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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046          证券简称：泛海控股        公告编号：2021-029 

 

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回复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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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2 月 1

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管理部《关于对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的

关注函》（公司部关注函〔2021〕第 15 号，以下简称“关注函”）。

收到该《关注函》后，公司对《关注函》中相关问题进行了核实，现

对相关问题回复公告如下： 

1．你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显示，你公司 2019 年计提商誉减值

准备 1.77 亿元，2019 年末商誉账面价值为 27.97 亿元。请说明你公

司 2020 年拟计提商誉减值准备的预计金额，商誉减值测试的具体过

程，包括主要参数选取、相关测算依据和结果等，并结合你公司所处

行业发展状况、经营环境、主要财务指标变化、同行业可比公司等情

况，分析计提商誉减值准备的合理性： 

【回复】 

2020 年，由于全球新冠肺炎疫情以及宏观经济环境变化的影响，

公司美国房地产业务和印尼能源业务的经营均受到了较大程度的负

面影响。经综合考虑外部环境因素带来的影响及对未来业务发展的判

断，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等相关规定的要求，为真实、准确地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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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的资产价值，基于谨慎性原则，公司对

各项资产进行了全面清查，初步判断公司位于美国的部分地产项目以

及位于印尼的棉兰电力项目存在资产减值迹象（具体情况详见问题 2

回复），受此影响，公司收购中泛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泛控

股”）股权形成的商誉存在减值迹象并进行减值测试，预估需计提的

商誉资产减值准备金额在 1 亿元-2 亿元之间。 

公司各项商誉以及具体减值测试情况说明如下： 

单位：人民币亿元 

资产组的构成 
商誉期初账

面余额 

以前年度已计提

的商誉减值准备 

预计 2020 年计

提减值金额 

美国房地产业务资产组  6.60 2.91 
 1~2 

印尼能源电力业务资产组  0.82 0.58 

其他业务资产组  24.87 0.83 0 

合计  32.29 4.32  1~2  

（1）公司通过境外所属公司中泛集团有限公司于 2014 年收购中

泛控股股权的投资成本与该公司交易日可辨认净资产份额之间的差

额港币 8.29 亿元确认的商誉。中泛控股于 2014 年至 2017 年间不断

收购新的房地产开发项目和能源电力项目，搭建核心战略业务板块，

在商誉减值测试时将商誉账面价值分配至美国房地产业务资产组以

及印尼能源电力业务资产组，房地产业务资产组可收回金额按照市场

法以及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确定。其中夏威夷项目和纽约项目按

市场法评定；洛杉矶项目按照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确定。在预计

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时使用的关键假设为：基于该资产组市场发展的

预期估计预计收入增长率，酒店业务和出租业务增长率：0.4%至

27.6%；酒店业务和出租业务利润率：5.9%至 78.0%以及折现率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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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6%。印尼能源业务资产组可收回金额按照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

值确定，在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时使用的关键假设为：基于该资

产组市场发展的预期估计收入增长率约-74.2%至 12.4%，利润率约

-3.4%至 11.8%以及折现率约 9.1%。 

公司于 2020 年末在进行减值测试时，采用与以前年度一致的方

法，房地产业务资产组可收回金额按照市场法以及预计未来现金流量

的现值确定。其中夏威夷项目和纽约项目按市场法评定；洛杉矶项目

按照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确定。在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时使

用的关键假设为：基于该资产组市场发展的预期估计 2021 年至 2028

年预计收入增长率，酒店业务和出租业务增长率：1.5%至 24.0%；酒

店业务和出租业务利润率：-10.3%至 60.8%以及折现率约 10.46%。印

尼能源业务资产组可收回金额按照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确定，未

来现金流量基于 2021 年至 2053 年的财务预算确定。在预计未来现金

流量的现值时使用的关键假设为：基于该资产组市场发展的预期估计

收入增长率约-74.2%至 12.4%，利润率约-11.2%至 15.9%以及折现率

约 9.3%。 

增长率确定基础是在历史经营成果的平均增长率及对市场发展

的预期基础上制定。所采用的折现率是反映本行业特定风险的折现

率。公司将相关资产组组合含商誉的账面价值与其可收回金额进行比

较，可收回金额预计低于账面价值，预估需计提的商誉减值准备金额

在 1 亿元-2 亿元之间。 

（2）公司对其它商誉以及包含商誉的相关资产组进行减值测试。

对不包含商誉的资产组进行初步评估计算其可收回金额，可收回金额

按照市场法或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确定，并与相关账面价值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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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确认是否发生减值损失，再对包含商誉的资产组进行减值测试，

比较这些相关资产组的账面价值（包括所分摊的商誉的账面价值部

分）与其可收回金额，相关资产组的可收回金额均高于其账面价值，

其它商誉资产不存在减值迹象。 

上述数据均为公司根据相关情况进行初步测算的较为合理的结

果，对于重大商誉减值测试以及计提减值准备的最终金额，公司将聘

请专业评估机构出具正式评估报告并经年审会计师事务所审定后确

定。 

2．请说明你公司除商誉外的其他主要资产、房地产项目存货减

值准备和公允价值损失的预计金额及主要测算过程，并分析 2020 年

集中计提减值准备的主要依据及合理性，以前年度减值准备计提是否

充分： 

【回复】 

综合考虑外部环境因素带来的影响及对未来业务发展的判断，根

据《企业会计准则》等相关规定的要求，基于谨慎性原则，初步判断

公司主要资产中，位于美国的部分地产项目以及位于印尼的棉兰电力

项目存在资产减值迹象，需考虑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金额约人民币

10 亿元-12 亿元之间，主要考虑计提减值的项目情况如下： 

（1）美国地产项目减值情况 

A. 公司位于美国洛杉矶的泛海广场项目，规划业态包括住宅、

商业、写字楼、酒店等，公司在估算其可收回金额按预计未来现金流

量的现值确定。截至 2019 年末，美国洛杉矶项目已累计计提存货跌

价准备 6.30 亿元。由于疫情影响和项目停工及总包终止合同导致项

目现金回收周期拉长，同时受美国宏观经济环境影响导致项目在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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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过程中计算预计未来可收回现值的折现率增加，使得项目现金流

预测模型经贴现后的现值减少，预计未来可收回现值低于账面价值，

需考虑计提减值准备。 

B. 美国夏威夷一号地项目以市场法预估未来可收回金额，项目

在 2019 年 12 月 31 日的评估值为 3.84 亿美元，账面价值为 3.78 亿美

元，评估值高于账面价值因此无需计提减值。2020 年度考虑夏威夷

房地产表现，在新冠疫情影响全球经济的情况下，夏威夷整体房地产

市场增长率低于成本增长率，导致该项目预计未来可收回金额低于账

面价值，需考虑计提减值准备。 

 美国地产项目已投成本及减值准备情况见下表： 

单位：亿美元 

项目   项目已投金额  
 以前年度已计提的

存货跌价准备  

 预计 2020 年 

计提减值金额  

 美国地产项目总计  43.86 3.73 1.16~1.47 

（2）印尼棉兰电力项目 

公司在估算其可收回金额按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确定，2019

年项目估值为 4.27 亿美元，高于账面价值，无需计提减值。由于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印尼项目发展，导致项目现金回收周期拉长（由

去年预计的 2022 年年中完工延迟至 2024 年完工），加之贴现率增加

（由 2019 年的 9.1%增加至 2020 年的 9.3%）使得项目现金流预测模

型经贴现后的现值减少，项目于 2020 年 12 月 31 日的预评估值约为

3.64 亿美元，项目账面价值为 4 亿美元，需计提 0.36 亿美元减值准

备，折合人民币 2.5 亿元。 

上述数据均为公司根据相关情况进行初步测算的结果，减值测试

的方法与以前年度没有发生重大变化，预计可收回现值的变化均系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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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期内新增的疫情及宏观经济变化影响所致，考虑预估减值准备的主

要依据较为合理，以前年度减值准备计提充分，不存在集中计提减值

准备的情况，最终金额以聘请专业评估机构出具正式评估报告并经年

审会计师事务所审定后的财务数据为准。 

3．业绩预告显示，你公司财务费用增加的主要原因为报告期人

民币升值幅度较大，公司产生大额汇兑损失。请你公司说明财务费用

预计增长情况和主要原因，以及汇兑损益对财务费用增长的主要影响

分析： 

【回复】 

预计 2020 年公司财务费用约 48 亿元，较上年同期 28.62 亿元增

长 68%，主要系计入当期损益的借款利息增加及报告期人民币大幅升

值所致。财务费用同比变动情况见下表： 

单位：人民币亿元 

项目   2020 年发生额   2019 年发生额  同比变动（%） 

利息支出  34  29.94 13% 

汇兑损益  11  -1.25 944% 

其他  3  -0.07  

合计  48  28.62 68% 

汇兑损失主要是由于境内公司的美元资产以及境外公司的人民

币负债，在外币金额折算为记账本位币金额时，因年度内即期汇率波

动而产生的汇兑差额。美元及港币对人民币汇率变动情况见下表： 

币种 2020 年 12 月 31 日即期汇率 2019 年 12 月 31 日即期汇率 

美元兑人民币 6.5249 6.9762 

人民币兑港币 1.1882 1.1163 

由于美元兑人民币汇率降低，境内公司将美元货币性资产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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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额折算为人民币（境内公司的记账本位币）时，折算后的人民币账

面价值较年初大幅下降，由此产生汇兑损失。 

由于港币与美元挂钩，人民币兑港币的汇率上升，境外公司将人

民币负债的人民币金额折算为港币（境外公司的记账本位币）时，折

算后的港币账面价值较年初大幅上升，由此产生汇兑损失。 

4．近期部分媒体报道，你公司拟对部分中期票据进行债权置换、

延长兑付期限并相应提高票面利息，你公司控股子公司民生信托多个

信托项目出现延期，部分项目涉嫌为关联自融项目。请你公司说明涉

及中期票据、信托项目的主要情况及当前进展，你公司是否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并进一步分析计提相关资产公允价值损失和减值准备

的主要考虑及合理性： 

【回复】 

（1）传闻一及说明 

2020 年内，部分媒体称公司发行的中期票据“15 泛海 MTN001”

拟进行债权置换、延长兑付期限并相应提高票面利息（传闻一）。 

经核查，公司已于 2020 年 10 月 13 日将相关报道涉及的中期票

据“15 泛海 MTN001”的本金及利息足额存入上海清算所账户，2020

年 10月 14日全额本息到期正常兑付；公司已按相关监管规则的要求，

及时在中国货币网、上海清算所网站披露了《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兑付公告》。 

（2）传闻二及说明 

近期，部分媒体称公司控股子公司中国民生信托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民生信托”）设立的至信 516 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以

下简称“至信 516”）、至信 681 号中集车辆 IPO 投资集合资金信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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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以下简称“至信 681”）、至信 828 号铂首商业地产集合资金

信托计划（以下简称“至信 828”）等信托项目出现延期，其中部分

项目涉嫌为关联自融项目（传闻二）。 

经核查，媒体报道中涉及的民生信托项目均为投资类项目，具体

情况如下： 

单位：亿元 

项目 成立日期 规模 目前状况 投资人收益 

至信 516 
2018 年 10

月 23 日 
2.33 

本项目通过大宗交易买入上

市公司股票，目前处于减持期

间，拟以更合适的价格减持，

以实现更好的收益。该项目处

于择机处置阶段。 

浮动收益 

至信 681 
2019 年 7

月 1 日 
0 

本项目投资于在港股上市的

股票，纯浮动发行，净值化管

理。目前底层股票已全部减持

完毕，并向投资人进行分配。

该项目已清算并分配完毕。 

浮动收益 

至信 828 
2019 年 12

月 11 日 
11.48 

信托资金用于对武汉铂首置

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

铂首”）进行股权投资，武汉

铂首决策用于商业物业收购。

武汉铂首正在推进资产处置

以回笼资金，届时将以底层资

产处置情况向投资人进行分

配。该项目处于择机处置阶

段。 

浮动收益 

其中：（1）至信 681 已清算并分配完毕，至信 516 和至信 828

均处于择机处置阶段。对于投资类业务，根据市场情况、资产价格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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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重因素择机退出为常规做法，民生信托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和合同约

定，认真履行了受托人责任；（2）至信 828 用于对武汉铂首进行股

权投资，武汉铂首决策用于商业物业收购。 

此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第十六条“信托财产与属

于受托人所有的财产相区别，不得归入受托人的固有财产或者成为固

有财产的一部分”、第二十九条“受托人必须将信托财产与其固有财

产分别管理、分别记账，并将不同委托人的信托财产分别管理、分别

记账”、《信托公司管理办法》第三条“信托财产不属于信托公司的

固有财产，也不属于信托公司对受益人的负债。信托公司终止时，信

托财产不属于其清算财产”之规定，信托公司信托财产与固有财产应

分别记账，信托财产的投资情况与固有财产并无关联。 

 

特此公告。   

 

                          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二月十日 


	2．请说明你公司除商誉外的其他主要资产、房地产项目存货减值准备和公允价值损失的预计金额及主要测算过程，并分析2020年集中计提减值准备的主要依据及合理性，以前年度减值准备计提是否充分：
	【回复】
	综合考虑外部环境因素带来的影响及对未来业务发展的判断，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等相关规定的要求，基于谨慎性原则，初步判断公司主要资产中，位于美国的部分地产项目以及位于印尼的棉兰电力项目存在资产减值迹象，需考虑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金额约人民币10亿元-12亿元之间，主要考虑计提减值的项目情况如下：
	（1）美国地产项目减值情况
	A. 公司位于美国洛杉矶的泛海广场项目，规划业态包括住宅、商业、写字楼、酒店等，公司在估算其可收回金额按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确定。截至2019年末，美国洛杉矶项目已累计计提存货跌价准备6.30亿元。由于疫情影响和项目停工及总包终止合同导致项目现金回收周期拉长，同时受美国宏观经济环境影响导致项目在减值测试过程中计算预计未来可收回现值的折现率增加，使得项目现金流预测模型经贴现后的现值减少，预计未来可收回现值低于账面价值，需考虑计提减值准备。
	B. 美国夏威夷一号地项目以市场法预估未来可收回金额，项目在2019年12月31日的评估值为3.84亿美元，账面价值为3.78亿美元，评估值高于账面价值因此无需计提减值。2020年度考虑夏威夷房地产表现，在新冠疫情影响全球经济的情况下，夏威夷整体房地产市场增长率低于成本增长率，导致该项目预计未来可收回金额低于账面价值，需考虑计提减值准备。
	美国地产项目已投成本及减值准备情况见下表：
	单位：亿美元
	（2）印尼棉兰电力项目
	公司在估算其可收回金额按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确定，2019年项目估值为4.27亿美元，高于账面价值，无需计提减值。由于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印尼项目发展，导致项目现金回收周期拉长（由去年预计的2022年年中完工延迟至2024年完工），加之贴现率增加（由2019年的9.1%增加至2020年的9.3%）使得项目现金流预测模型经贴现后的现值减少，项目于2020年12月31日的预评估值约为3.64亿美元，项目账面价值为4亿美元，需计提0.36亿美元减值准备，折合人民币2.5亿元。
	上述数据均为公司根据相关情况进行初步测算的结果，减值测试的方法与以前年度没有发生重大变化，预计可收回现值的变化均系报告期内新增的疫情及宏观经济变化影响所致，考虑预估减值准备的主要依据较为合理，以前年度减值准备计提充分，不存在集中计提减值准备的情况，最终金额以聘请专业评估机构出具正式评估报告并经年审会计师事务所审定后的财务数据为准。
	预计2020年公司财务费用约48亿元，较上年同期28.62亿元增长68%，主要系计入当期损益的借款利息增加及报告期人民币大幅升值所致。财务费用同比变动情况见下表：
	汇兑损失主要是由于境内公司的美元资产以及境外公司的人民币负债，在外币金额折算为记账本位币金额时，因年度内即期汇率波动而产生的汇兑差额。美元及港币对人民币汇率变动情况见下表：
	由于美元兑人民币汇率降低，境内公司将美元货币性资产的美元金额折算为人民币（境内公司的记账本位币）时，折算后的人民币账面价值较年初大幅下降，由此产生汇兑损失。
	由于港币与美元挂钩，人民币兑港币的汇率上升，境外公司将人民币负债的人民币金额折算为港币（境外公司的记账本位币）时，折算后的港币账面价值较年初大幅上升，由此产生汇兑损失。
	4．近期部分媒体报道，你公司拟对部分中期票据进行债权置换、延长兑付期限并相应提高票面利息，你公司控股子公司民生信托多个信托项目出现延期，部分项目涉嫌为关联自融项目。请你公司说明涉及中期票据、信托项目的主要情况及当前进展，你公司是否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并进一步分析计提相关资产公允价值损失和减值准备的主要考虑及合理性：
	【回复】
	（1）传闻一及说明
	2020年内，部分媒体称公司发行的中期票据“15泛海MTN001”拟进行债权置换、延长兑付期限并相应提高票面利息（传闻一）。
	经核查，公司已于2020年10月13日将相关报道涉及的中期票据“15泛海MTN001”的本金及利息足额存入上海清算所账户，2020年10月14日全额本息到期正常兑付；公司已按相关监管规则的要求，及时在中国货币网、上海清算所网站披露了《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兑付公告》。
	（2）传闻二及说明
	近期，部分媒体称公司控股子公司中国民生信托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生信托”）设立的至信516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以下简称“至信516”）、至信681号中集车辆IPO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以下简称“至信681”）、至信828号铂首商业地产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以下简称“至信828”）等信托项目出现延期，其中部分项目涉嫌为关联自融项目（传闻二）。
	经核查，媒体报道中涉及的民生信托项目均为投资类项目，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亿元
	其中：（1）至信681已清算并分配完毕，至信516和至信828均处于择机处置阶段。对于投资类业务，根据市场情况、资产价格等多重因素择机退出为常规做法，民生信托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和合同约定，认真履行了受托人责任；（2）至信828用于对武汉铂首进行股权投资，武汉铂首决策用于商业物业收购。
	此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第十六条“信托财产与属于受托人所有的财产相区别，不得归入受托人的固有财产或者成为固有财产的一部分”、第二十九条“受托人必须将信托财产与其固有财产分别管理、分别记账，并将不同委托人的信托财产分别管理、分别记账”、《信托公司管理办法》第三条“信托财产不属于信托公司的固有财产，也不属于信托公司对受益人的负债。信托公司终止时，信托财产不属于其清算财产”之规定，信托公司信托财产与固有财产应分别记账，信托财产的投资情况与固有财产并无关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