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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659          证券简称：珠海中富          公告编号：2021-023 

珠海中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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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珠海中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珠海中富”）

于 2021 年 5 月 24 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公

司管理部下发的《关于对珠海中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报的

问询函》（公司部年报问询函〔2021〕第 169 号）（以下简称“《问询》”），

公司根据《问询函》所涉问题进行说明和回复，具体内容如下： 

1. 年报显示，你公司报告期实现营业收入 12.61 亿元，同比下

降 19.0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以下简称“净利润”）-1.79

亿元，同比下降 1,091.6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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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 亿元，同比下降

328.89%。你公司扣非后净利润持续多年为负值，截至报告期末，你

公司未弥补亏损金额超过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 

请你公司： 

（1）结合行业发展状况、竞争格局、主要产品销量、售价及毛

利率变化、产品结构变化等因素，并对比同行业可比公司经营情况，

说明你公司报告期营业收入同比下降、净利润亏损加大的原因； 

答复： 

经对比我司上年同期的相关财务数据，将我司报告期营业收入同



2 
 

比下降，净利润亏损加大的原因分析如下： 

一、我司 2020 年度营业收入同比下降 19.09%原因分析： 

1、2020 年度受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影响，公司及相关客户复工延

迟，消费群体有所限制，饮料市场需求疲软，我司与各大客户的订单

均受到较为严重的影响，其中在疫情最为严重的一季度，我司营业收

入同比减少 11,462 万元，减少幅度达到了 31% 。 

以下为我司各季度营业收入对比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一季度 二季度 三季度 四季度 合计 

2020年   24,991   38,932   41,304   20,827   126,054  

2019年   36,453   46,505   45,651   27,194   155,803  

减少额 -11,462 -7,573 -4,347 -6,367 -29,749 

减少% -31% -16% -10% -23% -19% 

     2、2020 年度部分子公司与客户合同到期影响我司 2020 年销售

收入 8,312 万元。 

     二、我司 2020 年归属于上市公司的净利润-1.79 亿元，同比亏

损加大的原因分析： 

1、由于疫情影响，经营环境变化，闲置资产可变现净值发生变动，

本年计提资产减值损失 7,721 万元，比去年同期多出 6,909 万元； 

2、2020 年度因疫情及客户原因，营业收入同比减少 2.97 亿元，致

使毛利润同比下降 12%，减少了 4,042 万元； 

3、2020 年度因部分客户应收账款及其他应收款账龄增长，计提的信

用减值损失比 2019 年增加 1,023 万元； 

4、2019 年同期因政府对全资子公司土地收储的原因，增加了同期非

经常性收益 8,604 万元，2020 年未发生此类处置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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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说明你公司持续经营能力是否存在重大不确定性，以及已

采取及拟采取的改善经营业绩的应对措施。 

答复： 

（1）公司对 2021 年度的经营情况进行了预测，预计 2021 年度

实现经营性现金净流入金额约为 2.5 亿元；（2）关于在鞍山银行借款

6.488 亿元，公司已与银行签订一年期的展期协议；对 2021 年 9 月

到期的 1.44 亿元经与银行洽谈，有展期意向；（3）银团 2021 年 9 月

到期的借款 4.035 亿元，相关展期事宜正在洽谈中，目前公司正积极

拓展新的融资渠道，并已与其他金融机构达成初步融资意向。 

    基于以上分析，我司认为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可以得到保障，不

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公司已采取或拟采取以下措施改善经营业绩： 

2021 年，公司将着力在如下方面加强力度：  

1、继续服务好现有客户，紧跟客户的拓展步伐，加强和客户的

沟通交流，迅速响应，巩固提升产品市场占有率，在服务好可口可乐、

百事可乐、怡宝、雀巢、百威（中国）、西安冰峰、青岛啤酒、元气

森林、康师傅、优珍等现有客户。 

2、为现有客户贡献价值的同时，积极拓展新增客户，如喜茶、

重庆啤酒、重庆钰鑫、天津蒙牛、悦动力、成都三勒浆、北京清泉出

山饮品等。完善运营模式，开拓经营思路，加强营销网络建设，保障

提升现有客户的供应量，并加紧提升新客户的供应量。 

3、深入推行精细化管理，严格预算管理，科学组织生产经营，

加强成本费用控制，努力降低运营成本。丰富产品结构， 关注和积

极寻求合适的投资项目，加强新客户、新品种、新领域的市场拓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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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增加公司自身造血功能，拓展公司新的利润增长点。 

4、继续采取业绩承包责任制的方式发挥绩效考核激励机制的作

用，提升经营效益。  

5、继续通过包括整合资产在内的多种方式减少公司债务负担，

加强财务和资金管理，确保资金链安全。 

6、资金管理方面量入为出，继续抓紧货款回笼，控制库存，加

快周转速度。  

7、充分利用资本市场资源，推进公司持续发展。 

 

2. 年报显示，你公司报告期第一季度至第四季度营业收入分别

2.50 亿元、3.89 亿元、4.13 亿元、2.08 亿元，净利润分别为-3,764.78

万元、1,283.02 万元、829.66 万元、-16,267.07 万元，扣非后净利

润分别为-3,098.88万元、1,793.35万元、1,250.82万元、-15,299.42

万元，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 1,055.07 万元、5,645.53

万元、7,791.74 万元、9,381.39 万元。 

请你公司结合业务的季节性特征、成本费用归集情况等，说明报

告期各季度营业收入、净利润、扣非后净利润及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波动较大的原因及合理性。 

答复： 

根据我国的气候特征，饮料行业在每年一、四季度为传统淡季，

二、三季度随着天气炎热为行业旺季，公司作为饮料行业配套包装产

品的生产服务商，具有上述周期性特点。公司产品主要包括饮料代工

及饮料包装，每月均能结转所有完工产品的成本费用，不存在生产周

期较长或跨期生产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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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司营业收入参照以上行业季节特征，在每年的一、四季度为销

售淡季、在二、三季度为销售旺季，因此第一季度 2.50 亿元、第二

季度 3.89 亿元、第三季度 4.13 亿元、第四季度 2.08 亿元，各季度

所反映的上下波动交替变化，均为行业正常的季节性波动。我司销售

毛利比较稳定，在无其他特殊业务发生的前提下，净利润及扣非后净

利润的波动方向均与营业收入的波动方向一致，而第四季度净利润和

扣非后净利润均亏损较大的主要原因是 12 月份计提了资产减值损失

及信用减值损失共计 9,150 万元。经营性现金流的波动除了受季节影

响外，还受我司主要客户应收账款信用期的影响，因此各季度间经营

性现金流入所对应的销售周期存在跨季度现象，与收入和利润指标的

确认存在时间上的差异。 

 

3. 年报显示，你公司报告期营业收入扣除金额为 4,835.14 万元，

主要为与主营业务无关的业务收入。此外，报告期内你公司部分子公

司从事贸易业务。 

请你公司： 

（1）结合贸易业务经营情况，分析说明是否属于与主营业务无

关的业务收入； 

答复： 

在会计处理中我司根据业务的性质，将销售本公司生产的产品产

生的收入列报为“主营业务收入”，将其他主要经营活动以外产生的

其他收入列报为“其他业务收入”。我司在报告期扣除了与主营业务

无关的业务收入 4,835.14 万元，这部分收入为我司账面的“其他业

务收入”，具体包括：出租厂房设备产生的收入 2,706.79 万元；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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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品废料产生的收入 593.12 万元；销售材料及包装物料产生的收入

417.98万元，其他收入（主要为出租厂房产生的水电费收入）1,117.25

万元。 

（2）说明贸易业务的具体业务内容和相关金额，贸易业务确定

客户和供应商的具体方式和过程，确定贸易业务相关采购、销售价格

的方式，贸易业务中采购、销售的业务流程，并结合上述信息说明该

业务如何适用“总额法”或“净额法”进行收入确认，相关收入确认

依据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有关规定。 

答复： 

经核查，我公司以下子公司未有开展过实质的贸易业务，未取得

相关的贸易收入。 

子公司名称 注册地 
业务性

质 

2020年取得

收入（元） 
备注 

成都嘉雄商贸有限公司 中国成都 贸易 0 暂未发生经营业务 

广汉市嘉远商贸有限公司 中国广汉 贸易 0 暂未发生经营业务 

珠海保税区嘉德物流有限公司 中国珠海 贸易 0 暂未发生经营业务 

中富（香港） 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香港 贸易 0 暂未发生经营业务 

珠海横琴中富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珠海 贸易 0 暂未发生经营业务 

 

4. 年报显示，你公司报告期末负债总额为 17.14 亿元，其中流

动负债为 16.07 亿元，占负债总额的 93.75%；报告期末，你公司流

动比率为 0.37，速动比例为 0.29。 

请你公司： 

（1）列示截至 2020 年底你公司主要融资方式、主要债权人、融

资金额、期限、资金成本及担保措施（如有），如涉及浮动利率，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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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利率变动对你公司偿债金额和盈利能力的影响； 

答复： 

我司截止 2020 年底融资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融资方式 债权人 融资金额 期限 担保措施 

金融机构

贷款 

银团 40,350 2017年 3月至 2021年 9月 抵押 

鞍山银行 64,880 2017年 3月至 2021年 3月 抵押 

鞍山银行 14,400 2020年 9月至 2021年 9月 抵押 

北京银行长沙分行 1,000 2020年 5月至 2021年 5月 抵押 

华夏银行长沙分行 500 2020年 5月至 2021年 5月 抵押 

海南银行澄迈支行 1,400 2020年 6月至 2023年 6月 抵押 

兴业银行昆明分行 900 2020年 11月至 2023年 11月 抵押 

卫辉农信社 1,000 2020年 6月至 2021年 6月 抵押 

非金融机

构借款 

深圳市国青科技有

限公司 
1,200 2019年 1月至 2020年 4月 无 

非金融机构 A 1,090 2018年 5月至 2021年 5月 无 

合计   126,720     

说明：1、以上融资均不涉及浮动利率； 

2、深圳市国青科技有限公司的 1,200 万元借款双方已约定另

行商定还款方案； 

    （2）结合生产经营现金流情况、未来资金支出安排与偿债计划、

公司融资渠道和能力等，评估公司的偿债能力，充分披露可能存在的

财务风险及拟采取的应对措施； 

答复： 

1、生产经营现金流情况 

2020 年度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2.39 亿元，公司

根据 2021 年预算经营性营业利润扣除财务费用后的利润净额以及预

算 2021 年长期资产（包括固定资产、无形资产、长期待摊费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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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旧金额推算出 2021 年度公司经营活动现金流净额约为 2.50 亿元。 

2、未来资金支出安排及偿债计划 

（1）已于 2021 年 5 月前偿还金融机构 2,680 万元贷款。 

（2）已于 2021 年 5 月前偿还非金融机构 1,990 万元借款。 

（3）预计 2021 年 6 月将偿还金融机构 1,000 万元贷款。 

3、融资渠道和能力 

公司目前融资渠道主要为目前合作中的以交通银行珠海分行为

牵头行的银团、鞍山银行及其他银行等金融机构。 

其中鞍山银行的 6.488 亿元借款已展期至 2022 年 3 月；另外鞍

山银行还有 1.44 亿元的短期借款将于 2021 年 9 月 22 日到期，公司

目前与鞍山银行有良好的合作基础，预计将继续续贷。 

另外，部分子公司在当地银行共获得 6,800 万元贷款，将有效提

升公司现金流能力。 

公司本年计划处置部分闲置资产用于偿还借款，减少公司利息支

出，降低公司营运成本。 

2020 年及 2021 年现金流情况统计：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 年实际 2021年预测 

经营性现金流量净额 23,874 25,000 

投资性现金流量净额 -10,789 -11,000 

其中：收处置资产款 2,792 1,000 

   固定资产投资 -13,581 -12,000 

筹资性现金流量净额 -11,716 -10,870 

其中：收金融机构借款 6,303 4,500 

      偿还金融机构借款 -4,251 -3,680 

      偿还非金融机构借款 -4,150 -1,990 

      支付借款利息 -9,617 -9,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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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金净增加额 1,369 3,130 

备注：另外 2021 年计划处置部分闲置资产，预计会增加投资性

现金流净流入。 

综上所述，公司经营性现金流持续稳定保持净流入，公司大额债

务已有妥善解决方案，一年内无到期不能偿还债务，公司认为未来

12 个月内公司不存在其他财务风险。 

（3）补充披露截至回函日，你公司短期负债偿还情况，相关债

务中逾期债务情况及占比（如有）。 

答复： 

截止回函日，我司的短期负债偿还情况如下： 

（一）、根据借款协议约定，我司已于 2021 年 1-5 月偿还非金融

机构 1,990 万元借款； 

（二）、根据贷款协议约定，我司已于 2021 年 1-5 月偿还金融机

构 2,680 万元贷款； 

截止目前公司没有逾期债务未偿还。 

 

5. 年报显示，你公司对珠海市中富胶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

富胶盖”）预付账款期末余额 530.25 万元，应收账款期末余额

2,282.43 万元、坏账准备期末余额 1,032.31.万元，其他应收款期末

余额 1,572.70 万元、坏账准备期末余额 223.84 万元。 

请你公司： 

（1）说明与中富胶盖的业务关系，你公司与其是否存在关联关

系或可能导致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如有，说明具体关系），相关资

金往来产生的原因，以及是否存在你公司资金被（变相）非经营性占



10 
 

用或违规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形； 

答复： 

公司与珠海市中富胶盖公司的业务关系： 

珠海市中富胶盖有限公司主要业务为瓶盖的生产及销售，属于

珠海中富上游的原材料供应商之一，珠海中富灌装线产品所需的部

分瓶盖由其负责供应，公司账面将向其采购款列报为“预付款项”。 

珠海市中富胶盖从2011年开始租赁珠海中富位于珠海厂房用于

生产经营，且需要按《租赁协议》承担租赁厂房的水电费，珠海中

富账面分别将租赁费、代垫水电费列报为“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 

款项发生的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科目 公司名称 期末余额 坏账准备 款项发生原因 

应收账

款 珠海中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282.44  

  

1,032.32  应收设备及厂房租赁费 

其他应

收款 

珠海保税区中富聚酯啤酒瓶

有限公司 

    

826.55  

     

74.61  应收水电费 

珠海中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746.16  

    

149.23  

预付材料款，长账龄预

付转应收 

小  计 

 

1,572.71     223.84    

预付账

款 

兰州中富包装有限公司 

    

250.17         -    
预付材料款 

珠海中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73.41         -    
预付材料款 

青岛中富联体容器有限公司 

    

150.00         -    
预付材料款 

南昌中富容器有限公司 

     

56.67         -    
预付材料款 

小  计 

   

530.26        -      

 

我司与珠海市中富胶盖有限公司在历史上曾经存在关联关系，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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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实际控制人 CVC 于 2015 年 1 月 20 日退出后，自 2016 年 1 月 20 日

起，不再是公司关联方。 

综上所述，我司与珠海市中富胶盖有限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可

能导致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以上款项发生的原因均为我司日常经营

中发生的项目，不存在公司资金被（变相）非经营性占用或违规提供

财务资助的情况。基于珠海市中富胶盖有限公司的欠款情况，我司已

于 2020 年 9 月开始多次向其发出催款律师函警告，未来视其还款情

况不排除采取进一步法律行动。 

（2）说明上述应收款项坏账准备计提的依据、合理性及充分性。 

答复： 

对于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当存在客观证据表明其发

生减值时，管理层综合考虑债务人的行业状况、经营情况、财务状

况、款项形成原因、合同实施情况、追责处理、涉诉情况等因素，

管理层综合考虑有关过去事项、当前状况以及未来经济状况预测的

合理且有依据的信息，估计预期收取的现金流量，据此确定应计提

的坏账准备（或减值准备）；对于以组合为基础计量预期信用损失的

应收账款，管理层以账龄为依据划分组合，参照历史信用损失经验，

并根据前瞻性估计予以调整编制应收账款账龄与预期信用损失率对

照表，据此确定应计提的坏账准备。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严格按照企业会计政策中关于坏

账准备计提的相关规定、账龄的认定划分，并结合新金融工具准则

中预期信用损失模型的应用，对期末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的坏账

准备进行了充分计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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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年报显示，你公司投资性房地产期末账面余额 3.39 亿元，报

告期内由固定资产转入 1,999.62 万元。 

请你公司： 

（1）列示上述投资性房地产的期末公允价值计算依据，涉及评

估的请说明具体的评估方法、评估参数，并提供评估报告（如有）； 

答复： 

投资性房地产的期末公允价值计算依据： 

公司名称 评估机构 评估报告文号 期末公允价值 

珠海中富实业股份有限公

司 

万隆（上海）资产评估有

限公司 
万隆评报字（2021）第 10166号 

  

42,297,784.00  

杭州中富容器有限公司 
万隆（上海）资产评估有

限公司 
万隆评报字（2021）第 10171号 

  

91,252,262.00  

北京中富容器有限公司 
万隆（上海）资产评估有

限公司 
万隆评报字（2021）第 10169号 

  

63,845,179.00  

南宁诚意包装有限公司 
万隆（上海）资产评估有

限公司 
万隆评报字（2021）第 10173号 

  

24,729,014.00  

天津乐富容器有限公司 
万隆（上海）资产评估有

限公司 
万隆评报字（2021）第 10175号 

  

40,206,862.00  

成都中富瓶胚有限公司 
万隆（上海）资产评估有

限公司 
万隆评报字（2021）第 10170号 

  

15,440,000.00  

昆明中富容器有限公司 
万隆（上海）资产评估有

限公司 
万隆评报字（2021）第 10172号 

    

6,329,444.00  

沈阳中富容器有限公司 
万隆（上海）资产评估有

限公司 
万隆评报字（2021）第 10174号 

    

5,145,000.00  

新疆中富包装有限公司 
万隆（上海）资产评估有

限公司 
万隆评报字（2021）第 10167号 

  

30,599,535.00  

天津中富瓶胚有限公司 
万隆（上海）资产评估有

限公司 
万隆评报字（2021）第 10168号 

  

19,996,225.00  

评估方法、评估参数说明： 

本报告期内参与评估投资性房地产的公司，均采用收益法评估，

珠海中富委托外部评估师对其公允价值进行评估。所采用的方法主要

包括租金收益模型等。所使用的输入值主要包括租金增长率、资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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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和单位价格等。具体评估参数如下： 

 公司名

称 

估值技

术 
名称 

范围(加权平均

值) 
与公允价值之间的关系 

成 都 市 厂

房 
 收益法  

 市场单位租金  18.1  租金越高，公允价值越高  

 市场租金增长率  1.50%  租金增长率越高，公允价值越高  

 租约内净收益折现率  7.00% 
 净收益折现率越高，公允价值越

低  

 租约外净收益折现率  7.00% 
 净收益折现率越高，公允价值越

低  

昆 明 市 厂

房 
 收益法  

 市场单位租金  24.1  租金越高，公允价值越高  

 市场租金增长率  2.00%  租金增长率越高，公允价值越高  

 租约内净收益折现率  7.00% 
 净收益折现率越高，公允价值越

低  

 租约外净收益折现率  7.00% 
 净收益折现率越高，公允价值越

低  

沈 阳 市 厂

房 
 收益法  

 市场单位租金  14.3  租金越高，公允价值越高  

 市场租金增长率  2.00%  租金增长率越高，公允价值越高  

 租约内净收益折现率  7.00% 
 净收益折现率越高，公允价值越

低  

 租约外净收益折现率  7.00% 
 净收益折现率越高，公允价值越

低  

乌 鲁 木 齐

市厂房 
 收益法  

 市场单位租金  15.1  租金越高，公允价值越高  

 市场租金增长率  1.00%  租金增长率越高，公允价值越高  

 租约内净收益折现率  7.00% 
 净收益折现率越高，公允价值越

低  

 租约外净收益折现率  7.00% 
 净收益折现率越高，公允价值越

低  

北京开发

区厂房  
 收益法  

 市场单位租金  45  租金越高，公允价值越高  

 市场租金增长率  2.50%  租金增长率越高，公允价值越高  

 租约内净收益折现率  7.00% 
 净收益折现率越高，公允价值越

低  

 租约外净收益折现率  7.00% 
 净收益折现率越高，公允价值越

低  

杭州

19837.72

平方米厂

房  

 收益法  

 市场单位租金  30  租金越高，公允价值越高  

 市场租金增长率  4.00%  租金增长率越高，公允价值越高  

 租约内净收益折现率  7.00% 
 净收益折现率越高，公允价值越

低  

 租约外净收益折现率  7.00% 
 净收益折现率越高，公允价值越

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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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名

称 

估值技

术 
名称 

范围(加权平均

值) 
与公允价值之间的关系 

杭州 2200

平方米厂

房 

收益法 

 市场单位租金  30  租金越高，公允价值越高  

 市场租金增长率  4.00%  租金增长率越高，公允价值越高  

 租约内净收益折现率  7.00% 
 净收益折现率越高，公允价值越

低  

 租约外净收益折现率  7.00% 
 净收益折现率越高，公允价值越

低  

珠海厂房 收益法 

 市场单位租金  29  租金越高，公允价值越高  

 市场租金增长率  4.00%  租金增长率越高，公允价值越高  

 租约内净收益折现率  7.00% 
 净收益折现率越高，公允价值越

低  

 租约外净收益折现率  7.00% 
 净收益折现率越高，公允价值越

低  

南宁厂房 收益法 

 市场单位租金  21.8  租金增长率越高，公允价值越高  

 市场租金增长率  2%  净收益率越高，公允价值越高  

 租约内净收益折现率  7.00% 
 净收益折现率越高，公允价值越

低  

 租约外净收益折现率  7.00%  租金增长率越高，公允价值越高  

天津厂房 1 收益法 

 市场单位租金  24.3  净收益率越高，公允价值越高  

 市场租金增长率  1.50%  净收益率越高，公允价值越高  

 租约内净收益折现率  7.00%  租金增长率越高，公允价值越高  

 租约外净收益折现率  7.00%  净收益率越高，公允价值越高  

天津厂房 2 收益法 

 市场单位租金  24.3  净收益率越高，公允价值越高  

 市场租金增长率  1.50%  净收益率越高，公允价值越高  

 租约内净收益折现率  7.00%  租金增长率越高，公允价值越高  

 租约外净收益折现率  7.00%  净收益率越高，公允价值越高  

天津厂房 3 收益法 

 市场单位租金  24.3  净收益率越高，公允价值越高  

 市场租金增长率  1.50%  净收益率越高，公允价值越高  

 租约内净收益折现率  7.00%  租金增长率越高，公允价值越高  

 租约外净收益折现率  7.00%  净收益率越高，公允价值越高  

 

（2）说明上述投资性房地产与其他科目转换的转换日、转换原

因、公允价值确认过程，相关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有关

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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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复： 

固定资产转入投资性房地产明细：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3 号—投资性房地产》第十六条规定：自

用房地产或存货转换为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时，投

资性房地产按照转换当日的公允价值计价，转换当日的公允价值小于

原账面价值的，其差额计入当期损益；转换当日的公允价值大于原账

面价值的，其差额计入所有者权益。 

项目名称 转换日 转换原因 原账面价值 入账公允价值 
计入其他综合

收益 

天津中富瓶胚有限公司 
2020年 12月

31日 
出租 2,916,937.06 19,996,225.00 17,079,287.94 

 

7. 年报显示，你公司报告期管理费用中停工损失发生金额为

905.77 万元，营业外支出中停工损失发生金额为 3,165.71 万元。请

你公司说明上述停工损失的发生原因以及对你公司生产经营的影响，

相关临时信息披露情况（如适用），说明停工损失在管理费用和营业

外支出中划分的依据，相关会计处理的依据与合理性，是否符合企业

会计准则的有关规定。请年审会计师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答复： 

本期管理费用列示停工损失明细： 

项           目 2020 年度 发生停工损失原因 

珠海保税区中富聚酯啤酒瓶有

限公司 
78,632.50  结晶线订单不足，本年部分月份停工 

珠海市中富胶罐有限公司佛山

分公司 
152,556.89  8-12 月份部分生产线无订单，停工 

长沙中富瓶胚有限公司 1,290,746.22  
10 月、11 月份部分生产线无订单，停

工 

长沙中富容器有限公司 831,942.88  主要为 11月、12 月份部分生产线无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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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2020 年度 发生停工损失原因 

单，停工 

杭州中富容器有限公司 266,410.34  
主要为 2 月份疫情期间部分生产线停

工 

合肥中富容器有限公司 22,100.06  
主要为 1 月份疫情期间部分生产线停

工 

河南中富饮料有限公司 2,758,874.92  
主要为 2 月、10 月、12 月份部分生产

线无订单，停工 

西安富田食品有限公司 519,356.47  主要为 2月份疫情期间生产线停工 

贵州福泉富田饮料有限公司 326,914.29  主要为 6月份部分生产线无订单，停工 

长春中富容器有限公司 111,382.32  
主要为 2 月份疫情期间部分生产线停

工 

新疆中富包装有限公司 2,511,089.29  
本年因订单不足，部分生产线大部分月

份停工 

北京中富胶罐有限公司 187,729.36  
主要为 11月、12 月份部分生产线无订

单，停工 

合   计 9,057,735.54   

上述公司均属于正常生产经营状态，因公司部分月份业务量减

少，季节性停工，停工期间费用在管理费用列示。 

本期营业外支出列示停工损失明细; 

项           目 2020年度 发生停工损失原因 

珠海中富瓶业有限公司 145,151.01  2014年决议关停 

中山市富山清泉饮料有限公司 1,277,614.11  2016年决议关停 

珠海市中富瓶胚有限公司 287,093.45  2013年决议关停 

中山市富田食品有限公司 1,204,589.07  2016年决议关停部分生产线 

珠海市中富胶罐有限公司沈阳分公司 445,012.14  2020年决议关停 

珠海市中富胶罐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 2,554.51  2016年决议关停 

昆山中富胶罐有限公司 218,154.71  2018年决议关停部分生产线 

天津中粤包装有限公司 284,337.16  2016年决议关停 

沈阳中富瓶胚有限公司 1,354,985.15  2016年决议关停部分生产线 

沈阳中富容器有限公司 375,678.47  2016年决议关停部分生产线 

乌鲁木齐富田食品有限公司 266,748.81  2014年决议关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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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2020年度 发生停工损失原因 

呼和浩特市中富容器有限公司 665,158.58  2020年决议关停 

天津中富瓶胚有限公司 2,920,046.91  2020年决议关停 

北京华北富田饮品有限公司 4,636,001.91  2014年决议关停部分生产线 

北京华北富田饮品有限公司分公司 142,989.84  2018年决议关停 

天津乐富容器有限公司 78,333.43  2013年决议关停 

昆山承远容器有限公司 1,394,982.45  2016年决议关停部分生产线 

昆山中富瓶胚有限公司 27,645.44  2014年决议关停 

福州中富包装有限公司 36,232.19  2014年决议关停 

佛山中富容器有限公司 557,277.33  2014年决议关停部分生产线 

广州富粤容器有限公司 1,620,808.73  2016年决议关停部分生产线 

海口中富容器有限公司 4,945,507.24  2018年决议关停 

南宁诚意包装有限公司 1,131,360.93  2016年决议关停 

南宁富田食品有限公司 462,895.95  2013年决议关停 

南昌承远容器有限公司 1,185,938.43  2018年决议关停 

福州嘉富包装有限公司 105,535.30  2018年决议关停 

河南中富瓶胚有限公司 1,573,095.32  2018年决议关停 

河南中富容器有限公司 1,474,169.95  2018年决议关停 

郑州富田食品有限公司 774,922.12  2018年决议关停 

郑州富田食品有限公司武汉分公司 528,070.66  2016年决议关停 

成都中富瓶胚有限公司 455,864.68  2014年决议关停 

昆明富田食品有限公司 1,002,742.56  2013年决议关停部分生产线 

喀什嘉富食品有限公司 75,621.41  2016年决议关停 

合   计 31,657,119.95   

上述子公司的关停经相应年度公司董事会决议通过并履行了相

应的信息披露义务，其中：(福州中富、喀什中富、南宁富田、乌鲁

木齐富田、珠海中富瓶胚等)已经完全没有业务，公司拟对其进行清

算；部分公司（涉及公司为珠海中富瓶业、中山富山、中山富田、珠

海胶罐沈阳分公司、昆山胶罐、天津中粤、沈阳瓶胚、沈阳中富、北

京华北富田、北京大兴、天津乐富、昆山承远、昆山中富、昆明富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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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中富、广州富粤、海口中富、南宁诚意、南昌承远、福州嘉富、

河南中富、郑州富田、成都中富、天津瓶胚、呼和浩特中富等工厂）

的个别或全部生产线关停，已不再正常生产经营，相应的停工损失不

应在管理费用列示。 

 

8. 年报显示，你公司其他应收款下“其他”项目期末金额

8,912.63 万元，其他应付款下“其他”项目期末金额 4,417.57 万元。

请你公司说明上述项目的主要构成及相关款项的发生原因，核查说明

是否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或违规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形。请年审会计

师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答复： 

我司其他应收款下“其他”的主要构成及款项发生原因如下： 

单位：万元 

款项构成 期末余额 已计提坏账金额 发生原因 

票据诉讼 
5,000.00 50.00 

 商业承兑汇票预付原料

款，因涉及票据诉讼，从预

付账款重分类至其他应收

款  

应收货款 
537.36 464.69 

以前年度无法回收的货款

及应收的废品款 

预付长账龄转其他应收款 
2,766.67 1,679.06 

 预付采购原料等款项，2

年以上账龄从预付账款重

分类至其他应收款计提坏

账  

待摊费用 
212.91 58.66 

 财产保险在受益期内的待

摊费用及部分低值易耗待

摊费用  

预付电费 
47.83 5.07 

 预付电费等燃力费用  

代垫员工社保公积金等费用 
3.12 1.39 

 应收的员工社保及金积金

等费用  

应收往来款项 
344.75 280.77 

 其他往来款项，涉及 208

家客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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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8,912.63 2,539.64   

 

我司其他应付款下“其他”的主要构成及款项发生原因如下： 

单位：万元 

款项构成 期末余额 发生原因 

应付代垫款 940.77 第三方代垫我司支付的款项 

应付费用 1,119.02 采购物料、制版、维修、运输等费用 

应付押金及保证金 312.55 对物流运输商及废品收购商收取的保证金 

应付财产保险款 373.10 购买财产保险未支付的相关保险费用 

应付中介机构用 541.11 审计、评估、法务等项目费用 

应付清算款 425.34 子公司注销清算应付少数股东权益款 

应付往来款 705.68 第三方公司的往来款项，账龄较长，涉及客商 659家 

合计 4,417.57 
  

以上为我司其他应收款及其他应付款下“其他”项的主要构成明

细，发生的款项均为我司正常经营中所发生的应收应付项目，所涉及

的客户也均与我司无关联关系，因此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或违规

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况。 

 

特此公告。 

 

 

珠海中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5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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