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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286          证券简称：保龄宝         公告编号：2019-022 

 

保龄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 2018 年年报问询函回复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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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龄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9年 5月 22日收到深

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下发的《关于对保龄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报的问询函》（中小板年报问询函【2019】第 205号）（以下简称“年报问询

函”），公司对相关问题进行了认真核实后，对年报问询函中所列问题向深圳证

券交易所做出书面回复，现就年报问询函中的相关问题回复如下： 

1、报告期内，公司各季度实现营业收入金额分别为 3.87 亿元、4.32 亿元、

4.37 亿元、4.75 亿元，各季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以下简称“扣非后净利润”）分别为 992 万元、1,518 万元、458 万元、

-961 万元。请结合公司生产经营的情况，详细分析第四季度扣非后净利润大幅

下滑并亏损的原因及合理性。 

回复： 

报告期内，公司各季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非后净利润分别为

992.45 万元、1518.46万元、457.81万元、-960.77万元，第四季度扣非后净利

润大幅下滑并亏损主要受资产减值损失、财务费用、投资收益、年终奖计提等因

素影响。其中，因计提坏账准备导致公司四季度资产减值损失较三季度增加

408.25 万元；因利息支出、汇兑损益等因素影响导致公司四季度财务费用较三

季度增加 571.50万元；因编制年度财务报表时，将银行理财收益 227.08万元作

为非经常性损益列报；因长期股权投资按权益法核算确认的投资收益下降，导致

公司四季度投资收益较三季度减少 148.47万元。 

综上所述，导致公司第四季度扣非后净利润大幅下滑并亏损。 

2、报告期内，公司募投项目均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其中，“年产 5000

吨结晶海藻糖项目”、“年产 5000 吨低聚半乳糖项目”实现效益分别为 9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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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7.38 万元，未达到预期。请结合可行性研究报告中产品价格、产销量等

数据，详细分析上述募投项目实现效益未达预期的原因及合理性，项目可行性是

否发生重大变化。 

回复： 

报告期内，公司募投项目产品价格及产销量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产品名称 
销售数量 

（吨） 

销售单价 

（万元/吨） 
销售收入 销售成本 费用 实现效益 

海藻糖 288.84 1.19 343.06 247.91 1.13 94.02 

低聚半乳糖小计    930.71 935.01 3.07 -7.38 

其中：低聚半乳糖粉 160.93 4.24 682.48 727.03 2.25 -46.80 

      低聚半乳糖液 111.94 2.22 248.22 207.98 0.82 39.42 

低聚半乳糖产品目前主要应用于婴幼儿配方奶粉。近年来，国外婴幼儿配

方奶粉挤占国内市场份额，同时国内生产婴幼儿配方奶粉的企业加大了其他益生

元产品的使用，导致低聚半乳糖产品市场竞争加剧，产品价格大幅下降，可行性

研究报告中低聚半乳糖（液）3.1 万元/吨（2012 年市场价格），目前市场价格

一般不高于 2 万元/吨。为尽快提高该产品的效益，公司加大了高纯度低聚半乳

糖产品的开发，纯度由 57%提高到 90%以上。同时公司将通过强化管理，降低产

品成本，提高产品的市场竞争力，积极调整营销策略，加大低聚半乳糖在除婴幼

儿配方奶粉领域之外的其他应用领域的开发力度。 

海藻糖项目于 2018 年 6 月 30 日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目前处于市场培育

期，公司实际销量尚未达到可行性研究报告中的预测销量。海藻糖是一种新型功

能性糖类，在医药、日化、食品加工及农业领域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项目投产

以来，公司发挥方案营销优势，重点开发了日化、美妆、医药等高端市场，实现

利润 94 万元。公司将进一步加强该产品在乳品、饮料、焙烤食品等大众市场的

推广，加大该产品的销售规模与竞争优势。 

以上募投项目生产稳定，项目可行性不存在重大变化。 

3、报告期末，公司预付账款余额为 776.66 万元，同比下降 91.68%。请说

明结合款项性质、相关单位与公司关联关系等，说明预付账款大幅下降的原因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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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性。 

回复：  

2017年末，公司预付款项余额较高，主要原因为 2017年公司在香港成立了

保龄宝国际有限公司，为推动终端产品与国际品牌在研发和渠道推广方面的合

作，加大在港澳市场的拓展力度，保龄宝国际有限公司于 2017 年预付金海国际

顾问有限公司港币 47,250,000.00元，折合人民币 39,496,747.50 元，委托其为

公司健康及营养产品在香港进行品牌合作及连锁超市销售提供一揽子服务。预付

中华医院集团有限公司港币 42,000,000.00元，折合人民币 35,108,220.00元，

委托其为公司的健康及营养产品在香港及海外进行市场促销及推广。上述预付款

项共计人民币 74,604,967.50元，占 2017年末预付款项余额的 79.88%。2018年

因未达到合同约定的条件，公司将上述预付款项全部收回。 

公司与金海国际顾问有限公司、中华医院集团有限公司均无关联关系。 

2018 年度，公司进一步强化资金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严格控制预付

类款项支出，期末预付款项余额主要为锁定原材料价格和支付能源类以及紧缺物

料的款项，使得期末预付款项金额较 2017年末下降 91.68%。 

2018 年期末预付款项中预付主要单位款项明细情况如下: 

单位名称 与本公司关系 金额 年限 款项性质 

上海大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非关联方 1,800,000.00 1年以内 预付材料款 

德州实华化工有限公司 非关联方 1,274,543.68 1年以内 预付材料款 

山东昌通能源有限公司 非关联方 1,013,410.12 1年以内 预付天然气款 

寿光丰和饲料有限公司 非关联方 647,921.08 1年以内 预付材料款 

山东米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非关联方 494,430.70 1年以内 预付材料款 

合计  5,230,305.58   

4、报告期末，公司其他应收款账面余额为 8,854.85 万元，其中前三名期

末余额合计 7,756.88 万元，款项性质包括采购合同与增资扩股协议终止，将预

付款项余额转入其他应收款。请说明上述合同与协议相关的主要单位名称、关联

关系、金额、终止原因，以及相关款项的收回是否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公司是否

计提充分的坏账准备。 

回复： 

截至 2018年末，公司其他应收款账面余额为 8,854.85 万元，其中前三名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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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余额合计 7,756.88万元，合同相关情况如下： 

序号 单位名称 关联关系 

截止 2018 年末其

他应收款余额 

（万元） 

终止原因 

1 
深圳市创日商贸有

限公司 
无 3,255.21 

双方于 2018年 6月签订采购木薯淀粉合同，总

价 3905万元，由于交易对方产品质量和价格都

达不到公司要求，经双方协商，同意终止合同。 

2 
北京园游汇企业管

理咨询有限公司 
无 2,500.00 

双方于 2018 年 11 月签订《增资扩股协议》，

资金专项用于软件升级开发，合同金额 2500

万元，报告期支付 2500 万元，由于交易对方

未按约定时间完成软件升级测试，经双方协商

一致同意终止合同。 

3 
北京宜鸿天下贸易

有限公司 
无 2,001.67 

交易双方于 2018年 6月签订采购白砂糖合同，

总价 3710万元，由于交易对方多次提供的产品

样品均未能达到合同标准，经双方协商，同意

终止合同。 

公司期末对上述应收款项进行了单项金额减值测试，未发现减值迹象，根据

公司坏账准备会计政策，按账龄信用风险组合计提坏账。上述应收款项账龄为一

年以内，公司按照 5%的比例计提坏账准备，坏账准备计提充分。截至 2019 年 4

月，上述款项已经全部收回，因此上述款项的收回不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5、报告期末，公司短期借款余额为 4.99 亿元，其中票据贴现融资余额为

1.49 亿元、福费廷业务余额为 5,000 万元，上述两项借款期初余额为 0。请结

合公司应收票据的具体情况说明票据贴现融资余额增长的原因，并结合出票人的

信用情况说明带追索权的应收票据的可回收性；说明福费廷业务的主要内容。 

回复： 

（1）公司主要原材料的结算方式为现金结算和票据结算，报告期内，供应

商存在资金紧张、现金需求增加的情况，导致供应商对现金结算的供货价格低于

票据结算的供货价格，经测算公司支付承兑汇票的采购成本高于支付现金的采购

成本，所以报告期内，公司更多的采取了现金结算方式支付货款，致使票据贴现

的金额增加。 

公司应收票据全部属于银行承兑汇票，属于银行信用，出票人是多年合作的

战略客户，如飞鹤、君乐宝、汾酒、贝因美、健特等品牌企业，这些企业经营稳

定，资金充足，信用良好，不存在应收票据兑付风险，回收性可靠。  

（2）福费廷业务主要为国内信用证福费廷业务，是指在延期付款国内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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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结算方式项下，收到开证行真实、有效的到期付款确认后，银行作为包买行无

追索权的从受益人处买入国内信用证结算项下未到期债权，或受益人不可撤销地

委托银行将该债权转卖给第三方包买行，到期包买行从开证行实现债权的业务。 

本公司报告期内的福费廷业务是公司为采购玉米在银行办理的期限为一年

的国内信用证，供应商收到信用证后依据此信用证到银行办理的国内信用证福费

廷业务。此项业务占用公司的银行授信额度，公司计入短期借款核算。 

6、报告期末，公司其他应付款余额为 1.56亿元，同比增长 2,827.08%。其

中“往来及其他”金额 1.53 亿元。请补充说明“往来及其他”项目下主要单位

名称、关联关系、金额、产生原因。 

回复： 

报告期末，公司其他应付款余额 1.56 亿元，同比增长 2827.08%,其中“往

来及其他”金额为 1.53亿元，主要明细如下： 

单位名称 
与本公司 

关系 
期末余额（元） 年限 

占其他应付款“往来及

其他”的比例（%） 

齐河众鑫投资有限公司 非关联方 150,625,000.00 一年以内 98.45 

鉴于 2018年底银行贷款规模收紧，公司不能及时从银行获取流动资金贷款，

为解决原料储备的阶段性资金需求，2018年 12月，公司与齐河众鑫投资有限公

司签订借款协议，协议金额为 1.5 亿元，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截止 2018 年

12月 31 日计提应付利息 62.50万元，该借款及利息于 2019年 4月全部归还。 

7、针对公司报告期内对外投资及进展情况，请补充说明以下内容： 

（1）报告期内，公司子公司保龄宝国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龄宝国际”）

拟以现金方式收购全辉控股有限公司持有的中国再生医学国际有限公司 20 亿股

股份；鉴于上述股权交易事项一直未能取得有权机关的批准文件，公司拟终止上

述交易。请详细说明该股权收购事项实际进展情况，已获取的相关机关批准文件、

尚需获取的批准文件，无法获取相关批准文件的具体原因。 

回复： 

1、股权收购事项实际进展情况 

公司子公司保龄宝国际拟以现金方式收购全辉控股有限公司持有的中国再

生医学国际有限公司（股票简称“中国再生医学”，股票代码：08158.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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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000,000 股股份，占中国再生医学全部已发行股份的 11.37%，目标股份

对价为 3.6亿港币（折合每股 0.18元港币）。本次交易需经发改委、商务厅等相

关监管部门完成备案/审批程序后生效。根据保龄宝国际与全辉控股签署的《股

份买卖协议》，保龄宝国际已按协议约定支付定金 5000 万港元。 

鉴于上述股权交易事项一直未能取得相关部门的批准文件，经双方友好协商

同意终止本次中国再生医学部分股份买卖事项。保龄宝国际与全辉控股签订了

《中国再生医学国际有限公司股份买卖终止协议》。全辉控股须于 2019 年 6 月

30 日前退还已收取保龄宝国际的全部定金。2019 年 4 月 29 日，公司第四届董

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收购中国再生医学部分股份暨关联交易

的议案》，决定终止本次部分股份收购事宜。2019年 5 月 21日公司召开 2018年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收购中国再生医学部分股份暨关联交易的议

案》。 

2、已获取的相关机关批准文件 

根据《境外投资管理办法》（商务部令 2014 年第 3 号），本次保龄宝国际以

现金方式收购全辉控股有限公司持有的中国再生医学国际有限公司 20 亿股股份

事项于 2018 年 6 月 14 日，取得山东省商务厅颁发的《企业境外投资证书》（境

外投资证第 N3700201800151号）。 

3、尚需获取的批准文件 

根据《企业境外投资管理办法》（国家发展改革委令第 11 号），本次保龄宝

国际以现金方式收购全辉控股有限公司持有的中国再生医学国际有限公司 20 亿

股股份需要山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进行备案。截止目前公司未能取得山东省发

展和改革委员会的《项目备案通知书》。 

4、无法获取相关批准文件的具体原因 

由于本次收购标的的经营业绩发生重大变化，故截至公司终止股份收购事项

前，公司未能取得山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项目备案通知书》。 

（2）报告期内，公司购买梁济时药业有限公司 70%的股权，但由于未能对

其形成控制、不能参与该公司日常生产经营决策，公司于 2019 年将上述股权转

让给鼎凰集团有限公司。该股权转让尚未完成，公司将其列入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核算。请补充说明梁济时药业有限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公司购买、出售股权的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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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价格、无法形成控制的原因、购买不足一年又出售的原因，以及对公司财务报

表的影响。 

回复： 

1、梁济时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梁济时公司”）主要的财务数据： 

由于梁济时公司的财务年度为 2018 年 4 月 1 日-2019 年 3 月 31 日,公司已

经聘请香港的审计机构对梁济时公司进行审计，目前尚未完成审计，暂时无法提

供财务数据。 

2、公司购买、出售股权的交易价格 

（1）购买股权的交易价格： 

根据保龄宝国际下属全资子公司祥誉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祥誉公司”）与

梁济时公司及原股东签订的《关于梁济时药业有限公司增资扩股协议》，保龄宝

国际代祥誉公司于 2018年 4月 20日至 2018年 5月 24日分期投入增资扩股资金

19,653,124.68 港元,祥誉公司取得梁济时公司 70%股权。 

（2）出售股权的交易价格：根据保龄宝国际与鼎凰集团有限公司签署的《关

于转让祥誉公司股份的协议书》，保龄宝国际将祥誉公司 100%股权（含祥誉公司

下属投资的梁济时公司 70%的股权）转让给鼎凰集团有限公司，转让价格为 2165

万港元。 

3、无法形成控制的原因 

根据《关于梁济时药业有限公司增资扩股协议》，祥誉公司取得梁济时公司

70%股权。 

按照增资扩股协议相关规定，在制定年度相关经营目标指标的基础上，由原

股东经营团队负责梁济时经营管理，并聘用原股东合作伙伴为总经理，拥有相当

独立的经营管理权限。在后续运营过程中，祥誉公司派出的两名董事没有参与梁

济时公司的日常经营决策，没有介入对经营团队的管理工作。根据《企业会计准

则》的规定，以及实质重于形式原则，鉴于祥誉公司实际未能通过其享有权利主

导梁济时公司的相关活动，故祥誉公司及其母公司保龄宝国际有限公司对梁济时

公司并未形成实际控制，亦未构成重大影响。 

4、购买不足一年又出售的原因 

由于梁济时公司 2018 年未能完成增资扩股协议中约定的经营目标，且双方

对未来发展目标及经营策略发生分歧，因此经双方协商决定出售梁济时公司的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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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 

5、对财务报表的影响 

公司对梁济时公司的股权投资计入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按成本法核算，由于

保龄宝国际已经和鼎凰集团有限公司签署股份转让协议，且已经收到首期股权转

让款 1082.50 万港元，2018年末不存在减值迹象，对当期损益没有影响。 

（3）报告期内，保龄宝国际受让华愿有限公司、祥誉有限公司、世勋企业

有限公司、晖恩控股有限公司 100%股权，上述标的公司均为 BVI 公司。请结合

公司主要业务开展情况，说明收购上述股权的原因与业务布局规划。 

回复： 

截止 2018年 12月 31日，保龄宝国际及其下属公司的股权架构如下： 

 

 

 

 

 

 

 

 

 

保龄宝国际受让华愿有限公司、晖恩控股有限公司、祥誉有限公司、世勋企

业有限公司四家 BVI公司主要基于 BVI稳定的政治、经济和贸易环境，同时便于

公司享受最优税收政策、防控风险。在业务规划上通过以上 BVI公司分别控股或

参股保龄宝（香港）健康产品有限公司、保龄宝糖嫂健康食品有限公司、梁济时

药业有限公司。 

控股或参股上述公司的业务布局： 

1、保龄宝（香港）健康产品有限公司：由华愿有限公司（BVI）持有 70%股

份，注册资本 500万港元，未实缴出资。设立时业务定位于功能糖健康快消品的

研发和销售，利用保龄宝在功能糖行业的地位及制造优势，进行无糖巧克力、无

糖糖果、无糖食品及保健产品的研发及进出口业务，积极开拓香港、澳门及海外

市场。 



 9 

2、保龄宝糖嫂健康食品有限公司：由晖恩控股有限公司（BVI）持有 100%

股份，注册资本 500万港元，实缴出资 100万港元。设立保龄宝糖嫂健康食品有

限公司目的为：立足保龄宝功能糖及糖醇产品优势，开发香港无糖甜品市场，同

时进行保龄宝功能糖终端产品及业务的宣传与推广。 

3、梁济时药业有限公司：由祥誉有限公司（BVI）持有 70%股份。梁济时公

司经营范围包括开设连锁药店、中西药品的开发和销售、中西药品牌的代理及批

发，拥有中成药批发商牌照。收购梁济时公司的目的拟通过梁济时公司在香港市

场成熟的终端连锁药店渠道、零售渠道，推动保龄宝终端业务在香港、澳门地区

的推广和销售。 

4、世勋企业有限公司 

目前尚未实际投资。 

（4）请说明你公司针对上述投资事项履行的审议程序与信息披露义务，以

及是否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 

1、收购中国再生医学部分股份事项。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公司于2018年1月24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

司拟收购中国再生医学部分股份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

资讯网披露的《关于全资子公司拟收购中国再生医学部分股份暨关联交易的公

告》（公告编号：2018-005）、《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以通讯方式召开)

公告》（公告编号：2018-004）。2018年2月12日公司召开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拟收购中国再生医学部分股份暨关联交易的议

案》。具体内容详见《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2018-014）。 

本次收购中国再生医学部分股份交易对手方全辉控股实际控制人为戴昱敏

先生，戴昱敏先生为公司董事长邓淑芬女士之配偶，实际控制人戴斯觉先生之父

亲，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本次交易事项构成关联交易。关

联董事邓淑芬女士在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关于全资子公司拟收购中国

再生医学部分股份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时回避表决。关联股东北京永裕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以及其所拥有的表决权股份在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关于全

资子公司拟收购中国再生医学部分股份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时回避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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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司购买、出售梁济时药业有限公司70%的股权，以及受让华愿有限公司、

祥誉有限公司、世勋企业有限公司、晖恩控股有限公司100%股权，通过BVI公司

设立的保龄宝（香港）健康产品有限公司、保龄宝糖嫂健康食品有限公司由于交

易金额较小，均在公司董事长权限范围之内，无需提交董事会审议。 

上述交易涉及的资产总额、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相关的营业收入、最近一个会

计年度相关的净利润、成交金额、产生的利润未达到《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九章9.2中需要披露的情形。 

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第九章9.12条规定，对上述交易涉及的资产总

额、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相关的营业收入、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相关的净利润、成交

金额、产生的利润进行累计计算，累计金额未达到《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第九

章9.2中需要披露的情形。 

综上所述，上述交易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 

特此公告。                            

 

 

 

 保龄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 年 5月 28日 


	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2018年年报问询函回复的公告
	1、报告期内，公司各季度实现营业收入金额分别为3.87亿元、4.32亿元、4.37亿元、4.75亿元，各季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以下简称“扣非后净利润”）分别为992万元、1,518万元、458万元、-961万元。请结合公司生产经营的情况，详细分析第四季度扣非后净利润大幅下滑并亏损的原因及合理性。
	回复：
	报告期内，公司各季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非后净利润分别为992.45万元、1518.46万元、457.81万元、-960.77万元，第四季度扣非后净利润大幅下滑并亏损主要受资产减值损失、财务费用、投资收益、年终奖计提等因素影响。其中，因计提坏账准备导致公司四季度资产减值损失较三季度增加408.25万元；因利息支出、汇兑损益等因素影响导致公司四季度财务费用较三季度增加571.50万元；因编制年度财务报表时，将银行理财收益227.08万元作为非经常性损益列报；因长期股权投资按权益法核算确认的投资...
	综上所述，导致公司第四季度扣非后净利润大幅下滑并亏损。
	2、报告期内，公司募投项目均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其中，“年产5000吨结晶海藻糖项目”、“年产5000吨低聚半乳糖项目”实现效益分别为94.02万元、-7.38万元，未达到预期。请结合可行性研究报告中产品价格、产销量等数据，详细分析上述募投项目实现效益未达预期的原因及合理性，项目可行性是否发生重大变化。
	回复：
	报告期内，公司募投项目产品价格及产销量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低聚半乳糖产品目前主要应用于婴幼儿配方奶粉。近年来，国外婴幼儿配方奶粉挤占国内市场份额，同时国内生产婴幼儿配方奶粉的企业加大了其他益生元产品的使用，导致低聚半乳糖产品市场竞争加剧，产品价格大幅下降，可行性研究报告中低聚半乳糖（液）3.1万元/吨（2012年市场价格），目前市场价格一般不高于2万元/吨。为尽快提高该产品的效益，公司加大了高纯度低聚半乳糖产品的开发，纯度由57%提高到90%以上。同时公司将通过强化管理，降低产品成本，提高产品的市场竞争力，积极调整营销策略，加大低聚半乳糖在除婴幼儿配方奶...
	海藻糖项目于2018年6月30日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目前处于市场培育期，公司实际销量尚未达到可行性研究报告中的预测销量。海藻糖是一种新型功能性糖类，在医药、日化、食品加工及农业领域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项目投产以来，公司发挥方案营销优势，重点开发了日化、美妆、医药等高端市场，实现利润94万元。公司将进一步加强该产品在乳品、饮料、焙烤食品等大众市场的推广，加大该产品的销售规模与竞争优势。
	以上募投项目生产稳定，项目可行性不存在重大变化。
	3、报告期末，公司预付账款余额为776.66万元，同比下降91.68%。请说明结合款项性质、相关单位与公司关联关系等，说明预付账款大幅下降的原因与合理性。
	回复：
	2017年末，公司预付款项余额较高，主要原因为2017年公司在香港成立了保龄宝国际有限公司，为推动终端产品与国际品牌在研发和渠道推广方面的合作，加大在港澳市场的拓展力度，保龄宝国际有限公司于2017年预付金海国际顾问有限公司港币47,250,000.00元，折合人民币39,496,747.50元，委托其为公司健康及营养产品在香港进行品牌合作及连锁超市销售提供一揽子服务。预付中华医院集团有限公司港币42,000,000.00元，折合人民币35,108,220.00元，委托其为公司的健康及营养产品在香...
	公司与金海国际顾问有限公司、中华医院集团有限公司均无关联关系。
	2018年度，公司进一步强化资金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严格控制预付类款项支出，期末预付款项余额主要为锁定原材料价格和支付能源类以及紧缺物料的款项，使得期末预付款项金额较2017年末下降91.68%。
	2018年期末预付款项中预付主要单位款项明细情况如下:
	4、报告期末，公司其他应收款账面余额为8,854.85万元，其中前三名期末余额合计7,756.88万元，款项性质包括采购合同与增资扩股协议终止，将预付款项余额转入其他应收款。请说明上述合同与协议相关的主要单位名称、关联关系、金额、终止原因，以及相关款项的收回是否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公司是否计提充分的坏账准备。
	回复：
	截至2018年末，公司其他应收款账面余额为8,854.85万元，其中前三名期末余额合计7,756.88万元，合同相关情况如下：
	公司期末对上述应收款项进行了单项金额减值测试，未发现减值迹象，根据公司坏账准备会计政策，按账龄信用风险组合计提坏账。上述应收款项账龄为一年以内，公司按照5%的比例计提坏账准备，坏账准备计提充分。截至2019年4月，上述款项已经全部收回，因此上述款项的收回不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5、报告期末，公司短期借款余额为4.99亿元，其中票据贴现融资余额为1.49亿元、福费廷业务余额为5,000万元，上述两项借款期初余额为0。请结合公司应收票据的具体情况说明票据贴现融资余额增长的原因，并结合出票人的信用情况说明带追索权的应收票据的可回收性；说明福费廷业务的主要内容。
	回复：
	（1）公司主要原材料的结算方式为现金结算和票据结算，报告期内，供应商存在资金紧张、现金需求增加的情况，导致供应商对现金结算的供货价格低于票据结算的供货价格，经测算公司支付承兑汇票的采购成本高于支付现金的采购成本，所以报告期内，公司更多的采取了现金结算方式支付货款，致使票据贴现的金额增加。
	公司应收票据全部属于银行承兑汇票，属于银行信用，出票人是多年合作的战略客户，如飞鹤、君乐宝、汾酒、贝因美、健特等品牌企业，这些企业经营稳定，资金充足，信用良好，不存在应收票据兑付风险，回收性可靠。
	（2）福费廷业务主要为国内信用证福费廷业务，是指在延期付款国内信用证结算方式项下，收到开证行真实、有效的到期付款确认后，银行作为包买行无追索权的从受益人处买入国内信用证结算项下未到期债权，或受益人不可撤销地委托银行将该债权转卖给第三方包买行，到期包买行从开证行实现债权的业务。
	本公司报告期内的福费廷业务是公司为采购玉米在银行办理的期限为一年的国内信用证，供应商收到信用证后依据此信用证到银行办理的国内信用证福费廷业务。此项业务占用公司的银行授信额度，公司计入短期借款核算。
	6、报告期末，公司其他应付款余额为1.56亿元，同比增长2,827.08%。其中“往来及其他”金额1.53亿元。请补充说明“往来及其他”项目下主要单位名称、关联关系、金额、产生原因。
	回复：
	报告期末，公司其他应付款余额1.56亿元，同比增长2827.08%,其中“往来及其他”金额为1.53亿元，主要明细如下：
	鉴于2018年底银行贷款规模收紧，公司不能及时从银行获取流动资金贷款，为解决原料储备的阶段性资金需求，2018年12月，公司与齐河众鑫投资有限公司签订借款协议，协议金额为1.5亿元，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截止2018年12月31日计提应付利息62.50万元，该借款及利息于2019年4月全部归还。
	7、针对公司报告期内对外投资及进展情况，请补充说明以下内容：
	（1）报告期内，公司子公司保龄宝国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龄宝国际”）拟以现金方式收购全辉控股有限公司持有的中国再生医学国际有限公司20亿股股份；鉴于上述股权交易事项一直未能取得有权机关的批准文件，公司拟终止上述交易。请详细说明该股权收购事项实际进展情况，已获取的相关机关批准文件、尚需获取的批准文件，无法获取相关批准文件的具体原因。
	回复：
	1、股权收购事项实际进展情况
	公司子公司保龄宝国际拟以现金方式收购全辉控股有限公司持有的中国再生医学国际有限公司（股票简称“中国再生医学”，股票代码：08158.HK）2,000,000,000 股股份，占中国再生医学全部已发行股份的11.37%，目标股份对价为3.6亿港币（折合每股0.18元港币）。本次交易需经发改委、商务厅等相关监管部门完成备案/审批程序后生效。根据保龄宝国际与全辉控股签署的《股份买卖协议》，保龄宝国际已按协议约定支付定金5000万港元。
	鉴于上述股权交易事项一直未能取得相关部门的批准文件，经双方友好协商同意终止本次中国再生医学部分股份买卖事项。保龄宝国际与全辉控股签订了《中国再生医学国际有限公司股份买卖终止协议》。全辉控股须于2019年6月30 日前退还已收取保龄宝国际的全部定金。2019年4月29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收购中国再生医学部分股份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决定终止本次部分股份收购事宜。2019年5月21日公司召开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收购中国再生医学部分股份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2、已获取的相关机关批准文件
	根据《境外投资管理办法》（商务部令2014年第3号），本次保龄宝国际以现金方式收购全辉控股有限公司持有的中国再生医学国际有限公司20亿股股份事项于2018年6月14日，取得山东省商务厅颁发的《企业境外投资证书》（境外投资证第N3700201800151号）。
	3、尚需获取的批准文件
	根据《企业境外投资管理办法》（国家发展改革委令第11号），本次保龄宝国际以现金方式收购全辉控股有限公司持有的中国再生医学国际有限公司20亿股股份需要山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进行备案。截止目前公司未能取得山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项目备案通知书》。
	4、无法获取相关批准文件的具体原因
	由于本次收购标的的经营业绩发生重大变化，故截至公司终止股份收购事项前，公司未能取得山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项目备案通知书》。
	（2）报告期内，公司购买梁济时药业有限公司70%的股权，但由于未能对其形成控制、不能参与该公司日常生产经营决策，公司于2019年将上述股权转让给鼎凰集团有限公司。该股权转让尚未完成，公司将其列入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核算。请补充说明梁济时药业有限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公司购买、出售股权的交易价格、无法形成控制的原因、购买不足一年又出售的原因，以及对公司财务报表的影响。
	回复：
	1、梁济时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梁济时公司”）主要的财务数据：
	由于梁济时公司的财务年度为2018年4月1日-2019年3月31日,公司已经聘请香港的审计机构对梁济时公司进行审计，目前尚未完成审计，暂时无法提供财务数据。
	2、公司购买、出售股权的交易价格
	（1）购买股权的交易价格：
	根据保龄宝国际下属全资子公司祥誉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祥誉公司”）与梁济时公司及原股东签订的《关于梁济时药业有限公司增资扩股协议》，保龄宝国际代祥誉公司于2018年4月20日至2018年5月24日分期投入增资扩股资金19,653,124.68港元,祥誉公司取得梁济时公司70%股权。
	（2）出售股权的交易价格：根据保龄宝国际与鼎凰集团有限公司签署的《关于转让祥誉公司股份的协议书》，保龄宝国际将祥誉公司100%股权（含祥誉公司下属投资的梁济时公司70%的股权）转让给鼎凰集团有限公司，转让价格为2165万港元。
	3、无法形成控制的原因
	根据《关于梁济时药业有限公司增资扩股协议》，祥誉公司取得梁济时公司70%股权。
	按照增资扩股协议相关规定，在制定年度相关经营目标指标的基础上，由原股东经营团队负责梁济时经营管理，并聘用原股东合作伙伴为总经理，拥有相当独立的经营管理权限。在后续运营过程中，祥誉公司派出的两名董事没有参与梁济时公司的日常经营决策，没有介入对经营团队的管理工作。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以及实质重于形式原则，鉴于祥誉公司实际未能通过其享有权利主导梁济时公司的相关活动，故祥誉公司及其母公司保龄宝国际有限公司对梁济时公司并未形成实际控制，亦未构成重大影响。
	4、购买不足一年又出售的原因
	由于梁济时公司2018年未能完成增资扩股协议中约定的经营目标，且双方对未来发展目标及经营策略发生分歧，因此经双方协商决定出售梁济时公司的股权。
	5、对财务报表的影响
	（3）报告期内，保龄宝国际受让华愿有限公司、祥誉有限公司、世勋企业有限公司、晖恩控股有限公司100%股权，上述标的公司均为BVI公司。请结合公司主要业务开展情况，说明收购上述股权的原因与业务布局规划。
	回复：
	截止2018年12月31日，保龄宝国际及其下属公司的股权架构如下：
	保龄宝国际受让华愿有限公司、晖恩控股有限公司、祥誉有限公司、世勋企业有限公司四家BVI公司主要基于BVI稳定的政治、经济和贸易环境，同时便于公司享受最优税收政策、防控风险。在业务规划上通过以上BVI公司分别控股或参股保龄宝（香港）健康产品有限公司、保龄宝糖嫂健康食品有限公司、梁济时药业有限公司。
	控股或参股上述公司的业务布局：
	1、保龄宝（香港）健康产品有限公司：由华愿有限公司（BVI）持有70%股份，注册资本500万港元，未实缴出资。设立时业务定位于功能糖健康快消品的研发和销售，利用保龄宝在功能糖行业的地位及制造优势，进行无糖巧克力、无糖糖果、无糖食品及保健产品的研发及进出口业务，积极开拓香港、澳门及海外市场。
	2、保龄宝糖嫂健康食品有限公司：由晖恩控股有限公司（BVI）持有100%股份，注册资本500万港元，实缴出资100万港元。设立保龄宝糖嫂健康食品有限公司目的为：立足保龄宝功能糖及糖醇产品优势，开发香港无糖甜品市场，同时进行保龄宝功能糖终端产品及业务的宣传与推广。
	3、梁济时药业有限公司：由祥誉有限公司（BVI）持有70%股份。梁济时公司经营范围包括开设连锁药店、中西药品的开发和销售、中西药品牌的代理及批发，拥有中成药批发商牌照。收购梁济时公司的目的拟通过梁济时公司在香港市场成熟的终端连锁药店渠道、零售渠道，推动保龄宝终端业务在香港、澳门地区的推广和销售。
	4、世勋企业有限公司
	目前尚未实际投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