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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740  证券简称：御家汇  公告编号：2020-050 

            

御家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 2019 年年报问询函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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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御家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5 月 31 日收到深圳证

券交易所创业板公司管理部《关于对御家汇股份有限公司的年报问询函》（创业

板年报问询函【2020】第 392 号），具体内容详见附件。 

公司正积极组织相关各方对问询函提出的有关问题进行认真的核查、分析和

落实，公司将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要求，及时进行回复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及《中国

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

指定媒体披露的正式公告为准。 

特此公告。 

 

 

 

御家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6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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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深 圳 证 券 交 易 所  
 

关于对御家汇股份有限公司的年报问询函 

 

创业板年报问询函【2020】第 392 号 

 

 

御家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 

我部在对你公司 2019 年年报事后审查中关注到以下情况： 

1. 年报显示，报告期你公司日化行业实现营业收入 241,212.07

万元，同比增长 7.43%，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以下简

称“净利润”）2,722.27 万元，同比下降 79.17%；实现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净利润 619.20 万元，同比下降 94.14%。其中，水乳膏霜实现

营业收入 111,253.22 万元，同比增长 32.27%；非贴式面膜实现营业

收入 23,034.19 万元，同比增长 88.34%；贴式面膜实现营业收入

89,987.79 万元，同比下降 27.39%，系 2014 年以来首次出现负增长。

报告期你公司日化行业销售量、生产量同比分别下滑 22.47%、38.35%。 

（1）请你公司结合毛利率、期间费用、非经常性损益明细等变

化情况解释报告期营业收入增长而净利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

润大幅下滑幅度的原因及合理性。 

（2）请你公司结合行业发展情况、市场地位、产品销量和价格

变动情况等说明报告期非贴式面膜产品营业收入大幅增长的原因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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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性，分析是否与同行业可比公司变化趋势一致，如不一致，请你

公司解释原因及合理性。 

（3）请你公司分析报告期水乳膏霜、非贴式面膜同比大幅增长

而贴式面膜出现负增长的原因，结合行业竞争、市场地位变化等说明

贴式面膜负增长对你公司面膜业务发展的影响。 

（4）请你公司结合产品结构、产品销售价格等说明报告期日化

行业营业收入与生产量、销售量变化方向相反的原因及合理性。 

请保荐机构及年审机构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并详细说明核查程

序。 

2. 2016 年至 2019 年，你公司水乳膏霜产品营业收入分别为

15,555.45 万元、38,201.64 万元、84,108.16 万元、111,253.22 万元，

占营业收入的比重分别为 13.29%、23.20%、37.46%、46.12%。 

（1）请你公司补充披露 2016年至 2019年水乳霜高产品产销量、

订单量、快递费等情况，说明是否与营业收入变化情况一致，如否，

请你公司解释原因及合理性。 

（2）请结合行业发展情况、市场地位、产品销量和价格变动情

况等解释 2016年至 2019年你公司水乳膏霜产品营业收入持续快速增

长的原因及合理性，分析是否与同行业可比公司变化趋势一致，如不

一致，请你公司解释原因及合理性。 

（3）结合主要运营模式等说明你公司是否存在通过其他公司、

组织刷空单等虚增水乳膏霜营业收入情况。 

请保荐机构及年审机构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并详细说明核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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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3.年报显示，报告期你公司实现境外收入 54,379.33 万元，同比

增长 34.51%，远高于境内 1.48%的增幅。请你公司结合境外业务开

展方式、运营模式、经营主体、经营产品范围等分析报告期境外业务

增幅远高于境内业务的原因及合理性。请保荐机构及年审机构核查并

发表明确意见，并详细说明核查程序。 

4. 年报“公司业务概要”章节显示，你公司生产模式为自主生

产和委托加工相结合。年报“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员工情况”

章节显示，报告期末你公司在职员工合计 1,622 人，本期领取薪酬员

工 3,563 人，其中生产人员数量为 10 人，较 2018 年末减少 274 人。 

（1）请你公司解释本期领取薪酬员工数量远高于报告期末在职

员工人数的原因，补充披露报告期你公司人员变动情况，结合同行业

可比公司或你公司所在地人员流动情况等说明报告期你公司人员变

动情况是否异常、是否对你公司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2）请你公司结合生产模式变化情况等说明报告期将生产人员

缩减至 10 人的原因，以及大幅缩减生产人员对你公司经营及业务发

展的影响。 

（3）请你公司补充披露委托加工方式的具体情况，包括不限于

委托加工具体模式、委托加工产品的类型、数量、定价方式、金额及

占比，以及公司如何控制委托加工产品的产品质量。 

请保荐机构及年审机构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5. 报告期末，你公司货币资金余额 36,184.19 万元，其中因开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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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函存在对使用有限制款项 500.00 万元，因承兑保证金存在 3,716.96

万元的受限资金，因内保外贷质押存在 4,725.00 万元的受限资金。报

告期末，你公司应付票据中银行承兑票据余额 11,640.34 万元，较期

初增加 11,640.34 万元。 

（1）请你公司说明货币资金是否存在其他受限情形。 

（2）请你公司补充披露与银行签订的承兑汇票协议约定的保证

金比例及实际保证金比例，说明你公司银行承兑汇票保证金与银行承

兑汇票规模是否匹配。 

（3）请你公司说明内保外贷质押的基本情况，包括不限于发生

时间、形成原因、具体模式、贷款主体、金额、用途、期限、还款安

排，以及公司承担的相关风险和应对措施。 

请保荐机构及年审机构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6. 报告期末，你公司存货余额 73,795.27 万元，较期初增长

30.36%，占总资产比重达 40.04%，较 2018 年末提升 10.30 个百分点。

其中，库存商品余额 49,181.61 万元、发出商品余额 13,216.30 万元、

委托加工物资余额 9,571.16 万元。报告期你公司存货跌价损失发生额

2,064.19 万元。 

（1）请你公司结合销售模式、货物流转情况、业务发展情况等，

说明存货占比大幅提升的原因及合理性，是否与公司业务规模发展相

匹配，是否出现产品滞销的情形。 

（2）请你公司分析存货占比大幅提升对公司经营和业务发展的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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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请结合存货的类别、库龄、存货跌价准备计提的方法和测

试过程、可变现净值等说明报告期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是否充分。 

请保荐机构及年审机构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7. 2017 年至 2019 年及 2020 年第一季度，你公司预付款项期末

余额分别为 4,264.37 万元、5,293.67 万元、7,437.62 万元、19,264.23

万元，其中 2020 年第一季度末预付款项余额较 2019 年末增长

159.01%。 

（1）请你公司结合业务模式、采购模式、交易背景、预付内容、

预付对象、预付性质等说明 2017 年以来预付款项持续增长以及 2020

年第一季度大幅增长的原因及合理性。 

（2）请你公司补充披露主要的结算方式及预付模式占比情况，

说明预付款项持续增长对你公司的影响。 

（3）请你公司核实预付对象与你公司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以及

是否存在非经营性的预付款项。 

请保荐机构及年审机构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8. 报告期末，你公司应付账款余额 20,632.59 万元，较期初减少

38.55%。请你公司结合业务模式、采购与付款政策、供应商变化等情

况，说明报告期营业收入增长而应付账款下降的原因及合理性。请保

荐机构及年审机构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9. 2018 年 7 月 13 日，你公司披露拟投资 8 亿元建设全球面膜智

能生产基地及投资 4.5 亿元建设总部基地，其中全球面膜智能生产基

地建成后预计可实现年产值 20 亿元。2019 年 4 月 26 日，你公司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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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拟对总部基地增加 3.5 亿元投资，调整后总部基地总投资规模为 8

亿元。年报“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章节显示，截至报告期末全球面

膜智能生产基地、总部基地累计实际投入金额分别为 6,948.12 万元、

52.88 万元。年报合并财务报表项目注释重要在建工程项目本期变动

情况中显示，全球面膜智能生产基地项目在建工程期末余额 352.27

万元、总部基地项目在建工程期末余额 49.97 万元。 

（1）请你公司核实上述信息披露是否有误，说明年报“经营情

况讨论与分析”章节与合并财务报表项目注释在建工程部分关于全球

面膜智能生产基地、总部基地项目披露的项目投入金额不一致的原因，

并解释合理性。 

（2）请你公司补充披露全球面膜智能生产基地、总部基地项目

建设进展情况及未来的建设规划，项目预计达到可使用状态日期，截

至目前投资进度是否符合预期，如否，请说明原因。 

（3）请你公司结合报告期内面膜业务负增长情况说明全球面膜

智能生产基地项目可行性是否发生变化，如否，请你公司充分说明原

因及新建产能是否存在产能过剩风险。 

请你公司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在 2020 年 6 月 8 日前将有

关说明材料报送我部并对外披露，同时抄送湖南证监局上市公司监管

处。 

特此函告。 

                              创业板公司管理部 

         2020 年 5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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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2017年至2019年及2020年第一季度，你公司预付款项期末余额分别为4,264.37万元、5,293.67万元、7,437.62万元、19,264.23万元，其中2020年第一季度末预付款项余额较2019年末增长159.01%。
	（1）请你公司结合业务模式、采购模式、交易背景、预付内容、预付对象、预付性质等说明2017年以来预付款项持续增长以及2020年第一季度大幅增长的原因及合理性。
	（2）请你公司补充披露主要的结算方式及预付模式占比情况，说明预付款项持续增长对你公司的影响。
	（3）请你公司核实预付对象与你公司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以及是否存在非经营性的预付款项。
	请保荐机构及年审机构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8. 报告期末，你公司应付账款余额20,632.59万元，较期初减少38.55%。请你公司结合业务模式、采购与付款政策、供应商变化等情况，说明报告期营业收入增长而应付账款下降的原因及合理性。请保荐机构及年审机构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9. 2018年7月13日，你公司披露拟投资8亿元建设全球面膜智能生产基地及投资4.5亿元建设总部基地，其中全球面膜智能生产基地建成后预计可实现年产值20亿元。2019年4月26日，你公司披露拟对总部基地增加3.5亿元投资，调整后总部基地总投资规模为8亿元。年报“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章节显示，截至报告期末全球面膜智能生产基地、总部基地累计实际投入金额分别为6,948.12万元、52.88万元。年报合并财务报表项目注释重要在建工程项目本期变动情况中显示，全球面膜智能生产基地项目在建工程期末余额352...
	（1）请你公司核实上述信息披露是否有误，说明年报“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章节与合并财务报表项目注释在建工程部分关于全球面膜智能生产基地、总部基地项目披露的项目投入金额不一致的原因，并解释合理性。
	（2）请你公司补充披露全球面膜智能生产基地、总部基地项目建设进展情况及未来的建设规划，项目预计达到可使用状态日期，截至目前投资进度是否符合预期，如否，请说明原因。
	（3）请你公司结合报告期内面膜业务负增长情况说明全球面膜智能生产基地项目可行性是否发生变化，如否，请你公司充分说明原因及新建产能是否存在产能过剩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