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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249         证券简称：两面针       公告编号：临2017—040 

 

柳州两面针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监管工作函 

及对涉及问题进行回复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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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柳州两面针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近日收到上海证券

交易所《关于柳州两面针股份有限公司有关举报事项的监管工作函》

上证公函【2017】2143 号（以下简称“《工作函》”）。具体内容如下： 

“近日，我部收到举报信，举报你公司出售盐城捷康三氯蔗糖制造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捷康公司）股权涉嫌利益输送、广告费支出涉嫌

造假等事项的举报。 

请你公司自查并核实上述投诉举报事项是否属实，捷康公司股权

的处理是否合法合规，以及相关广告费用的具体用途、去向和会计处

理等，并逐项核实说明是否涉及应披露未披露信息。 

希望你公司和全体董事本着对投资者负责的态度，妥善处理上述

重大事项，及时向我部报告相关进展情况和处理结果，并按要求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 

收到《工作函》后，公司领导高度重视，组织人员对举报所涉及

捷康公司的有关事项认真核查，现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要求，就《工

作函》提及的内容回复如下： 

一、捷康公司股权的处理是否合法合规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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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属于国有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为柳州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

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柳州市国资委”），广西柳州市产业投资

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柳州市产投公司”或“产投公司”）和柳州

市经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均为柳州市国资委，分别持有

公司股票 18,336 万股（占 33.34%）和 3,296 万股（占 5.99%），合计持

股比例为 39.33%，分别为公司第一及第二大股东，都是国有独资企业。

因此，公司转让所持有的捷康公司 35%股权，依法采用公开挂牌方式

转让，严格遵守国有资产监管及上市公司的相关规定，秉承公开、公

平、公正的原则，并及时披露，股权转让流程如下。 

1、转让捷康公司 35%股权的立项审批 

公司于 2016 年 9 月 10 日党政联席会议决定通过公开挂牌转让捷

康公司股权事项，依据该决定形成《关于转让盐城捷康三氯蔗糖制造

有限公司股权的立项请示》于 2016 年 10 月 24 日报请大股东产投公司。

依据国资监管规定，产投公司将转让捷康股权的请示上报柳州市国资

委，向柳州市国资委申请转让捷康公司股权立项。 

产投公司于 2016 年 11 月 8 日收到柳州市国资委《关于同意柳州

两面针股份有限公司转让盐城捷康三氯蔗糖制造有限公司股权立项申

请的批复》（柳国资复[2016]122 号）。公司于 2016 年 11 月 17 日获

得产投公司批复《关于同意柳州两面针股份有限公司转让盐城捷康三

氯蔗糖制造有限公司股权立项申请的批复》，同意两面针公司进入产权

交易市场公开挂牌转让所持捷康公司 35%股权的立项申请。 

2、按照国资及上市公司规定，聘请中介机构，对捷康公司进行审

计、评估 

公司转让捷康公司股权获得立项批复后，分别委托公司 2016 年度

年报审计机构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北京北方亚事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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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评估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评估资格

证书》，以下简称“北方亚事”）开展清产核资、财务审计、资产评估

等相关工作。 

（1）瑞华会计师事务所于 2017 年 1 月，出具了《关于盐城捷康

三氯蔗糖制造有限公司清产核资的专项审计报告》（瑞华专审字【2017】

48030001 号）（以下简称清产核资的专项审计报告），清产核资基准

日为 2016 年 10 月 31 日。 

（2）瑞华会计师事务所对捷康公司 2016 年 10 月 31 日合并及捷

康公司的资产负债表，2016 年 1-10 月合并及捷康公司的利润表等进行

了审计，于 2017 年 1 月，出具了《审计报告》（瑞华审字【2017】48030001

号），财务报表主要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6.10.31 总资产 2016.10.31 净资产 2016.1—10 净利润 

捷康公司报表 49,934.68 10,623.45 -2,562.83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对捷康公司 2016 年 12 月 31 日合并及捷康公司

的资产负债表，2016 年度合并及捷康公司的利润表等进行了审计，财

务报表主要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6.12.31 总资产 2016.12.31 净资产 2016 年度净利润 

捷康公司报表 49,211.10 13,397.90 211.61 

（3）北方亚事资产评估事务所 2017 年 1 月，出具了《拟转让盐城

捷康三氯蔗糖制造有限公司股权项目资产评估报告》（北方亚事评报

字【2017】第 02-001 号）（以下简称评估报告），评估基准日为 2016

年 10 月 31 日，捷康公司成本法及收益法评估结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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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万元 

净资产账面价值 成本法评估价值 增值率% 收益法评估价值 增值率% 

11,928.08 16,250.36 36.24 18,734.31 57.06 

北京北方亚事资产评估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采用收益法和成

本法对捷康公司的股东全部权益进行了评估，经对两种方法的评估结论

进行分析，本次评估最终采用了收益法的评估结果，即捷康公司于评估

基准日 2016 年 10 月 31 日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18,734.31 万元，较评

估基准日账面值 11,928.08 万元，增值 6,806.23 万元，增值率 57.06%。

两面针持有捷康公司 35%股权对应的评估价值为 6,557.01 万元。 

3、捷康公司股权转让方案经过国资批准，评估结果通过国资备案 

2017 年 3 月 1 日，公司依据国资监管规定，向产投公司呈报《关

于批准挂牌转让盐城捷康三氯蔗糖制造有限公司股权方案的请示》，

及《关于挂牌转让所持盐城捷康三氯蔗糖制造有限公司 35%股权涉及

该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的资产评估备案请示》，将拟转让捷康公司

方案报请产投公司批准，同时将评估报告报产投公司备案。 

2017 年 3 月 14 日，产投公司将完整股权转让方案材料上报柳州市

国资委。 

2017 年 5 月 24 日，产投公司收到柳州市国资委《关于同意公开挂

牌转让盐城捷康三氯蔗糖制造有限公司股权的批复》（柳国资复

[2017]58 号），同意以评估结果为参考，挂牌价格不低于 6557.01 万元，

依据国有产权交易法律法规，公开挂牌转让捷康股权。 

2017 年 6 月 1 日，公司收到产投公司《关于同意公开挂牌转让盐

城捷康三氯蔗糖制造有限公司股权的批复》。 

4、公司召开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转让捷康公司股权事项 

2017 年 5 月 31 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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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了《关于挂牌转让盐城捷康三氯蔗糖制造有限公司 35%股权的议

案》，拟在广西北部湾产权交易所以公开挂牌交易方式转让所持有的捷

康公司 35%股权，挂牌底价以北京北方亚事资产评估事务所出具的北

方亚事评报字[2017]第 02-001 号《资产评估报告》为依据。决定将该

事项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独立意见，

同意公开挂牌转让捷康公司股权。详见 2017 年 6 月 1 日《柳州两面针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挂牌转让盐城捷康三氯蔗糖制造有限公司 35%股权

的公告》（临 2017—015）。 

2017 年 6 月 22 日，公司 2016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挂

牌转让盐城捷康三氯蔗糖制造有限公司 35%股权的议案》，决定在北部

湾产权交易所挂牌转让捷康公司 35%的股权，挂牌底价依据评估结果。 

5、公开挂牌转让捷康公司股权     

    公司股东大会决定转让捷康公司后，依据国有产权交易的相关规

定，委托北部湾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转让，因转让捷康公司股权，涉

及控股权变更，北部湾产权交易所对该项目进行了预披露，发布了《盐

城捷康三氯蔗糖制造有限公司 35%股权转让项目预披露公告》预披露

时间自 2017 年 6 月 29 日至 2017 年 7 月 26 日，共 20 个工作日。 

     预披露结束后，北部湾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转让捷康公司股权，

并发布《盐城捷康三氯蔗糖制造有限公司 35%股权交易公告》，挂牌

期限 20 个工作日，自 2017 年 7 月 27 日至 2017 年 8 月 25 日。最后只

有飞尚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飞尚集团”）报名摘牌，并以挂

牌底价（即 6,557.01 万元）摘牌。 

2017 年 11 月 3 日，公司与飞尚集团签订《股权交易合同》并于当

日生效。《股权交易合同》中约定捷康公司 35%股权的转让价格为

6,557.01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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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核查，公司公开挂牌转让捷康公司 35%股权，严格遵照相关法

律法规，聘请具备相应资质的审计评估机构、评估机构开展清产核资、

审计评估相关工作，交易作价依据相应的评估结果，并经有关监管部

门批准，审批流程完备，分别经柳州市国资委、公司董事会、股东大

会审议批准，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并及时披露，遵循作价公允和

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依法设立的产权交易机构公开进行，合

法合规。 

二、关于举报捷康公司涉嫌财务造假的问题 

捷康公司属于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历年都经过公司年

报审计机构审计，给公司及捷康公司出具的审计意见均为标准无保留

意见。所以不存在财务造假的问题。 

三、捷康公司相关广告费的具体用途、去向和会计处理 

对捷康公司近三年及一期的市场广告宣传方面投入情况进行核

查，未发现有违法违规支出情况，三年及一期广告宣传费支出情况如

下表： 

           单位：万元 

年度 广告宣传费 营业收入 
广告费占营业收入

比例 

2014 517.84 34,462.76 1.5% 

2015 33.54 34,697.29 0.10% 

2016 14.12 32,964.96 0.04% 

2017 上半年 

（未经审计） 
83.24 20,915.52 0.40% 

 

1、捷康公司 2014 年度广告宣传费单笔支出 5 万元以上的具体用

途、去向和会计处理如下： 

  单位：元 

序号 借方金额 支付对方单位名称 具体用途 会计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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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464,215.51 客户一 
2013-2014 达能推广及

开发零卡路里开发费 

销售费用\广告宣

传费\市场开拓费 

2 1,415,200.00 客户二 

制作品牌整合营销方

案，设计制作公司形象

宣传 

销售费用\广告宣

传费\宣传费 

3 1,397,000.00 客户三 公司整体宣传策划 
销售费用\广告宣

传费\宣传费 

4 421,525.00 客户四 
2013-2014 达能运营贡

献费 

销售费用\广告宣

传费\市场开拓费 

5 97,050.40 客户五 

2014FOOD 

NAVIGATOR 网站广

告费 

销售费用\广告宣

传费\广告费 

6 72,000.00 客户六 三氯蔗糖书籍 2000 册 
销售费用\广告宣

传费\宣传费 

7 69,433.96 客户七 《中国食品报》广告 
销售费用\广告宣

传费\广告费 

8 50,000.00 客户八 
2015 年公司中英文台

历制作 

销售费用\广告宣

传费\宣传费 

合计 4,986,424.87       

2、捷康公司 2015 年度广告宣传费单笔支出 5 万元以上的具体用

途、去向和会计处理如下：    

                                             单位：元 

序号 借方 支付对方单位名称 具体用途 会计处理 

1 75,000.00 客户一 
2016 年公司中英文台

历制作 

销售费用\广告宣

传费\宣传费 

合计 75,000.00       

3、捷康公司 2016 年度广告宣传费单笔支出 2 万元以上的具体用

途、去向和会计处理如下： 

                                                           单位：元 

序号 借方 支付对方单位名称 具体用途 会计处理 

1 28,301.88 客户一 
百度推广年服

务费 

销售费用\广告宣传费\

宣传费 

2 24,500.00 客户二 
宣传用品钥匙

包制作 

销售费用\广告宣传费\

宣传费 

合计 52,801.88       

    4、捷康公司 2017 年上半年广告宣传费单笔支出 5 万元以上的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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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用途、去向和会计处理如下： 

                                                             单位：元 

序号 借方 支付对方单位名称 具体用途 会计处理 

1 133,980.58 客户一 
展会答谢酒会现场制

作费 

销售费用-广告宣传费-

宣传费 

2 126,650.00 客户二 宣传用品丝巾制作 
销售费用-广告宣传费-

宣传费 

3 126,213.59 客户三 台历制作 
销售费用-广告宣传费-

宣传费 

合计 386,844.17       

 

经核查，捷康公司广告宣传费支出占该公司当年营业收入的比重

是比较低的，捷康公司上广告费去向清晰，用途明确，年报审计机构

针对捷康公司出具的审计报告均为标准无保留意见，未发现有违法违

规支出情况。 

四、是否涉及应披露未披露信息的问题 

经核查，公司严格遵守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相关规定，不存在应披

露未披露信息。涉及本次捷康公司股权转让事项的信息披露主要有： 

1、2017 年 6 月 1 日披露《柳州两面针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挂牌转让

盐城捷康三氯蔗糖制造有限公司 35%股权的公告》（临 2017—015）。 

公司 2017 年 5 月 31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挂牌转让捷康三氯蔗糖制造有限公司 35%股权的议案》，

并于 2017 年 6 月 1 日披露《柳州两面针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挂牌转让盐

城捷康三氯蔗糖制造有限公司 35%股权的公告》（临 2017—015）。同时

披露的还有《盐城捷康三氯蔗糖制造有限公司审计报告（瑞审华审字

【2017】48030038）》、《拟转让盐城捷康三氯蔗糖制造有限公司股权项

目的资产评估报告（北方亚事评报字【2017】第 2—001 号）》。   

2、2017 年 6 月 8 日披露《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公司挂牌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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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子公司股权事项的问询函的公告》（临 2017—017 号），因媒体报道

质疑公司转让捷康股权事项，公司收到上交所《关于对柳州两面针股

份有限公司挂牌转让子公司股权事项的问询函》，公司于当天披露该问

询函内容。 

3、2017 年 6 月 10 日披露《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公司挂牌转让

子公司股权事项的问询函的回复公告》（临 2017—018 号），回复上交

所问询函相关内容，并予以披露。 

4、2017 年 6 月 23 日披露《2016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临

2017—019 号），披露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转让捷康公司股权事项。 

5、2017 年 9 月 7 日披露《柳州两面针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挂牌转让

盐城捷康三氯蔗糖制造有限公司35%股权的进展公告》（临2017—034），

披露飞尚集团申请受让，并以挂牌底价 6,557.01 万元摘牌。。 

6、2017 年 11 月 7 日披露《柳州两面针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挂牌转

让盐城捷康三氯蔗糖制造有限公司 35%股权的进展公告》（临

2017—039），披露公司与飞尚集团签订《股权交易合同》的有关事项。 

经核查，公司严格按照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相关规定及时披露信息，

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情况。 

综上所述，针对举报捷康公司事项，公司高度重视，公司和全体

董事本着对投资者负责的态度，经过认真核实，未发现举报所涉及事

项，也不存在应披露未披露信息。 

特此公告。 

柳州两面针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 年 11 月 1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