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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086            证券简称：ST 东海洋           公告编号：2020-009 

 

 

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的回复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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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或“东方

海洋”）于 2020 年 3 月 2 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下发的《关

于对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中小板关注函【2020】第 154

号），公司在收到关注函后高度重视，并对相关问题进行了认真核实，现将相关

情况回复如下： 

问题一：《公告》显示，你公司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约 3.72 亿元，主要为对

海参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之前公司按照 5 年的养殖期进行存货跌价测算，本

报告期公司根据养殖海域自然环境条件的差异和养殖方式的不同重新进行了细

化，按照符合各养殖海域的养殖周期进行跌价测试。请补充说明以下事项，并

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明确意见： 

（一）请结合养殖海域自然环境条件和养殖方式的具体情况，说明变更上

述期限的具体情况与合理性，并说明上述存货跌价测算的具体过程、所选取的

核心参数和相关测算依据。 

回复: 

2019 年公司计提主要存货跌价准备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计提跌价金额 备注 

海参                  25,680.00 说明 1 

三文鱼 7,517.00 说明 2 

胶原蛋白 1,539.00 说明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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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1：公司养殖海域可划分为开放式海区底播养殖、围堰式海区底播养殖

和精养池养殖。公司对上述养殖海参存货采用的盘点方法如下： 

在养殖水域内分为若干个测试点，每月定期抽查，为保证测试的准确性，一

般选取水温在 8－22℃期间进行测试。先随机在测试点用网圈定抽测的水域，并

将水域内的海参取出，计算出圈定水域平均每平方米海参数量、规格后，从而估

算出全部水域的在养海参的数量、规格及重量，用估计数量（头）与账面数量（头）

孰低的原则确定期末库存数量（头）。 

对于上述养殖海参存货跌价计提，之前公司按照 5年的养殖周期进行测算，

主要是依据海参的养殖周期约为 3-5年，故统一按 5年期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对

超过 5年期的养殖存货进行计提存货跌价准备。本报告期公司在进行秋季捕捞和

实地盘点时发现不同的养殖模式受温度、底部改造、养殖环境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存在的减值程度有所不同，不足以支撑养殖海参存货全部按照 5年期估算投入价

值。因此本报告期公司根据秋季捕捞时的实际捕捞情况和实地盘点情况并结合以

往的养殖经验，出于谨慎性原则，对海参养殖的存货跌价测算按照不同养殖海域

的自然环境条件的差异和养殖方式的不同重新进行了进一步细化，对开放式海区

底播养殖仍然按照 5 年期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4,457.68 万元，对围堰式底海区播

养殖按照 4年期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12,333.47 万元，对精养池养殖按照 3年期计

提存货跌价准备 8,888.92 万元，合计计提 25,680 万元。不同养殖模式的细化情

况如下： 
（1）开放式海区底播养殖主要是海区水深 20 米左右，海参在天然环境下自

然生长，生长周期较慢。养殖周期约 5年。 

（2）围堰式海区底播养殖主要是依靠潮差进行水交换，水深大约 1至 10米，

养殖过程中可利用生态制剂进行水质和池底调控，利用天然饵料进行生长。水体

交换通畅，环境优良，海参自然生长。养殖周期约 4年。 

（3）精养池养殖主要是水质交换人工可控，并能结合精养池相应水质和底质

的状况采用微生态制剂等措施进行调控，采用各种技术措施做到精准管理，保证

海参良好生长需要。养殖周期约 3年。 

本报告期根据细化后的养殖周期进行测算，对存在超过养殖周期的存货计提

存货跌价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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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2：近年来随着国际上其他同行巨头越来越认识到工业化循环水养殖三

文鱼的优势并不断加大科技与资金投入力度，全球各大三文鱼养殖企业巨头之间

的竞争越来越激烈，公司在全球三文鱼产业上的竞争优势越来越少，加之公司在

实际养殖过程中发现因最近几批进口的三文鱼鱼卵质量问题导致三文鱼在养殖

过程中生长异常，无法达到商品鱼的销售标准，整体淘汰率较高。本期公司根据

三文鱼的实际养成情况，对上述三文鱼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0.75亿元。 

说明 3：目前我国胶原蛋白产品在美容护肤和保健食品领域的应用逐步加

深，相关产品种类逐步增多，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公司部分库存商品胶原蛋白

产品库龄较长，预期短期内难以消化利用，本期公司处于谨慎性原则，对部分库

存商品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0.15亿元。 

（二）请说明上述存货跌价测算变化是否属于《企业会计准则第 28号——

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会计差错更正》所述会计估计变更，相关会计处理

与审议程序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及《上市公司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监管问

题解答（2011 年第 2期）总第 6 期》的规定。 

回复： 

本期公司存货跌价测算变化主要根据按照养殖海域的自然环境条件的差异

和养殖方式的不同重新进行了进一步细化，公司对存货更加精细化管理，本报告

期公司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不属于《企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会计政策、会计

估计变更和会计差错更正》所述会计估计变更，相关会计处理与审议程序符合《企

业会计准则》及《上市公司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监管问题解答（2011 年第 2 期）

总第 6期》的规定。 

年审会计师意见： 

基于公司提供的相关资料，公司年审会计师认为，根据不同养殖海域自然环

境条件的差异和养殖方式的不同重新划分存在合理性，公司养殖鱼类、胶原蛋白

产品受公司运营模式及市场环境影响，存在减值迹象。 

截止本函回复日，受疫情影响 2019 年度审计工作尚未开始，存货跌价准备

测算的具体过程以及具体金额以后续东方海洋年报公布的审定数为准。 

问题二：《公告》显示，公司在资产负债表日对客户信用等级进行重新评

价，对于信用风险显著增加的客户，公司进行风险评估，确认应收款项减值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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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请说明上述客户信用等级与风险变化的具体情况，以及应收款项减值准备

的金额、计算依据与计算过程。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本期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和会计政策，对应收账款进行了全面清查，

对应收账款的账龄和客户信用情况对应收账款的减值情况进行评估。公司考虑客

户的信用风险、财务状况、历史付款记录以及存在的争议等情况后，对客户信用

等级与风险情况进行合理判断，对于信用风险显著增加的客户，对其进行了风险

评估，存在无法收回的风险，公司按照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确定信用减值准备，截

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公司计提单项坏账准备金额为 1.37 亿元，主要客户应收账

款计提坏账准备情况如下： 

客户名称 期末应收账款余额 计提坏账金额 

客户 1      15,407,397.00       9,448,597.00  

客户 2        9,209,826.00       8,229,506.00  

客户 3        9,667,386.00       7,988,886.00  

客户 4        8,759,155.00       7,744,520.00  

客户 5        8,730,807.00       7,115,032.00  

客户 6        8,225,792.00       6,920,912.00  

客户 7        6,946,380.00       5,822,845.00  

客户 8        6,749,568.00       5,133,818.00  

客户 9        5,179,358.00       4,599,758.00  

客户 10        5,251,969.60       4,165,589.60  

客户 11        6,841,580.00       3,757,460.00  

客户 12        4,351,563.00       2,778,033.00  

客户 13        2,870,712.00       2,299,572.00  

客户 14        4,441,638.00       2,119,868.00  

 合计    102,633,131.60     78,124,396.60  

本期公司对部分客户单项计提坏账准备原因如下： 

1、由于经济下滑，线下服务业受到重创，部分客户经营情况不佳； 

2、部分客户因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恶化，自身资金链断裂； 

3、公司对经销商多次采取发催收函的方式进行催收，未按照承诺时间收回； 

虽然公司已就上述逾期客户采取了各类积极的措施，但仍对公司应收款项的

收回产生了重大影响，基于谨慎性原则，公司对逾期客户测试了其可收回性，对

预计不可收回部分计提坏账准备，后续公司将继续加大催收力度，加强对应收账

款的管理，并将视情况采取必要的法律措施以保障公司的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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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审会计师意见： 

基于公司提供的相关资料，公司年审会计师认为，部分逾期客户未按照承诺

时间收回所欠货款，存在无法收回的风险。 

截止本函回复日，受疫情影响 2019 年度审计工作尚未开始，应收款项减值

准备的金额、计算依据与计算过程以后续东方海洋年报公布的审定数为准。 

问题三：《公告》显示，报告期内，为拓展体外诊断业务以及北儿医院的

运营、宣传与推广，导致公司销售费用与管理费用支出阶段性上升，并且根据

目前的市场环境，公司对北儿医院二期项目暂停投入，将前期北儿医院在建工

程发生的前期费用进行费用化处理。请说明上述费用的具体金额，以及将相关

在建工程发生的前期费用进行费用化处理的合规性。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明确意

见。 

回复： 

1、体外诊断业务 

东方海洋大健康事业部主要从事体外诊断试剂的研究开发、生产以及批发零

售业务，目前事业部已有九个产品正式获得注册证书，另有数十种自主研发的诊

断产品已分别进入 CFDA注册过程中的临床试验、 注册检验与试生产阶段，为了

使这些产品能快速占领市场扩大销售收入，公司加大了对产品销售方面的宣传与

推广，导致 2019 年度销售费用阶段性上升，2019 年度体外诊断业务大额宣传、

推广费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公司名称 判读费用 劳务费用 会议费用 赞助费用 其他 合计 

质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213.00 89.00 176.00 105.00 18.00 601.00 

东方海洋生命科技有限公司  187.00 136.00 85.00 45.00 453.00 

合计 213.00 276.00 312.00 190.00 63.00 1,054.00 

2、北儿医院在建工程 

北儿医院二期项目：规划准备依托北京儿童医院集团有限公司等顶级平台的

优质医疗资源， 汇聚国内一流专家出诊坐诊，解决区域内疑难患者的诊疗难题，

提供精准优质的医疗服务，做大做强烟台首家专业儿童医院—北儿医院（烟台）

有限公司，项目计划总投资 11 亿元。公司从 2017-2019年陆续投入金额合计 3169

万，截止 2019 年末总投入占预计总投资比例 2.88%，北儿医院二期项目目前处

于停滞状态，公司决定暂停建设北儿医院二期项目，建设项目暂停主要原因：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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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2017 年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主要投资于精准医疗科技园（一期）项目，北

儿医院二期项目以自有资金进行建设；2、北儿医院一期 2016 年 12 月挂牌营业

以来，营运情况一直处于亏损状态，未能达到预期效果。由于前期支出主要以设

计、勘查等费用为主，本期公司出于谨慎原则考虑，将前期发生的支出转为当期

费用。 

北儿医院二期项目前期投入基本情况 

明细项目 金额（万元） 

整体设计费 1,051.00 

建设设计费 441.00 

土石方施工 490.00 

勘察费 36.00 

管理费 66.00 

测绘费 5.00 

电力工程 28.00 

可行性研究费 29.00 

工资社保 726.00 

监理费 33.00 

其他 264.00 

合计 3,169.00 

年审会计师意见： 

基于公司提供的相关资料，公司年审会计师认为，目前体外诊断业务部分产

品产品已处于生产销售阶段，费用的增加存在合理性；北儿医院二期目前处于暂

停建设中，存在减值迹象。 

截止本函回复日，受疫情影响 2019 年度审计工作尚未开始，存货跌价准备

测算的具体过程以及具体金额以后续东方海洋年报公布的审定数为准。 

问题四：你公司业绩快报与业绩预告存在重大差异，请说明未能及时修正

业绩预告的具体原因。 

回复： 

本次业绩快报与业绩预告存在差异的主要原因为计提信用减值和资产减值

造成公司净利润减少所致。公司养殖区域分布在莱州市、乳山市、烟台市等多个

地市、区域，数量多且较为分散，评估核算工作较为繁琐，在春节前（2020年1

月23日）未能完成；另外公司销售客户中个体户较多，受2019年经济环境、金融

政策环境等影响，不少客户出现了信用风险显著增加的情形，公司在资产负债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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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对客户信用等级进行重新评价，但上述信用风险评级工作较为繁琐，在春节前

（2020年1月23日）尚未全部完成；加之春节后受疫情影响公司复工较晚，导致

公司未能在业绩预告修正时点如期完成工作。此外，受疫情影响，公司聘请的年

审会计师团队在春节后尚未进驻现场，本次资产减值计提最终将由公司聘请的审

计机构审计后确定。公司董事会就本次业绩修正事项向广大投资者致以诚挚歉

意，今后公司将按照国家法律、法规、《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和《中小企业板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规定，诚实守信，规范运作，认真和及时地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 3月 1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