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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069              证券简称：獐子岛             公告编号：2019-68 

 

獐子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獐子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的 

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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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于 2019 年 11 月 11 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獐子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

函》（中小板关注函【2019】第 377 号，以下简称“关注函”），现就函中问题进行回复说明如

下： 

2019 年 11 月 11日，你公司披露《关于 2019 年秋季底播虾夷扇贝存量抽测的风险提示公

告》（以下简称“公告”），称你公司于 2019 年 11 月 7 日启动 2019 年秋季底播虾夷扇贝存量

抽测活动，截至目前的抽测结果显示，已抽测区域 2017 年、2018 年存量底播虾夷扇贝平均亩

产水平大幅低于前 10 月平均亩产水平，你公司据此初步判断已构成重大底播虾夷扇贝存货减

值。 

1、2019 年 10 月 19日，你公司在回复我部《关注函》（中小板函【2019】第 360 号）称，

2017 年度底播虾夷扇贝投苗于 2019 年进入收获期，本年度计划收获采捕约 20 万亩。《公告》

称，截至 2019 年 10 月末，公司共采捕 2017 年底播虾夷扇贝 14.7 万亩，平均亩产 25.61 公

斤。根据你公司采捕计划，截至目前仅剩 5.3 万亩未予采捕。请你公司结合第四季度采捕计

划，说明上述底播虾夷扇贝存货减值风险是否对你公司 2019 年度经营业绩构成重大影响。 

回复： 

1、公司四季度采捕计划 

公司 2017 年度底播虾夷扇贝投苗面积为 40.7 万亩，2019 年度计划收获采捕约 20 万亩，

剩余面积计划于 2020 年收获。截至 2019 年 10 月末，公司实际采捕 2017 年底播虾夷扇贝面积

14.7 万亩，按销售部门销售计划及采捕生产计划，11 月、12 月份计划采捕面积共约为 5.3 万

亩。 



2/ 4 

 

2、本次底播虾夷扇贝存货减值风险对公司 2019 年度经营业绩的影响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的抽测及数据汇总工作尚在进行中，根据公司 2019 年 11 月 8 日－9

日已抽测点位的亩产数据汇总情况，公司初步判断已构成重大底播虾夷扇贝存货减值风险。部

分海域虾夷扇贝死亡情况可能还将持续，暂时无法判断此次底播虾夷扇贝死亡应计提存货跌价

准备及核销的具体金额，以及对于公司 2019 年度经营业绩的具体影响。 

截至 2019 年 10 月末，公司 2017 年底播虾夷扇贝（面积 26 万亩）消耗性生物资产账面价

值 1.6 亿元、2018 年底播虾夷扇贝（面积 32.4 万亩）账面消耗性生物资产账面价值 1.4 亿元，

合计账面价值 3 亿元。 

2、《公告》称，10 月末底播虾夷扇贝并未出现异常情况。请你公司说明底播虾夷扇贝在

10 月末至今短时间内出现较大面积死亡的原因、发现减值迹象的时间，以及此前信息披露是

否真实、准确、完整，你公司是否存在隐瞒减值迹象的情况。 

回复： 

1、公司底播虾夷扇贝存货大面积死亡的原因 

公司在发现底播虾夷扇贝死亡情况后，提取了浮标及海底潜标等相关环境监测数据，水产

专家到现场调取了水样及死亡贝样品，相关分析工作正在加紧进行中。公司正组织海洋专家和

科研机构，将尽快赶到海洋牧场现场进行勘查并将进行扇贝自然死亡原因分析。截至本公告日，

尚未能获知导致本次虾夷扇贝大规模自然死亡的具体原因。 

2、公司发现减值迹象的时间 

公司贝类资源养护事业部于 2019 年 11 月 3日对部分底播区域虾夷扇贝存量进行了拖网摸

底调查，过程中发现了个别区域扇贝出现异常死亡现象，按公司《重大信息内部报告制度》的

要求履行了内部报告程序。为进一步掌握底播虾夷扇贝目前存量情况，同时根据《危机管理控

制程序》、《虾夷扇贝存量抽测管理规定》等相关制度要求，公司于 11 月 7 日启动了 2019 年秋

季底播虾夷扇贝存量抽测方案暨抽测风险应急预案，启动了獐子岛海域全域加密抽测工作。 

2019 年 11 月 8 日（星期五）公司正式开始进行海上拖网抽测工作（11 月 7 日因大风天气

无法出海抽测），当日抽测点位 22 个，占计划总抽测 97 个点位的 23%，全部为 2018 年底播虾

夷扇贝，抽测平均亩产 2.69 公斤。为了进一步确认存货状态，公司于 11 月 9 日（星期六）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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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了一天的抽测（11 月 10 日因大风天气无法出海抽测），根据公司 2019 年 11 月 8 日－9 日已

抽测点位的亩产数据汇总情况，公司初步判断已构成重大底播虾夷扇贝存货减值风险。 

公司第一时间于 2019 年 11 月 11 日（星期一）发布了《关于 2019 年秋季底播虾夷扇贝存

量抽测的风险提示公告》，披露截至 2019 年 11 月 10 日的底播虾夷扇贝抽测结果和存货减值风

险提示。根据本次秋季抽测现场采捕上来的扇贝情况看，底播扇贝是在近期出现大比例死亡，

死亡时间距抽测采捕时间较近，死亡贝壳与存活扇贝的壳体大小没有明显差异，大部分死贝的

壳体间韧带具有弹性，部分壳体中尚存未分解掉的软体部分。 

截至 2019 年 10 月末，公司共采捕底播虾夷扇贝 17.8 万亩，其中 2016 年底播虾夷扇贝 3.1

万亩、2017 年底播虾夷扇贝 14.7 万亩，底播虾夷扇贝累计采捕量 4,558.66 吨，平均亩产 25.61

公斤。从截至到 10 月末的采捕作业生产、产销量数据以及虾夷扇贝产品状态看，底播虾夷扇

贝并未出现异常情况和存货减值迹象，公司此前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隐瞒减值

迹象的情况。 

3、根据你公司《虾夷扇贝存量抽测管理规定》，公司于每年 4-5 月、9-10 月分别进行春

季、秋季底播虾夷扇贝存量抽测，但你公司 2019 年秋测于 11 月才开始进行。请你公司说明

于 11月才进行抽测的原因，以及是否符合公司相关内部规定。 

回复： 

公司《虾夷扇贝存量抽测管理规定》规定底播虾夷扇贝存量抽测的时间为每年 4 月下旬到

5 月下旬以及 9 月下旬到 10 月下旬。 

根据公司海域生态环境指标监测数据看，海底水温最高值一般出现在 9 月中下旬，10 月

份属于高温期刚过时间，是虾夷扇贝体质相对较弱的时期。为了进一步完善底播虾夷扇贝存量

抽测功能，更加有效监测到海底存货状态，避免秋季抽测结果与年终盘点结果出现重大变化，

公司决定将底播虾夷扇贝存量抽测的时间调整为每年4月下旬到5月下旬以及10 月下旬到 11 

月中旬。 

2019 年初，公司海洋牧场组织架构调整，成立了贝类资源养护事业部，并于 7 月底成立

了贝类资源养护事业部生产质量部，由该部门承接原海洋牧场生产技术管理部担任的底播虾夷

扇贝存量抽测职责，负责根据《虾夷扇贝存量抽测管理规定》制度，执行底播虾夷扇贝存量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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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工作。经过了相关工作的交接，10 月 15 日由生产质量部发起了《虾夷扇贝存量抽测管理规

定》（修订征求意见稿）的审核流程，目前尚在征求意见阶段，主要修订内容之一即将秋季抽

测时间由 9 月下旬到 10 月下旬修改为 10 月下旬到 11 月中旬。公司于 10 月 19 日披露的《对

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獐子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的回复公告》中提到“根据公司

《虾夷扇贝存量抽测管理规定》，公司于每年 4-5 月、9-10 月分别进行春季、秋季底播虾夷扇

贝存量抽测”，系公司在实施历次抽测以及 2019 年春季抽测所遵循的管理规定，在上述关注函

中，公司亦说明 2019 年度秋季抽测正在准备中，尚未开始实施的实际情况。本次秋季抽测根

据《虾夷扇贝存量抽测管理规定》（修订征求意见稿）并结合贝类资源养护事业部的生产安排，

于 11 月初进行符合公司内部相关规定及实际管理需要。 

4、你公司认为应予以说明的其他事项。 

无。 

 

特此回复。 

 

 

獐子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11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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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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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第一时间于2019年11月11日（星期一）发布了《关于2019年秋季底播虾夷扇贝存量抽测的风险提示公告》，披露截至2019年11月10日的底播虾夷扇贝抽测结果和存货减值风险提示。根据本次秋季抽测现场采捕上来的扇贝情况看，底播扇贝是在近期出现大比例死亡，死亡时间距抽测采捕时间较近，死亡贝壳与存活扇贝的壳体大小没有明显差异，大部分死贝的壳体间韧带具有弹性，部分壳体中尚存未分解掉的软体部分。
	截至2019年10月末，公司共采捕底播虾夷扇贝17.8万亩，其中2016年底播虾夷扇贝3.1万亩、2017年底播虾夷扇贝14.7万亩，底播虾夷扇贝累计采捕量4,558.66吨，平均亩产25.61公斤。从截至到10月末的采捕作业生产、产销量数据以及虾夷扇贝产品状态看，底播虾夷扇贝并未出现异常情况和存货减值迹象，公司此前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隐瞒减值迹象的情况。
	3、根据你公司《虾夷扇贝存量抽测管理规定》，公司于每年4-5月、9-10月分别进行春季、秋季底播虾夷扇贝存量抽测，但你公司2019年秋测于11月才开始进行。请你公司说明于11月才进行抽测的原因，以及是否符合公司相关内部规定。
	回复：
	公司《虾夷扇贝存量抽测管理规定》规定底播虾夷扇贝存量抽测的时间为每年4月下旬到5月下旬以及9月下旬到10月下旬。
	根据公司海域生态环境指标监测数据看，海底水温最高值一般出现在9月中下旬，10月份属于高温期刚过时间，是虾夷扇贝体质相对较弱的时期。为了进一步完善底播虾夷扇贝存量抽测功能，更加有效监测到海底存货状态，避免秋季抽测结果与年终盘点结果出现重大变化，公司决定将底播虾夷扇贝存量抽测的时间调整为每年4月下旬到5月下旬以及10 月下旬到 11 月中旬。
	2019年初，公司海洋牧场组织架构调整，成立了贝类资源养护事业部，并于7月底成立了贝类资源养护事业部生产质量部，由该部门承接原海洋牧场生产技术管理部担任的底播虾夷扇贝存量抽测职责，负责根据《虾夷扇贝存量抽测管理规定》制度，执行底播虾夷扇贝存量抽测工作。经过了相关工作的交接，10月15日由生产质量部发起了《虾夷扇贝存量抽测管理规定》（修订征求意见稿）的审核流程，目前尚在征求意见阶段，主要修订内容之一即将秋季抽测时间由9月下旬到10月下旬修改为10月下旬到11月中旬。公司于10月19日披露的《对深圳证...
	4、你公司认为应予以说明的其他事项。
	无。
	特此回复。
	獐子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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