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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海南椰岛              股票代码：600238             编号：2022-022号 

 

海南椰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上海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的回复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22年 6月 16 日，海南椰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南椰岛”

或“公司”）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发来的《关于海南椰岛 2021 年年度报告的信

息披露监管问询函》，现就问询函内容回复如下： 

1、年报显示，公司现有产能中主要工厂为药谷酒厂和老城酒厂，与上期相

比无新增产能。公司白酒系列产品产量 37.26 千升，占全部酒类产品产量的

0.43%；销量 471.84 千升，占全部酒类产品销量的 4.34%，产销率达 1266.35%。

公司预付款项期末余额 1.48 亿元，同比增长 230.01%，其中对贵州省仁怀市茅

台镇糊涂酒业（集团）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糊涂销售）的预付款 0.62 亿元，

占比 42.19%。 

请公司补充说明：（1）在与糊涂酒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糊涂酒

业）的合作中，主要采取何种业务模式，公司主要承担何种角色，业务模式是

否稳定、可持续；（2）公司对糊涂销售存在大额预付款的合理性，是否符合公

司与糊涂酒业的合作模式，是否存在相关款项实际流入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及其关联方等情况，是否构成非经营性资金占用；（3）除扣除新增封坛酒销售

业务收入 0.60 亿元以外，是否存在其他酒类销售业务收入应扣除未扣除的情

况。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 

【公司回复】 

（1）2021年4月，公司全资子公司海南椰岛酒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椰岛酒业发展”）与贵州省仁怀市茅台镇糊涂酒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糊涂酒业集团”）合作酱香型白酒项目，双方共同出资设立贵州省仁怀

市椰岛糊涂酒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椰岛糊涂酒业”），椰岛酒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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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合资公司注册资本的80%，糊涂酒业集团占合资公司注册资本的20%。该投资

事项业经公司2021年4月27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六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根据双方的合作协议约定：①运营团队：椰岛酒业发展借助酒类行业管理

经验和资源，糊涂酒业集团以其酱香型白酒领域的产品、基地和技术优势共同

打造全新的酱香型白酒品牌，合资公司椰岛糊涂酒业运营团队由双方共同组建，

糊涂酒业集团作为酱酒产品委托加工厂不参与合资公司椰岛糊涂酒业的运营管

理，只负责产品的生产、质量和品控管理，产品运营、市场运营、团队建设等

均由椰岛公司独立运作。②基酒采购：椰岛糊涂酒业将出资向糊涂酒业集团采

购酱香型大曲坤沙酒，乙方应保证按双方约定价格每年提供不低于5000吨53度

大曲坤沙酱酒给合资公司。③合作排他性：椰岛酒业发展与糊涂酒业集团双方

合作应具有排他性，即在合同有效期内，糊涂酒业集团不得再与第三方达成同

类型的合作。双方将在酱香型白酒合作的基础上，探讨长期深入合作的可行性，

包括但不限于浓香型白酒的生产、销售等相关业务合作。 

2021年度公司在椰岛封坛酒及定制产品金糊涂系列的基础上主推贵台酱酒

系列、贵台年份酒系列。我司通过多场市场启动会，以“共建”、“共融”、

“共享”为核心理念，采取厂商共建的差异化运作模式、同步推进多地市场布

局，统筹品牌产品技术与运营商渠道资源，与合作伙伴实现优势互补，提高贵

台酒的品牌影响力，建立优质酱酒合作平台。由此可见，双方的合作是稳固的，

具有强大可持续推进力。 

（2）根据椰岛糊涂酒业和贵州省仁怀市茅台镇糊涂酒业（集团）销售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糊涂酒业销售”）签订的《合作协议书》，公司2021年度向

糊涂酒业销售完成产品采购额应不低于2亿元。公司承诺合同期限内下达月度生

产订单时预付货款余额不低于3000万元。酱酒作为长周期属性产品，从生产、

酿造、储藏到成品销售至少要五年时间。由于酱酒生产周期、存放周期和市场

培育周期较长，属前期占用资金较大的行业；公司与糊涂酒业集团合作的酱酒

系列为定制特调酒体，按照酱酒生产储备需求，新调制酒体需储存三个月以上

才能灌装销售，生产厂家需收取预付货款以锁定交易属于行业惯例。因此，双

方约定预付货款不低于3000万元以保障酒体稳定性和满足公司采购需求。 

根据合作协议的约定2021年度椰岛糊涂酒业向糊涂酒业销售支付采购款

14,616.00万元，采购入库封坛酒、贵台酒及其他酒类产品8,377.04万元，年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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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付款余额6,238.96万元。上述预付款项均依据双方合作协议的约定执行。公

司的酱酒销售业务正在稳定推进中，后续将根据销售情况而逐步提货或提前锁

定获取基酒的物权降低预付款余额。基于公司与糊涂酒业的合作模式，存在上

述预付款项具有商业合理性。 

通过国家企业信息信用公示系统、企查查等公开渠道查询，未发现贵州省

仁怀市茅台镇糊涂酒业（集团）有限公司、贵州省仁怀市茅台镇糊涂酒业（集

团）销售有限公司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存在关联关系；公

司与糊涂酒业集团及糊涂酒业销售合作及商业往来均是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

开展的正常商业行为，不存在任何一方对另一方利益倾斜的情况，上述预付酒

类货款均基于购销业务所发生，不构成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3）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第七号财务类退市指标：

营业收入扣除》的规定：营业收入扣除项包括与主营业务无关的业务收入和不

具备商业实质的收入。 

2021年度酒类销售收入中，公司与贵州糊涂集团合作后首次推出酱香型白

酒封坛业务形成0.6亿元的封坛酒销售收入，该类销售业务模式属于首次且是否

形成公司稳定的业务模式存在不确定性，故列入应扣除项。除此类收入外，公

司酒类销售业务收入主要均来源于常规经销商和终端直营（含团购、电商等）

销售产生，包括贵州椰岛糊涂后续推出的“贵台酱酒系列”、“贵台年份酒系

列”、“金糊涂系列”均通过经销商销售，均已形成稳定的经营模式且具有商

业实质的经常性收入，不存在临时性或偶尔性的销售收入，除了封坛酒销售收

入外酒类业务收入不存在应扣除而未扣除的情况。 

【会计师意见】 

在审计过程中，我们现场查看了贵州省仁怀市茅台镇糊涂酒业（集团）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糊涂酒业集团”）厂区及生产线，并与糊涂酒业高管访谈了

解海南椰岛与糊涂酒业集团合作的背景和业务模式；现场检查《合作协议书》、

采购订单、发票、入库单、付款凭证等，现场进行存货监盘；并就海南椰岛与

糊涂酒业集团合作事项，特别是期后发货情况进行函证确认；通过“天眼查”

查询糊涂酒业集团及其子公司与海南椰岛实际控制人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并检

查封坛酒销售合同、发票、客户签收单、收款凭证等，并与封坛酒销售客户进

行访谈、函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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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上述所实施的审计程序，我们认为： 

（1）在与糊涂酒业集团的合作中，糊涂酒业集团负责产品的生产、质量和

品控管理，海南椰岛主要致力于产品运营、市场运营、团队建设，双方优势互

补，双方合作的业务模式稳定，具有可持续性。 

（2）海南椰岛与贵州省仁怀市茅台镇糊涂酒业（集团）销售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糊涂销售”）存在大额预付款，与前述合作模式相匹配，未发现非经营

性资金占用。 

（3）除已扣除的新增封坛酒销售业务收入 0.60亿元以外，公司不存在其

他酒类销售业务收入应扣除未扣除的情况。 

2、年报显示，2021 年度公司归母净利润-0.60 亿元，比上年减少 347.30%；

扣非后归母净利润-0.92 亿元，比上年减少 663.34%。酒类业务毛利率 46.13%，

比上年减少 10.26 个百分点；食品饮料类业务毛利率 5.36%，比上年减少 24.95

个百分点；年报称与销售模式改变有关。请公司补充披露：（1）定量分析本期

净利润大幅减少的具体原因；（2）分别分析销售模式改变对酒类业务和食品饮

料类业务毛利率的具体影响，并说明改变销售模式的原因及合理性。请年审会

计师发表意见。 

【公司回复】 

（1）定量分析本期净利润大幅减少的具体原因 

2020-2021年度利润表对比分析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年度 2020年度 增减额 

 一、 营业收入 83,342.13 80,790.09 2,552.04 

      减：营业成本  66,872.58 59,460.06 7,412.52 

毛利额 16,469.55 21,330.03 -4,860.48 

          税金及附加  2,054.42 1,731.06 323.36 

          销售费用  14,624.05 9,494.45 5,129.60 

          管理费用  7,811.56 5,881.47 1,930.09 

          研发费用  587.30 437.38 149.92 

          财务费用  1,585.60 1,601.35 -15.75 

      加：其他收益  229.67 452.82 -223.15 

          投资收益 1,657.71 -787.68 2,44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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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21年度 2020年度 增减额 

          信用减值损失 1,511.43 543.64 967.79 

          资产减值损失 0 -350.95 350.95 

          资产处置收益 -0.14 96.69 -96.83 

 二、营业利润 -6,794.70 2,138.85 -8,933.55 

 加：营业外收入  471.39 227.80 243.59 

     减：营业外支出  771.22 311.95 459.27 

     减：所得税费用  -551.24 -380.04 -171.20 

 三、净利润 -6,543.29 2,434.73 -8,978.02 

     1、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6,014.09 2,430.88 -8,444.97 

     2、少数股东损益 -529.20 3.85 -533.05 

从上表可知，本年度净利润比上年度净利润减少 8,978.02万元主要是销售

毛利减少 4,860.48 万元，同时销售费用和管理费用分别增加 5,129.60 万元和

1,930.09万元所致。 

①销售毛利对比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毛利 

增减额 

毛利率 

增减额  收入 成本 毛利 
毛利率

（%） 
收入 成本 毛利 

毛利率

（%） 

酒类 33,679.19 18,142.23 15,536.96 46.13 32,666.52 14,244.89 18,421.63 56.39 -2,884.67 -10.26 

饮料类 6,633.80 6,278.27 355.53 5.36 7,199.35 5,017.25 2,182.10 30.31 -1,826.57 -24.95 

贸易 40,346.82 40,293.67 53.15 0.13 40,733.39 40,100.68 632.71 1.55 -579.56 -1.42 

其他 2,682.33 2,158.42 523.91 19.53 190.83 97.24 93.59 49.04 430.32 -29.51 

合计数 83,342.14 66,872.59 16,469.55 19.76 80,790.09 59,460.06 21,330.03 26.40 -4,860.48 -6.64 

从上表可知，整体销售毛利减少 4,860.48万元主要是本期销售模式的转变，

酒类和饮料销售毛利大幅减少所致，详见本回复 2、（2）说明。 

②销售费用对比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年度 2020年度 增减额 

广告费 5,637.23 106.39 5,530.84 

会议费 1,423.94 0.94 1,423.00 

职工薪酬 2,574.23 2,341.25 232.98 

服务促销制作费 3,704.03 4,074.78 -37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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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21年度 2020年度 增减额 

差旅费 333.92 396.20 -62.28 

业务宣传费 267.98 223.34 44.64 

仓储费 134.23 330.65 -196.42 

劳务费 117.65 62.00 55.65 

汽车费用 35.76 76.77 -41.01 

运输费 5.81 1,452.29 -1,446.48 

其他 389.27 429.84 -40.57 

合计 14,624.05 9,494.45 5,129.60 

从上表可知，销售费用同比增加 5,129.60 万元，主要是本年度酒类为扩大

市场份额，丰富酒类产品线，推进“一树三花”的产品体系及品牌影响力在广

告宣传费、会议费等方面增加投入。 

③管理费用对比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年度 2020年度 增减额 

职工薪酬 3,930.83 3,099.69 831.14 

企业宣传费 386.03   386.03 

折旧 1,200.76 940.09 260.67 

业务招待费 419.65 198.97 220.68 

办公及差旅费 291.85 128.52 163.33 

装修改良费 161.27 0.98 160.29 

咨询服务及会议费 635.91 534.43 101.48 

存货损失 55.86 35.73 20.13 

其他 555.98 537.49 18.49 

无形资产摊销 75.84 80.41 -4.57 

汽车费用 67.79 154.04 -86.25 

租赁费 29.79 171.12 -141.33 

合计 7,811.56 5,881.47 1,930.09 

从上表可知，管理费用同比增加 1,930.09 万元，主要是本年度为拓宽业务

范围，在零售商业版块、国际贸易版块匹配成立团队进行运营，人工成本、企

业宣传、业务招待差旅等费用增加所致。 

（2）2021年度酒类和饮料销售模式的改变对毛利率的影响及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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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酒类销售模式的改变及影响 

2021 年度酒类销售主要是在食字号鹿龟酒和白酒销售方面的改变，具体如

下： 

①鹿龟酒销售模式的改变 

2021年度公司全面梳理鹿龟酒产品体系及调整产品定位，升级为“健字号”

和“食字号”两大板块，健字号产品定位高端礼品消费市场，食字号产品定位

低端大众消费市场。一方面，对“健字号”鹿龟酒采取“休克”疗法，暂停部

分品规的销售以消化肃清市场库存以利于推出高端品规；另一方面，推出低端

“食字号”鹿龟酒上市以弥补原有“健字号”市场的空缺。 

新品前期上市销售需要大量人力物力投入进行市场运作，目前公司的销售

模式不具备此条件。湖南雨帆噜渴乳业股份有限公司长期运营光明品牌低温奶，

拥有多年建立的全国市场销售规模和网络渠道。2020年 12月公司与湖南雨帆噜

渴乳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雨帆噜渴）、湖南雨帆酒业有限公司签订《合作

框架协议》开展战略合作，成立合资公司海南椰岛雨帆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椰岛雨帆），公司独家授权椰岛雨帆在全国范围(港澳台除外)内运营除椰岛鹿

龟传承系列(食字号)、椰岛鹿龟高档产品系列(暂定名:百年荣耀) (食字号)外

其他食字号椰岛鹿龟酒（授权时间为十年）。 

2021年新推出的无糖型食字号鹿龟酒即“33度椰岛鹿龟酒（老字号）135ml”，

通过合作借助椰岛雨帆销售团队和渠道规模，将食字号鹿龟酒产品导入低端餐

饮市场，公司仅承担产品生产的相关费用，但是市场建设、消费者拉动及人员

费用等均由椰岛雨帆承担，因此公司仅保留较低毛利让利椰岛雨帆以开拓销售

市场。该产品推出首年实现收入约 4580 万元销售量达到 65 万箱，实现良好的

新品销售开端，因此该销售模式具有商业合理性。 

②白酒销售模式的改变 

近两年公司坚定“椰岛鹿龟酒”“椰岛海王酒”“椰岛白酒”的“一树三花”

战略布局，2020年在白酒市场采取了直销模式，主做圈层销售、推行全员团购，

高端产品销量良好产品毛利较高。 2021年公司与糊涂酒业集团的战略合作，进

一步稳定了酱香型白酒的产业布局。为了更快更好的开拓整体市场，公司在完

善直销团购渠道的同时搭建全国流通分销渠道，逐步完成了山东，广东，福建，

湖北，河南，浙江等省的运营平台。在直销团购体系基础上逐渐增加直分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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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即直销+大商分销），虽然让渡一定的价格毛利空间，但是更好地搭建全国

销售网络，进一步提升销售量，更快完成全国布局。 

白酒市场空间巨大，公司改变销售模式是为了顺应市场需求，更好促进市

场占有率，与合作伙伴、经销商群体共建、共融、共享，不断推进全国化市场

征程。该销售模式的改变符合公司发展战略布局，具有商业合理性。 

B、饮料销售模式的改变及影响 

2020 年饮料业务主要为省地级经销商代理模式，2020 年 12 月公司与雨帆

噜渴、湖南雨帆酒业有限公司签订《合作框架协议》开展战略合作，成立合资

公司椰岛雨帆，授权椰岛雨帆在全国范围(港澳台除外)内使用并运营海南椰岛

在第 32类注册的所有商标及 29类乳酸饮料产品（授权时间为十年），在授权范

围内饮料产品的设计、价格、渠道、策划、市场、销售、物流由椰岛雨帆自行

主导；同时双方约定合资公司椰岛雨帆向公司饮料采购价按成本价加价 5%结算。

2021 年度饮料业务利用战略合作方雨帆噜渴的销售渠道和强大的销售团队，通

过深度嫁接成熟销售网络，延伸销售渠道的广度和深度，集中优势资源潜心打

造核心基础市场如湖南、广东、福建、江西、湖北等，对非重点市场区域公司

视情况逐步采取收缩人员和资源控制甚至停止费用投入，以完成市场重心调整。 

由于经销模式由多家经销代理转为独家大商战略合作，结算价调整后毛利

率从 2020年 30%下降到 5.36%，但是椰子汁三款主打品规的销售数量从 2020年

938万瓶上涨到 2021 年 1495万瓶，该饮料销售模式的改变提高了饮料的销售数

量、减少市场费用和人员投入降低运营成本，同时也为公司市场招商吸引到更

多、更优质的经销商创造了有利条件。 

上述饮料业务战略合作及营销模式的改变符合市场发展规律及公司发展需

求，具有商业合理性。 

【会计师意见】 

在审计过程中，我们了解公司销售和收款相关的内部控制设计并评估其有

效性，测试制度是否有效运行；执行分析性程序，包括对主要产品毛利率的变

动及主要客户的变动进行分析；获取销售合同，检查重要销售合同的条款，关

注收入确认的时点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检查交易过程单据，主要包

括销售合同、出库单、发票、收款凭证、物流运单及客户签收单、货权转移单

等；对主要客户进行交易及往来的函证；查询发函及回函地址是否与公开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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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对主要物流运输公司进行交易和往来的函证；查询重要客户企业信息，

尤其是本期新增的重大客户，是否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交易内容是否与公司

业务匹配，交易量是否与公司规模匹配；对资产负债表日前后记录的交易进行

截止测试，特别关注资产负债表日后的销售退回情况；检查客户期后回款情况。

我们对比费用明细项目前后期数据，分析大额变动项目变化主要原因、对大额

费用进行函证，将回函数据与已入账金额进行核对、检查大额费用的支持性文

件，包括合同、发票、广告投放记录、银行单据等，对费用进行截止测试。 

基于上述所实施的审计程序，我们认为： 

（1）本期公司净利润大幅减少主要系酒类及饮料产品毛利率下降，且公司

加大广告宣传费、会议费等费用投入所致。 

（2）本期酒类销售模式改变主要系通过合作借助椰岛雨帆销售团队和渠道

规模，将食字号鹿龟酒产品导入低端餐饮市场，故产品毛利率偏低，白酒销售

在直销团购体系基础上逐渐增加直分销体系；本期食品饮料销售模式改变主要

系本期与雨帆噜渴开展战略合作，在授权范围内饮料产品的设计、价格、渠道、

策划、市场、销售、物流由合资公司椰岛雨帆自行主导，经销模式由多家经销

代理转为独家大商战略合作，公司毛利率大幅下降。上述酒类产品和食品饮料

销售模式的改变，均在销售数量方面得到了大幅提升，该销售模式的改变具有

商业合理性。 

3、年报显示，其他应收款期末余额 0.89 亿元，其中向华夏文化产业投资

发展有限公司、鑫润时代（北京）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及北京财富传媒文化发展

有限公司 3 家公司的预付广告款 0.45 亿元，账龄均在 3 年以上，坏账准备计提

比例均不足 50%，本期未计提坏账准备。前期公告显示，该批预付广告款形成

于 2017 年，2018 年公司停止国家品牌计划的广告投放，前述广告投放暂停，

后续处理方案尚未达成一致。请公司补充披露：（1）该事项是否有解决进展，

公司是否有款项回收的具体计划；（2）公司本期未计提坏账准备是否审慎、合

理，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计提比例是否偏低；（3）是否存在款项实际流入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等情况，是否构成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请年审会

计师发表意见。 

【公司回复】 

（1）为了配合 2018 年度国家品牌计划的广告投入，2017年底公司与华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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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产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鑫润时代（北京）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及北京财富

传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签订广告合同并预付广告款累计 4,800万元。随着 2018 

年上半年公司对国家品牌计划的广告投放停止，公司仅制作 754.64 万元广告后

就暂停对上述广告的后续投放。 

目前，公司已启动与上述三家广告公司协商确定解决方案，拟计划终止原

广告合同，公司将根据业务经营需要使用剩余的 4,045.36万元广告权益。由于

主销区域疫情的影响，消费市场需求显著下降，广告转化效果降低，公司主动

减少广告预算投放，后期结合疫情情况进行合理调整。截止本公告日，公司与

广告方对于广告的播放形式、区域和时间尚未达成一致意见。公司将积极推进

尽快落实相关解决方案。 

（2）上述广告商根据其业务需要 2017 年底通过公司经销商向公司采购酒

类商品 3,273.99 万元，公司已收到经销商货款 3,273.99 万元并已交付酒类商

品，该笔酒类销售业务扣除酒类商品成本后公司将实现毛利 2,228.78 万元。 

由于上述广告发布权益已预付款项但尚未使用未确认广告费用，基于谨慎

性原则，2017 年度公司将该笔酒类销售业务和广告发布权益视为一揽子交易确

认，公司对上述酒类销售业务列示预收账款和发出商品而未确认相关营业收入

和营业成本；由于广告播放的暂停，2018 年度公司将预付广告款项 4,045.36

万元从预付账款转为其他应收款列示，并扣除预计可实现的酒类毛利 2,228.78

万元后对预计可能产生的损失计提坏账准备 1,816.58万元。公司对上述业务的

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对该预付广告款项计提坏账准备谨慎、合理。 

（3）我司通过国家企业信息信用公示系统、企查查等公开渠道查询，未发

现华夏文化产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鑫润时代（北京）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及北

京财富传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存在关

联关系，上述预付广告款项基于经营业务而发生不构成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会计师意见】 

在审计过程中，我们检查了相关合同、发货单据、收付款单据等原始资料，

对计提的坏账准备进行复核测算，通过“天眼查”查询华夏文化产业投资发展

有限公司、鑫润时代（北京）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及北京财富传媒文化发展有限

公司与海南椰岛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基于上述所实施的审计程序，我们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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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上述其他应收款预付广告费已按扣除预计可实现酒类毛利后的预计

信用损失计提坏账准备，坏账准备计提谨慎、合理。 

（2）未发现上述事项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4、年报显示，在建工程期末余额 0.18 亿元，其中保健酒易地扩建技改二

期项目和 ERP 项目已挂账多年，进度缓慢。具体，保健酒易地扩建技改二期项

目工程进度自 2019 年以来一直停留在 99.70%，2019 年至 2021 年期初余额均为

255 万元；2019 年、2020 年的工程累计投入占预算比例均为 86.70%，2021 年

突然增加至 99.70%，但该项目本期增加金额仅为 6.98 万元，转入固定资产金

额 125.98 万元。 

请公司补充披露：（1）保健酒易地扩建技改二期项目和 ERP 项目的开工时

间，以及进度缓慢的具体原因；（2）本期对保健酒易地扩建技改二期项目的具

体投入金额，计入在建工程仅 6.98 万元的原因，以及转入固定资产金额大幅增

加的依据，是否存在不当会计处理；（3）公司未对前述项目计提减值准备是否

审慎、合理，并说明相应的理由。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 

【公司回复】 

（1）保健酒易地扩建技改二期项目于 2011 年 12月在海南省工业和信息化

厅进行项目备案开工，项目主要包括罐区及过滤车间（二期）及相关配套设施，

并对一期设备进行改造升级。罐区及过滤车间（二期）于 2013年底完成主体工

程竣工验收，公司根据会计准则要求按暂估金额转入固定资产核算并计提折旧。

由于酒液生产工艺的不断修改与改进，罐区消防设施需要根据工艺进行调整与

完善，2019年才完成消防验收，2021年完成对主体工程最终补充决算。保健酒

二期项目期末余额 135.99万元为公司对厂区总体规划设计中 1号联合车间所分

摊的设计和预算编制费用，1 号联合车间在厂区建设总体规划中但目前尚未启

动。 

 ERP项目于 2013 年开始启动，第一期主要包括财务管理软件升级、费用预

算管理模块、人力资源一期和供应链管理一期模块的购买与建设实施，于 2014

年底完成上线验收并已转入无形资产核算；第二期包括营销管理、成本管理、

生产管理、全面预算管理模块，上述产品模块已购买但由于公司内部机构调整

暂停第二阶段的建设。为了提高管理效率公司 2020年重新启动 ERP 项目第二期

建设，分步骤分两阶段升级原有财务系统及对已购模块进行调研并制定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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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公司调整内部组织架构以快速满足公司发展的需要，由于业务的调整和

组织架构的变动对系统建设影响极大，故系统在调整方案中。 

（2）保健酒易地扩建技改二期项目在 2013 年底完成主体工程竣工验收，

按估计价值转入固定资产核算并开始计提折旧，2019 年 9 月完成消防验收后在

2019 年-2021 年对施工单位和消防安装单位开展工程决算，2021 年方与主体施

工单位汕头市潮阳建筑工程总公司完成最终补充决算，增加对地面施工工程结

算 6.98万元，故在 2021年度增加该项目投入 6.98万元，同时对该项目自 2013

年竣工暂估后在决算过程中陆续增加的投入按实际决算金额结转入固定资产科

目调增固定资产原值。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对固定资产的相关规定：已达到预定可使

用状态但未办理竣工决算的固定资产应当按照估计价值确定其成本；待办理竣

工决算后再按实际成本调整原来的暂估价值。我司对该项目的会计处理符合会

计准则的要求。 

（3）一号联合车间尚在公司厂区未来的建设规划里，ERP 项目二期项目正

在建设中，上述在建工程项目余额均属于预期为使上述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状

态而发生的支出，未发生减值迹象故未计提减值准备。 

【会计师意见】 

在审计过程中，我们检查了相关合同、结算单、决算材料、收付款单据等

原始资料。 

基于上述所实施的审计程序，我们认为： 

（1）保健酒易地扩建技改二期期末余额 135.99 万元为公司对厂区总体规

划设计中 1号联合车间所分摊的设计和预算编制费用，1号联合车间尚在公司厂

区未来的建设规划里；ERP 二期项目正在建设中，因 2021 年公司调整内部组织

架构，故 ERP二期项目正在调整方案。 

（2）保健酒易地扩建技改二期项目本期增加及转固金额均为决算过程中

调整暂估金额所致。 

（3）保健酒易地扩建技改二期项目和 ERP二期项目均在规划和实施的过程

中，未发现减值迹象，故未计提减值准备。 

特此公告 

海南椰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6月 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