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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头华资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

的事后审核问询函所提问题的答复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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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头华资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19 年 5 月 12 日

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包头华资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

的事后审核问询函》（上证公函【2019】0613 号），现就《问询函》内容答

复如下： 

一、 关于营业收入 

1.年报显示， 公司一季度至四季度营业收入分别为 99.8 万元、

122.12 万元、 295.17 万元、 6023.27 万元。请公司结合公司主营业务

经营情况，补充披露：（1）公司四季度营业收入大幅提高的原因；（2）按

照制糖、仓储、贸易等业务类型披露各季度收入金额；（3）四季度制糖业

务是否使用了本公司的产能，是否为食糖代加工，补充披露现有产线产能、

销量、产能利用率等；（4）制糖业务的前五大客户明细和交易金额，是否

与公司、实际控制人和控股股东存在潜在关联关系和其他利益安排；（5）

贸易业务的业务模式、主要产品和明细，前五大客户明细和关联关系等；

（6）四季度营业收入是否能够确认为主营业务收入，相关收入确认政策；

（7）请结合货物流、 资金流转及相关风险承担情况，分具体业务板块说

明收入确认依据及合规性。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 

答复： 

（1）公司本年拥有 7,840 吨原糖配额进口指标，由于 2018 年上半年国

际、国内糖市场行情走势下行，公司一直没有进口加工。下半年始根据市



场预测下行走势将于四季度会有所调整，价格会有所回升，同时公司考虑

原糖配额进口指标限期使用的影响，遂于 10 月份择机组织了本批原糖的进

口、加工和销售以及贸易糖的经营。因此，公司四季度营业收入大幅度提

高。 

（2）按照业务类型各季度收入如下：                     单位：万元 

业务类型 一季度 二季度 三季度 四季度 合  计 

主营业务：      

制糖 6.11  0.10 3,112.40 3,118.61 

仓储 58.00  121.80 60.90 240.70 

其他业务：      

贸易  82.07  2,760.00 2,842.07 

租赁等 35.71 40.05 173.27 89.97 339.00 

合   计 99.82 122.12 295.17 6,023.27 6,540.38 

（3）四季度制糖业务没有使用公司的产能，由于本批原糖采购数量少，开

机工艺损失较大，为了提高企业效益，最终决定委托加工（公司购糖、支付加工

费）；公司现有生产线（甜菜糖生产及原糖加工）年产成品糖约 16万吨，正常年

份基本能全部销售，2018年除加工部分精品糖外，相关生产线基本没得到利用。 

（4）制糖业务的前五大客户明细和交易金额如下：          单位：万元 

单位名称 交易金额 

营口新北方制糖有限公司 3,108.97 

以上客户与公司、实际控制人和控股股东不存在潜在关联关系和其他利益安

排。 

（5）贸易业务的业务模式主要是择机以适当价格购入、以较高的价格销售，

赚取价差，经营产品主要是白砂糖。 

贸易业务的前五大客户明细和交易金额如下：               单位：万元 

单位名称 交易金额 

上海生水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2,760.00 

李佳 82.07 



以上客户与公司、实际控制人和控股股东不存在潜在关联关系和其他利益安

排。 

（6）四季度营业收入包括主营业务收入和其他业务收入。主营业务收入包

括制糖和仓储收入；其他业务收入包括贸易和租赁收入。具体收入确认政策如下： 

1）制糖业务 

公司制糖业务收入确认的会计政策为：公司销售的商品在同时满足下列条件

时，按从购货方已收或应收的合同或协议价款的金额确认销售商品收入：①已将

商品所有权上的主要风险和报酬转移给购货方；②既没有保留通常与所有权相联

系的继续管理权，也没有对已售出的商品实施有效控制；③收入的金额能够可靠

地计量；④相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企业；⑤相关的已发生或将发生的成本能

够可靠地计量。 

2）仓储业务 

公司仓储业务收入确认的会计政策为：与交易相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企

业，收入的金额能够可靠地计量时，按照有关合同或协议约定的收费时间和方法

计算确定。 

3）租赁业务 

公司租赁业务收入确认的会计政策为：与交易相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企

业，收入的金额能够可靠地计量时，按照有关合同或协议约定的收费时间和方法

计算确定。 

4）贸易业务 

公司贸易业务收入政策与制糖业务相同。 

公司本年四季度上述各类业务收入，均满足收入确认的相关条件，符合《企

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并与公司一贯执行的收入确认的会计政策一致。 

（7）公司各业务板块收入确认的依据及合规性具体如下： 

1）制糖业务：公司使用原糖配额进口指标委托代理进口原糖，本着经济、



效率的原则委托加工成优质白糖，验收合格后直接销售。根据销售合同，采购方

预付货款后，公司安排出货。按照合同约定交付货物并经对方验收合格，公司确

认与货物相关的风险和主要报酬已经转移，收取货款并开具销售发票，确认收入。

本年四季度制糖业务收入已全额收款。 

2）贸易业务：与客户签订合同，根据合同约定交付货物并经验收合格后，

收取货款并开具发票，确认收入。对于小额零星销售，经销售部门负责人审批后

可以赊销，发出货物并开具发票后确认收入。 

3）仓储业务：公司与客户签订中央储备糖储存保管合同，收费标准执行国

家相关部门要求，每月按照合同约定的储存数量及单位费率确认收入。 

4）租赁业务：公司与客户签订租赁合同，根据合同约定年租金确认收入。

其他零星收入，于款项收到时确认。 

二、关于客户和供应商集中度 

2.年报显示，公司前五名客户销售额 6384.95 万元，占年度销售总

额的 97.62%。前五名供应商采购额 5768.58 万元，占年度采购总额的 

99.56%。请公司补充披露：（1）逐一列示前五大客户的销售额和所占比例，

是否存在对特定客户的重大依赖；（2）逐一列示前五大客户的销售额和所

占比例，是否存在对特定供应商的重大依赖。 

答复： 

（1）前五大客户的销售额和所占比例： 

单位名称 销售额 比例（%） 

营口新北方制糖有限公司 3,108.97 47.53 

上海生水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2,760.00 42.20 

华商储备商品管理中心有限公司 240.69 3.68 

内蒙古东奇面粉有限责任公司 173.35 2.65 

包头市源升农牧股份有限公司 101.94 1.56 

合     计 6,384.95 97.62 

（2）前五大供应商的采购额和所占比例： 



单位名称 销售额 比例（%） 

营口新北方制糖有限公司（代理进口） 5,442.62 93.94 

内蒙古电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包头市供电局 262.59 4.53 

中国铁路呼和浩特集团有限公司 25.38 0.44 

包头市热力总公司 19.35 0.33 

包头宁鹿石油有限公司 18.64 0.32 

合     计 5,768.58 99.56 

由于公司 2018 年所进行的购销业务不多，从上表看，存在一定依赖关

系，但是，本公司是一个从事制糖生产经营六十多年的企业，从技术、品

牌、信誉、开拓市场等均有一定的优势，一旦生产经营步入正常，采购甜

菜、原糖等糖料是多方面、多渠道的，成品糖数量充足、品种多样、质量

优质销售渠道也是广泛的。 

公司 2018 年度委托营口新北方制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北方”）

代理原糖进口，是因为本公司原糖进口配额较少，而新北方是一个港口企

业，有诸多优势及政策，有自营进出口权，既有少量配额也需进口并代理

多家企业，又有成熟的国外原糖进口渠道，仓库设在港口保税区内，运输、

装卸、仓储方便，流程短、效率快、成本低，因此，公司全权委托其代理

该项进口业务。 

新北方是一个纯食糖加工企业，具备年产 30 多万吨的生产能力，公司

原糖进口后，如果再运回本公司，一是加大运输成本及相关费用，二是本

公司月加工能力在 2 万吨以上（全年按 8 个月生产），由于该批次数量太少，

致使加工工艺损失较大，因此，委托新北方就地加工。 

由于该批次数量不大，加工为成品糖后，考虑运输、仓储、管理、市

场波动等方面的诸多因素，公司决定锁定利润，一次性销售给新北方。 

三、关于在建工程和固定资产 

3.年报显示，公司在建工程期初为 5916 万元，期末为 0。 请公司说

明：（1） 在建工程变动幅度较大的原因；（2）相关变动是否履行了决策程

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答复： 

（1）在建工程主要为子公司包头华资糖储备库有限公司筹建的 40 万吨

国储糖库及附属工程项目。该项目为包头市东河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东

河区政府”）重点项目，得到了政府的大力支持，为此，东河区政府与我公

司签订了《框架协议书》。协议约定，东河区政府的责权为“负责土地及地

上物征收等各项工作,全力协助企业完成该项目的规划、立项、可研、土地

组卷报批、工程建设等前期手续办理。”我公司的责权为“严格按照包头市、

东河区城市建设总体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项目规划设计方案要求实

施项目建设；承担该项目所产生的土地及地上物征收补偿等一切费用，并

及时到位。”据此，我公司将土地补偿款先后支付给东河区政府 3,200.00

万元，支付给包头东河现代物流园区服务中心（以下简称“物流园”）

2,500.00 万元，共计 5,700.00 万元并列入“在建工程”。几年来由于东河

区政府受土地规划及土地征用政策的限制，致使我公司未能如期取得项目

建设用地，但是，该项目用地已平整完毕，我公司已派有专人管理，同时，

东河区政府承诺积极争取相关政策，还在加大力度推进该项工作，保证企

业的项目建设，该建设项目仍处在实施过程之中。但是，考虑到近年项目

没有实质性进展，公司认为将支付的土地及地上物征收补偿等一切费用从

“在建工程”转至“预付账款—土地等预付款”更为合适，待建设用地取

得后，所支付的土地补偿费将构成项目建设工程成本。 

（2）该科目调整性质并未改变，已经总经理办公会议一致通过。 

4.年报显示，2018 年上半年公司未进行原糖加工和糖贸易销售，下半

年公司与其他糖企合作加工和贸易形式，实现糖业务收入 5960.69 万元。 

请公司补充披露：（1）公司涉及糖的生产加工的固定资产是否全年停工；（2）

下半年与其他糖企合作加工是否利用了本公司固定资产和产能；（3）本期

未计提固定资产减值是否审慎。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 

答复： 

（1）公司涉及糖的生产加工的固定资产基本处于停工状态； 

（2）下半年与其他糖企合作加工没有利用本公司固定资产和产能； 



（3）2011 年，国内外经济增速放缓、进口糖冲击严重，制糖行业整体情况

相对低迷，受此影响，公司董事会决定停止甜菜糖的生产,与之相关的资产停用。 

1）公司固定资产基本情况 

截至 2018年 12 月 31日，公司全部固定资产的账面价值为 10,217.09 万元，

其中：在用固定资产的账面价值为 4,369.08 万元，占全部固定资产的 42.76%；

闲置固定资产的账面价值为 5,848.01万元，占全部固定资产的 57.24%。 

截至 2018年 12 月 31日，公司全部固定资产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账面原值 累计折旧 减值准备 账面价值 

账面价值与

账面原值的

比率（%） 

房屋建筑物 22,893.38 12,352.68 2,766.92 7,773.78 33.96 

机器设备 21,709.78 12,849.07 7,250.27 1,610.44 7.42 

动力设备 4,500.29 3,270.37 599.29 630.63 14.01 

其他设备 1,869.94 1,780.80 12.71 76.43 4.09 

运输设备 273.55 136.39 11.35 125.81 45.99 

合   计 51,246.94 30,389.31 10,640.54 10,217.09 19.94 

注：公司全部固定资产期末账面价值与账面原值的比率为 19.94%，其中：

机器设备、其他设备接近净残值，动力设备略高于净残值。 

其中，闲置固定资产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账面原值 累计折旧 减值准备 账面价值 

账面价值与

账面原值的

比率（%） 

房屋建筑物 11,626.87 6,261.99 1,722.13 3,642.75 31.33 

机器设备 21,423.29 12,635.92 7,221.09 1,566.28 7.31 

动力设备 4,464.29 3,235.46 599.29 629.54 14.10 

其他设备 243.49 227.62 6.43 9.44 3.88 

合   计 37,757.94 22,360.99 9,548.94 5,848.01 15.49 

注： 闲置固定资产的账面价值为 5,848.01 万元，占全部固定资产的比例为

57.24%，主要为房屋建筑物和机器设备，系与制糖及其副产品相关的车间厂房和

生产设备等；闲置固定资产的账面价值与账面原值的比率为 15.49%，其中：机

器设备、其他设备接近净残值，动力设备略高于净残值。 



在用固定资产的账面价值为 4,369.08 万元，占全部固定资产的比例为

42.76%，主要为房屋建筑物（占在用固定资产的 94.55%），包括公司的办公大楼、

技术研发中心、营销大楼、包装车间厂房及厂区道路等；在用设备主要为少量机

器设备及办公设备；运输设备为办公车辆。在用固定资产期末账面价值与账面原

值的比率为 32.39%，其中：动力设备、其他设备接近净残值，机器设备略高于

净残值。 

2）以前年度固定资产减值准备计提情况 

2011 年，公司停止甜菜糖的生产，当时针对制糖及其副产品相关的停用固

定资产计提了减值准备，公司每年年末对固定资产进行减值测试，2017 年末，

还专门聘请了专业评估机构，对主要闲置固定资产的可回收金额进行了评估。自

2011 年至 2017 年,公司累计计提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10,220.29 万元。截至 2018

年年末，固定资产减值准备的余额为 10,640.54 万元。 

3）2018年度固定资产减值准备计提情况 

2018 年末，公司管理层对固定资产状况进行了全面分析和检查，并进行减

值测试。公司本次减值测试的范围为全部固定资产，测试的方法是估计资产的可

收回金额，将可收回金额与账面价值进行比较，如果资产的可收回金额低于其账

面价值，则将低于的部分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由于不宜预计资产的未来现金流量，可收回金额是以 2018 年年末资产的公

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确定的。由于公司资产种类多、数量大，在测算估

计可收回金额时，遵循重要性原则，将资产划分为三大类，具体为：第一类，重

要且账面价值较高的资产（该类资产金额占比 85.96%），逐项进行评估，确定其

公允价值和处置费用，计算可收回金额；第二类，虽重要但账面价值不大（该类

资产金额占比 9.48%），逐项进行测试，估算可收回金额；第三类，不重要且账

面价值较低或账面价值趋近净残值的（该类资产金额占比 4.56%），通过专业判

断其可收回金额明显高于净残值、不存在减值情形的，其可收回金额按照账面价

值计列，反之计算减值准备。 

经按上述方法测试后，未发生新的减值，故本期未计提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具体情况如下： 

全部固定资产减值测试情况表：                          单位：万元 



项目 账面原值 账面价值 可收回金额 
2018 年度 

应计提减值准备 

房屋建筑物 22,893.38 7,773.78 9,615.31  

机器设备 21,709.78 1,610.44 1,700.19  

动力设备 4,500.29 630.63 661.10  

其他设备 1,869.94 76.43 86.17  

运输设备 273.55 125.81 139.86  

合   计 51,246.94 10,217.09 12,202.63  

其中，闲置固定资产减值测试情况表：                     单位：万元 

项目 账面原值 账面价值 可收回金额 
2018 年度 

应计提减值准备 

房屋建筑物 11,626.87 3,642.75 4,435.84  

机器设备 21,423.29 1,566.28 1,652.98  

动力设备 4,464.29 629.54 660.02  

其他设备 243.49 9.44 9.90  

合   计 37,757.94 5,848.01 6,758.74  

四、关于应收账款 

5.年报显示，本期公司应收账款为 722.46 万元。其中客户一应收账

款 607 万元计提 30.19%的坏账准备，共计 183.25 万元；客户二应收账

款 447.53 万元计提 100%坏账准备，共计 447.53 万元。请公司补充披露：

（1）客户一和客户二是否为公司前五大客户；（2）就客户一和客户二的应

收账款回收是否采取了有效的催收措施，以及后续催收计划；（3）客户一

和客户二是否为公司关联方；（4）公司合并资产负债表中关于应收账款的

数据填列存在遗漏，请予以更正。 

答复： 

（1）包头市源升农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客户一”）是前五大

客户、内蒙古包头玛尔沁乳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客户二”）不

是公司前五大客户； 

（2）公司针对客户一和客户二的应收账款回收问题，公司成立以副总



为组长的三人催收领导小组，并制定相关激励政策，多次召开有关会议研

究清收方案、布置清收计划，客户一主要是欠场地租金，目前还在与企业

合作，每年有新增、有归还，陆续拖欠，截止到 2018 年 12 月 31 日欠款余

额 607 万元，在催收小组的努力下，2019 年 1 季度，与客户一洽谈以不动

产 214 万元抵顶部分欠款，该事项初步得到双方认可，目前正在深入推进，

客户二因欠款时间较长，虽经多次催收，未能取得成效，收回难度较大，

今后，催收小组将加大催收力度，加紧清收欠款； 

（3）客户一和客户二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4）公司合并资产负债表中关于“应收账款及应收票据”项下的“其

中：应收账款”数填列存在遗漏，更正如下： 

1）合并资产负债表（2018 年 12 月 31 日） 

项     目 附 注 期 末 余 额 期 初 余 额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七、4 7,224,666.92 7,026,815.37 

其中：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  7,224,666.92 7,026,815.37 

2）母公司资产负债表（2018 年 12 月 31 日） 

项      目 附 注 期 末 余 额 期 初 余 额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七、4 823,700.46 2,168,477.54 

其中：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  823,700.46 2,168,477.54 

公司已对合并资产负债表中关于应收账款的数据进行填列，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同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上的《包头华资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报告更正公告》。 

五、关于预付账款 

6.年报显示，公司预付账款期初为 25.39 万元，期末为 6182 万元。

按预付对象归集的期末余额前五名的预付款项总额为 6159.89 万元，占比

为 99.64%。请公司补充披露：（1）预付账款大幅度增长的具体原因及预付

账款的具体用途；（2）逐一列示前五名对象的预付金额和占比；（3）说明



前五名预付对象是否为公司关联方。 

答复： 

（1）预付账款大幅度增长的具体原因及预付账款的具体用途主要是问

题 3 中所述，将“在建工程”转到“预付账款--土地等预付款”所致； 

（2）前五名对象的预付金额和占比： 

单位名称 金额 比例（%） 

包头市东河区沙尔沁人民政府 3,200.00 51.76 

东河区现代物流园区服务中心 2,500.00 40.44 

包头市锐利宏程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37.04 3.83 

包头市云天建筑有限责任公司 207.52 3.36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包头分行 15.33 0.25 

合        计 6,159.89 99.64 

（3）上述前五名预付对象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六、关于其他应收款 

7.年报显示，期末单项金额重大并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其他应收款中，

客户一的其他应收款为 7518.36 万元，按照 100%比例计提坏账准备。请

公司补充披露：（1）客户一的其他应收款产生原因及预计无法收回的原因；

（2）客户一是否为公司的关联方；（3）公司是否已采取有效措施对客户一

的应收账款进行催收及后续催收计划。 

答复： 

（1）我公司为以甜菜为主要原料的制糖企业，种植甜菜主要有五个地

区 60 多个网点，涉及几万户农民，为了鼓励农民多种植甜菜，多年来，公

司为农民提供多项优惠政策，包括春播时节赊销生产资料、提供部分春播

资金、支付连片补贴以及免费技术服务，春播时根据种植面积按照预付原

料款的形式赊销给农民，在收购甜菜时扣回预付的款项，在发放过程中由

村镇给予担保或多户联保。但是，由于自然灾害以及诸多客观因素的影响，

部分赊销资料当年难以收回，长期以来数额有所增加。由于 2011 年底公司

董事会决定停止甜菜糖的生产，因此，公司不再收购甜菜，这部分赊销物

资、资金难以收回，逐步清理，对于这部分预付款项转至“其他应收款”，



该种性质的款项归集列为客户一。按照年限及相应比例 100%计提了坏账准

备； 

（2）客户一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3）针对该部分款项，公司已采取有效措施进行催收。近几年，公司

下属原料公司成立清收工作领导小组，专门负责清收欠款工作，做计划，

下任务，定政策，依靠政府、经纪人，分区域进行清收。从目前情况来看，

该项欠款收回无望，按照公司会计政策已经全额计提减值准备。 

七、 关于其他流动资产 

8.年报显示，期末其他流动资产中新时代信托<恒新 63 号>集合资金

信托计划期末余额 1.2 亿元。 系公司 2017 年 1 月 20 日购入的新时代

信托股份有限公司发行的信托产品， 期限一年，后延期两次，到期日为 

2019 年 7 月 20 日。请公司补充披露：（1）新时代信托<恒新 63 号>集

合资金信托计划的底层资产， 公司认购资金的具体流向；（2）该信托计划

两次展期的具体原因，是否存在无法回收风险；（3）是否存在关联方利用

信托计划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情形。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 

答复： 

（1）新时代信托<恒新 63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的底层资产为<恒新 105

号>单一财产权信托，即北京千禧世豪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合法持有的 306,000 万

股华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的股权收益权。认购资金的具体流向为北京千禧世

豪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2）为了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公司近几年一直认购新时代信托股份有

限公司发行的信托计划产品，并按合同约定期限到期收回本金及利息，未

发生过逾期无法收回的情况。公司 2017 年 1 月 20 日购买的新时代信托<恒

新 63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投资金融股权收益权。公司将其作为持续理

财业务，目的是获得投资回报，且一直按期收到利息，公司管理层判断不

存在无法收回的风险。 

（3）公司与新时代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公司购买的该



信托计划投入的底层资产，亦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因此不存在关联方

利用信托计划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情形。 

八、关于商誉 

9.年报显示，公司商誉本期余额为 593 万元，本期未计提商誉减值。

公司就商誉所在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的相关信息、说明商誉减值测试过程、

关键参数及商誉减值损失的确认方法、 商誉减值测试的影响均填列不适

用。请公司补充披露：（1）本期公司是否进行了商誉减值测试；（2）说明

上述项目均填列不适用的具体原因。 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 

答复： 

（1）公司商誉 593 万元，是收购子公司内蒙古乳泉奶业有限公司股权时形

成。公司于 2008 年已经全额计提了商誉减值准备，期末商誉账面价值为零，并

已在财务报表附注中进行披露。 

（2）该商誉已在以前年度全额计提减值准备，期末商誉账面价值为零。因

此，2018 年年度报告中除商誉账面原值和商誉减值准备外的其他相关信息资料

填列内容均不适用。 

 

 

    特此公告 

 

 

 

 

 

 

 

 

 

包头华资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五月二十一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