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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力斯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

对塞力斯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的事后审核问询函》的公告

2019年5月24日，塞力斯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塞力斯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的事后

审核问询函》（上证公函【2019】0782号）（以下简称“《问询函》” ），具体内容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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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塞力斯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依据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2号－年度报告的

内容与格式》（以下简称《格式准则第2号》）、上海证券交易所行业信息披露指

引等规则的要求，经对你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的事后审核，为便于投资者理解，

请进一步补充披露下述信息。

一、关于公司业务情况

1.年报显示，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3.17亿元，同比增长43.12%；归属

母公司净利润9415.91万元，同比增长0.33%；扣非后归属母公司净利润9473.01万

元，同比增长9.77%；销售费用本期发生额9726.99万元，同比增长20%。请公司补

充披露：（1）结合公司成本、费用的具体构成情况等，量化分析报告期内营业收

入与净利润增幅差异较大的具体原因；（2）结合销售费用的具体构成，具体说明

公司销售费用与营业收入增幅差异较大的主要影响因素。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意

见。

2.年报显示，公司主营业务分为医疗检验集约化运营服务（IVD� 业务）、医

用耗材集约化运营服务 （SPD�业务）、 合作共建区域检验中心业务三大类，且

SPD业务是公司对原IVD业务进行的迭代升级。请公司补充披露：（1）按上述业

务类别列示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数据，包括但不限于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及其具

体构成、毛利率、净利润等；（2）当前合作共建的区域检验中心业务的具体开展

情况，包括但不限于合作数量、区域分布、盈利方式、合作各方主要权利义务；并

说明公司在不同检验中心的主要经营数据，包括但不限于营业收入、营业成本

及其具体构成、毛利率、净利润等；（3）结合公司当前商品结构、与供应商合作关

系、流动资金需求、相关人才储备与运营能力，以及市场竞争情况等方面，说明

公司开展SPD�业务所面临的主要优劣势，并进行必要的风险提示。

二、关于公司财务数据

3.年报显示，其他应收款期末余额3133.78万元，同比增长79%，公司解释主

要系支付保证金所致。同时，按欠款方归集的期末余额前四名的保证金项目中，

账龄在1年以内的保证金余额188万元计提坏账准备9.4万元， 但账龄在1-2年的

保证金余额100万元和3年以上的保证金余额1200万元未计提坏账准备。 请公司

补充披露：（1）列示其他应收款期末余额前五名的情况，包括对象、金额、款项性

质、账龄、是否为关联方等；（2）结合其他应收款的款项性质、对象数量、交易背

景、支付条款、权利义务约定等方面，解释说明相关款项增幅较大的主要原因和

合理性；（3）结合保证金的账龄与坏账准备计提政策等，说明期末余额前四名的

保证金坏账准备计提情况是否符合相关政策，并解释存在差异的原因。

4.年报显示，公司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期末余额8.67亿元，同比增长46%；本

期计提坏账准备金额1876.95万元。此外，公司期末终止确认的银行承兑票据和

商业承兑票据金额分别为1603.00万元、2443.18万元。请公司补充披露：（1）分别

列示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期末余额前五名的情况，包括金额、对象、款项性质、

业务背景、是否为关联方等；并结合公司具体经营情况量化分析应收款项增幅

较大的原因；（2）列示近三年账龄在1年以上的应收款项及其对应的坏账准备计

提情况，并结合期后回款和历史账款的回收情况，分析坏账准备计提的充分性；

（3）请公司核实并补充披露报告期内大额应收票据贴现或背书的具体情况，并

结合应收票据的业务模式及是否具有追索权条款分别说明上述贴现或背书的

应收票据是否满足终止确认条件，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5.年报显示，公司预付款项期末余额6030.28万元，同比下降32%，公司解释

主要系预订商品入库所致。请公司补充披露：（1）按对象列示期末余额前五名的

预付款对象、金额、是否为关联方，以及交易内容或产品类型等情况；（2）结合公

司预订商品入库流程与入库时间的变化情况，分析说明公司预付款项金额大幅

下降的商业合理性。

6.年报显示，报告期末公司重要在建工程项目“钢构平台” 期初余额627.03

万元，本期增加金额64.95万元，且该项目去年的工程进度已为95%。同时，公司未

披露相关项目的预算数、累计投入占预算比例、工程进度、利息资本化累计金额

等数据。请公司结合前期信息披露情况，披露上述在建工程的预算金额、原定完

工时间和对应产能规模等，并结合公司近三年对该工程进度的相关信息，分析公

司工程进度缓慢的原因，是否存在延迟转固或应减值未计提减值的情形及判断

依据。

7.年报显示，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期末余额9930.91万元，同比增长77%，公

司解释系结算方式所致。请公司按对象列示期末余额前五名的应付票据对象、金

额、是否为关联方等情况；并结合公司经营情况与结算方式的具体变化等方面，

补充说明应付票据大幅增长的合理性。

8.年报显示，报告期末公司短期借款期末余额6.71亿元，同比增长134%，公

司解释系业务拓展增加金融借款。请公司结合业务拓展的具体情况与借款用途，

说明本期短期借款大幅增长的原因。

9.年报显示，报告期末公司货币资金余额7.03亿元。请补充披露上述货币资

金是否存在限制性安排或其他潜在限制性安排，并核实公司是否存在与控股股

东或其他关联方联合或共管账户的情况，是否存在货币资金被他方实际使用的

情况。

请年审会计师对问题3-9逐项发表意见。

三、关于其他重大事项

10.临时公告显示，你公司于2019年5月22日披露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公告，

投资医药福利管理 （PBM） 业务领域。 公司拟以1000万美元认购Wanhu�

Healthcare� Inc.新增发行的优先股，占交易完成后目标公司股份比例的10%；同时

公司以分期借款形式先期出借人民币7000万元至目标公司所控制的境内企业。

此外，因标的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房志武系塞力斯在任独立董事，交易对方为公司

关联方，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请公司补充披露：（1）结合标的公司当前的经

营情况，详细说明本次交易估值与定价的合理性；（2）结合公司当前的货币资金

情况，以及上述借款的后续还款约定，说明公司采取先期借款安排的主要考虑；

（3）结合本次投资的审批流程与交易性质，说明相关交易安排是否公允、是否存

在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况。（4） 请说明在投资该项以独立董事为实控人的企

业过程中，公司全体董监高是否勤勉尽责，并对本次交易定价与借款安排的公允

性、以及是否损害上市公司利益发表明确意见。

11.年报显示，公司先后与襄阳市人民政府签署了《襄阳市生物样本库与医

学大数据中心项目建设战略合作协议》， 与新余九宫盘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等

相关方签署了《投资合作协议》，与武汉金豆医疗数据科技有限公司及其实际控

制人签署了《可转股债权投资协议》等，拟开展相关数据平台型业务。请公司补

充披露：（1）结合上述投资事项的主要内容、出资与持股比例、权利义务安排、盈

利方式等，详细说明公司开展上述业务的主要考虑；（2）详细说明上述业务与公

司当前主营业务的协同性；（3） 上述合作事宜的具体开展情况及对公司业绩的

影响，并进行充分必要的风险提示。

12.年报显示，公司商誉期末余额1.21亿元，且未计提减值准备。其中，公司

2017年收购武汉汇信51%股权形成商誉5562.16万元；2017年年报显示武汉汇信

2017年实现净利润2029.64万元，而2018年年报显示武汉汇信2017年实现净利润

1187.47万元。请公司补充披露：（1）解释上述差异产生的原因，若存在差错请及

时更正，同时结合武汉汇信的业务模式、竞争态势、毛利水平变化等说明其后续

是否存在无法实现业绩承诺或达到前期评估预期收益的风险；（2） 结合相关收

购子公司的经营业绩，说明商誉是否存在减值风险，以及前期减值计提是否存在

不充分的情形。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

针对前述问题，公司依据《格式准则第2号》、上海证券交易所行业信息披露

指引等规定要求，认为不适用或因特殊原因确实不便披露的，应当说明无法披露

的原因。

请你公司于2019年5月25日披露本问询函，并于2019年6月1日之前，披露对

本问询函的回复，同时按要求对定期报告作相应修订和披露。

对于《问询函》所提问题，公司高度重视，将尽快组织相关各方按照《问询

函》的要求，核实相关情况，准备回复文件和公司 2018年年度报告修订稿，并按

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及时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塞力斯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5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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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事后审核问询函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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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达股份”“上市公司” 或“公司” ）

于2019年5月24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监管一部下发的 《关于对科达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的事后审核问询函》（上证公函【2019】0781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 ）。现将《问询函》内容公告如下：

“科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依据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2号－年度报告的

内容与格式》（以下简称《格式准则第2号》）、上海证券交易所行业信息披露指

引等规则的要求，经对你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的事后审核，为便于投资者理解，

请你公司结合行业情况、公司经营情况等，从以下方面进一步补充披露有关信

息。

一、关于公司管理和经营

1.目前，公司主要经营北京派瑞威行、北京百孚思、广州华邑、上海同立、广

东雨林木风、北京爱创天杰、北京数字一百、北京智阅网络等子公司。请公司补

充披露：（1）各主要子公司的经营状况，包括业务情况、资产状况、收入利润等

关键指标；（2）各主要子公司的主要管理人员情况，及其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情

况、在上市公司中是否担任董监高，以及报告期内持股的增减变动情况；（3）上

市公司对各子公司的管理模式和各业务板块中各子公司的业务整合情况，并说

明是否存在管理失控的情形或迹象；（4） 各子公司的业务板块所涉及的业务、

客户等如何区分，是否存在竞争的问题，是否会影响公司的协同效应。

二、关于商誉减值

2.年报披露，公司合并财务报表中商誉账面原值40.05亿元，减值准备2.69亿

元，商誉账面价值37.36亿元。商誉减值主要涉及广州华邑（3479.00万元）、上海

同立（7813.54万元）、广东雨林木风（1.47亿元）和北京卓泰天下（836.55万

元）。请公司补充披露：（1）收购时的评估过程，以及自收购子公司产生商誉以

来报告期各期末商誉减值测试的方法，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认定的标准、依据

和结果，商誉减值测试具体步骤和详细计算过程，具体指标选取情况、选取依据

及合理性，包括营业收入、收入增长率、净利润、毛利率、费用率、净利率水平、自

由现金流、折现率等重点指标的来源及合理性；（2）结合收购子公司以来各年

度商誉减值测试的具体情况及商誉减值计提情况，明确说明各年度商誉减值计

提是否充分，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是否符合谨慎性要求，是

否存在前期商誉减值计提不充分的情形，并提供相关证据和说明；（3）充分揭

示未来减值的风险。请会计师发表意见。

3.年报披露，北京百孚思、广州华邑、上海同立、广东雨林木风、北京派瑞威

行等公司均已经于2017年度完成了业绩承诺。 请公司补充披露：（1） 上述公司

2018年度业绩情况，以及较2017年度的增减情况及其原因；（2）上述公司2018年

主要财务数据，包括总资产、净资产、营业收入、净利润。请会计师发表意见。

三、关于业务状况

4.年报披露，公司互联网行业收入137.01亿元，按照提供劳务确认收入原则

进行确认，在资产负债表日提供劳务交易的结果能够可靠估计的，按照完工百

分比法确认提供劳务收入。请公司结合业务模式，补充披露：（1）结合各业务板

块经营模式、上下游关系、结算模式、结算周期等，分析说明应收账款、存货、预

付款项和应付款项的合理性；（2）互联网行业各细分业务板块具体应用的收入

确认政策及其合理性，是否符合会计准则的要求。请会计师发表意见。

5.年报披露，公司2018年营业收入142.09亿元，同比增长50.05%；净利润为

2.62亿元，同比下降43.19%。从2019年第一季度情况来看，公司实现收入37.79亿

元，同比增长30.24%；而净利润为2227.72万元，同比下降74.55%。公司2018年度和

2019年第一季度在营业收入同比大幅上升的情况下，净利润大幅下滑。请公司补

充披露：（1） 结合毛利率变动情况以及各主要子公司经营情况， 说明2018年和

2019年第一季度净利润大幅下滑的主要原因；（2） 公司目前业务变动情况和盈

利状况；（3）公司目前存在的经营风险。

6.年报披露，公司2018年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金额为667.95万元，去

年同期为-2523.57万元，均远低于当年净利润金额。经营活动现金流净额与当期

净利润不匹配。请公司结合行业情况和特点，补充披露报告期内经营性现金流量

净额与当期净利润存在较大差异的具体原因和合理性， 是否符合公司实际经营

情况。请会计师发表意见。

四、关于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7.年报披露，公司2018年应收账款和应收票据期末余额39.13亿元，较期初余

额29.64亿元增幅较大。其中，本期期末应收票据中商业承兑汇票7127.45万元。请

公司补充披露：（1）应收账款和应收票据大幅增加的原因；（2）各主要经营子公

司应收账款和应收票据的期末账面价值以及增减变动情况；（3） 应收商业票据

的主要对象；（4）已背书转让但尚未到期的票据情况。请会计师发表意见。

8.年报披露，公司应收账款中采用账龄分析法计提坏账准备的，各行业1年

以内应收账款坏账计提比例不同，其中互联网营销行业仅计提1%。公司全部应

收账款中，35.10亿元属于互联网营销行业，合计计提的坏账准备约4000万元。请

公司补充披露：（1） 按欠款方归集的期末余额前五名的应收账款客户名称和金

额；（2） 公司对互联网营销行业的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政策是否属于行业惯

例；（3）结合往年的实际损失率，说明公司坏账准备计提政策是否合理。请会计

师发表意见。

五、其他

9.年报披露，公司期末货币资金余额9.51亿元。请公司补充披露：（1）报告期

期末货币资金账面余额是否存在潜在的合同安排以及是否存在潜在的限制性用

途，相关信息披露是否真实准确完整；（2）是否存在与控股股东或其他关联方联

合或共管账户的情况，是否存在货币资金被他方实际使用的情况。请会计师发表

意见。

10.年报披露，公司预付款项期末余额2.75亿元。请公司补充披露预付款项的

主要客户及其金额，涉及的交易事项，相关交易对方是否为上市公司关联方。请

会计师发表意见。

11.年报披露，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中，投资杭州链反应投资合伙企业5500万

元，减值准备373.69万元。请公司补充披露计提减值准备的具体原因，相关投资

是否涉及关联方资金往来。请会计师发表意见。

12.年报披露，公司长期股权投资中，联营企业存在宁波梅山保税港区科大

钜融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杭州科达耘智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报告期内均进行了追加投资。请公司补充披露前述联营企业对外投资的

主要情况，相关投资是否涉及上市公司的关联方，与上市公司关联方之间是否存

在资金往来。请会计师发表意见。

针对前述问题，公司依据《格式准则第2号》、上海证券交易所行业信息披露

指引等规定要求，认为不适用或因特殊原因确实不便披露的，应当说明无法披露

的原因。

请你公司收到本问询函后立即披露，并于2019年6月3日之前，披露对本问询

函的回复，同时按要求对定期报告作相应修订和披露。”

公司将按要求向上海证券交易所回复《问询函》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

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时报》。敬请广大投资者及时关注公司公告，注意

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科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九年五月二十五日

股票代码：603799� � � �股票简称：华友钴业 公告编号：2019-039

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第二大股东股份质押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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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5月23日，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第二

大股东浙江华友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友控股” ）的通知，华友控股于

近日将其持有的公司无限售流通股20,000,000股质押给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上述质押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相关登记手

续，质押登记日为2019年5月23日。

本次质押办理完成后，华友控股持有公司股份154,031,933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18.56%；已累计质押121,000,000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78.56%，占公司总

股本的14.58%。

特此公告。

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5月24日

证券代码：600228� � � �证券简称：ST昌九 公告编号：2019-019

江西昌九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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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9年5月24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东城区新中街8号亚洲大酒店二楼锦义厅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05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68,364,113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8.3292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李季先生主持，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与

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决议有效。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10人，出席4人，公司董事孙兆荣先生、薛金洪先生、陈冠洋

先生、钟先平先生以及独立董事薛镭先生、李飞先生因工作原因未出席本次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总经理、财务总监列席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公司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3,794,409 93.3156 4,569,704 6.6844 0 0.0000

2、 议案名称：公司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3,753,709 93.2561 4,610,404 6.7439 0 0.0000

3、 议案名称：公司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3,677,209 93.1442 4,686,904 6.8558 0 0.0000

4、 议案名称：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3,628,510 93.0729 4,735,603 6.9271 0 0.0000

5、 议案名称：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3,794,409 93.3156 4,569,704 6.6844 0 0.0000

6、 议案名称：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2019-2021）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3,707,909 93.1891 4,564,204 6.6763 92,000 0.1346

7、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9年度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3,671,409 93.1357 4,692,704 6.8643 0 0.0000

8、 议案名称：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3,706,609 93.1872 4,657,504 6.8128 0 0.0000

9、 议案名称：关于核销公司对外长期股权投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3,833,809 93.3732 4,530,304 6.6268 0 0.0000

10、 议案名称：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3,677,209 93.1442 4,594,904 6.7212 92,000 0.1346

11、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高管人员薪酬管理考核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3,461,509 92.8286 4,902,604 7.1714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4 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1,895,116 28.5808 4,735,603 71.4192 0 0.0000

6

公 司 未 来 三 年 股 东 回 报 规 划

（2019-2021）

1,974,515 29.7782 4,564,204 68.8342 92,000 1.3876

7

关于公司2019年度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

议案

1,938,015 29.2278 4,692,704 70.7722 0 0.0000

8 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1,973,215 29.7586 4,657,504 70.2414 0 0.0000

9 关于核销公司对外长期股权投资的议案 2,100,415 31.6770 4,530,304 68.3230 0 0.0000

11

关于修订 《高管人员薪酬管理考核办

法》的议案

1,728,115 26.0622 4,902,604 73.9378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10属于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

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

除上述议案外，其他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

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的半数以上表决通过。

本次会议还听取了《独立董事2018年度述职报告》。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律师：韩公望、金升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 法规及 《股东大会规则》、

《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的规定，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

召集人的资格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提交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提案

均已在股东大会通知中列明，无新增或临时提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

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江西昌九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为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3、 江西昌九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章程（2019年5月修订）；

4、 江西昌九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高管人员薪酬管理考核办法（2019年5

月修订）。

江西昌九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5月25日

证券代码：603188� � � �证券简称：亚邦股份 公告编号：2019-035

江苏亚邦染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事后审核问询函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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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亚邦染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亚邦股份” ）于2019年5

月24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监管一部下发的 《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

江苏亚邦染料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的事后审核问询函》（上证公函

【2019】0778号，以下简称“《问询函》” ）。根据相关要求，现将《问询函》全文公

告如下：

“江苏亚邦染料股份有限公司：

依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2号－年度报告的内

容与格式》（以下简称《格式准则第2号》）、上海证券交易所行业信息披露指引

等规则的要求，经对你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的事后审核，为便于投资者理解，请公

司进一步补充披露下述信息。

一、关于公司经营情况

1、收入及利润大幅下滑。年报显示，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0.76亿元，实现净利

润1.62亿元，净资产30.04亿元，同比分别下降36%、71%、21%。四个季度公司营收逐

步下滑，前三季度净利润为正，第四季度大额亏损。公司绝大部分产能自2018年4

月底开始停产， 其中连云港分公司、 江苏华尔化工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江苏华

尔）、连云港亚邦制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亚邦制酸）于2018年10月恢复生产。请

你公司补充披露：（1）结合分季度营业收入、主要产品产销量、库存等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主要产能停产及后续复产期间，公司生产经营变化情况；（2）结合前述

情况，量化说明公司停产对盈利能力的影响；（3）说明除停产影响外，是否存在其

他导致公司营业收入及利润大幅下降的因素；（4）结合停产情况，说明公司四个

季度销售产品的主要来源、存货变化情况；（5）结合前述问题，说明公司四个季度

营收逐步减少，但前三季度均为盈利，第四季度大幅亏损的原因及合理性。

2、染料及染料中间体毛利率高于同行业平均水平。年报显示，公司染料产品

毛利率高于55%，高于行业平均水平的38%；染料中间体毛利率为53%，同比增长

16%。同时，染料及染料中间体售价同比增长37%、103%。请你公司补充披露：（1）

结合供需关系、成本变化、产品细分、公司产能运营等情况，说明公司相关产品毛

利率远高于同行业平均水平的原因及合理性：（2）结合市场整体情况，说明染料

中间体售价及毛利率大幅增长的原因。

3、农药产品产能利用率极低。年报显示，在停产情况下，农药产能利用率为

7.77%，远低于其他主要产品产能利用率。农药产品实现营收2.34亿元，占总营业

收入的11.13%。请你公司补充披露：（1）江苏恒隆作物保护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恒隆作物）等三家农药子公司生产、停产时间，生产期间每个月产量及其对应产

能利用情况；（2）三家农药子公司目前产能受限情况，包括但不限于停产等因素。

4、报告期内收购资产经营情况不佳。年报显示，近年来公司收购关联人或第

三方资产而控制的下属子公司江苏道博化工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江苏道博）、江

苏佳麦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佳麦）、恒隆作物、连云港金囤农化有限公司

报告期内均为亏损， 净利润分别为-1954万元、-3654万元、-5794万元、-1836万

元。请你公司核实并补充披露：（1）结合停产天数、产品价格、销售数量、库存等情

况，说明上述子公司本年均为亏损的原因，并说明除停产外是否存在其他影响子

公司盈利能力的因素；（2） 说明收购时进行业绩预测的基础是否已发生变化，如

是，请说明预测基础与当前实际情况的差异和原因，以及公司拟采取的手段、措施

以维护上市公司及投资者利益。

5、公司经营计划情况。年报显示，公司2019年经营计划为实现营业收入28亿

元，实现净利润3亿元，并称上述计划不构成盈利预测。请你公司核实并补充披露：

（1）作出上述经营计划的假设和依据；（2）截至目前公司停产情况是否会影响经

营计划的实现，如是，请量化说明具体影响，并提示相关生产经营风险。

6、公司收到环保等行政处罚。年报显示，公司及子公司因环保等问题共收到

10次行政处罚。请你公司对照行政处罚事项，补充披露截至目前相关问题的整改

措施等处理情况，并结合前述情况，说明对公司生产经营及复产的影响。

二、关于财务数据

7、商誉减值情况。年报显示，公司因收购江苏道博、江苏佳麦形成商誉分别为

2.77亿元、447万元，江苏道博期初减值准备余额为0.46亿元，本期增加计提减值准

备0.88亿元， 江苏佳麦本期增加计提减值准备447万元。 请你公司核实并补充披

露：（1）江苏道博自被收购以来经审计财务及经营数据，并具体说明江苏道博被

收购后生产经营情况是否符合公司预期；（2）结合江苏道博减值测试过程，说明

其预测期销售收入增长率、利润率、折现率等关键数据的确定方法及合理性；（3）

判断江苏道博2019年9月恢复生产的可能性， 并结合复产预测说明本期对收购江

苏道博形成商誉计提的减值准备是否充分；（4）结合江苏佳麦停复产情况，收购

以来经审计财务及经营数据， 说明本期全额计提商誉减值准备的原因及合理性，

并对比江苏道博商誉减值情况，说明确定不同减值计提处理的原因；（5）请公司

年审会计师对上述问题发表意见。

8、预付账款同比增加。年报显示，公司预付账款期末余额为5060万元，同比增

加23%。按预付对象归集的年末余额前五名预付账款汇总金额为2915万元，占预

付款项年末余额总数的56%。请你公司核实并补充披露：（1）按重要性原则，披露

预付对象、是否为公司关联方、采购商品或接受服务及其对应金额、预付时间等；

（2）结合本年度停产及日常生产所需预付情况，说明开工率不足、产销量大幅减

少情况下，公司预付账款同比增加的原因及合理性；（3）请公司年审会计师对上

述问题发表意见。

9、公司固定资产占比较大及计提减值大幅降低。年报显示，公司固定资产期

末余额为23.12亿元，同比减少5%，固定资产占总资产比例为49%。固定资产减值损

失上期发生额为1389万元，本次发生额为1.6万元，同比大幅减少。请你公司核实

并补充披露：（1）列示主要产品对应的主要生产区域分布、项目总投资额、建设完

成期、主要产能及实际产量、相关资产期末账面净值；（2）结合各主要产品近年来

的价格波动情况，分析说明目前固定资产相关项目投入的经济效益，并进行同行

业对比；（3）列示本期固定资产减值损失的具体项目及对应计提金额；（4）结合

停产情况，厂房、机器设备等使用运行状态及2017年减值情况，说明本期计提减值

准备是否充分、合理；（5）请公司年审会计师对上述问题发表意见。

10、存货账面余额同比减少。年报显示，期末公司存货账面余额为5.50亿元，

同比减少27%。其中，原材料期末账面余额为2.30亿元，同比增加46%；库存商品期

末账面余额为2.25亿元，同比减少53%，库存商品跌价准备期末账面余额为396万

元，同比增加27%。请你公司核实并补充披露：（1）结合本年度生产情况及后续生

产安排，说明原材料存货增加的原因；（2）结合库存商品市场需求、价格走势等情

况，说明公司库存商品账面余额减少情况下，对应存货跌价准备同比增加的原因

及合理性；（3）结合市场需求、销售策略等情况，评估并说明当前库存商品可供后

续经营销售的期间；（4）请公司年审会计师对上述问题发表意见。

11、管理费用大幅增加。年报显示，公司因停产营业收入同比减少36%，管理

费用为5.98亿元，同比增长65.43%，年报称主要系停产费用同比增加所致。管理费

用中，环保专项费用为0.82亿元，同比减少27%；停产费用为2.91亿元，去年并无此

项支出。请你公司核实并补充披露：（1）说明环保费用具体构成及对应支付金额；

（2）核实公司2017年是否存在相关停产事项，如是，请说明2017年未发生停产费

用的原因及合理性；（3）年报显示，报告期内公司受到地方政府对环保违法行为

的行政处罚增加，说明在此情况下，环保专项费用同比减少的原因及合理性;（4）

请公司年审会计师对上述问题发表意见。

12、应收票据及商业承兑汇票。年报显示，公司期末应收商业承兑票据余额为

40万元，期末已质押银行承兑票据金额为1.22亿元，期末未终止确认商业承兑票

据金额为6500万元。请你公司核实并补充披露：（1）商业承兑票据开票的主要客

户名称、对应销售产品及金额；（2）说明期末未终止确认商业承兑票据开票的来

源、商业背景、发生时点，以及期末未终止确认的原因；（3）期末未终止确认商业

承兑票据金额与商业承兑票据期末余额差异原因及形成背景；（4）期末已质押银

行承兑票据的形成原因，融资资金用途，以及未使用该部分票据贴现的原因；（5）

请公司年审会计师对上述问题发表意见。

13、其他应收款及其坏账计提。年报显示，公司期末其他应收款账面余额为

7347万元，其中保证金及押金期末账面余额为5262万元，应收外部单位往来款为

1558万元。对灌南县财政局应收保证金及押金期末余额为5000万元，计提坏账准

备期末余额为750万元。请你公司核实并补充披露：（1）公司其他应收款中保证金

及押金、应收外部单位往来款的应收对象、金额、形成原因及账期；（2）应收灌南

县财政局保证金及押金的形成原因、形成时间，并结合前述情况，说明坏账准备计

提比例的确定方式、计提时间，以及对该笔应收款计提坏账的原因及合理性；（3）

请公司年审会计师对上述问题发表意见。

三、关于其他问题

14、恒隆作物原股东业绩承诺。公司于2018年向控股股东亚邦集团等交易对

方现金收购其持有的恒隆作物控股权，恒隆作物原股东做出了业绩承诺。自2018

年4月底恒隆作物所在园区停产， 该标的资产未能实现原定业绩承诺， 公司已于

2019年4月26日召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业绩承诺变更方案。 请你公司核实并补

充披露：（1） 目前恒隆作物停产、 整改等进展情况， 说明是否有明确复产计划；

（2）若恒隆作物长期无法恢复正常产生，说明公司及恒隆作物原股东有无具体措

施以保障上市公司及投资者利益，并说明具体情况。

针对前述问题，依据《格式准则第2号》规定要求，对于公司认为不适用或因

特殊原因确实不便说明披露的，应当详细披露无法披露的原因。

请你公司于2019年5月24日披露本问询函，并于6月4日之前，就上述事项予以

披露，并以书面形式回复我部。”

以上为《问询函》具体内容，公司将积极组织相关人员按照问询函的要求落实

相关意见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有关信息以公司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刊登的相关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亚邦染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5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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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三峡水利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辞职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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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三峡水利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2019

年5月24日收到董事李先明先生提交的书面辞职函。李先明先生因工作原因申请

辞去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及第九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职务。 辞职后，李

先明先生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其

辞职不会导致公司现有董事会成员人数低于法定最低人数，上述辞职申请自送

达董事会时生效。

李先明先生在担任公司董事期间恪尽职守、勤勉尽责，公司对李先明先生为

公司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重庆三峡水利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九年五月二十五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B4

2019年 5 月 25 日 星期六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证券投资基金资产净值报表

截止时间

：

2019

年

5

月

24

日

单位

：

人民币元

序号

基金

代码

基金名称 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份额

净值

设立

时间

管理人 托管人

未经审计

单位拟

分配收益

1 505888 嘉实元和 11, 537, 945, 052.09 1.1538

嘉实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

工商银行

基金

规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