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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沣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8年年报问询函的回复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2019 年 4 月 24 日，深圳证券交易所对本公司发出了《关于对东沣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的年报问询函》【（2019）第 25 号】，根据问询函要求，现将有关事项说明如下：  

1．公司连续 4 年扣非后净利润为负或者微盈。报告期内主要收入来源为房地产开发经

营，同时涉及氢能源及新材料业务、种蝎养殖、飞艇研发项目等，均与公司主业无显著协

同效应。近年未有新增土地储备，房地产业务目前仅有一处在开发项目。请公司结合所处

行业发展趋势、在开发项目的开发进度和销售计划、公司各项业务经营情况、未来经营发

展战略及投资计划等，详细分析说明公司未来主业发展方向，是否具备足够的资金与实力

经营多项非关联业务，持续经营能力是否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公司未来提高主业盈利能力

的具体措施。 

相关说明： 

近年来，国家对房地产行业持续从严调控，整个房地产市场竞争日益激烈，房地产行

业发展呈分化状态。在这个大背景下，进行战略转型是公司长远发展的必要趋势。 

自破产重整后，公司一直致力于提高主业盈利能力，改善公司经营状态。2012 年新一

届领导班子上任以来，为保障公司长期可持续发展，公司秉持“房地产+战略转型”的发展思

路，在稳步发展房地产的基础上，积极推进战略转型，为公司培育新的利润点。目前公司从

事的主要业务为房地产业务、氢能源及新材料业务，农业养殖规模较小可忽略不计，飞艇研

发项目已在 2018 年度全部费用化处理，报告期内未有推进。目前公司主要从事的各业务经

营及进展情况如下： 

房地产方面，公司一方面顺应市场变化，加大销售力度，加快存量库存去化。2018年度，

公司房地产销售收入1.19亿，截至18年末，尚有未售及未结算开发产品1.15万平方米，存货

-开发产品余额4208万元；另一方面严把质量关，重点推进开发新的地产项目—天玺项目，

项目占地面积25128.90平米，建设周期将延续至2020年。天玺项目已于2018年10月开工，目

前正在建设中，预计将于19年内开始预售。 



在氢能源及新材料方面，公司正在加快推进东沣新能源装备产业化基地项目的建设，

预计将于 2019 年三季度竣工验收。2018 年，氢能源及新材料部分业务也取得突破性进展。

以奥林新材料为平台的氧化铝短纤维首条产线已建设完成，开始小批量投产并销售，目前正

在大力开拓市场，同时结合客户需求升级产品性能，提高产能，降低成本；以海卓能源为平

台研发的实时制氢设备，已在氢燃料电池公交车上联调实验成功，正进一步道路测试实验，

并进一步提高升级产品性能；以众创新能源为平台的氢燃料电池，目前已经形成 500W 到

5000W 系列燃料电池堆（石墨双极板）定型生产，电堆质量功率密度达到 500W/kg以上，正

在进行小批量生产和销售。 

为保证公司各业务板块平稳发展，2018 年度，公司通过复合担保的形式，获取银行贷

款 2 亿元，专项用于东沣新能源装备产业化基地项目的建设。并通过其他借款形式，融资

7914 万元，有力保障了公司各项业务的经营及发展。 

综上，公司盈利能力及持续经营能力不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未来，公司将继续秉持“房地产+战略转型”的发展思路，利用公司房地产业务在当地的

口碑优势，稳步发展推进房地产业务的同时，积极推进战略转型，为公司培育新的利润增长

点。同时探索新的融资渠道，继续尝试多渠道融资，加大项目融资力度，积极补充优质的资

金来源，为公司各板块项目发展提供坚实的资金保障。 

2．年报显示，你公司在报告期内出售了你公司控股子公司中 2017 年唯一盈利的承德

南江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江商贸”）100%股权，股权出售贡献的净利润占净利润总

额的比例为 282.13%； 2019 年 3 月出售了报告期内唯一盈利的控股子公司南江亚洲投资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南江投资”） 100%股权。请你公司：（1）说明涉及上述股权出售的具

体会计处理过程和依据，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2）结合南江投资相关资产、

净利润占比及出售损益影响等说明公司出售该项盈利资产的原因，是否已就该股权出售事

项履行恰当的审议程序和披露义务。请独立董事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相关说明： 

（1）处置承德南江商贸有限公司 100%股权，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 号—长期股权

投资》第十七条规定处置长期股权投资，其账面价值与实际取得价款之间的差额，应当计

入当期损益。2018 年 8 月 14 日，东沣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沣科技”）

与承德县承金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承金商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转让东沣科技

持有承德南江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江商贸”）100%股权，股权的评估价值为

22,378,600.00元。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款项为 22,639,500.00元， 2018 年 8 月 14 日，



东沣科技已收讫全部款项，2018 年 8 月 30 日，东沣科技已与承金商贸办理完毕股东变

更、董事会改选、资产交割手续，致此，公司已丧失对南江商贸控制权，可以确认转让股

权投资收益。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33 号—合并财务报表》第五十条规定，企业因处置部分股权

投资等原因丧失了对被投资方的控制权的，在编制合并财务报表时，对于剩余股权，应当

按照其在丧失控制权日的公允价值进行重新计量。处置股权取得的对价与剩余股权公允价

值之和，减去按原持股比例计算应享有原有子公司自购买日或合并日开始持续计算的净资

产的份额之间的差额，计入丧失控制权当期的投资收益，同时冲减商誉。东沣科技转让南

江商贸股权收到股权转让款 22,639,500.00 元，2018 年 8 月 30 日南江商贸净资产

4,137,199.46 元，合并报表应确认投资收益=22,639,500.00-4,137,699.46=18,501,800.54

元；会计分录如下所示。 

1）母公司会计报表： 

借：银行存款  22,639,500.00 

贷：长期股权投资（投资成本）  5,311,429.97     

贷：投资收益  17,328,070.03（对价与投资成本之差） 

2）合并会计报表 

借：未分配利润                 1,173,730.51 

贷：投资收益  1,173,730.51 

经核查，东沣科技处置南江商贸丧失控制权时点判断正确，投资收益确认时点符合会计

准则规定，转让南江商贸投资收益金额确认会计处理符合会计准规定。 

（2）独立董事就该事项发表意见如下： 

经核查，南江亚洲投资于 2013 年 11 月成立，经营范围为国际投资及贸易、船舶买卖及

租赁。2018 年度，南江亚洲投资的主要财务数据及占比情况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18 年度 
出售时点占最近一期（2017） 

经审计财务数据比例 

总资产 5,626,396.53 1.12% 

净资产 5,621,425.31 1.54% 

营业收入 0 0  



净利润 269,325.97 6.57% 

因南江亚洲投资自成立后未实际开展业务，2018 年度盈利主要为汇率浮动产生。为优

化公司资产结构，降低管理成本，2019 年 3 月 12 日，公司与自然人於洁女士签订《股权转

让协议》，公司将全资子公司南江亚洲投资有限公司 100%股权转让给於洁女士，转让价格为

555 万元人民币。该转让事项影响当期损益约 7.1 万元。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规定，该股权转让事项未达到

临时信息披露标准，故经公司 2019 年第二次总经理办公会审议通过后实行，并在 2018 年年

度报告中列示。 

本次股权转让事项有利于公司提高运营和管理效率，本次交易已履行了相应的审议程序，

交易行为符合公司整体发展战略，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3．公司近两年房地产销售项目为南江·汇景天地项目。年报显示，报告期内汇景天地

的住宅项目和和商业项目实现预售面积合计为 18,090.59 平方米，结算面积合计为

28,088.12 平方米，毛利率分别为 19.71%，-0.23%，同比分别上升了 19.21 个百分点、下

降了 13.23 个百分点。报告期内中介代理费为 0 元，而去年同期为 13,848,419.45 元。请

你公司：（1）结合汇景天地所在市场环境、周边可比项目情况等详细说明其住宅及商业项

目毛利率是否显著低于市场平均水平及原因，该项目毛利率同比变化合理性，是否符合所

处市场价格变化趋势；（2）说明公司房地产销售模式是否发生变化，报告期内未发生中介

代理费的原因，往年中介代理费计提期间是否准确，是否存在跨期调节费用的情形。请年

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相关说明： 

答：（1）2018 年年报第 11 页所披露的汇景天地的住宅项目实际上包含了住宅和地下

室；商业项目实际上包含了商铺、车位和会所。其中本期汇景天地住宅结算面积为 17,268.34

平方米，结转收入为 76,538,629.46 元，结转成本为 61,453,486.74 元，毛利率为 19.71%，

结转面积单价为 4,432.31 元/平方米; 本期汇景天地商业结算面积为 10,819.78 平方米，

结算收入为 42,269,090.47 元，结算成本为 42,367,762.05 元，毛利率为-0.23%,结转面积

单价为 3,906.65 元/平方米。受“京津冀一体化”国家策略及京沈高铁开工建设的影响，

公司当地及周边的房地产市场环境逐渐转暖，公司的房地产销售情况也发生积极变化，房



价均有所上涨，本期住宅毛利率的变动主要是由于房价售价上涨所带来的影响。因此住宅

项目的毛利率同比变化合理，没有低于市场的平均水平。商业中的商铺、车位及会所原因

分析如下，车位本期单价比上期低的主要原因是：车位售价根据位置有分几个档次，上期

结转收入的多是售价较高的车位，车位的位置有好有坏，位置好地势好易倒车的车位，早

销售掉的车位一般是售价高的车位，晚期销售的多为位置较差的车位，因此单价较低。商

铺本期单价比上期低是因为 1）：本期商铺毛利率较低是因为商铺的价格与位置好坏成正比，

早期销售的商铺临街且人流较多，后期销售剩余商铺，位置较差，因此后期销售的商铺价

格毛利率会比上期低。2）上期销售商铺中有独立商铺，其售价较高，本期销售的商铺均为

剩余的商铺住宅一体的商铺，因此售价较低。本期销售了楼盘的会所，会所面积 1,565.62

平方米，结转收入 3,809,523.80 元，结转成本 7,499,295.48 元，毛利率为-96.86%。会所

不是盈利项目，为房地产的基础配套设施，由于汇景天地的预售比例已经达到 95.89%，销

售后期为解决库存，资金回笼，因此进行折价销售。综上，汇景天地商业项目毛利率下降

同比变化合理。 

（2）报告期内公司开发的汇景天地小区住宅项目为自售，不存在销售代理费用问题 ，

汇景天地商业项目由中介公司代为销售，存在销售代理费问题。该销售模式与上期一致，没

有改变销售模式。公司与承德利元投资咨询有限公司达成商品房销售代理协议，将部分商业

房由其代理销售，服务期限（指中介服务和包销期限）为 2015 年 1 月 1 日至 2018 年 3 月

31 日，代理销售费用为销售价款超出约定底价部分（含税单价 5,000.00 元）扣除其应承担

的相关税费后的净额支付给对方。2017 年销售的商铺为地段较好的临街商铺以及独立商铺，

上面没有住宅，该类商铺售价较高，售价超过含税单价 5,000.00 元，超过部分应该计提代

销费，因此上年存在代销费，往年中介代理费计提期间准确。报告期销售的是住宅商铺一体

的商铺，因此售价较低，且剩余商铺位置较少为临人流量较多的街道，获取了商铺全年的销

售台账，本报告期销售的商铺含税单价均没有超过 5,000.00 元，因此不用计提代销费，不

存在跨期调节费用。 

4．年报显示，在建工程东沣新能源装备产业化项目期末余额为 101,650,833.16 元，

占资产总额的 16.28%，本期新增在建工程的原值为 99,383,669.12 元。在建工程本期利息

资本化金额 2,271,233.65 元，本期利息资本化率 100.00%。请结合具体工程进度、累计投

入占预算比例等说明报告期内该在建工程是否已达到可使用状态，是否存在延迟转固情形，

利息资本化是否有充分的依据及具体计算过程。请年审会计师结合已实施的审计程序和获

取的审计证据发表明确意见。 



相关说明： 

答：根据监理报告，对施工单位进行发函询证工程施工进度，确认的工程进度为 87%，

累计投入占预算比例 87%。东莞东沣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沣智能”）取得的生

态园地块土地性质为工业用地，东沣新能源装备产业化基地项目包括厂房、宿舍楼、科研

办公楼等建筑物，经过现场察看及监理报告，厂房尚未通水电、消防工程尚未安装，无法

进行投入使用，宿舍、科研楼完成砌体工程、进行内外墙抹灰，东沣新能源装备产业化项

目未达到可使用状态。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4 号-固定资产》第四条：固定资产同时满足

下列条件的，才能予以确认：（一）与固定资产有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企业；（二）

该固定资产的成本能够可靠地计量；东沣智能东沣新能源装备产业化基地项目未能产生经

济利益，不满足准则规定的固定资产确认条件，且根据《建设工程消防监督管理规定》第

二条：“本规定适用于新建、扩建、改建（含室内装修、用途变更）等建设工程的消防监

督管理。本规定不适用住宅室内装修、村民自建住宅、救灾和其他临时性建筑的建设活动。” 

第四十四条：“第四十四条  依法应当经公安机关消防机构进行消防设计审核的建设工程

未经消防设计审核和消防验收，擅自投入使用的，分别处罚，合并执行。” 因此未达到可

使用状态，未存在延迟转固情形。 

东沣智能向东莞银行松山湖科技支行申请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2 亿元的综合授信，授信

期限两年，单笔支用期限不超过 5 年，专项用于兴建位于东莞市生态园福兴路东侧的东沣

新能源装备产业化项目。根据合同条款，借款仅限于东沣新能源装备产业化项目工程建设

投入使用。东沣智能按工程进度支用借款，银行严格审核其申请资料及用途再拨款，确保

用途合法合规，依次按工程进度拨款，银行拨款是通过智能账户再直接划账至施工收款单

位，是委托支付，东沣智能不能对款项进行操作。已对进账单和付款单进行查验。根据《企

业会计准则第 17 号-借款费用》 第五条借款费用同时满足下列条件的，才能开始资本化： 

（一）资产支出已经发生，资产支出包括为购建或者生产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产而以

支付现金、转移非现金资产或者承担带息债务形式发生的支出。2017 年 5 月东沣智能已发

生为该资产购建支出设计费、基础设施建设费用等。（二）借款费用已经发生；（三）为

使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或者可销售状态所必要的购建或者生产活动已经开始。东沣新能源

装备产业化基地项目开始铺建基础设施等施工活动从 2017年 5 月开始。东沣智能本期取得

借款产生的利息符合准则规定的资本化条件。 

具体计算过程： （单位：元） 



借款金额 

(按单笔借款填列） 
借款日 结算日 贷款利率 本期应计利息 

49,910,000.00 2018/8/17 2018/12/31 6.8875% 1,298,630.47 

50,000,000.00 2018/9/21 2018/12/31 6.8001% 953,902.92 

1,800,000.00 2018/11/8 2018/12/31 6.8001% 18,020.27 

合计 --- --- --- 2,270,553.66 

5．年报显示，公司报告期内研发投入金额 1,458.17 万元，同比增长 300.77%。其中资

本化金额 1,334.64 万元，研发资本化金额占研发总支出比例达 91.53%。请结合各研发项目

所处阶段、有关资本化条件的判断过程及结论、资本化金额计算过程等逐项说明资本化的

相关会计处理是否合规，资本化占比是否符合研发实际。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

见。 

相关说明： 

答： 

 项目 
车用风冷氢燃料电池动

力系统项目 
ZS01 氧化铝纤维项目 实时制氢设备 结论 

（1）研发流程及研发项目所处阶段  

 

1. 双极板生产工艺；2.

膜电极生产工艺；3.燃料

电池装堆生产工艺；4.

示范应用及产品升级 

检查总结报告及现场观

察，截至 2018 年 12月

31日，1-2阶段已完成

100%，3阶段已完成 60%，

4阶段已完成 10%。 

1.溶胶环节；2.纺丝环

节；3.烧结环节。 

检查总结报告及现场观

察，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①溶胶环节----纺

丝溶胶研究、溶胶生产线

建设已完成 100%；②纺

丝环节----纺丝过程控

制、喷丝设备产能优化、

纺丝生产线建设均完成

50%；③烧结环节中烧结

环节和辊道窑设计完成

95%,除酸系统建设已完

成 100%。 

1. 车载氢源样机研制；2装车方案设

计；3. 整车运行调试并使车载实时设

备公交车平稳运行：通过整车多工况

运行调试，调试和整车和氢源的匹配

问题并予以解决，验证氢源样机设计，

并进行改进。4. 制氢残渣回收处理：

将车载氢源制氢后的残渣处理得到高

性能氧化铝粉体产品，研制中试线。

检查总结报告及现场观察，截至 2018

年 12月 31日，1-2阶段已完成 100%，

3阶段整车运行调试已完成 100%，车

载车载实时设备公交车平稳运行测试

阶段已完成 30%。 

  

（2）有关资本化条件的判断过程及结论   

一、完成该无形

资产以使其能够

1.拥有良好的技术团队基础，为项目的建设提供资源保障；2.成熟的技术储备，为项目的开

发提供坚实基础；3.丰富的服务经验，确保项目可以成功实施；4.权威的专家及顾问团，为

满足条

件 



 项目 
车用风冷氢燃料电池动

力系统项目 
ZS01 氧化铝纤维项目 实时制氢设备 结论 

使用或出售在技

术上具有可行性 

项目发展保驾护航。 

  

二、具有完成该

无形资产并使用

或出售的意图 

项目完成后，东莞众创将

与车企公司建立合作关

系进行出售。目前，东莞

众创已和杭州氢航科技

有限公司、山西铱格斯曼

航空科技有限公司等公

司签订销售合同。 

本项目完成后奥林具有

使用的意图；开发完成

后，奥林将应用该技术批

量生成氧化铝纤维投入

市场实现收入。 

本项目完成后海卓能源具有出售意

图：目前，样机已研发成果，并成功

初试。与深圳市帝柏科技有限公司购

货上初步进行合作 

满足条

件 

三、无形资产产

生经济利益的方

式，包括能够证

明运用该无形资

产生产的产品存

在市场或无形资

产自身存在市

场；无形资产将

在内部使用的，

应当证明其有用

性 

本项目完成后，其提供的

产品存在市场：目前，山

西成功汽车制造有限公

司已在东莞众创进行氢

燃料汽车改装中，此外，

风冷燃料电池已和杭州

氢航科技有限公司、山西

铱格斯曼航空科技有限

公司等公司签订销售合

同。 

本项目完成后，其提供的

产品存在市场：奥林已与

德清奥卡耐火材料有限

公司等公司等客户在氧

化铝纤维购货上进行合

作，并签订了《试用供货

合同》。本期已与其进行

小货量试销售。 

本项目完成后，其提供的产品存在市

场：氢气纯度可高达 99.99%，可以有

效延长燃料电池使用寿命；安全性能

提高，相比传统高压氢气储罐供氢模

式，实时制氢设备根据氢燃料电池的

需求实时制氢，即用即产，无安全隐

患；制氢固体燃料棒与水除了产生高

纯氧气之外，副产物氢氧物，可以回

收，经过特定工艺加工完成高价值的

高纯氧化铝粉、多孔陶瓷等产品，降

低氢气使用成本；实时制氢设备无需

依赖加氢站，时效性，用户体验好。 

 满足条

件 

四、有足够的技

术、财务资源和

其他资源支持，

以完成该无形资

产的开发，并有

能力使用或出售

该无形资产 

（1）技术：东莞众创拥

有良好的技术团队基础

及成熟的技术储备，具有

足够的技术资源。 

（1）技术：奥林与东莞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研究

院合作，有强大的技术团

队基础及成熟的技术储

备，具有足够的技术资

源。 

（1）技术：海卓能源拥有良好的技术

团队基础及成熟的技术储备，具有足

够的技术资源。 

满足条

件 

（2）财务资源:本项目投

资预算总额为 888.6 万

元，公司将通过自有资金

解决。具有足够的财务资

源。 

（2）财务资源:本项目投

资总额为 1039.2 万元，

其中研发设备及材料

672.00 万元，研发人员

工资 367.2万元。资金是

自筹资金。 

（2）财务资源:本项目投资预算总额

为 1012万元，公司将通过自有资金解

决。具有足够的财务资源。 

（3）其他资源：东莞众

创拥有丰富的服务经验

及权威的专家及顾问团，

（3）其他资源：奥林公

司拥有丰富的服务经验

及权威的专家及顾问团，

（3）其他资源：海卓能源拥有丰富的

服务经验及权威的专家及顾问团，具

有足够的其他资源。 



 项目 
车用风冷氢燃料电池动

力系统项目 
ZS01 氧化铝纤维项目 实时制氢设备 结论 

具有足够的其他资源。 具有足够的其他资源。 

（4）本项目完成后，东

莞众创有能力出售：目

前，山西成功汽车制造有

限公司已在东莞众创进

行氢燃料汽车改装中，此

外，风冷燃料电池已和杭

州氢航科技有限公司、山

西铱格斯曼航空科技有

限公司签订首套销售合

同。 

（4）本项目完成后，奥

林有能力出售：奥林已与

多家公司签订合作协议，

如德清奥卡耐火材料有

限公司等。产品技术上具

备小批量生产能力，利用

中试线生产的样品，进行

了市场推广。 

（4)本项目完成后，海卓能源有能力

进行出售，目前，样机已研发成果，

并成功初试。利用初试样品与深圳市

帝柏科技有限公司合作洽谈。 

五、归属于该无

形资产开发阶段

的支出能够可靠

地计量 

1.本期研发人员直接人

工 投 入 2,135,861.89

元； 

2.与研发相关的材料费

975,701.72元。 

3.其他研发过程的支出，

水电费、技术服务费、差

旅费等 588,707.72 

1.本期研发人员直接人

工投入 2,585,847.6元； 

2 与研发相关的材料费

1,057,973.43元； 

3其他研发过程的支出：

水电费、技术服务费、差

旅费等 257,434.79元。 

进行研究与开发无形资产过程中发生

的各项支出： 

1. 本 期 研 发 人 员 直 接 人 工 投 入

1,682,799.10元； 

2.与研发相关的材料 3,390,138.38

元。 

3.其他研发过程的支出，水电费、技

术服务费、差旅费等 337,792.04元 

满足条

件 

综上结论：车用风冷氢燃料电池动力系统项目、ZS01 氧化铝纤维项目、实时制氢设备

已达到资本化条件。 

本期研发投入金额 1,458.17 万元，其中转入开发支出(资本化)为 1325.78 万元，系研

发人员的工资及材料费等，其中转入研发费用金额为 132.39 万元，系厂房及员工宿舍租金

及其相应水电费、员工福利费。研发项目期初已达到研发支出资本化阶段的五大条件，研发

支出应全额资本化，费用化部分是根据准则及实质重于形式原则逐项判断的结果：第一，资

产指企业过去的交易或者事项形成的，由企业拥有或控制的，预期会给企业带来经济利益的

资源，管理费用核算企业为组织和管理企业生产经营所发生的管理费用。厂房及宿舍租金无

法为企业带来经济利益，不满足资产条件，属管理费用中组织和管理企业生产经营范畴，因

此将厂房及宿舍租金归集为费用。同时新准则实施后，研发支出(成本类科目)费用化部分不

再直接计入管理费用，应将属于研发支出费用化部分期末计入研发费用。第二，研发费用化

部分不符合财税〔2015〕119 号规定“研发费用归集范围：1.人员人工费用、2.直接投入费



用、3.折旧费用、4.无形资产摊销、5.新产品设计费、新工艺规程制定费、新药研制的临床

试验费、勘探开发技术的现场试验费、6.其他相关费用”内容，故转入当期损益；第三，企

业会计准则划分了研究阶段与开发阶段的标准，未明确研究和开发费用具体内容，国际会计

准则中，具体规定了研究和开发费用的具体内容：（1）从事研究和开发活动的人员的薪金、

工资和其他有关的人工费用；（2）在研究和开发活动中所消耗的材料和劳务费用；（3）在

研究和开发活动中所使用的不动产、厂房和设备的折旧；（4）在研究和开发活动中发生的

有别于一般管理费用的间接费用,其分配与存货的间接费用分配相似。（5）其他费用。厂房

属研发活动及管理活动的必要场所，员工宿舍主要为研发人员及管理人员宿舍，不满足上述

条件（1）至（3），但这部分属有别于一般管理费用的间接费用，满足条件（4）故将其纳

入研发费用范围；第四，准则规定所发生的支出应当按照合理的标准在各项研究开发活动之

间进行分配，无法合理分配的，应当计入当期损益，厂房系研发人员及管理人员共有的工作

场所，宿舍为所有员工（包括研发人员及管理人员）承担的房租费在职工福利费中列支，两

者均无法合理分配在各项研究开发活动中，故全额计入当期损益。综上，资本化及费用化的

相关会计处理合规，资本化占比是符合研发实际的。 

6．年报显示，公司预付款项期末余额为 61,099,009.67 元，同比增加 33179.22%，预

付对象主要为承德万轩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预付期末余额为 60,038,761.00 元。同时，其

他非流动资产项下显示预付工程款期末余额 120,392,369.00 元。请说明前述预付款对象的

股权结构，是否与公司或实际控制人、董监高存在关联关系或可能造成利益倾斜的其他关

系，前述预付款的具体内容、发生原因和结算周期，并结合相关业务模式、合同内容等说

明前述预付行为是否符合合同约定和商业惯例，是否可能构成变相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情

形。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相关说明： 

预付款项期末余额中占比较大的承德万轩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注册地址为河北省承德市

承德县下板城镇万荣商业广场公寓楼 1516 室，最终实际控制人为刘显朋，杨树彬，认缴资

金为，刘显朋 3600 万元，占比 87.80%，杨树彬 500 万元，占比 12.20%，与东沣科技集团有

限公司或实际控制人、董监高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可能造成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该笔预付款

的具体内容为位于承德县下板城二路的天玺二期（2、3、5、6、7、8 号楼、地下车库、消

防防控室）框剪及框架结构，地上 5-14 层，地下 1 层，总建筑面积为 47504 平方米，天玺

商住项目 1号楼，框架剪力墙结构，地上 14 层，地下 1 层，建筑面积 8574 平方米，9 号楼

框架结构，地上一层，建筑面积为 428 平方米，10 号楼框架结构，地上 1-2 层，建筑面积



为 1918 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10920 平方米，工程承包范围为施工图纸包含的内容，包括土

建，安装，装饰装修工程等，不包括断桥窗、地下屋面防水、外墙真石漆、干挂花岗岩，已

获取工程立项、规划批准文件，文件号为承县发改核字【2018】4号建字第 130821201801041，

资金来源为自筹，计划开工日期为 2018 年 10 月 20 日，计划竣工日期为 2020 年 12 月 31

日，工期总日历天数为 801 天。 

其他非流动资产为预付承德长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承德长城”）工程款

119,910,000.00 元，预付杭州西奥电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西奥”）工程款 482,369.00

元。 

承德长城股东与最终受益人是承德长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孙汉凌，其中承

德长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出资额 4,037.90 万元人民币，出资占比 66.88%，孙汉

凌出资额 2,000.00 万元人民币，出资占比 33.12%；通过查询工商登记信息及企业征信报告

等公开信息资料，预付款对象承德长城与公司或公司实际控制人王栋、董高监人员不存在关

联关系或可能造成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预付承德长城款项具体内容为基础设施费、工程安

装费、监理费等。 

杭州西奥股东与最终受益人是新西奥电梯集团有限公司、周俊良，其中新西奥电梯集团

有限公司出资额 42,925.00 万元人民币，出资占比 85%，周俊良出资额 7,575.00 万元人民

币，出资占比 15%。通过查询工商登记信息及企业征信报告等公开信息资料，预付款对象杭

州西奥与公司或公司实际控制人王栋、董高监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可能造成利益倾斜的其

他关系，预付杭州西奥款项具体内容为电梯安装款。 

承德长城及杭州西奥预付款发生原因为根据合同约定及工程进度预付东沣新能源装备

产业化基地项目工程进度款。根据《建设工程价款结算暂行办法》 第十三条工程进度款结

算与支付应当符合下列规定：(一)工程进度款结算方式 1、按月结算与支付。即实行按月支

付进度款，竣工后清算的办法。合同工期在两个年度以上的工程，在年终进行工程盘点，办

理年度结算。2、分段结算与支付。分段结算与支付。即当年开工、当年不能竣工的工程按

照工程形象进度，划分不同阶段支付工程进度款。根据合同约定及工程进度预付，公司采用

第二种结算方式；根据合同约定：预付款用于承包人为合同工程施工购置材料、工程设备、

施工设备、修建临时设施以及组织施工队伍进场等所需的款项。合同双方当事人可以约定预

付款，预付款金额、支付办法和抵扣方式应在专用条款中明确。预付款必须专用于合同工程，

除专用条款另有约定外，预付款的最高限额为合同价款的 30%，符合合同约定和商业惯例。

《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下简称《主板指引》）7.4.1 即明示，对外提供财务资



助是指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有偿或者无偿对外提供资金、委托贷款等行为，公司与承德

万轩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承德长城以及杭州西奥之间的交易行为不构成财务资助。 

7．年报显示，其他应付款下“其他”项期末余额为 97,505,500.30 元，同比增长

13105.88%。请说明相关款项形成的业务背景、主要涉及的交易对方及关联关系，较期初大

幅增加的原因。 

相关说明： 

公司 2018 年报中其他应付款下“其他”项期末余额为 97,505,500.30 元，同比增长

13105.88%，主要包含以下内容：（1）公司向自然人刘承金借款本息合计 79,143,616.44 元,

借款用途为补充公司营运资金，满足日常生产经营所需，2018 年 11 月 14 日，公司与自然

人刘承金签订借款合同，借款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10,000 万元，利率为 12%/年，借款期限

不超过 12 个月。截止 2018 年末，借款本金及利息余额为 79,143,616.44 元。自然人刘承金

与公司无任何关联关系，无业务往来。（2）公司收到承德万轩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质保金

18,000,000.00 元。公司新开发的天玺商住项目由承德万轩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承建，为保证

工程质量及进度，经双方协商同意，承德万轩建筑公司向公司缴纳工程建设保证金 2000 万

元，待工程完工验收合格后一次性退还万轩公司。截止 2018 年末，该质保金余额为

18,000,000.00 元。（3）其他金额较小单位合计 361,883.86 元。因前二项为 2018 年度当期

发生，且金额较大，致使期末余额同比增长较大。 

 

 

特此公告。 

 

 

东沣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 年 4月 30 日 

 


	2019年4月24日，深圳证券交易所对本公司发出了《关于对东沣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年报问询函》【（2019）第25号】，根据问询函要求，现将有关事项说明如下：
	1． 公司连续4年扣非后净利润为负或者微盈。报告期内主要收入来源为房地产开发经营，同时涉及氢能源及新材料业务、种蝎养殖、飞艇研发项目等，均与公司主业无显著协同效应。近年未有新增土地储备，房地产业务目前仅有一处在开发项目。请公司结合所处行业发展趋势、在开发项目的开发进度和销售计划、公司各项业务经营情况、未来经营发展战略及投资计划等，详细分析说明公司未来主业发展方向，是否具备足够的资金与实力经营多项非关联业务，持续经营能力是否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公司未来提高主业盈利能力的具体措施。
	近年来，国家对房地产行业持续从严调控，整个房地产市场竞争日益激烈，房地产行业发展呈分化状态。在这个大背景下，进行战略转型是公司长远发展的必要趋势。
	自破产重整后，公司一直致力于提高主业盈利能力，改善公司经营状态。2012年新一届领导班子上任以来，为保障公司长期可持续发展，公司秉持“房地产+战略转型”的发展思路，在稳步发展房地产的基础上，积极推进战略转型，为公司培育新的利润点。目前公司从事的主要业务为房地产业务、氢能源及新材料业务，农业养殖规模较小可忽略不计，飞艇研发项目已在2018年度全部费用化处理，报告期内未有推进。目前公司主要从事的各业务经营及进展情况如下：
	在氢能源及新材料方面，公司正在加快推进东沣新能源装备产业化基地项目的建设，预计将于2019年三季度竣工验收。2018年，氢能源及新材料部分业务也取得突破性进展。以奥林新材料为平台的氧化铝短纤维首条产线已建设完成，开始小批量投产并销售，目前正在大力开拓市场，同时结合客户需求升级产品性能，提高产能，降低成本；以海卓能源为平台研发的实时制氢设备，已在氢燃料电池公交车上联调实验成功，正进一步道路测试实验，并进一步提高升级产品性能；以众创新能源为平台的氢燃料电池，目前已经形成500W到5000W系列燃料电池...
	为保证公司各业务板块平稳发展，2018年度，公司通过复合担保的形式，获取银行贷款2亿元，专项用于东沣新能源装备产业化基地项目的建设。并通过其他借款形式，融资7914万元，有力保障了公司各项业务的经营及发展。
	综上，公司盈利能力及持续经营能力不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未来，公司将继续秉持“房地产+战略转型”的发展思路，利用公司房地产业务在当地的口碑优势，稳步发展推进房地产业务的同时，积极推进战略转型，为公司培育新的利润增长点。同时探索新的融资渠道，继续尝试多渠道融资，加大项目融资力度，积极补充优质的资金来源，为公司各板块项目发展提供坚实的资金保障。
	2．年报显示，你公司在报告期内出售了你公司控股子公司中2017年唯一盈利的承德南江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江商贸”）100%股权，股权出售贡献的净利润占净利润总额的比例为282.13%； 2019年3月出售了报告期内唯一盈利的控股子公司南江亚洲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江投资”） 100%股权。请你公司：（1）说明涉及上述股权出售的具体会计处理过程和依据，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2）结合南江投资相关资产、净利润占比及出售损益影响等说明公司出售该项盈利资产的原因，是否已就该股权出售事项履...
	（2）独立董事就该事项发表意见如下：
	经核查，南江亚洲投资于2013年11月成立，经营范围为国际投资及贸易、船舶买卖及租赁。2018年度，南江亚洲投资的主要财务数据及占比情况如下：
	（单位：元）
	因南江亚洲投资自成立后未实际开展业务，2018年度盈利主要为汇率浮动产生。为优化公司资产结构，降低管理成本，2019年3月12日，公司与自然人於洁女士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公司将全资子公司南江亚洲投资有限公司100%股权转让给於洁女士，转让价格为555万元人民币。该转让事项影响当期损益约7.1万元。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规定，该股权转让事项未达到临时信息披露标准，故经公司2019年第二次总经理办公会审议通过后实行，并在2018年年度报告中列示。
	本次股权转让事项有利于公司提高运营和管理效率，本次交易已履行了相应的审议程序，交易行为符合公司整体发展战略，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3．公司近两年房地产销售项目为南江 汇景天地项目。年报显示，报告期内汇景天地的住宅项目和和商业项目实现预售面积合计为18,090.59平方米，结算面积合计为28,088.12平方米，毛利率分别为19.71%，-0.23%，同比分别上升了19.21个百分点、下降了13.23个百分点。报告期内中介代理费为0元，而去年同期为13,848,419.45元。请你公司：（1）结合汇景天地所在市场环境、周边可比项目情况等详细说明其住宅及商业项目毛利率是否显著低于市场平均水平及原因，该项目毛利率同比变化合理性，是...
	（2）报告期内公司开发的汇景天地小区住宅项目为自售，不存在销售代理费用问题 ，汇景天地商业项目由中介公司代为销售，存在销售代理费问题。该销售模式与上期一致，没有改变销售模式。公司与承德利元投资咨询有限公司达成商品房销售代理协议，将部分商业房由其代理销售，服务期限（指中介服务和包销期限）为2015年1月1日至2018年3月31日，代理销售费用为销售价款超出约定底价部分（含税单价5,000.00元）扣除其应承担的相关税费后的净额支付给对方。2017年销售的商铺为地段较好的临街商铺以及独立商铺，上面没有...
	4．年报显示，在建工程东沣新能源装备产业化项目期末余额为101,650,833.16元，占资产总额的16.28%，本期新增在建工程的原值为99,383,669.12元。在建工程本期利息资本化金额2,271,233.65元，本期利息资本化率100.00%。请结合具体工程进度、累计投入占预算比例等说明报告期内该在建工程是否已达到可使用状态，是否存在延迟转固情形，利息资本化是否有充分的依据及具体计算过程。请年审会计师结合已实施的审计程序和获取的审计证据发表明确意见。
	5．年报显示，公司报告期内研发投入金额1,458.17万元，同比增长300.77%。其中资本化金额1,334.64万元，研发资本化金额占研发总支出比例达91.53%。请结合各研发项目所处阶段、有关资本化条件的判断过程及结论、资本化金额计算过程等逐项说明资本化的相关会计处理是否合规，资本化占比是否符合研发实际。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6．年报显示，公司预付款项期末余额为61,099,009.67元，同比增加33179.22%，预付对象主要为承德万轩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预付期末余额为60,038,761.00元。同时，其他非流动资产项下显示预付工程款期末余额120,392,369.00元。请说明前述预付款对象的股权结构，是否与公司或实际控制人、董监高存在关联关系或可能造成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前述预付款的具体内容、发生原因和结算周期，并结合相关业务模式、合同内容等说明前述预付行为是否符合合同约定和商业惯例，是否可能构成变相对外提供财...
	7．年报显示，其他应付款下“其他”项期末余额为97,505,500.30元，同比增长13105.88%。请说明相关款项形成的业务背景、主要涉及的交易对方及关联关系，较期初大幅增加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