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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798        证券简称：中水渔业        公告编号：2018-028 

中水集团远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 2017 年年报问询函回复的公告 

上市公司投资者集体接待日的公告 

 

中水集团远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8 年 5

月 18 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中水集团远洋股份有限公司的

年报问询函》（公司部年报问询函【2018】第 82 号）（以下简称“《问

询函》”）,根据要求,公司对《问询函》中所提问题逐项进行了核查,

现就《问询函》所提问题及公司相关回复说明公告如下:  

问题 1、关于政府补助 

公司 2017 年 9 月 13 日《关于收到政府补助资金的公告》称，公

司于 2017 年 9 月 12 日收到控股股东中国农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中农集团”）拨付的政府补助资金 10,128.26 万元，补助资

金是中农集团根据财政部财农〔2017〕14 号《财政部关于批复中国

农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2017 年年初预算的通知》和财农〔2017〕82

号《财政部关于追减渔业发展与船舶报废拆解更新补助资金的通知》

拨付给公司的补助资金。公司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等有关规定，船型标

准化补助资金 8,788.34 万元，记入“其他收益”科目，船舶报废拆

解补助 1,339.92 万元，记入“递延收益”科目，分期确认“其他收

益”。另外，年报“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及金额”项下显示，公司将前

述政府补助确认为经常性损益。请你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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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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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提供财政部财农〔2017〕14 号《财政部关于批复中国农业

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2017 年年初预算的通知》和财农〔2017〕82 号《财

政部关于追减渔业发展与船舶报废拆解更新补助资金的通知》的具体

内容。 

（2）说明前述政府补助的具体补贴事项，补贴金额计算标准和计

算过程，复核相关的会计处理是否准确、合规。 

（3）说明公司以往年度收到类似政府补助的情况，公司将前述政

府补贴确认为经常性损益是否符合《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

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的相关规定。 

（4）请年审会计师就上述事项进行核查并发表意见。 

公司回复： 

（1）财政部财农〔2017〕14 号《财政部关于批复中国农业发展

集团有限公司 2017 年年初预算的通知》具体内容：经对你单位报来

的预算申请进行审核，核定你单位 2017 年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支出

55,703 万元，全部为项目支出。 

财农〔2017〕82 号《财政部关于追减渔业发展与船舶报废拆解

更新补助资金的通知》的具体内容： 

按照《船舶报废拆解和船型标准化补助资金管理办法》及其补充

通知，经审核，拟安排你单位 2017 年渔业发展与船舶报废拆解更新

补助资金 42,953 万元，用于远洋渔船更新改造和国际渔业资源开发

利用。 

（2）2017年 4 月公司根据中国农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转发的相



3 

 

关通知要求，填列所属渔船数量、作业天数、船舶功率等基础数据，

通过控股股东中国农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上报给行业主管部门审核。

公司 2017年实际收到船型标准化补助资金共 8,788.34万元，并按《政

府补助》准则规定记入“其他收益”科目。公司 2017 年收到“中水

717”等 6船的更新改造补助共 1,339.92 万元计入“递延收益”科目，

当年确认其他收益共 29.78万元。 

我们认为：公司的相关会计处理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有关规定，

是准确的和合规的。 

（3）公司 2014 年、2015 年、2016 年分别确认船型标准化补助

资金类似补助 7391.68 万元、42.45万元、7434.65万元。 

船舶报废拆解补助公司 2016 年确认 69.96 万元、2015 年确认

69.96 万元、2014 年确认 69.96 万元，三年补助均为 2010 年实际收

到，分期摊销的金额。 

根据历史情况及预期未来，公司每年仍会收到船型标准化补贴类

似补助（或各年递延确认收益），并且该补助与公司的日常经营业务

紧密相关，将其列入经常性损益，符合《公开发行证券的司信息披露 

解释性公告第 1 号—— 非经常性损益》的相关规定。 

会计师核查意见：经核查，公司披露情况属实，会计处理及披露

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相关规定。 

问题 2、关于新阳洲公司并表损益 

年报显示，你公司于 2017 年 12 月 27 日将子公司厦门新阳洲水

产品工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阳洲公司”）所有事务全面移交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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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指定管理人，2017 年 12 月 31 日会计报表不再将其资产负债表

纳入合并范围，截止 12 月 27 日移交日的利润表及现金流量表仍纳入

合并范围。报告期内，公司确认投资收益 6,620.37 万元，其中包括

新阳洲公司破产清算不纳入合并范围累计亏损转回形成的投资收益

6,100.55 万元。年报“重大诉讼、仲裁事项”项下显示，多起债权

人起诉案件涉及新阳洲公司，此外，根据公司 2017 年 10 月 13 日《关

于收到福建省厦门市翔安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的公告》，新阳洲公

司还涉及其他诉讼案件。请你公司： 

（1）提供剥离日新阳洲公司的财务报表，说明新阳洲公司在移

交日的主要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包括新阳洲公司剥离前实现的净利

润、主要资产和负债项目情况等。 

（2）说明新阳洲公司对涉案诉讼在剥离前是否已足额预提相关

负债，如未计提或者未足额计提，说明具体理由。 

（3）结合新阳洲公司交接前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说明其减

值计提、预计负债计提和费用确认等是否充分，以及公司报表中确认

的新阳洲公司交接前的损益情况是否准确、完整。 

（4）说明新阳洲公司破产清算不纳入合并范围累计亏损转回形

成的投资收益是否准确反映在“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及金额”项下，以

及公司相关项目的列示是否准确。 

（5）请年审会计师就上述事项进行核查并发表意见。 

公司回复： 

（1）新阳洲公司（指合并口径，下同）在移交日的资产总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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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41.93 万元，负债总额 18,368.41万元，净资产-10,826.48 万元，

其中资产项目主要为其他应收款 2,563.85 万元，固定资产 2,433.39

万元，在建工程 1,427.15 万元，无形资产 934.21 万元，负债项目主

要为已到期未归还的短期借款 7,000.93 万元，应付账款 2,387.26 万

元，应付利息 985.02 万元，应付股利 4,400万元，应缴税费 2,775.15

万元。净资产项目主要为注册资本 6,410.26万元，资本公积 5,519.74

万元、盈余公积 1,299.16 万元，少数股东权益 30.57 万元，未分配

利润-24,086.21 万元，其中 2017 年 1月至 12月 27 日移交日净利润

为-756.83万元。 

（2）公司 2016年以前的涉案诉讼，均已根据判决进行了相应账

务处理。 

公司 2017年度判决了 2起担保诉讼事项如下： 

 A、由于新阳洲为张福赐借款提供担保，被债权人提起诉讼，2017

年 10 月 11 日，新阳洲公司收到福建省厦门市翔安区人民法院一审判

决,判决如下：1、张福赐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蔡强偿还借

款 207.38万元并支付利息（利息自 2015 年 5 月 1 日起至实际执

行之日止，按年利率 24%计算）； 2、厦门新阳洲水产品工贸有限公

司应对本判决第一项中张福赐的还款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厦门新

阳洲水产品工贸有限公司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张福赐追偿； 3、

驳回蔡强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履行期间给付金钱

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

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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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017 年 8 月 29 日，新阳洲公司收到福建省厦门市翔安区

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闽 0213 民初 611 号）。判决如下：一、

张福赐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许国东借款本金

13,500,000 元及利息（利息自 2013 年 10 月 1 日起按年利率 24%

计至实际执行之日止）； 二、厦门新阳洲水产品工贸有限公司对张福

赐偿还许国东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厦门新阳洲水产品工贸有限

公司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张福赐追偿。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

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

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上述担保所引起的连带责任事项，截止 2017 年 12 月 27 日移交

日，债权人未申请法院对新阳洲公司强制执行，且新阳洲公司无实际

偿付能力，截止移交日，公司未进行账务处理。经征询律师意见，律

师认为，在移交前，新阳洲因上述担保实际承担责任的可能性不大，

在移交后，新阳洲已由法院指定的管理人接管，由于公司不再对新阳

洲具有控制权，判决的执行不会对公司作为股东利益产生实质影响。  

（3）减值计提、预计负债计提和费用确认等是否充分问题 

①减值问题 

A、非流动资产减值问题：由于新阳洲公司属政府计划搬迁范围，

2016 年底就厦门新阳洲水产品工贸有限公司固定资产及土地价值问

题，向厦门市大学资产咨询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责任公司进行了咨

询，并委托其出具了相应咨询说明，具体如下： 

                                              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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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名称 账面价值 咨询价值 

房屋建筑物类合计 22,285,549.98 32,853,019.00 

-固定资产-房屋建筑物 18,384,331.77 32,853,019.00 

-固定资产-构筑物及其他辅助设施 3,413,330.71 包含于房屋建筑物价值中 

-固定资产-管道沟槽 487,887.50 包含于房屋建筑物价值中 

设备类合计 4,448,071.73 4,917,021.40 

-固定资产-机器设备 3,979,891.86 3,815,720.90 

-固定资产-车辆 188,336.62 832,517.50 

-固定资产-电子设备 279,843.25 268,783.00 

在建工程 12,150,810.98 10,029,717.00 

固定资产合计 38,884,432.69 47,799,757.40 

无形资产-土地 3,303,824.82 8,473,218.00 

资产合计 42,188,257.51 56,272,975.40 

咨询报告显示，截止于咨询基准日 2016 年 12 月 31 日，纳入咨

询范围的厦门新阳洲水产品工贸有限公司固定资产及土地的咨询价

值为：人民币伍仟陆佰贰拾柒万贰仟玖佰柒拾伍元肆角整

（RMB56,272,975.40 元），鉴于厦门新阳洲水产品工贸有限公司自

2017 年 3 月份后进入了拆迁评估阶段，咨询结果表明，涉及搬迁资

产的预期补偿价值大于账面价值。经公司复核，2017 年评估值未发

生重大变化，移交日不需补提减值准备。 

B、存货减值问题：由于新阳洲存货已过有效期，原账面存货已

全额计提跌价准备。 

C、应收款项减值问题，由于新阳洲公司原大股东张福赐占用公

司资金，因涉嫌犯罪 2016 年被公安机关采取强制措施，其经手的大

量应收款项没有收回，2015年已计提坏账准备共 2.63亿元。 

②预计负债问题：见上述涉案诉讼在剥离前是否已足额预提相关

负债说明。 

③费用确认问题：新阳洲 2017 年移交前仍未实际经营，主要费

file:///E:/评估/宝达混凝土/汇总/漳州宝达1008/CB0评估申报表-漳州1008.xlsm%23房屋建筑物!A1
file:///E:/评估/宝达混凝土/汇总/漳州宝达1008/CB0评估申报表-漳州1008.xlsm%23构筑物!A1
file:///E:/评估/宝达混凝土/汇总/漳州宝达1008/CB0评估申报表-漳州1008.xlsm%23机器设备!A1
file:///E:/评估/宝达混凝土/汇总/漳州宝达1008/CB0评估申报表-漳州1008.xlsm%23车辆!A1
file:///E:/评估/宝达混凝土/汇总/漳州宝达1008/CB0评估申报表-漳州1008.xlsm%23电子设备!A1
file:///E:/评估/宝达混凝土/汇总/漳州宝达1008/CB0评估申报表-漳州1008.xlsm%23土地!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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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为留守人员工资、固定资产折旧、无形资产摊销及银行贷款利息几

项，上述事项，公司在财务核算中均已按企业会计准则规定做相应账

务处理。 

（4）新阳洲公司破产清算不纳入合并范围累计亏损转回形成的

投资收益 6,100.55 万元，公司已在 2017 年度审计报告的会计报表附

注十八、补充资料 1、当期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其他符合非经常性

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中进行了披露，同时对相关数据进行了注释说

明。 

由于新阳洲已移交给法院指定管理人，公司 2017 年末不再将其

纳入合并范围，公司对其投资已全额计提减值准备，账面价值为零，

新阳洲 2017 年财务报表反映利润（亏损），在合并报表时均会通过投

资收益形式全部转回，不会对合并报表的利润产生影响。 

会计师核查意见：经核查，除应收款项计提坏账损失，由于我们

无法执行满意的审计程序不能确认外，存货及非流动资产减值损失计

提充分，2017 年费用已入账反映，新阳洲的其他涉诉或有事项，公

司已预计入账或在附注中进行了披露。 

问题 3、关于新阳洲公司业绩补偿款 

年报“其他应付款”项下显示，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应付张福赐

股权投资余款 4,400 万元，未偿还或结转的原因为未实现新阳洲公司

业绩承诺。此外，根据你公司《2018 年一季度业绩预告公告》和 2018

年一季度报告，公司 2018 年一季度盈利 1,842.70 万元，实现扭亏为

盈；主要原因为，公司于 2018 年 2 月 26 日收到北京仲裁委员会裁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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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该裁决书称按照《业绩补偿协议》计算新阳洲公司 2015 年度的

盈利预测数差为 4,502.78 万元，根据《股权转让协议》第 3.2 条，

补偿数额应再扣减尚未支付的交易价款 2,200 万元，差额由张福赐

以现金方式补足。公司报告期将应支付给张福赐的 2,200 万元交易价

款作为 2015年度业绩补偿的收回，并确认为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2,200

万元所致。请你公司： 

（1）说明在《股权转让协议》已约定“如当年未实现承诺业绩，

应从上市公司当年向张福赐支付的交易价款中抵扣；当年交易价款已

全额支付或不足以抵扣的，则张福赐须用现金或现持有新阳洲公司的

股权来补偿未予抵扣部分”以及新阳洲公司 2015 年未实现承诺业绩

的情形下，公司不对相关未支付款项进行账务处理的具体原因，是否

符合会计准则等的规定。 

（2）结合对问题（1）的回复，说明公司 2018 年一季度报告中

确认的收益 2,200 万元是否应视为会计差错更正并对以往年度会计

报表进行追溯调整，报告期末列示的应付张福赐股权投资余款 4,400

万元。 

（3） 请年审会计师就上述事项进行核查并发表意见。 

公司回复： 

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对新阳洲 2015 年年报进行审计时，由于

新阳洲公司原大股东张福赐占用公司资金 1.68亿元，涉嫌犯罪 2016

年被公安机关采取强制措施，其经手的大量应收款项没有收回，2015

年已计提坏账准备共 2.63 亿元，由于无法实施函证及其他满意的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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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程序，以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来证实应收款项余额及坏账准

备计提的合理性；及原大股东可能存在其他以新阳洲公司名义的借款

或以新阳洲公司担保的个人借款，由于未取得有效证据，对此类事项

在资产负债表日无法做出合理的估计和会计处理原因。因此，中审亚

太对新阳洲公司的 2015 年年度报告出具了保留意见。与此同时，交

易当事方张福赐对新阳洲当年的报表利润数据并不认可，双方无法达

成共识以致需要仲裁确认。 

基于上述原因，公司在编制 2015 年报时，无法确定张福赐应支

付业绩补偿的具体金额，基于谨慎性原则，公司未对张福赐应补偿公

司的债权进行账务处理，且在年报中进行了披露。2016 年 8 月，公

司将此事项提请仲裁后，直到 2018 年 2 月，公司才收到仲裁结果，

因仲裁结果是法律依据，且是 2018年才取得，故在 2018 年计入损益

（另 2,200 万元待下次仲裁结果出来后再处理），对不能确定能否收

到的现金补偿暂不作财务处理。 

会计师核查意见：我们认为，中水渔业公司在编制 2015年报时，

管理层对业绩补偿事项进行了评估，认为期末应补偿金额无法合理估

计，根据会计核算谨慎性原则，不提前确认收益，在附注中进行了披

露；与此同时，此交易属于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形成，不属于权益

交易；另外，证监会 2017 年 3 月下发《并购交易中业绩补偿条款的

会计处理》一文中提到：“上述涉及或有对价的会计处理口径适用于

2016 年 1月 1 日以后新发生的并购重组交易”，中水渔业公司收购新

阳洲公司发生在 2016 年 1月 1 日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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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上述情况，我们认为，中水渔业根据 2018 年仲裁裁决，将

可抵扣的业绩补偿款 2,200 万元计入 2018 年损益与前期会计处理保

持了一惯性，与证监会 2017 年 3 月下发的《并购交易中业绩补偿条

款的会计处理》的规定相符合。 

问题 4、关于重大关联交易 

你公司 2017 年 2 月 21 日《关于收购资产暨关联交易公告》称，

公司拟以 16,300 万元收购中农集团下属企业中渔环球海洋食品有限

责任公司所拥有的超低温金枪鱼延绳钓渔船及相关的债权、债务与权

益，其中自有资金 5,300 万元，向中农集团融资借款 11,000 万元，

借款利率 4.6%。公司表示前述收购可实现资源优化配置，降低运营

成本，获得规模化经营的优势，提高整体盈利能力，并预计本次收购

将带来如下经济效益： 

年报显示，前述收购于 2017 年 4 月份完成，相关股东借款 2017

年计提利息共 351.39 万元，该收购项目 2017 年实现净利润-985.5

万元，期末净资产 15,848.6 万元。请你公司： 

（1）说明前述收购在 2017 年实际实现的经济效益与前述临时公

告披露内容存在重大差异的具体原因。 

（2）结合本次收购融资成本情况，说明前述临时公告中关于经

序号 项目 单位 指标 

1 投资总额 万元 16,360 

2 年均新增营业收入 万元 15,060  

3 年均新增净利润 万元 1,622  

4 静态投资回收期 年 6.45  

5 动态投资回收期 年 8.14 

6 资产负债率（收购后） % 47% 

7 投资利润率 %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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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效益的分析是否谨慎、客观，公司对相关事项的进展披露是否及时，

前述股权收购的关联交易是否公允。 

公司回复： 

（1）该收购项目 2017 年实现净利润-985.5 万元，预计年净利

润 1,622 万元。差异主要原因是我公司 2017 年对收到的该项目的船

型标准化补助 3136.579 万元，由公司总部统一进行账务处理，不再

分摊到各个项目分别核算。而该项目在收购时预测的净利润包含了船

型标准化补助项目。如果考虑船型标准化补助因素，此项目对公司净

利润的贡献 2017 年度为 2,151.079 万元,故该项目 2017 年利润实现

情况好于预计的经济效益。 

（2）鉴于 2017年度此收购项目为公司带来 2,151.079 万元的净

利润，公司关于经济效益的分析是谨慎的、客观的。 

公司此次股权收购均由具有证券资格的中介机构出具了审计报

告和评估报告，双方的交易价格在评估报告的基础上达成一致。故关

联交易是具有公允性。 

公司对相关事项的进展进行了及时的披露。具体公告情况如下： 

2017-004 号公告，公告了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通

过了《关于现金收购中渔环球海洋食品有限责任公司超低温金枪鱼延

绳钓项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和《关于向中国农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融资借款的议案》。 

2017-005 号公告，公告了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购买资产暨关

联交易事项的独立意见，同意公司本次交易相关事项及整体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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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06 号公告，公告了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通过

了《关于现金收购中渔环球海洋食品有限责任公司超低温金枪鱼延绳

钓项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2017-007号公告，《中水集团远洋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购资产暨

关联交易公告》，对本次收购的具体细节进行了详细披露。 

2017-012号公告，《中水集团远洋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购资产暨

关联交易事项投资者说明会召开情况的公告》公告了公司于 2017 年

3 月 1 日通过网络平台，以网络互动交流形式召开投资者说明会的相

关情况。 

2017-015号公告，公告了公司 2017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现金收购中渔环球海洋食品有限责任公司超低

温金枪鱼延绳钓项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和《关于向中国农业发展集

团有限公司融资借款的议案》。 

我们认为，公司对关联方的收购交易的披露是及时的。 

问题 5、关于日常关联交易 

关于日常关联交易。你公司 2017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提案曾

被公司 2017 年 5 月 12 日召开的股东大会否决，你公司于 2017 年 8

月 28 日重新召开股东大会审议相关提案并获通过。请你公司： 

（1）说明对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前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是否及

时履行审议程序和披露义务（如适用）。 

（2）逐项核对并说明 2017 年实际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金额是否

超出审议通过的预计金额。如果超出，说明对超出部分是否及时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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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议程序和披露义务（如适用）。 

公司回复： 

（1）公司于 2017年 4 月 18 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 23 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7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详见公司公告：

2017-024），并经 2017 年 8月 28 日召开的 2017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详见公司公告：2017-059）。公司在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前发生的关联交易金额未达到披露标准（详见下表）。 

（2）经核对，我公司 2017年度实际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总金额

为 7,864 万元,未超出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预计金额。具体

情况见下表： 

2017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情况表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董事会、股

东大会审议

金额  

股东大会

（5.12）被否

决前发生金额 

股东大会（8.28）

审议通过前发生

金额 

2017 年实

际发生金

额  

向关联人采购原材料 657  281  500  2,475  

向关联人采购燃料和动力 4,172  2,685  3,111  3,657  

接受关联人提供的劳务 2,619  20  111  728  

向关联人提供劳务 0  33  33  71  

向关联人销售产品、商品 3,360  17  17  933  

合计 10,808  3,036  3,772  7,864  

截止 2017年 8月 28日股东大会批准前实际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

总额为 3,772 万元,未达到须经股东大会获准披露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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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6、关于在建工程 

年报显示，报告期内公司 X2010Y20 地块厂房及其配套设施项目

和年产 2000 吨水产品深加工生产线厂房及配套设施项目通过其他方

式全额减少期初余额，金额分别为 1,215.08 万元和 212.07 万元。请

说明其他减少的具体内容，是否属于应计提在建工程减值的情形；如

是，复核公司报告期内的减值计提是否充分。请年审会计师就上述事

项进行核查并发表意见。 

公司回复： 

报告期内公司 X2010Y20地块厂房及其配套设施项目和年产 2000

吨水产品深加工生产线厂房及配套设施项目全部为新阳洲公司的项

目，因为期末新阳洲公司不再纳入合并范围，故此两项在建工程减少。

公司在审计报告附注-在建工程项目中，对减少原因进行了注释说明。 

公司 2016 年底就厦门新阳洲水产品工贸有限公司在建工程、固

定资产及土地价值问题，向厦门市大学资产咨询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

责任公司进行了咨询，并委托其出具了相应咨询说明。具体内容主要

结论如下： 

截止于咨询基准日 2016 年 12 月 31 日，纳入本次咨询范围的厦

门新阳洲水产品工贸有限公司固定资产及土地的咨询价值为

56,004,167.90 元，账面价值为 42,188,257.51 元。 

鉴于厦门新阳洲水产品工贸有限公司自 2017 年 3 月份后进入了

拆迁评估阶段，厦门市房产在 2017 年度一直处于升值趋势，故公司

暂未对两项在建工程计提减值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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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师核查意见：公司会计处理及披露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相关

规定。 

问题 7、其他问题。你公司 2018 年 1 月 4 日《关于认购职工住

宅的关联交易公告》称，公司拟以集资方式参与“双桥项目”建设，

认购该项目中 20 套住宅共计 1,980 平方米，按建筑面积计算，该住

宅暂定认购价格为（人民币）12,000 元/㎡，总价预计 2,376 万元，

首次付款金额为 1,188 万元；本次认购价格为暂定价格，若国务院机

关事务管理局最终批复项目价格高于暂定价格，则公司应在在房屋交

付时将价款差额一次性支付到甲乙方指定账户。请说明最终批复的项

目价格情况，是否明显高于前述公告价格；如是，说明公司是否根据

实际金额履行相应的审议程序和披露义务。 

公司回复： 

截止目前，我公司尚未取得国务院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对“双桥

项目”的最终价格批复。公司将根据项目进展情况及时履行相应的审

议程序和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中水集团远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 年 5月 28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