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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远海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担保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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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提示

1、被担保人名称：中远海运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远海运租赁” ）。

2、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中远海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本公司” 、“公司” ）本次为被担保人中远海运租赁向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以下

简称“南京银行上海分行” )申请6,600万元人民币开具银行承兑汇票额度提供担保。

截止本日，本公司对被担保人中远海运租赁担保余额为84.33亿元人民币。

3、 本次是否有反担保：无。

4、 逾期对外担保情况：无。

一、 担保情况概述

中远海运租赁拟向南京银行上海分行申请6,600万元人民币一年期开具银行承兑汇票额

度，本公司为该融资提供担保。

经公司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批准，自2018年7月1日起一年内，本公司可为被担保人中远海

运租赁提供余额不超过130亿元人民币的担保，包括存在以下情形：

（1）中远海运租赁的资产负债率超过70%；

（2）单笔担保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0%。

（3）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的对外担保总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50%以后提供

的担保；

（4）按照担保金额连续十二个月内累计计算原则，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30%的

担保；

（5） 按照担保金额连续十二个月内累计计算原则， 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0%，且绝对金额超过5000万元以上。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

1.名称：中远海运租赁有限公司

2.与本公司的关系：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3.注册地点：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福山路450号3E室

4.法定代表人：陈易明

5.注册资本：35亿元人民币

6.经营范围：融资租赁，向国内外购买租赁财产，租赁财产的残值处理及维修，租赁交易咨

询和担保，租赁业务，与主营业务有关的商业保理业务，医疗器械经营。

7.财务状况：截止2018年12月31日(经审计)，该公司资产总额为291.09亿元人民币，净资产

45.78亿元人民币，流动负债总额127.36亿元人民币，负债总额为245.31亿元人民币，资产负债率

为84.27%；2018年营业收入为20.57亿元人民币，净利润为3.52亿元人民币。

截止2019年3月31日(未经审计)，该公司资产总额为316.32亿元人民币,净资产46.95亿元人

民币，流动负债总额116.20亿元人民币，负债总额为269.37亿元人民币，资产负债率为85.16� %；

2019年1-3月份营业收入为5.83亿元人民币，净利润为1.17亿元人民币。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中远海运租赁因业务发展和补充日常营运资金需要，拟向南京银行上海分行申请6,600万

元人民币一年期开具银行承兑汇票额度， 该等6,600万元人民币融资将由本公司提供担保，担

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

四、本次担保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6,600万元人民币融资可以为中远海运租赁及时补充营运资金， 保证其平稳发展。本

次担保在本公司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的担保额度内，且属于公司100%全资子公司，

该项担保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

五、本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余额24.30亿美元和100.99亿元人民币，

共计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比例约为19.48%，净资产比例约为148.84%。

本公司累计对控股子公司担保余额22.40亿美元和94.13亿元人民币，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

审计总资产比例约为18.03%，净资产比例约为137.78%，逾期担保数量为零。

六、上网公告附件

被担保人的基本情况和最近一期的财务报表。

特此公告。

中远海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6月14日

证券代码：600703� � � �股票简称：三安光电 编号：临2019-030

三安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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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于2019年6月14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厦门三安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安

电子” ）的通知，三安电子将其原质押给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4,891万股（占本公司总

股本的1.20%）无限售流通股办理了股票解除质押手续。

三安电子为三安集团的全资子公司。截止本公告日，三安集团持有本公司243,618,660

股股份，累计质押118,080,000股股份,约占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的48.47%；三安电子持有本

公司1,213,823,341股股份， 累计质押1,027,740,000股股份， 约占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的

84.67%。两家合计持有本公司股份1,457,442,001股（约占本公司总股本的35.74%），累计质

押1,145,820,000股，质押股份约占两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比例的78.62%。

特此公告。

三安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九年六月十五日

股票代码：603218� � � �证券简称：日月股份 公告编号：2019-038

日月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开立理财专用结算账户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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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月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4月17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

二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2019年5月9日召开了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以不超过3亿元的部分闲

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或结构性存款，上述资金额度可滚动使用，额度有效期自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 该事项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19年4月19日和5月10日披

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指定媒体上的相关公告。

公司全资子公司宁波日星铸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日星铸业” ）于2019年6月12日在中

信银行宁波明州支行开立了募集资金理财专用结算账户，账户信息如下：

开户名称：宁波日星铸业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中信银行宁波明州支行

账户：8114701015100300727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 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日星铸业的募集资金专户及募集资金理财专用

结算账户情况如下：

序号 开户银行 账户 开户名称 开立时间

1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江东支行

39152001040888889

日月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募

集资金专户

2016年11月30日

（已注销，详见【注1】）

2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江东支行

39152001048888899

宁波日星铸业有限公司募

集资金专户

2017年1月4日

3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

象山支行

703006259018010133551 宁波日星铸业有限公司 2018年5月25日

4

宁波鄞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东吴支行

81200401302007581 宁波日星铸业有限公司

2018年5月28日

（已注销，详见【注2】）

5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

滨江支行

382020100100107602 宁波日星铸业有限公司 2019年1月3日

6

中国民生银行宁波解放南路

支行

630728249 宁波日星铸业有限公司 2019年1月3日

7 中信银行宁波明州支行 8114701015100300727 宁波日星铸业有限公司 2019年6月12日

【注1】日月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江东支行募集资金专户已

办理注销， 详见公司于2017年12月6日披露的 《关于募集资金专户销户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7-074）；

【注2】宁波日星铸业有限公司宁波鄞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吴支行理财专用结

算账户已办理注销，详见公司于2019年1月10日披露的《关于注销部分募集资金理财专户的公

告》（公告编号：2019-005）。

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的相关规

定，公司将在理财产品到期且无下一步购买计划时及时注销以上募集资金理财专用结算账户。

以上募集资金理财专用结算账户将专用于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结算， 不会用于存放非募

集资金或用作其他用途。

特此公告。

日月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6月15日

证券代码：200512� � � �证券简称：闽灿坤B� � � �公告编号：2019-028

厦门灿坤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年度权益分配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

厦门灿坤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或“公司” ）2018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

以2018年末总股本185,391,680股为基数， 向公司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分红为人民币0.4

元(含税)，预计公司用于分配的利润为7,415,667.20元(含税)，母公司剩余的未分配利润为168,

594,793.08元(合并报表剩余的未分配利润为115,456,884.1元)结转至下一年度，本年度不进行

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该方案已获公司于2019年5月17日召开的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本次权益分派

距离股东大会通过利润分配方案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且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现将权

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二、权益分派方案

公司2018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185,391,68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

东每10股派0.40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B股非居民企业、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

人扣税后每10股派现金0.360000元，持有无限售股份的境内（外）个人股东的股息红利税实

行差别化税率征收，先按每10股派现金0.400000元，权益登记日后根据投资者减持股票情况，

再按实际持股期限补缴税款【注】）。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

月）以内，每10股补缴税款0.080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

0.040000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特别说明：由于本公司为外商投资企业，境外个人股东可暂免缴纳红利所得税。

向B股股东派发的现金红利，B股股息折算汇率由公司章程或者股东大会决议规定 （如

果公司章程或者股东大会决议未作出规定， 将按照股东大会决议日后第一个工作日），即

2019� 年 5� 月 20� 日的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人民币兑港币的中间价 （港币： 人民币=1：

0.8789）折合港币兑付。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B股最后交易日为：2019年6月21日；除权除息日为：2019年6月24日；股权登

记日为：2019年6月26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19年6月26日（最后交易日为2018年6月21日）下午深圳证券交

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

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B股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B股股东的现金红利于2019年6月26日通过

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如果B股股东于2019年6月26日

办理股份转托管的，其现金红利仍在原托管证券公司或托管银行处领取。

六、其他事项说明

B股股东中如果存在不属于境内个人股东或非居民企业但所持红利被扣所得税的情况，

请于2019年7月1日前（含当日）与公司联系，并提供相关材料以便进行甄别，确认情况属实后

公司将协助返还所扣税款。

七、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福建省漳州市台商投资区灿坤工业园

咨询联系人：孙美美、董元源

咨询电话：0596-6268103、0596-6268161

传真电话：0596-6268104

八、备查文件：

1、结算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转增股本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2、厦门灿坤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二次董事会决议；

3、厦门灿坤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厦门灿坤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6月14日

证券代码：600926� � � �证券简称：杭州银行 公告编号：2019-023

优先股代码：360027� � � �优先股简称：杭银优1

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资金营运中心获准开业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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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上

海监管局《关于同意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资金营运中心开业的批复》（沪银保监复〔2019〕

435号），公司资金营运中心获准开业，从事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并由公司授

权的资金运营各项业务。公司已领取《金融许可证》，将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开业筹备工作。

公司资金营运中心营业地址为：上海市黄浦区中山东二路558号2幢9层。

特此公告。

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六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002118� � � � �证券简称：紫鑫药业 公告编号：2019-060

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收到政府补助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获取补助的基本情况

根据中共柳河县委、 柳河县人民政府发布的 《关于支持重点产业加快发展的实施意

见》，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紫鑫药业” ）于近日收到政府补助款1,000.00

万元。截至本公告日，上述补助资金已经到账。本次政府补助与公司日常活动相关，财政扶持

资金具有偶发性，未来是否持续发生存在不确定性。

二、补助的类型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补助的类型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一政府补助》的相关规定，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是指企业

取得的、用于购建或以其他方式形成长期资产的政府补助；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是指除

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之外的政府补助。

公司本次获得的政府补助不用于购建或以其他方式形成长期资产， 故为与收益相关的

政府补助。

2、补助的确认和计量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的规定，上述补助属于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按照权责发生制原则确认其他收益，最终结果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结果为准。

3、补助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收到的政府补助，预计将会增加公司2019年度税前利润总额人民币1,000万元。

4、风险提示和其他说明

本次所披露政府补助的具体会计处理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结果为准，请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三、备查文件

1、有关补助的政府文件

2、政府补助收款凭证

特此公告。

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6月15日

（上接B17版）

（2）结合同行业公司应收账款账龄分布、坏账准备计提情况，说明公司应收账款账龄较

长的原因及合理性，相关坏账准备计提是否充分

①选取上海凤凰作为同行业公司，公司和上海凤凰的坏账准备政策如下：

A.单项金额重大并单独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

项目 中路股份 上海凤凰

单项金额重大判断依据或

金额标准

占应收款项余额10%以上且金额在800万元以上 单项金额大于 500�万元

单项金额重大并单独计提

坏账准备的计提方法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如有客观证据表明其已发生减值，

按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低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计提

坏账准备，计入当期损益。单独测试未发生减值的应收

款项，将其归入相应组合计提坏账准备。

当存在客观证据表明本公司将无法按应收款项

的原有条款收回所有 款项时， 根据该款项预计

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低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 单

独进行减值测试，计提坏账准备。

B.按信用风险特征组合计提坏账准备应收款项（账龄分析法）

账龄 中路股份 上海凤凰

1年以内（含1年） 5 5

1－2年 10 25

2－3年 30 50

3年以上 100 100

C.单项金额不重大但单独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

项目 中路股份 上海凤凰

单独计提坏账准备的

理由

如有客观证据表明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低于账面价

值

当存在客观证据表明本公司将无法按应收款项的 原

有条款收回所有款项时，确认相应的坏账准备

坏账准备的计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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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独测试未发生减值的应

收款项，并入账龄分析法组合计提坏账准备

根据该款项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低于其账面价值

的差额，单独进行减值测试，计提坏账准备

②公司与同行业应收账款比较如下

（单位：万元）

类别

中路股份 上海凤凰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价值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价值

金额

比例

（%）

金额

计提比

例（%）

金额

比例

（%）

金额

计提比

例（%）

单项金额重大并单

独计提坏账准备的

应收账款

1,567.50 27.38 470.25 30.00 1,097.25 6,869.69 22.17 3,617.29 52.66 3,252.39

按信用风险特征组

合计提坏账准备的

应收账款

4,108.34 71.76 1,799.82 43.81 2,308.52 22,190.69 71.62 5,156.38 23.24 17,034.31

单项金额不重大但

单独计提坏账准备

的应收账款

49.00 0.86 9.80 20.00 39.20 1,924.75 6.21 1,527.03 79.34 397.72

合计 5,724.84 100.00 2,279.87 3,444.97 30,985.12 100.00 10,300.70 20,684.42

单项金额重大并单独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列示如下

公司 客户 应收账款 坏账准备 计提比例（%） 单项计提原因

中路股份 上海轺辂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1,567.50 470.25 30.00 可回收性较差

上海凤凰

东峡大通(北京)管理咨询有

限公司

6,869.69 3,617.29 52.66

回款存在重大不确

定性

公司与同行业应收账款账龄分布比较如下： （单位：万

元）

账龄

中路股份 上海凤凰

应收账款 坏账准备 计提比例（%） 应收账款 坏账准备 计提比例（%）

1年以内 1,919.56 95.98 5 17,745.37 887.27 5

1至2年 151.76 15.18 10 193.00 48.25 25

2至3年 497.64 149.29 30 62.92 31.46 50

3年以上 1,539.37 1,539.37 100 4,189.40 4,189.40 100

合计 4,108.34 1,799.82 22,190.69 5,156.38

公司与可比公司的账龄段主要集中在1年以内，该账龄段内的坏账准备计提比例一致，为

5%；对于3年以上的账龄段，公司与可比公司的坏账政策一致，计提比例为100%；其余各项账

龄段所占比重较小，综合来看，公司采用账龄分析法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与可比公司采

用账龄分析法计提坏账准备的政策接近。

（3）补充披露3�年以上应收账款的客户名称、金额、是否存在关联关系，说明相关款项长

期挂账的原因及回收计划

列示公司3�年以上应收账款客户明细： （单位：万元）

单位 账面余额 期末坏账准备 期末账面价值 账龄 是否关联方

SWITCH 918.96 841.39 77.57 1-3年以上 否

Done�Rite�Bowling 92.58 77.77 14.81 1-3年以上 否

天津口岸卫生局 65.76 65.76 3年以上 否

A+B�FREIZEITANLAGEN 48.83 41.54 7.29 1-3年以上 否

湖南肖俊武 40.65 40.65 3年以上 否

其他零星（注） 480.37 480.37 3年以上 否

合计 1,647.15 1547.48 99.67

注：其他零星包含10万元以上客户11家，10万元以下客户107家

公司已对长期挂账的应收账款进行了催收，其中：公司与Switch达成协议，自2010年起，在

支付当年度因销售置瓶机形成的应收账款的基础上，Switch按采购的每台置瓶机多归还500美

元，直至冲减完其3年以上的欠款。

（4）结合与上海轺辂的业务往来情况说明对其存在大额应收账款的原因及合理性，结合

其注册资本较小的实际情况说明对相关款项回收风险及坏账准备计提的具体判断依据。

公司于 2017年同上海轺辂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上海轺辂 ” ） 签订

“U-BICYCLE共享单车” 销售合同，销售数量11万辆，销售金额5,803.59万元，已在2017年度

内全部实现销售，上海轺辂已支付4,236.09万元，剩余1,560.00万元尚未支付。

2018年度内，公司已对该笔应收账款进行了催收，并与上海轺辂签署了还款计划，还款计

划显示截止2019年3月31日之前上海轺辂还款金额不低于67.5万元， 截止2019年6月30日之前

上海轺辂还款金额不低于400万元 （还款比例为25.64%）； 截止公司2018年审计报告公告日

（2019年4月16日），公司暂未收到上海轺辂承诺的最低还款额67.5万元，综合判断以后，公司

按30%计提坏账准备。

（5）年审会计师事务所意见

年审会计师执行的主要审计程序：①获取应收账款账龄表，复核账龄划分是否正确；②计

价测试；③对应收账款期末余额及销售金额执行函证程序；④期后收款查验。经审计，年审会

计师认为未发现公司上述回复中与财务报告相关的信息与年审会计师在审计过程中获取的

相关资料在所有重大方面存在不一致，公司应收账款余额准确，账龄准确，坏账计提合理，针

对无法收回应收账款已全额计提坏账准备。

15.关于货币资金。年报显示，公司报告期末货币资金余额为1.73�亿元。请公司核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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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复：

公司不存在与控股股东或其他关联方联合或共管账户的情况，也不存在货币资金被他方

实际使用的情况。

16. 关于预付款项。 年报显示， 报告期末公司预付款项金额为791.65� 万元， 同比增加

209.50%，主要为预付自行车采购款。请公司：（1）说明作为自行车制造企业，对外采购自行车

的原因及合理性；（2）补充披露预付对象及对应金额，说明与预付对象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

系；（3）说明采取预付方式进行采购的主要考虑，并结合相应业务发展情况说明报告期内预

付款项大幅增长的原因。请公司年审会计师事务所发表意见。

回复：

（1）说明作为自行车制造企业，对外采购自行车的原因及合理性

公司的生产基地产主要用于高端自行车及有桩租赁自行车的生产以及新品的研发，大批

量出货的自行车均由公司向OEM厂采购；另一方面，天津是自行车零部件的集散中心，相应的

产品检测及人员成本较低，具备一定的区域集群优势，因而公司对外采购自行车的原因具有

合理性。

（2）补充披露预付对象及对应金额，说明与预付对象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预付款项情况： （单位：万元）

预付对象 期末余额

占预付款项期末余额合计数的

比例（%）

是否关联方

天津市洪贯自行车有限公司 508.09 64.18 否

天津市博马车业有限公司 34.69 4.38 否

上海匠仓文化创意有限公司 26.00 3.28 否

上海志仰包装材料厂 23.11 2.92 否

东莞市特顶佳五金有限公司 23.00 2.91 否

其他零星（注） 176.76 22.33 否

合计 791.65 100.00

注：其他零星包含10万元以上5家，10万元以下81家

（3）说明采取预付方式进行采购的主要考虑，并结合相应业务发展情况说明报告期内预

付款项大幅增长的原因

天津市洪贯自行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洪贯” ）系公司近三年中前三大供应商之

一，公司对其的全年采购量较大，天津洪贯在2018年度内要求公司对其支付一定的预付款项，

2018年期后公司已收到存货并实现最终销售。

（4）年审会计师事务所意见

年审会计师针对预付账款，主要执行了以下程序：①获取预付账款明细表；②分析预付账

款账龄及余额构成；③执行函证程序并取得大额回函。经审计，年审会计师认为未发现公司上

述回复中与财务报告相关的信息与年审会计师在审计过程中获取的相关资料在所有重大方

面存在不一致，公司对外采购自行车具有合理性，预付对象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报告期内

预付款大幅增加的原因合理。

17.关于应付暂收款项。年报显示，报告期末公司应付暂收款项金额为2,456.87�万元，同比

增加222.64%。请公司：（1）补充披露应付暂收款的对象、金额、是否存在关联关系；（2）说明

报告期内应付暂收款大幅增长的原因及合理性。请公司年审会计师事务所发表意见。

回复：

（1）补充披露应付暂收款的对象、金额、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单位：万元）

单位 金额 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上海辅珞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1,862.00 是

安徽新芜经济开发区管委会 414.57 否

重庆腾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9.85 否

永峰车辆制造厂 5.19 否

其他零星 165.26 否

合计 2,456.87

（2）说明报告期内应付暂收款大幅增长的原因及合理性

报告期内，应付暂收款大幅增长主要是由于应付上海辅珞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的款项有显

著增长。公司和上海辅珞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于2017年共同设立控股子公司上海杉濡文化发展

有限公司（公司持股51%，以下简称“杉濡文化” ），杉濡文化主要经营范围是房地产开发；房

地产经纪；物业管理；酒店管理；园林绿化工程；家居装饰等。公司拟将真大路560号的房产打

造成产业园区，由杉濡文化进行出租管理运作。杉濡文化向其少数股东上海辅珞建筑工程有

限公司借款1,862.00万元；向中路股份借款1020万元（该笔借款已在合并层面抵消），上述借

款均用于真大路560号房产的内部装修。

综上，报告期内应付暂收款大幅增长的原因具有合理性。

（3）年审会计师事务所意见

年审会计师执行的审计程序：①获取期末其他应付款的明细，复核其他应付款的账龄及

余额；②抽查大额其他应付款的合同、银行流水记录，复核其他应付款的成因及确认金额的真

实性和准确性；③对其他应付款的账龄进行分析性复核，确定账龄结构的合理性。通过执行上

述审计程序，年审会计师未发现公司上述回复中与财务报告相关的信息与年审会计师在审计

过程中获取的相关资料在所有重大方面存在不一致，报告期内应付暂收款项大幅增加的原因

具有合理性。

18.关于其他应收款。年报显示，公司其他应收款期末余额为2,549.27�万元，其中往来及代

垫款328.60�万元、待转投资款500万元。2017�年年报显示，当期公司其他应收款中包括对北京

润农金服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润农金服）的待转投资款1500� 万元。报告期末，公司对润

农金服的投资金额为400�万元。请公司：（1）补充披露往来及代垫款的对象、金额、形成原因、

是否存在关联关系，说明是否构成非经营性资金占用；（2）说明对润农金服其他应收款项长

期未转为投资款的原因及合理性，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是否属于资金占用行为。请公司年审会

计师事务所发表意见。

回复：

（1）补充披露往来及代垫款的对象、金额、形成原因、是否存在关联关系，说明是否构成

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单位：万元）

预付对象 期末余额 形成原因 是否关联方 是否构成非经营资金占用

上海项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注1） 100.00 往来款 否 否

上海蹦果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注2） 50.00 暂借款 否 是

上海乓乓响农副产品配送股份有限公司 22.68 预付食堂费用 否 否

王和平 18.00 预付房租 否 否

其他零星 137.92 日常经营垫付款 否 否

合计 328.60

注1： 系公司委托其办理变更土地性质的咨询费用， 若土地性质未成功变更将退回该款

项，2018年末已按账龄计提相应的坏账准备；

注2：上海蹦果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系公司的参股公司，由公司借出50万元用于其日常经营

的周转，该笔款项构成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已在2018年度的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资金

往来汇总表中予以披露。

公司报告期内支付上海五石米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五石米）投资款500.00万元，

五石米已于2019年4月23日办理工商登记变更，公司同时结转投资款。

（2）说明对润农金服其他应收款项长期未转为投资款的原因及合理性，是否存在关联关

系，是否属于资金占用行为

公司2017年7月27日签订了关于润农金服投资合作协议，协议显示公司投资1,500.00万元

以增持润农金服31%股权，2017年12月双方签订补充协议，协议约定由于润农金服截止2017年

12月未完成股权结构的工商变更登记，故双方约定解除原投资协议，由润农金服归还1,500.00

万元投资款。截止2018年12月31日，公司已收到润农金服退回的投资款1,500.00万元，公司不存

在对润农金服的未结转投资款。

润农金服为公司的参股公司，因而存在关联关系，公司已在2018年度的控股股东及其他

关联方占用资金往来汇总表中披露其款项性质为经营性往来。综上所述，公司与润农金服之

间的往来款为待转投资款，不属于资金占用行为。

（3）年审会计师事务所意见

年审会计师执行的审计程序主要有：①获取报告期内其他应收款的余额明细表，分析其

他应收款的结构；②分析其他应收款的账龄，确定其账龄结构及变化是否合理；③复核坏账准

备计提的准确性；④执行函证程序，获取大额其他应收款的回函；⑤执行细节测试，抽查合同、

银行流水记录等资料，复核其他应收款的真实性及准确性。通过执行上述审计程序，年审会计

师未发现公司上述回复中与财务报告相关的信息与年审会计师在审计过程中获取的相关资

料在所有重大方面存在不一致。

19. 关于研发费用。 年报显示， 公司报告期内发生研发费用3,041.67� 万元， 同比增加

15.30%；研发人员数量由88�人降至50�人，同比下降43.18%。请公司：（1）补充披露报告期内研

发人员数量大幅减少的原因，结合主要在研项目的投入情况、研发进展，说明是否会对公司相

关研究项目产生不利影响；（2）说明报告期内研发人员数量大幅下降但研发费用同比增长的

原因及合理性。请公司年审会计师事务所发表意见。

回复：

（1）补充披露报告期内研发人员数量大幅减少的原因，结合主要在研项目的投入情况、

研发进展，说明是否会对公司相关研究项目产生不利影响

公司主要研发项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项目投入 研发进展

共享单车 278.57 研究阶段

新型PU材料 478.01 研究阶段

重力卷扬机模型试验 336.30 研究阶段

软体式升力型氦气球 562.66 研究阶段

平衡伞及做功伞组伞体结构 429.04 研究阶段

连续式裁床 107.90 研究阶段

高空风能试验项目 617.88 研究阶段

合计 2,810.36

截止2018年12月31日全年平均人数72人，2017年度全年平均人数88人， 同比下降18.18%，

公司研发人员的人数未发生大幅减少。公司在报告期内进行项目优化，主要技术的研发核心

人员并未减少，研发辅助人员有一定减少，因而对主要研发项目的研发不会产生不利影响。

（2）说明报告期内研发人员数量大幅下降但研发费用同比增长的原因及合理性

截止2018年12月31日公司全年平均人数72人，2017年度全年平均人数88人， 同比下降

18.18%，公司研发人员的人数未发生大幅减少。公司在报告期内进行项目优化，增加了“新型

PU材料” 项目新产品的研发投入，该项目主要产品为无溶剂聚氨酯PU革，可用于家具、手提

包、服装、鞋、手套、帐篷、汽车座椅等，产品主要特点为环保无毒，即响应了国家环保政策的号

召， 又迎合了当今消费者健康的生活理念； 同时对于高空风能相关的 “重力卷扬机模型试

验” 、“平衡伞及做功伞组伞体结构” 、“连续式裁床” 、 “高空风能试验项目”继续增加投入。

因而，报告期内研发费用有一定增长。

（3）年审会计师事务所意见

年审会计师执行的审计程序主要有：①获取研发费用明细表，复核加计是否正确，并与总

账数及明细账合计数核对是否相符；②询问相关部门负责人，获取研发项目的立项文件等资

料，了解公司研发项目和研发成果，分析、检查公司研发费用的规模与列支与公司当期的研发

行为及工艺进展是否匹配；③抽取大额的研发费用发生额凭证，检查发生费用是否真实发生

并应由研发项目承担。通过执行上述审计程序，年审会计师未发现公司上述回复中与财务报

告相关的信息与年审会计师在审计过程中获取的相关资料在所有重大方面存在不一致，报告

期内研发费用增加具备合理性。

20.年报显示，公司银行承兑票据期末终止确认金额为288.96万元。请公司：补充披露报告

期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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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公司年审会计师事务所发表意见。

回复：

报告期内应收票据背书的具体情况见下表： （单位：万元）

出票人 票据种类 票据金额 出票日 到期日 背书金额

浙江圣山科纺有限公司 银票 10.00 2018-6-8 2018-12-8 10.00

河南六建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银票 10.00 2018-7-23 2019-1-23 10.00

河南六建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银票 10.00 2018-7-23 2019-1-23 10.00

河南六建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银票 10.00 2018-7-23 2019-1-23 10.00

东台市远洋不锈钢制造有限公司 银票 1.00 2018-4-9 2018-10-9 1.00

安徽省桐城市第一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银票 10.00 2018-7-24 2019-1-23 10.00

安徽富煌钢构股份有限公司 银票 10.00 2018-7-11 2019-1-11 10.00

高密市惠程纺织有限公司 银票 10.00 2018-6-11 2018-12-11 10.00

上海拓钰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银票 5.00 2018-6-13 2018-12-13 5.00

江苏凯成再生资源有限公司 银票 3.00 2018-7-23 2019-1-23 3.00

杭州丰泽商贸有限公司 银票 10.00 2018-8-24 2019-2-24 10.00

浙江中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银票 7.78 2018-8-16 2019-2-15 7.78

桐城市荣照经贸有限公司 银票 10.00 2018-9-14 2019-3-14 10.00

安庆市富邦饰业有限责任公司 银票 5.00 2018-9-19 2019-3-19 5.00

河南中通能源有限公司 银票 10.00 2018-9-20 2019-3-20 10.00

河南中通能源有限公司 银票 10.00 2018-9-20 2019-3-20 10.00

上海昱吉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银票 5.00 2018-8-14 2019-2-14 5.00

江阴卓发贸易有限公司 银票 5.00 2018-9-19 2019-3-19 5.00

江苏神通阀门股份有限公司 银票 5.00 2018-9-13 2019-3-13 5.00

安徽建钢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银票 10.00 2018-10-19 2019-4-19 10.00

江苏瀛洲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银票 10.00 2018-1-30 2018-7-30 10.00

江苏神通阀门股份有限公司 银票 5.00 2017-12-11 2018-6-11 5.00

台州三德汽车配件股份有限公司 银票 5.00 2018-2-8 2018-8-8 5.00

河南五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银票 10.00 2018-1-25 2018-7-25 10.00

河南五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银票 10.00 2018-1-25 2018-7-25 10.00

河南五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银票 10.00 2018-1-25 2018-7-25 10.00

安庆市信达新商盟有限公司 银票 20.00 2018-2-14 2018-8-14 20.00

苏州美瑞德建筑装饰有限公司 银票 10.00 2018-2-2 2018-8-2 10.00

安庆市富邦饰业有限责任公司 银票 10.00 2018-3-22 2018-9-22 10.00

江阴市夏港长江拆船厂 银票 5.00 2017-2-30 2018-6-29 5.00

常州市神兔电器制造有限公司 银票 5.00 2018-1-2 2018-7-2 5.00

宁波亮舸贸易有限公司 银票 10.00 2018-4-11 2018-10-11 10.00

宁波亮舸贸易有限公司 银票 10.00 2018-4-11 2018-10-11 10.00

宁波亮舸贸易有限公司 银票 10.00 2018-4-11 2018-10-11 10.00

江苏中润建设集团东宸建筑有限公司 银票 5.00 2018-2-8 2018-8-8 5.00

新乡市千里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银票 10.00 2018-5-10 2018-11-10 10.00

新乡市千里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银票 10.00 2018-5-10 2018-11-10 10.00

新乡市千里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银票 10.00 2018-5-10 2018-11-10 10.00

南阳财富置业有限公司 银票 5.00 2018-2-9 2018-8-9 5.00

重庆五色土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银票 10.00 2018-3-21 2018-9-21 10.00

临沂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银票 10.00 2018-3-8 2018-9-8 10.00

安徽林典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银票 10.00 2018-6-1 2018-12-1 10.00

常州超宇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银票 5.00 2018-3-28 2018-9-28 5.00

安徽林典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银票 10.00 2018-6-1 2018-12-1 10.00

河南千年冷冻设备有限公司 银票 10.00 2018-5-24 2018-11-24 10.00

河南千年冷冻设备有限公司 银票 10.00 2018-5-24 2018-11-24 10.00

苏州金螳螂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银票 20.00 2018-11-5 2019-4-8 20.00

安徽国安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银票 10.00 2018-10-26 2019-4-26 10.00

徐州矿务集团有限公司 银票 10.00 2018-11-9 2019-5-9 10.00

浙江精宏机械有限公司 银票 3.00 2018-8-16 2019-4-16 3.00

贵州荔轩贸易有限公司 银票 10.00 2018-12-3 2019-6-3 10.00

深圳速尔物流有限公司 银票 10.00 2018-10-29 2019-4-29 10.00

中国华西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银票 95.18 2018-07-31 2019-01-31 95.18

合计 549.96 549.96

报告期内，公司对收到的票据进行背书，无票据贴现。报告期内，已背书未到期的票据金

额为288.96万元。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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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一一金融资产转移》第七条规定“企业已将金融资产所有权上几

乎所有的风险和报酬转移给转入方的，应当终止确认该金融资产；保留了金融资产所有权上

几乎所有的风险和报酬的，不应当终止确认该金融资产。终止确认，是指将金融资产或金融负

债从企业的账户和资产负债表内予以转销。”公司将银行承兑汇票背书给供应商时，因票据不

附追索权，因而相应的票据的合同权利即告终止，符合票据终止确认条件。

公司对票据背书的会计处理为：收到票据借记应收票据，同时贷记应收账款；票据背书

时，借记应付账款，同时贷记应收票据。上述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一一金融资产转

移》第七条的规定。

（3）请公司年审会计师事务所发表意见

年审会计师执行的审计程序主要有：①取得公司“应收票据备查簿” ，核对其是否与账面

记录一致。在应收票据明细表上标出已背书或已贴现的应收票据，检查相关收款凭证等资料，

以确认其真实性；检查票据的出票人/背书人，核实是否来自签订经济合同的客户；②监盘库

存票据，并与“应收票据备查簿” 的有关内容核对；检查库存票据；关注是否对背书转让或贴

现的票据负有连带责任；注意是否存在已作质押的票据和银行退回的票据。

通过执行上述审计程序，年审会计师未发现公司上述回复中与财务报告相关的信息与年

审会计师在审计过程中获取的相关资料在所有重大方面存在不一致，公司的背书票据符合终

止确认条件，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21.年报显示，公司分行业营业收入合计为5.03�亿元，分产品营业收入合计为5.29� 亿元。

请公司核实相关数据是否有误，如有，请予以更正。

回复：

差额的原因是分行业营业收入合计中未包括其他业务0.26亿元， 而分产品收入合计中包

含了其他业务0.25亿元。公司2016及2017年度报告均按此惯例划分。

主营业务分行业情况（加上其他业务后的更正情况表）

分行业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

上年增减

（%）

营业成本比

上年增减

（%）

毛利率比

上年增减

（%）

（1）车业－工业 11,029,898.01 17,015,613.77 -54.27 -64.01 -51.08 -40.77

（2）车业－商业－出售 393,094,668.20 359,385,062.78 8.58 -15.61 -15.66 0.06

（3）康体产业－工业 41,641,097.23 30,558,421.83 26.61 88.26 91.22 -1.14

（4）租赁车业 57,417,786.11 35,247,019.00 38.61 -3.33 -17.09 10.19

（5）网络技术服务 210,765.10 242,726.23 -15.16 -11.28 -10.33 -1.21

（6）其他 25,402,954.87 16,603,748.52 34.64 -3.27 1.27 -2.47

合计 528,797,169.52 459,052,592.13 13.19 -12.51 -14.36 3.07

22.年报显示，公司制造业成本构成中原材料成本为2660.65�万元，占比7.07%，而去年同期

原材料成本占比为60.82%。请公司核实相关数据是否有误，如有，请予以更正。

回复：

2018年公司制造业成本构成中原材料成本为2660.65�万元，占比更正为58.03%，同比更正

为－10.59%。

分行业情况

分行业 成本构成项目 本期金额

本期占总成本

比例(%)

上年同期金额

上年同期占总

成本比例(%)

本期金额较上

年同期变动比

例(%)

制造业

原材料 27,606,489.70 58.03 30,875,835.88 60.82 -10.59

人工 11,211,377.21 23.57 13,853,110.54 27.29 -19.07

折旧 1,827,766.29 3.84 3,643,895.29 7.18 -49.84

能源 1,118,980.58 2.35 1,162,160.18 2.29 -3.72

商业 原材料 359,385,062.78 100.00 426,106,067.21 100.00 -15.66

租赁业

原材料 3,099,053.72 8.79 1,872,353.37 4.40 65.52

人工 18,194,249.71 51.62 19,450,878.61 45.75 -6.46

折旧 10,397,492.72 29.50 16,839,945.62 39.61 -38.26

能源 1,388,328.33 3.94 1,169,295.24 2.75 18.73

附件：

1、高空风能近三年财务报表

2、中路股份相关事项独立董事意见

3、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对中路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

年度报告的事后审核问询函的回复

特此公告。

中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六月十五日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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