.99 50,620,459.99 资金流紧张

华夏银行青岛延吉路支行 150,000,000.00 2019-6-28 3,510,926.56 153,120,926.56 资金流紧张

兴业银行深圳市分行 150,000,000.00 2019-4-20 9,716,167.59 159,716,167.59 资金流紧张

工行东莞厚街支行 40,761,986.67 2019-2-19

8,358,916.33 109,140,416.33

资金流紧张

工行东莞厚街支行 47,073,836.53 2019-2-21 资金流紧张

工行东莞厚街支行 12,945,676.80 2019-4-19 资金流紧张

中行山东莱州支行 101,909,843.86 2018-10-17

81,554,101.87 548,913,814.75

资金流紧张

中行山东莱州支行 101,749,912.35 2018-10-25 资金流紧张

中行山东莱州支行 101,749,912.35 2018-10-25 资金流紧张

中行山东莱州支行 58,890,925.20 2018-12-20 资金流紧张

中行山东莱州支行 103,059,119.12 2018-12-20 资金流紧张

东莞银行东莞厚街支行 144,000,000.00 2019-4-8 11,284,498.80 155,284,498.80 资金流紧张

广州银行广州花城广场支行 97,747,249.92 2019-5-14 6,967,570.59 104,714,820.51 资金流紧张

农商行东莞厚街支行 25,000,000.00 2019-6-1

2,553,773.54 62,553,773.54

资金流紧张

农商行东莞厚街支行 25,000,000.00 2019-6-2 资金流紧张

农商行东莞厚街支行 10,000,000.00 2019-6-3 资金流紧张

中信银行东莞分行 25,314,772.04 2019-1-18 2,145,137.02 27,459,909.06 资金流紧张

浦发银行东莞分行 22,187,600.00 2018-10-31 1,959,796.20 24,147,396.20 资金流紧张

东莞银行东莞厚街支行 5,352,410.64 2019-1-7 2,810,448.08 8,162,858.72 资金流紧张

华夏银行重庆巴南支行 500,000.00 2019-6-20 12,617.19 512,617.19 资金流紧张

浙商银行重庆分行 1,244,900.50 219-2-15

255,612.44 8,000,512.94

资金流紧张

浙商银行重庆分行 2,000,000.00 2019-5-15 资金流紧张

浙商银行重庆分行 4,500,000.00 2019-8-15

资金流紧张

光大银行重庆分行 1,366,966.54 2019-5-30 1,396,892.59 2,763,859.13 资金流紧张

民生银行重庆分行 9,653,449.11 2019-5-28 534,418.38 10,187,867.49 资金流紧张

重庆三峡银行鸳鸯支行 5,000,000.00 2019-3-28

436,000.00 15,436,000.00

资金流紧张

重庆三峡银行鸳鸯支行 10,000,000.00 2019-6-28 资金流紧张

农业银行深圳观澜支行 28,800,000.00 2019-1-22 1,956,757.25 30,756,757.25 资金流紧张

农业银行深圳龙华新区支行 13,991,050.00 2019-3-19 1,371,122.92 15,362,172.92 资金流紧张

烟台银行莱州支行 198,050,000.00 本金未到期 10,074,859.44 10,074,859.44 资金流紧张

包商银行包头分行营业部 80,000,000.00 本金未到期 5,397,934.56 5,397,934.56 资金流紧张

长沙银行广州分行 30,000,000.00 本金未到期 486,570.88 486,570.88 资金流紧张

光大银行深南东路支行 - 本金已还 1,540,189.05 1,540,189.05 资金流紧张

华夏银行重庆巴南支行 28,500,000.00 本金未到期 618,046.43 618,046.43 资金流紧张

浙商银行重庆分行 4,400,000.00 本金未到期 351,052.24 351,052.24 资金流紧张

重庆三峡银行鸳鸯支行 29,983,049.91 本金未到期 3,889,807.57 3,889,807.57 资金流紧张

合计

2,610,881,

641.69

290,012,

315.89

2,529,570,

907.67

（三）你公司其他债权投资期末余额9.28亿元，主要系对ZHI� US� Special的投资，债权

到期日为2019年8月10日，请说明上述债权的收回情况。

【回复】

2019年8月5日， 丰汇租赁子公司Crystal� Sparkle� Limited与Zhongzhi� Hi-tech�

Overseas� Investment� Ltd签署份额转让协议，协议约定就Crystal� Sparkle� Limited持有

的135,000份ZHI-ClassA份额 （每份额价值1000美元） 转让给Zhongzhi� Hi-tech�

Overseas� Investment� Ltd，转让价格为153,262,500.00美元，转让价款在协议签订后6个

月内完成支付。

（四）结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1.11.3条说明上述债务、债权（如适

用）逾期事项是否已履行了相应的审议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回复】

公司已在定期报告中披露公司债务逾期情况。

（五）结合目前融资环境、你公司资产变现能力、在手可动用货币资金、现金流情况、融

资能力等量化分析你公司短期和长期偿债能力，并说明你公司的偿债计划、资金来源及筹

措安排，是否存在流动性风险，如是，请进行必要的风险提示，并说明你公司拟采取的应对

措施。

【回复】

1、融资环境

2018年以来宏观经济政策及监管政策发生较大变化，金融去杠杆不断深入，市场流动

性波动加剧。 由于境内资金市场银根紧缩，公司融资规模受到一定影响，银行断贷、抽贷，造

成公司资金流动性紧张，对公司子公司东莞金叶的生产经营产生一定影响。

融资租赁行业融资环境：

我国融资租赁行业虽然经过了前几年的快速发展，但整体从行业内分部门、分地区来

看，发展存在不均衡，市场渗透率不到5%，远低于成熟市场15%至30%的水平，并且业务模

式趋同，盈利模式相对单一。 目前，该行业正处于从粗放发展向稳定性竞争过渡阶段。 融资

租赁公司的监管政策制定交由银保监会负责，新监管体系下，预计融资租赁行业监管趋严，

行业门槛将大幅提升，有利于行业规范健康发展。 2010-2018年，我国每家融资租赁公司平

均合同规模不断下降，说明租赁行业集中度逐渐分散，未来在政策趋严背景下，行业门槛有

望提升，竞争格局将由趋于分散向趋于集中演变，龙头公司依靠资产端和资金端的优势，市

场占有率有望持续提升。

2、偿债计划、资金来源及筹措安排

公司融资形式：发行定融/定投类产品、信托计划、资产管理计划、公司债、资产证券化产

品、银行借款等；

资金来源：正常项目回款、逾期项目催收、关联公司的拆借。

3、目前，公司存在一定的流动性风险，公司正在通过多种方式筹措资金化解相关风险，

筹措安排及化解风险措施包括：

（1）做好2019年产品发行的新产品储备工作；存续期内银行信贷、信托产品的管理工

作；

（2）维护及加强与各财富公司的关系，确保产品发行及兑付等各个环节顺畅；积极配

合产品路演及其他激励措施，尽力协助财富公司提升募集规模及速度，保证各渠道产品的

正常兑付工作；

（3）维护及加强现有的市场化合作渠道，积极开拓新渠道。 定期拜访，随时收集和分析

市场动态，及时了解新的产品形态和融资方式；

（4）针对非正常项目，有针对性地进行处置工作，常用的处置方式有直接催收、诉讼追

偿、债转股等方式。 继续加强存续项目的贷后检查及风险排查工作，对于有发生风险可能的

项目提前做好预案，积极与承租人及相关担保人沟通谈判，根据风险变化情况追加增信措

施（如追加担保人、核心资产担保、追加保证金等）；

（5） 公司积极推动转让全资子公司东莞金叶100%股权和控股子公司丰汇租赁90%股

权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该资产变现能力良好，能有效缓解公司的资金紧张状况。

（6） 加紧处置黄金类存货和珠宝玉器存货， 利用存货处置资金缓解公司资金紧张状

况。

六、半年报显示，你公司其他应收款期末余额5.16亿元，其中应收利息-委托贷款期末余

额约3.17亿元，其他应收款-往来款期末账面余额3.55亿元，请你公司说明上述款项涉及具

体交易事项内容、发生时间、相关单位是否为关联方、是否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或对外提

供财务资助的情形、审议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的履行情况（如适用），并结合相关会计政策

说明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计提的充分性及合理性。

【回复】

我公司应收款项的会计政策如下：

（1）单项金额重大并单独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

单项金额重大的判断依据或金额标准

应收款项余额占本公司合并报表前五名或占应收账款余额

10%以上的款项；长期应收款余额超过500万的款项。

单项金额重大并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计提方法

期末对于单项金额重大的应收款项单独进行减值测试，如

有客观证据表明其发生了减值的， 根据其未来现金流量现

值低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确认减值损失，计提坏账准备。

经单独进行减值测试未发生减值的， 参照信用风险组合以

账龄分析法计提坏账准备。

（2）按信用风险特征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

组合名称 坏账准备计提方法

账龄组合 账龄分析法

组合中，采用账龄分析法计提坏账准备的：

√ 适用 □ 不适用

账龄 应收账款计提比例 其他应收款计提比例

1年以内（含1年） 5.00% 5.00%

信用期内 0.00% 5.00%

1－2年 20.00% 20.00%

2－3年 30.00% 30.00%

3年以上 100.00% 100.00%

组合中，采用余额百分比法计提坏账准备的：

□ 适用 √ 不适用

组合中，采用其他方法计提坏账准备的：

□ 适用 √ 不适用

（3）单项金额不重大但单独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

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理由 有客观证据表明其已发生减值

坏账准备的计提方法

对有客观证据表明其已发生减值的单项非重大应收款项，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 根据其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低于其账面

价值的差额计提坏账准备。

本期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大幅增加，主要是因为北京兴龙马珠宝有限公司、乌鲁木齐

大闵盟友贸易有限公司、江西新亚一珠宝有限公司、济南钻立方珠宝有限公司、武汉金钱树

新材料有限公司欠我司金料不还，又不符合会计准则收入确认的条件导致。 其中大闽盟友、

新亚一、钻立方均在诉讼中，兴龙马长期未结算，据查，武汉金钱树被武汉江汉区税局采取

措施。 我司认为以上款项收回的可能性较小，根据会计的谨慎性原则，全额计提坏账准备。

1、融资租赁板块应收利息－委托贷款明细

序号

对方单位

全称

委托贷款余额 起息日 到期日 利率 还本付息安排

是否构

成关联

关系

应收利息余额

1

ZHI� US�

Special

928,084,500.00 2016-10-3 2019-8-10

10.00

%

半年付息，一次

还本

否

115,929,

254.67

2

宁波经济

技术开发

区天月商

务信息咨

询有限公

司

500,000,000.00 2017-11-2

2018-12-2

5

15.00

%

期末一次性还

本付息

否 23,306,849.31

3

山东驰扬

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

司

360,000,000.00

2016-12-2

9

2019-12-2

1

12.00

%

按年付息，一次

性还本

否 48,109,803.57

4

深圳市福

瑞欧黄金

珠宝有限

公司

250,000,000.00

2017-12-2

8

2018-12-2

8

12.72

%

一次还本付息 否 47,482,191.79

5

深圳市贵

友黄金珠

宝有限公

司

250,000,000.00

2017-12-2

9

2018-12-2

9

12.72

%

一次还本付息 否 47,810,958.91

合计

2,288,084,

500.00

282,639,

058.25

2、其他应收款-往来款明细：

单位名称 期末余额

业务发生时

间

具体交易事项内容 坏账准备 关联关系

北京金盅上品餐饮有限公司 150.00 2012-3-19 押金 150.00 无

北京达纳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 4,700.00 2012-11-21 押金 4,700.00 无

北京乐居行房地产经纪有限公

司

2,000.00 2012-11-21 押金 2,000.00 无

北京合利屋餐饮有限公司 100.00 2013-8-27 押金 100.00 无

昆明鼎耀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

1,000,000.00 2014-4-30 开办费 1,000,000.00 无

北京中盛 260,000.00 2014-10-30 往来款 260,000.00 无

深圳市盛峰首饰有限公司（上

海黄金交易所）

25,016.75 2016-3-9 保证金 11,016.75 无

中国石化销售有限公司广东深

圳石油分公司

626.75 2016-3-23 油卡充值款 188.03 无

中国金茂（集团）有限公司金

茂君悦大酒店分公司

32,400.00 2015-6-27 住宿费 32,400.00 无

山东德衡律师事务所 300,000.00 2016-4-29 咨询服务费 90,000.00 无

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 250,000.00 2017-4-12 咨询服务费 70,000.00 无

北京慧邦方大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

19,200.00 2017-5-10 网络服务费 3,840.00 无

北京和合三道管理咨询有限公

司

10,000,000.00 2017-3-31 咨询服务费 3,000,000.00 无

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天月商务

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100,000,000.00 2018-2-6 暂付往来款 20,000,000.00 无

陈薛静 120,000.00 2018-7-4 股权转让款 6,000.00 无

中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6,750,000.00 2018-11-30 债务重组补偿金 337,500.00 无

北京绿柏伟业科技开发有限公

司

3,190,000.00 2018-9-30 往来款 159,500.00 无

北京汇金广源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

20,000,000.00 2018-12-28 咨询服务费 1,000,000.00 无

北京自如生活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

39,750.00 2018-6-7 租房押金 1,987.50 无

武汉工艺大楼 500,000.00 2016-8-25 展厅押金 150,000.00 无

国税 90,259.61 2019-6-18 预付税款 4,512.98 无

顺德农商行 200,000.00 2014-12-31 E购通押金 200,000.00 无

北京容品国际文化发展有限公

司

2,000,000.00 2014-12-31 大黄鸭使用费 2,000,000.00 无

深圳市零售商业行业协会 10,000.00 2010-12-31 会费 10,000.00 无

东莞市万江顺昌实业发展有限

公司

91,000.00 2018-5-17 店铺押金 91,000.00 无

中国银行山东莱州支行 275,366.12 2018-12-23 银行扣款 275,366.12 无

广州银行 1.24 2019-6-21 银行扣款 0.06 无

光大银行 329,177.40 2019-6-20 银行扣款 16,458.87 无

山东省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34,237.77 2019-6-21 银行扣款 1,711.89 无

北京银行 4,844.84 2019-6-21 佣金 242.24 无

浦发银行 926,241.69 2018-12-31 银行扣款 46,312.08 无

其他 10,300.00 2019-6-30 预付费用 无

上海欧畅冠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4,700,000.00 2016-3-30 预付货款 1,410,000.00 无

上海颢颖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42,000.00 2019-4-20 租房押金 2,100.00 无

北京兴龙马珠宝有限公司 67,460,628.33 2016-6-27 欠料转其他应收 67,460,628.33 无

乌鲁木齐大闽盟友贸易有限责

任公司

6,384,022.31 2015-2-5

欠料不还转其他应

收，诉讼中

6,384,022.31 无

江西新亚一珠宝有限公司（品

牌）

5,824,867.50 2015-7-31

欠料不还转其他应

收，诉讼中

5,824,867.50 无

济南钻立方珠宝有限公司（品

牌）

9,858,607.90 2016-7-31

欠料不还转其他应

收，诉讼中

9,858,607.90 无

武汉金钱树新材料有限公司 60,862,508.00 2018-7-13

欠料转其他应收，

被武汉江汉区税局

采取措施

60,862,508.00 无

重庆公盈商贸有限公司 47,092.96 2019-6-30 往来款 2,354.65 无

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承德

合同纠纷

18,569.00 2016-12-19 诉讼费 18,569.00 无

青岛圣智名家家具有限公司 30,000.00 2016-12-8 押金 9,000.00 无

青岛知托付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4,000.00 2017-4-25 押金 1,200.00 无

青岛九五众合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

16,695.80 2019-6-14 水电费物业费 834.79 有

深圳市雅诺信珠宝首饰有限公

司

132,195.68 2012-10-17 装修费 132,195.68 无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深

圳石油分公司

6,450.12 2019-6-18 汽油费 322.51 无

深圳电信有限公司 4,691.45 2017-12-27 电信费 938.29 无

其他 12.2 2019-6-30 其他 - 无

厦门海峡金融服务有限公司 10,000.00 2018-4-30 保证金 - 无

厦门银冠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

4,363.12 2018-10-15 代付社保费用 - 无

光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300,000.00 2019-3-20 暂付往来款 115,000.00 无

北京中广恒通理财顾问有限公

司

48,200,000.00 2019-6-24 暂付往来款 2,410,000.00 无

重庆佳成富邦置业有限公司 395,600.00 2018-4-30 代付诉讼费 79,120.00 无

北京市君泽君律师事务所 80,260.00 2016-8-2 付项目律师费 80,260.00 无

北京京开鸿顺商贸有限公司 8,030.00 2018-6-5 仓库押金 1,606.00 无

宿迁汇隆投资管理咨询有限公

司

2,000.00 2016-10-13 暂付往来款 2,000.00 无

西城地税 2,538.28 2016-6-2 支付增值税税款 2,538.28 无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100,000.00 2017-2-14 付项目案件代理费 100,000.00 无

胜丰科技 13,930.91 2016-1-22 暂付往来款 13,930.91 无

熊竹晓 1,000.00 2015-6-6 暂付办公地点押金 1,000.00 无

重庆地税 2,004,256.91 2018-5-31

所得税汇算清缴应

退税额

400,851.38 无

联成中创（北京）教育咨询有

限公司

50,000.00 2018-8-29 暂付往来款 10,000.00 无

合计 355,029,692.64 183,959,442.05

公司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或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形。

七、半年报显示，你公司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收到往来款本期发生额约

为7.94亿元， 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支付往来款本期发生额约为8.12亿元，请

你公司：

（一）说明上述款项的具体情况，包括但不限于交易对象、金额、是否与公司有关联关

系以及形成原因等，相关交易是否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回复】

公司报告期内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中与往来款有关的金额为7.66亿元，支

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中与往来款有关的金额为7.66亿元， 全部为丰汇租赁与北京

中广恒通理财顾问有限公司的往来款。 形成原因是：公司部分银行账户被冻结，2019年4月

开始，“17金洲01” 未能按时兑付本息，丰汇租赁存在银行账户被查封冻结风险，丰汇租赁

为了避免此风险对丰汇租赁的生产经营产生影响，委托北京中广恒通理财顾问有限公司进

行资金收取和支付形成往来款。

1、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明细：

序号 公司名称 金额 形成原因 关联关系

1 北京国道黄金有限公司 10640 收货款 无

2 北京植信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119,843.00 收货款 无

3 北京中广恒通理财顾问有限公司 766,130,000.00 往来款 无

4 代付工资 2,562,113.58 代付工资 无

5 代收几人定制大众点评款 299.50 服务费 无

6 东莞嘉言金品珠宝科技有限公司 198,000.00 收货款 无

7 东莞市智瑞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315,562.00 收货款 无

8 工伤 36.54 工伤保险费 无

9 广东粤宝黄金投资有限公司（成品） 3,360.00 收货款 无

11 加盟费 30,000.00 加盟费 无

12 经易金业有限责任公司 6,477.96 收货款 无

13 李茂竹借款 102,360.05 个人借款 无

14 李少众 220,000.00 个人借款 无

15 李珍借款 2,876.00 个人借款 无

16 洛阳珍饰宝珠宝有限公司 3,356,760.00 收货款 无

17 孟凡知 30,000.00 还借款 无

18 普通客人 266,106.00 收货款 无

19 普通客人（深圳） 4,957.78 保险费 无

20 其他 692,114.54 往来款 无

21 青岛九五众合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7,500.00 资金周转 有

22 青岛友客便利连锁管理有限公司 43,793.70 水电、物业费 无

23 山东中泰创展典当有限公司 154,710.22 房租、物业费 无

24 深圳嘉乐珠宝首饰有限公司 740,380.00 收货款 无

25 深圳嘉祥善品珠宝销售有限公司 570,240.00 收货款 无

26 深圳市金久缘珠宝有限公司 22,210.00 收货款 无

27 深圳市首天昊珠宝有限公司 996,900.00 收货款 无

28 深圳市中金艺典珠宝首饰有限公司 4,210,090.00 收货款 无

29 深圳珍饰宝珠宝有限公司 1,385,700.00 收货款 无

30 深圳中金万足珠宝首饰有限公司 6,316,190.00 收货款 无

31 收马恒慧交回社保、公积金 841.00 收社保、公积金 无

32 收停车费 185,482.10 收停车费 无

33 顺德农商行客人 1,307,528.50 收货款 无

34 调整利息 7,026.60 利息 无

35 我家地产（胶州）有限公司 2,871,849.87 往来款 无

36 兴业银行青岛山东路支行 663,530.10 房租、物业费 无

37 银联商务股份有限公司客户备付金 432,804.04 收货款 无

38 植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00,882.00 收货款 无

39

中国黄金集团黄金珠宝(北京)有限公

司

800.00 收货款 无

40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

分公司

6,924.26 保险费 无

41 朱要文 80,000.00 代垫款 有

合计 794,176,889.34 无

2、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明细：

序号 公司名称 金额 形成原因 关联关系

1 北京鼎世宇通广告有限公司 129,099.99 广告费 无

2 北京金一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50,000.00

因提前还款退多付的利

息

无

3 北京银行 4,844.84 银行扣款 无

4 北京中广恒通理财顾问有限公司 766,130,000.00 往来款 无

5 北京中科华资产评估公司 90,000.00 评估费 无

6 大埔县湖寮镇金信昌首饰店（品牌） 20,000.00 退保证金 无

7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吉

林分所

1,000,000.00 审计费 无

8 代垫员工社保及住房公积金等 65,551.11 代垫款 无

9 代付工资、补偿金 9,303,872.71 代垫款 无

10 代付运费 752.10 运费 无

11 东莞中升之星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12,980.00 修理费 无

12 都昌县余娟金店 10,000.00 退保证金 无

13 付促销品—吴智双 347,574.00 购促销商品 无

14 公积金 230,624.50 代垫款 无

15 光大银行 111,368.89 银行扣款 无

16 光明集团 2,300,000.00 资金周转 无

17 广东合润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7,200.00 担保费 无

18

广东联合电子服务股份有限公司（粤通

卡）

60,000.00 过路费 无

19 广东省地质实验测试中心 19,682.27 检测费 无

20 广东省珠宝玉石及贵金属检测中心 674.47 检测费 无

21 广州银行 1.24 银行扣款 无

22 哈尔滨市恒缘金业有限公司 100,000.00 退保证金 无

23 和平县雨锦昊珠宝店 20,000.00 退保证金 无

24 济南一诺装饰有限公司 32,100.00 装修费 无

25 庐江县朱晓峰珠宝店（品牌） 20,000.00 退保证金 无

26 吕振 1,500,000.00 个人借款 无

27

宁夏省中卫市沙波头区鼓楼北街人民商

场 (叶金照)

20,000.00 退保证金 无

28 其他 2,750,381.38 其他 无

29 千禧（福建）贸易有限公司（品牌） 20,000.00 退保证金 无

30 青岛百信长城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200,000.00 装修费 无

31 青岛广电健康产业有限公司 312,589.92 购促销商品 无

32

青岛华森建筑消防项目管理有限公司青

岛分公司

105,000.00 装修费 无

33 青岛金海格电器有限公司 103,941.00 装修费 无

34 青岛九五众合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4,000.00 资金周转 有

35 山东锐势建筑工程有限工公司 1,087,095.00 装修费 无

36 山东省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34,237.77 法院强制扣款 无

37 陕西铜川（岳小强） 20,000.00 退保证金 无

38 上海颢颖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42,000.00 办公租房押金 无

39 上海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 36,657.90 社会保险费 无

40 社保费 485,411.54 代垫款 无

41 深圳铭创首饰包装制品有限公司 22,000.00 包装费 无

42 深圳市金玲珑珠宝有限公司 18,938.62 支付货款 无

43 深圳特力吉盟投资有限公司 988,838.93 房租物业费 无

44 水电费 283,827.47 水电费 无

45 通州区十总镇吉祥金店（品牌） 20,000.00 退保证金 无

46 鹰潭市月湖区金承首饰店（品牌） 20,000.00 退保证金 无

47 中国电信 21,053.96 通讯费 无

48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

分公司罗湖支公司

4,957.78 保险费 无

49

中国石化销售有限公司广东东莞石油分

公司.

120,000.00 汽油费 无

50

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东莞

分公司

12,621.01 保险费 无

51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 6,090.00 通讯费 无

52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87,100.00 专利费 无

53

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安徽分所

360,000.00 审计费 无

54 重庆公盈商贸有限公司 47,092.96 往来款 无

55 重庆市中小企业发展服务有限公司 22,500,000.00 代还贷款 无

合计 811,500,161.36

（二）销售费用中装修费用、租赁费用本期发生额分别为4,908.25万元、1,357.62万元，

同比增加384.50%、70.32%，但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显示装修费用、租赁费本

期发生额分别为0、725.36万元，说明销售费用中装修费用、租赁费用本期大幅增长的原因以

及同现金流量表中相关信息差异较大的原因。

【回复】

主要原因是青岛金叶商场和深圳前海金叶暂停营业， 武汉金叶商场拟在7月份暂停营

业，这几家摊余的装修费用一次摊销处理造成。 因为装修费前期已经支付现金，本次只是进

行摊销，所以，不影响现金流量。 由于几个展厅是提前归还业主，所以，前期所交押金转为租

金的违约金，因此，增加了租赁费用，同样押金是前期交了现金，所以，本次不影响现金流

量。 列表如下：

公司名称 销售费用-租赁费

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

的现金（含管理费用列支的

租赁费）

说明

东莞金叶 626.73 21,873.62 入管理费用

东莞分公司 1,285,904.21 1,352,052.92 先预付后取得发票

武汉金叶 2,142,857.25 13,140.00 预付款放入购买商品提供劳务支付的现金

深圳金叶 932,118.84 0.00 先预付后取得发票

前海金叶 1,306,847.50 入管理费用

北京金叶 30,844.05 0.00 前期预付本期取得发票入账

成都金叶 5,400.00 0.00 先预付后取得发票

青岛金叶 8,731,492.04 10,281.60 租赁费只计提暂未支付

厦门黄金 4,955.36 706,608.52 先预付后取得发票

丰汇合并 441,987.04 3,594,594.13 先预付后取得发票

矿业投资 107,200.00 入管理费用

上海金叶 141,000.00 入管理费用

合计 13,576,185.52 7,253,598.29

公司名称 销售费用-装修费

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

的现金

说明

东莞分公司 197,345.85 0.00 摊销装修费

武汉金叶 15,035,703.11 0.00 摊销装修费

青岛金叶 28,930,309.71 0.00 摊销装修费

深圳前海 4,919,159.49 0.00 摊销装修费

合计 49,082,518.16 0.00

八、半年报“十一、承诺或或有事项” 之“或有事项”显示，你公司涉及多起诉讼案件，请

你公司：

（一）以列表形式补充披露截至问询函回复日最新的诉讼情况，包括但不限于诉讼基

本情况、涉案金额、是否形成预计负债、诉讼进展、诉讼审理结果及影响、诉讼判决执行情

况、披露日期（如适用）、是否存在以定期报告替代临时报告的情形等。

【回复】

序

号

原告 被告 案件类型

审理（仲裁）日

期

涉案金额（元）

是否形成

预计负债

诉讼 /仲裁进

展

1

东莞农村商业

银行厚街支行

东莞市金叶珠

宝集团有限公

司

借款合同纠纷 。

要求被告偿还贷

款本金及相应利

息、违约金、诉讼

费等。

2019年 4月 30

日

60,440,

440.00

是

已完结、 执行

中

2

上海浦东发展

银行东莞支行

东莞市金叶珠

宝集团有限公

司

借款合同纠纷 。

要求被告偿还贷

款本金及相应利

息、违约金、诉讼

费等。

2019年 3月 26

日

22,458,936.15 是

已完结、 执行

中

3

中信银行东莞

分行

东莞市金叶珠

宝集团有限公

司

借款合同纠纷 。

要求被告偿还贷

款本金及相应利

息、违约金、诉讼

费等。

2019年 6月 17

日

25,868,950.34 是

已完结、 执行

中

4

东莞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厚街

支行

东莞市金叶珠

宝集团有限公

司

借款合同纠纷 。

要求被告偿还贷

款本金及相应利

息、违约金、诉讼

费等。

2019年 5月 24

日

5,468,617.54 是

已完结、 执行

中

5

中国银行莱州

支行

东莞市金叶珠

宝集团有限公

司

借款合同纠纷 。

要求被告偿还贷

款本金及相应利

息、违约金、诉讼

费等。

2019年 5月 28

日

468,904,

392.86

是

已完结、 执行

中

6

中国工商银行

东莞厚街支行

东莞市金叶珠

宝集团有限公

司

借款合同纠纷 。

要求被告偿还贷

款本金及相应利

息、违约金、诉讼

费等。

2019年10月12

日

101,459,

986.82

是 进行中

7

兴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深圳

分行

深圳市金叶珠

宝有限公司

借款合同纠纷 。

要求被告偿还贷

款本金及相应利

息、违约金、诉讼

费等。

2019年 5月 23

日

151,743,

426.77

是

已完结、 执行

中

8

中国民生银行

重庆分行

重庆金叶珠宝

加工销售有限

公司

借款合同纠纷 。

要求被告偿还贷

款本金及相应利

息、违约金、诉讼

费等。

2018年11月27

日

18,172,500.00 是

已完结、 执行

中

9

烟台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莱州

支行

东莞市金叶珠

宝集团有限公

司

借款合同纠纷 。

要求被告偿还贷

款本金及相应利

息、违约金、诉讼

费等。

2019年 7月 25

日

203,263,

835.07

是

已完结、 执行

中

10

广州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东莞市金叶珠

宝集团有限公

司

借款合同纠纷 。

要求被告偿还贷

款本金及相应利

息、违约金、诉讼

费等。

2019年10月17

日

98,040,491.64 是 进行中

11

中原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东莞市金叶珠

宝集团有限公

司

债权转让合同纠

纷

2019年10月14

日

300,000,

000.00

是 进行中

12

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龙华支行

深圳前海金叶

珠宝实业发展

有限公司

借款合同纠纷 。

要求被告偿还贷

款本金及相应利

息、违约金、诉讼

费等。

2019年 12月 6

日

43,349,884.77 是 进行中

13

重庆三峡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鸳鸯支行

重庆金叶珠宝

加工销售有限

公司

借款合同纠纷 。

要求被告偿还贷

款本金及相应利

息、违约金、诉讼

费等。

2019年9月5日 16,270,102.71 是 进行中

14

中国光大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分行

重庆金叶珠宝

加工销售有限

公司

借款合同纠纷 。

要求被告偿还贷

款本金及相应利

息、违约金、诉讼

费等。

2019年 9月 11

日

19,316,133.18 是 进行中

15

浙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重庆

分行

重庆金叶珠宝

加工销售有限

公司

借款合同纠纷 。

要求被告偿还贷

款本金及相应利

息、违约金、诉讼

费等。

2019年 9月 26

日

12,505,058.42 是 进行中

16

国元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与

金洲慈航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纠纷。 要求

被告偿还贷款本

金及相应利息、

违约金、 诉讼费

等。

2019年 9月 11

日

65,162,012.50 是 进行中

17 包商银行

金洲慈航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借款合同纠纷 。

要求被告偿还贷

款本金及相应利

息、违约金、诉讼

费等。

2019年 6月 13

日

146,540,311 是 进行中

18

安徽中安金融

资产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

金洲慈航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合同纠

纷。 要求被告偿

还贷款本金及相

应利息、违约金、

诉讼费等。

2019年11月21

日

432,749,

537.74

是 进行中

19

东莞金叶珠宝

集团有限公司

江西新亚一珠

宝有限公司

加工购销合同纠

纷

2018年 2月 24

日

7,172,797.74 否

已完结、 执行

中

20

深圳市金叶珠

宝有限公司

济南钻立方珠

宝有限公司

加工购销合同纠

纷

2019年 3月 11

日

金料11667.21

克及欠款3,

963,621元

否

已完结、 执行

中

21

东莞金叶珠宝

集团有限公司

济南钻立方珠

宝有限公司

加工购销合同纠

纷

2018年 5月 31

日

14,156,622.00 否

已完结、 执行

中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1.1.1的相关规定：公司发生的重大诉讼、仲

裁事项涉及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10%以上， 且绝对金额超过一千万元

的，应当及时披露。 第11.1.2：已按照11.1.1条规定履行相关义务的，不在纳入累计计算范围。

根据2017年公司经审计净资产，截至2019年4月，公司涉及部分诉讼，诉讼总金额未达到披

露标准，公司在年度报告中披露了公司掌握的相关诉讼、仲裁事项。

由于部分诉讼、仲裁事项相关文件公司未能及时掌握，公司无法及时计算公司涉及诉

讼的总金额，公司未以临时公告的形式披露相关诉讼、仲裁事项。 公司在定期公告中披露了

公司涉及的诉讼、仲裁事项。

（二）说明上述诉讼对你公司生产经营及经营业绩的影响，并请充分提示相关风险。

【回复】

鉴于公司目前涉及上述诉讼事项，上述诉讼事项多数是因为公司资金紧张造成的公司

贷款逾期产生的诉讼事项， 公司资金流动性紧张给公司的正常经营活动产生一定的影响，

公司将积极推动公司的重大资产重组等事项，缓解公司资金流动性紧张状况。

九、半年报显示，你公司本期确认其他收益-税款返还5,247.89万元，请你公司说明上

述税费返还的具体情况，包括但不限于涉及事项、对应销售收入的发生时间、是否已收回、

是否符合确认条件，是否已及时履行临时披露义务（如适用）。

【回复】

公司子公司天津广茂融通信息咨询有限公司报告期内确认其他收益-税款返还5,

247.89万元，依据与天津宝坻区朝霞街道办事处签订的投资合作协议，按照公司在宝坻区实

际缴纳营业税、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中区留成部分的100%以财政扶持资金的形式取得。 对

应销售收入为2016年至2019年，该返还税款已收回，符合其他收益的确认条件。该返还税款

为公司取得的、用于补偿已发生的相关费用或损失的，而非用于购建或以其他方式形成长

期资产的政府补助。 因而划分为与收益相关政府补助，直接计入其他收益科目。

单位：万元

日期 营业税返还金额 增值税返还金额 所得税返还金额 合计

2016.1.15 169.03 29.62 537.72 736.37

2016.4.20 166.50 21.61 443.19 631.30

2016.7.15 30.96 310.44 950.49 1,291.90

2016.10.28 16.79 59.75 152.09 228.62

2017.1.24 - 106.75 - 106.75

2017.5.17 - 31.67 157.42 189.09

2017.9.12 - 74.98 451.96 526.94

2017.11.9 - 156.94 231.80 388.74

2018.3.27 - 73.04 310.61 383.64

2018.5.25 - - 201.04 201.04

2018.8.13 - - 295.39 295.39

2018.12.18 - - 200.10 200.10

2019.3.20 - - 68.00 68.00

合计 383.28 864.80 3,999.81 5,247.89

因确认的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未达到本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归属于本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0%以上，因而无需履行临时披露义务。

十、自2019年3月5日起，你公司2名董事、2名独立董事（尚未生效）、董事会秘书、副总

裁、总工程师陆续提出辞职申请。 此外，报告期内你公司因解除劳动关系计提的辞退福利约

为1,782.86万元，请你公司：

（一）结合员工变动情况说明报告期内计提大额辞退福利的具体原因。

【回复】

2019年3月起，公司部分董事、高管因个人原因申请辞职。 2018年以来宏观经济形势及

监管政策发生较大的变化，境内资金市场银根紧缩，公司融资规模收到一定程度影响，银行

断贷、抽贷等造成公司流动资金紧张，给公司的生产经营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公司收缩部

分业务，辞退相关业务人员，降低管理费用。 2019年1月1日至6月30日辞退员工379人，共计

发放辞退福利743万元（其中有99.87万元因工作疏忽列入短期薪酬中）。 截止2019年6月30

日在职员工人数319人， 每月应支付的职工薪酬为326.58万元。 剩余部分员工在公司工作

年限较长，为公司技术骨干人员，相对薪酬较高。

报告期内公司根据员工变动情况及国家对辞退员工辞退补偿的有在规定计提辞退福

利。 根据公司资产重组计划，公司下属东莞金叶及丰汇租赁将置出，东莞金叶和丰汇租赁置

出后将会对员工进行安置，另外，公司拟置入新资产，公司将根据新资产的运营情况调整高

管团队。

鉴于以上情况，公司在报告期内合理计提辞退福利。

（二）结合目前公司的治理结构、董事会与管理层运作的基本情况及相关人员是否具

备正常履职所需的能力，说明上述事项对公司生产经营活动的影响。

【回复】

目前公司治理结构、董事会与管理层运作正常，相关工作有序进行，公司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具备正常履职所需的能力。 2019年以来公司部分董监高辞职，公司积极进行董

事和独立董事补选工作，目前上述事项未对公司生产经营活动产生影响。

（三）你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已于2019年2月2日届满，截至目前，你公司仍未进行董事会

换届，请你公司说明未及时换届的具体原因以及拟改选时间。

【回复】

2018年以来，公司在积极推进重大资产重组，鉴于重大资产重组相关工作正在积极推

进中，且公司涉及部分诉讼事项，换届将会对公司的重组事项和重组期间的日常生产经营

活动产生影响，为了保障公司的正常运作，公司暂未进行董事会换届。 公司将根据重组的进

展尽快进行董事会换届，公司拟于2019年底前确认新一届董事会成员。

（四）请你公司严格按照《深市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2.1.1条的规定，建立健

全治理机制及治理结构，尽快确定董事会秘书人选，并说明截至目前上述空缺职位的选聘

工作进展及预计安排。

【回复】

目前，公司正在按照相关规定选择合适人员聘任为公司董事会秘书，目前公司由董事

长朱要文先生兼任董事会秘书，证券部相关工作由朱要文先生主持，公司将按照《深市主板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2.1.1条的规定尽快聘任董事会秘书，公司将在2019年年底前改

选独立董事并聘任董事会秘书。

十一、信息披露事项。

（一）请你公司结合《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3� 号———半年

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第十六条，核实半年报中“第一节 重要提示、目录和释义” 披露的准

确性及完整性，如有差错或遗漏，请予以更正或补充。

【回复】

《2019年半年度报告》更正内容：

第一节 重要提示、目录和释义：

更正前：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

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公司负责人朱要文、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杨彪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任会

清声明：保证本半年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准确、完整。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本报告涉及未来计划等前瞻性陈述，不构成公司对投资者的实质性承诺，请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公司需遵守《深圳证券交易所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11号———上市公司从事珠宝相关业

务》的披露要求

公司已在本报告中详细描述可能存在的风险，敬请查阅第四节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中"

公司面临的风险和应对措施"的相关内容。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更正后：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除独立董事以外的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

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

法律责任。

公司负责人朱要文、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杨彪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任会

清声明：保证本半年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准确、完整。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夏斌 独立董事

公司2018年度审计报告被出具非标准

审计意见，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纪长钦 独立董事

公司2018年度审计报告被出具非标准

审计意见，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胡凤滨 独立董事

公司2018年度审计报告被出具非标准

审计意见，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声明

以上董事无法保证本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理由如上，请投资者特别关注。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本报告涉及未来计划等前瞻性陈述，不构成公司对投资者的实质性承诺，请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公司需遵守《深圳证券交易所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11号———上市公司从事珠宝相关业

务》的披露要求

公司已在本报告中详细描述可能存在的风险，敬请查阅第四节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中"

公司面临的风险和应对措施"的相关内容。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二）“第四节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之“（一）实体经营直营门店经营情况”中，东莞

金叶莞城西正路分公司的营业收入、营业成本情况未披露，请你公司对上述内容进行补充

披露。

【回复】

东莞金叶莞城西正路分公司已经于2018年11月暂停营业，2019年度该没有营业收入和

营业成本。 其5663.67元营业利润主要是冲回其他应收款5000元及退回2017年度残疾人就

业保证金3513.02元产生的。

（三）核实“合并财务报告项目注释” 之“49、资产减值损失” 披露的准确性，如有差错

或遗漏，请予以更正或补充。

【回复】

《2019年半年度报告》更正内容：

第十节 财务报告

七、合并财务报告项目注释

49、资产减值损失

更正如下：

更正前：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一、坏账损失 -309,514,059.90 22,374,456.73

二、存货跌价损失 -15,574,565.49

合计 -325,088,625.39 22,374,456.73

更正后：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一、坏账损失 -187,944,213.04 22,374,456.73

二、存货跌价损失 -137,144,412.35

合计 -325,088,625.39 22,374,456.73

特此公告。

金洲慈航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十月十八日

（上接A13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