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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385    证券简称：山东金泰    公告编号：2017-009 
 

山东金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公司 2016 年年度报告 

事后审核问询函的回复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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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金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7年5月25日收到上

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山东金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年度报告的事后审核问

询函》（上证公函【2017】0645号）（以下简称“《问询函》”），根据上海证

券交易所的要求，公司现就《问询函》中有关问题回复公告如下： 

一、年报披露，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合并财务报表累计亏损4.02亿元，2016

年度合并主营业务收入、合并净利润同比分别下降54.61%、67.01%，母公司2016

年度实现净利润-836.60万元，公司本部经营困难，不能按规定履行纳税义务，

职工的薪酬和社保费未按时发放和缴纳。年审会计师认为，该等情形将影响公

司的持续经营能力，并对公司2016年年度报告再次出具带强调事项段的非标准

无保留意见。自2003年以来，公司已连续14年因持续经营能力问题被出具非标

准无保留意见。请公司补充披露： 

（1）公司人员储备、核心经营资产、现金流来源和外部融资来源等资源是

否足以满足持续经营的需要； 

（2）报告期内公司旨在提高经营活动盈利能力和现金流量的具体措施及实

施效果； 

（3）公司对未来12个月的持续经营能力评价是否准确； 

（4）公司董事会近五年以来解决持续经营能力问题相应措施的实施情况及

其实际效果。请会计师发表明确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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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一）公司人员储备、核心经营资产、现金流来源和外部融资来源等资源

是否足以满足持续经营的需要。 

公司配备了完整黄金珠宝业务团队开展黄金珠宝业务，黄金珠宝业务团队的

成员人数为11人，其中7人有多年从事黄金珠宝业务的经验；公司从事的黄金珠

宝业务为贸易业务，经营资产主要为多年从事黄金珠宝业务的人员及资金。公司

全资孙公司中云（北京）数字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云数字”）配备了技

术人员，中云数字在2014年获批开展互联网接入服务业务以来，一直持续稳定的

为客户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公司本部物业部现有7人从事公司房屋出租业务，

房屋出租业务持续稳定。公司的现金流来源主要是黄金珠宝贸易业务、互联网服

务业务及房屋出租业务带来的经营现金流入，较小的外部融资为向公司大股东借

款。截止2016年期末公司有1.56亿元的自有运营资金，公司现有人员、经营资产

及自有资金可以满足持续经营的需要。   

（二）报告期内公司旨在提高经营活动盈利能力和现金流量的具体措施及

实施效果。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采取的措施及实施效果如下：  

1、报告期内公司董事会积极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后因预计无法在 2016

年 8 月 11 日前完成重组相关预案等原因，公司终止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2、金泰国际积极开展黄金珠宝贸易业务，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收入 21,183.46

万元，营业利润为 390.67万元。 

3、中云数字积极开展了互联网接入服务业务，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收入

460.65万元，营业利润为 280.46万元。 

4、济南金泰珠宝有限公司开展黄金首饰销售业务，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收入

7,099.46万元，营业利润为 134.41万元。 

5、公司本部开展房屋出租业务，报告期内实现租金收入 251.34 万元。 

（三）公司对未来 12 个月的持续经营能力评价是否准确。 

公司目前经营的业务为黄金珠宝贸易业务、互联网接入服务业务、黄金首饰

销售业务、房屋出租业务。公司黄金珠宝贸易业务虽存在一定的不稳定性，但目

前公司的互联网接入服务业务及房屋出租业务稳定，公司具备持续经营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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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公司本部经营困难，不能按规定履行纳税义务，职工的薪酬和社保费未

按时发放和缴纳，该等情形对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产生了不利影响。 

（四）公司董事会近五年以来解决持续经营能力问题相应措施的实施情况

及其实际效果。 

1、2013年3月26日，公司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拟募集资金15亿元。其

中，2.7亿元将用于偿还公司的关联方借款和其他主要债务，剩余部分用于补充

公司及公司子公司的流动资金，为公司当时的医药业务提供资金支持。由于当时

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条件不成熟，公司向中国证监会撤回了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

件。 

2、2013年第4季度以来，公司开展了黄金珠宝贸易业务，经营良好，增强了

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和盈利能力。 

3、2014年8月4日，公司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160,000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用于补充流动资金以及偿还公司债务。公司该次

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的股东大会授权已于2016年9月11日到期。 

4、公司控股子公司济南恒基制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基制药”长期处

于亏损状态，对公司业绩拖累较大。2014年9月17日，公司召开董事会批准公司

通过公开挂牌的方式转让恒基制药股权，至2014年10月30日，公司持有的恒基制

药的股权已全部对外转让完毕。公司通过剥离长期亏损的子公司，有利于化解公

司的财务压力，减少亏损，增强公司持续经营和健康发展的能力，维护上市公司

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5、2016年5月11日，公司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并进入重大资产重组程序。

公司自进入重大资产重组程序以来，与有关各方积极推动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公

司原拟购买的重组标的为互联网创业服务平台的公司，因政策变化，交易双方未

能达成符合最新监管要求的交易方案而终止。为进一步优化业务布局，增加新的

利润增长点，提升公司综合竞争实力，公司拟继续推进重大资产重组事宜。因公

司预计无法在停牌期限届满前完成重组相关预案，决定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

项。 

近5年来，公司董事会为进一步增强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积极筹划了2次非

公开发行股票、1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以及剥离长期亏损的子公司、开展黄金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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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贸易业务事项，其中非公开发行股票及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因种种原因最终未能

成功。 

为维护包括广大中小投资者在内的全体股东利益，公司将会采取积极有效的

措施，进一步提高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及盈利能力。 

会计师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7年6月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对山东金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年度报告事

后审核问询函的回复》。 

二、年报披露，公司2016年前五名客户销售额28,896.25万元，占年度销售

总额99.66%；前五名供应商采购额27,480.20万元，占年度采购总额100.00%，

2016年及去年同期期末存货余额均为0元。公司前五名客户和供应商业务集中度

较高。请公司补充披露： 

（1）报告期内前五名客户的名称、销售金额，交货方式和物流运费承担方； 

（2）报告期内前五名供应商的名称、采购金额，交货方式和物流运费承担

方； 

（3）结合存货风险、信用风险和现金流等风险报酬转移情况，说明公司黄

金珠宝贸易业务的具体收入确认方法（总额法、净额法）及规则依据； 

（4）若公司未按照净额法或手续费确认相关贸易业务收入，请结合前述风

险报酬转移情况，具体说明公司相关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业务经济实质和会计准

则的规定。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报告期内前五名客户的名称、销售金额，交货方式和物流运费承担

方。 

客户名称 销售金额（不含税） 交货方式 物流运费承担方 

明科股份有限公司 211,834,646.71  客户自提 客户承担 

深圳市萃福珠宝首饰有限公司 70,994,615.35  客户自提 客户承担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4,606,508.27   不适用  不适用 

张淑英 909,714.28   不适用  不适用 

刘东治 617,046.27   不适用  不适用 

合计 288,962,530.88      

（二）报告期内前五名供应商的名称、采购金额，交货方式和物流运费承

担方。 

http://www.ss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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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名称 采购金额（不含税） 交货方式 物流运费承担方 

深圳市雅爵贸易发展有限公司 204,769,824.56  供应商送货 供应商承担 

上海黄金交易所 69,671,018.13  公司自提 公司承担 

深圳卡尼珠宝首饰有限公司 361,111.11  委托加工费由公司承担 

合计 274,801,953.80      

（三）结合存货风险、信用风险和现金流等风险报酬转移情况，说明公司

黄金珠宝贸易业务的具体收入确认方法（总额法、净额法）及规则依据。 

依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4号-收入》的规定，本公司销售的商品在同时满足

下列条件时，才能确认商品销售收入：①已将商品所有权上的主要风险和报酬转

移给购货方；②既没有保留通常与所有权相联系的继续管理权，也没有对已售出

的商品实施有效控制；③收入的金额能够可靠地计量；④相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

流入企业；⑤相关的已发生或将发生的成本能够可靠地计量。 

依据公司与销售客户签订的销售合同的约定，在公司与销售客户办理完黄金

珠宝首饰交接手续，在满足销售商品收入确认条件后，公司按从销售客户应收的

合同或协议价款的金额全额确认黄金珠宝首饰销售收入。 

（四）若公司未按照净额法或手续费确认相关贸易业务收入，请结合前述

风险报酬转移情况，具体说明公司相关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业务经济实质和会计

准则的规定。 

公司所从事的黄金珠宝首饰的采购及销售业务是两个独立的业务活动。在公

司与供应商签订采购合同、供应商按合同约定与公司办理完黄金珠宝首饰的交接

手续后，公司所采购的黄金珠宝首饰所有权上的主要风险和报酬就从供应商处转

移给了公司；在公司与销售客户签订销售合同、公司按合同约定与销售客户办理

完黄金珠宝首饰的交接手续后，公司所销售的黄金珠宝首饰所有权上的主要风险

和报酬就从公司转移给了销售客户。故公司不能按照净额法或手续费确认相关的

贸易业务收入，应按总额法确认公司黄金珠宝贸易业务收入。 

公司相关会计处理符合商品销售业务的经济实质和会计准则的规定。 

会计师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7年6月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对山东金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年度报告事

后审核问询函的回复》。 

三、年报披露，公司全资子公司金泰国际拥有专业的黄金珠宝贸易团队、

http://www.sse.com.cn/


6 

 

完善的金银珠宝国际市场销售渠道和较强的国际市场拓展能力，在香港从事黄

金珠宝贸易有利于拓展国际市场业务及开发新的供应商、销售客户。但公司96

名员工中，销售和技术人员仅5人，其余为财务人员5人、行政人员86人。 

请公司补充披露： 

（1）金泰国际黄金珠宝贸易团队的成员人数、从业年限及拓展的客户和供

应商数量； 

（2）金泰国际销售渠道的具体构成情况，包括近三年的销售客户数量及变

动情况。 

回复： 

（一）金泰国际黄金珠宝贸易团队的成员人数、从业年限及拓展的客户和

供应商数量。 

1、目前金泰国际黄金珠宝贸易团队的成员人数为10人。其中：总经理1人、

业务负责人1人、业务人员4人，财务及行政人员4人。 

2、从业年限：总经理郭大鸿先生从事黄金珠宝业务年限为10年，业务负责

人从事黄金珠宝业务年限为6年，4名业务人员从事黄金珠宝业务年限分别为3年、

4年、7年、8年。 

3、拓展的客户和供应商数量：自2013年11月以来，金泰国际共拓展销售客

户数量为3名，供应商数量为3名。 

（二）金泰国际销售渠道的具体构成情况，包括近三年的销售客户数量及

变动情况。  

年度 销售客户 

2014年 
新加坡 SUPERIOR GOLDSILVER AND JEWELLERY PTE. LTD 

金福正珠宝首饰有限公司 

2015年 
新加坡 SUPERIOR GOLDSILVER AND JEWELLERY PTE. LTD 

明科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 明科股份有限公司 

四、年报披露，公司2016年实现营业收入2.90亿元，同比下降54.61%，实

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33万元，同比下降58.80%，年报称主要系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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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波动较大以及黄金珠宝消费低迷所致。请公司补充披露： 

（1）报告期内黄金价格波动的具体情况，以及与去年同期的比较情况； 

（2）公司营业收入、营业成本以及毛利率的变动与同行业是否存在显著差

异，并说明原因。 

回复： 

（一）报告期内黄金价格波动的具体情况，以及与去年同期的比较情况； 

2016年度，伦敦黄金价格最高为1366.25美元∕盎司，最低价格为1077.00

美元∕盎司，最高价与最低价的价差为289.25美元∕盎司。 

 

 

 

 

 

 

 

 

2015年度，伦敦黄金价格最高为1295.75美元∕盎司，最低价格为1049.40

美元∕盎司，最高价与最低价的价差为246.35美元∕盎司。 

 

 

 

 

 

 

 

 

（二）公司营业收入、营业成本以及毛利率的变动与同行业是否存在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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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并说明原因。 

同类上市公司营业收入、营业成本以及毛利率的变动比较分析：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综合毛利

率（%） 

东方金钰 600086 6,591,548,347.01 5,739,812,784.95 12.92 

金一文化 002721 10,773,012,644.81 9,371,848,818.08 13.01 

明牌珠宝 002574 3,350,374,171.89 3,006,601,776.90 10.26 

潮宏基 002345 2,738,684,372.24 1,701,220,363.36 37.88 

平均值    18.52 

金泰集团 600385 289,949,159.52 275,124,471.92 5.11 

注：数据来自 2016年年报 

根据上表所示，行业同类经营珠宝黄金业务的上市公司的平均毛利率为

18.52%，公司毛利率为 5.11%，其主要原因是公司的黄金珠宝业务是批发业务，

而行业其他上市公司不同程度的存在黄金珠宝的设计、生产、零售及其他业务，

综合毛利率明显高于公司。 

五、年报中审计报告强调事项部分披露，截至2016年12月31日公司合并财

务报表累计亏损40,440.14万元，2016年度合并利润表实现净利润459.23万元，

2016年度合并主营业务收入、合并净利润分别比上年同期下降68.51%、84.40%，

母公司2016年度实现净利润-811.86万元。但审计报告及财务报表等披露，截至

2016年12月31日公司合并财务报表累计亏损40,206.84万元，2016年度合并利润

表实现净利润151.50万元，2016年度合并主营业务收入、合并净利润分别比上

年同期下降54.61%、67.01%，母公司2016年度实现净利润-836.60万元。同时，

公司披露的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其他流动资产、应付账款、应交税费、其

他综合收益较上期期末变动比例亦有误。请公司补充披露： 

（1）上述主要经营数据披露存在不一致的原因，并核实年报其他数据披露

的准确性； 

（2）更正上述资产负债项目同比变动比例的数据。 

回复： 

（一）上述主要经营数据披露存在不一致的原因，并核实年报其他数据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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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的准确性。 

因公司工作人员失误，在2016年审计报告定稿前误将2015年审计报告强调事

项部分中公司合并财务报表累计亏损、合并利润表实现净利润、合并主营业务收

入、合并净利润分别比上年同期下降比例及母公司实现净利润的数据粘贴在公司

2016年年度报告的第十一节一、审计报告强调事项部分，在2016年审计报告正式

定稿后未对上述数据进行替换，导致主要经营数据披露存在不一致。 

上述内容已在《公司 2016 年年度报告》中进行更正，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7年6月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山东金泰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年度报告》（修订版）。 

（二）更正上述资产负债项目同比变动比例的数据。 

因公司工作人员失误，误将2016年年报中资产负债项目同比变动比例披露为

本期期末数占总资产的比例与上期期末数占总资产的比例变动。 

更正后，2016年年度报告中2016年期末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其他流动资

产、应付账款、应交税费、其他综合收益较上期期末变动比例应为-95.65%、

2,055.75%、不适用、-98.03%、-52.22%及108.51%。 

上述内容已在《公司 2016 年年度报告》中进行更正，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7年6月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山东金泰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年度报告》（修订版）。 

六、年报披露，公司本部经营困难，不能按规定履行纳税义务，职工的薪

酬和社保费未按时发放和缴纳。该等情形将影响金泰股份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

报告期内，母公司销售商品和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以及购买商品和接受劳务支

付的现金均为0，应付职工薪酬期末余额2,649万元，同比增加211万元，其他应

付款3.23亿元，超过母公司资产总额的7倍。请公司补充披露： 

（1）报告期内母公司现金收支平衡情况，以及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的影响； 

（2）上述应付职工薪酬的具体构成及入账时间，相关解决措施及进展； 

（3）上述其他应付款的具体构成及形成原因。 

回复： 

（一）报告期内母公司现金收支平衡情况，以及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的影

响。 

http://www.sse.com.cn/
http://www.ss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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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母公司主要收入来源为房产出租收入，依靠房租收入不能满足公司

资金支出需求，导致公司不能及时缴纳税款、发放职工工资和及时缴纳社会保险

费。该等情形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产生了不利影响。 

（二）上述应付职工薪酬的具体构成及入账时间，相关解决措施及进展。 

1、母公司2016年期末应付职工薪酬具体构成及入账时间如下： 

 

项目 2016 年期末余额 入账时间 

工资 12,783,197.81  2003 年 7 月至 2016 年期末 

职工福利费 890,849.73  以前年度余额 

社会保险费 11,569,814.62  2004 年 1 月至 2016 年期末 

住房公积金 526,059.42  以前年度滚存 

工会经费和职工教育经费 720,526.74  以前年度余额 

合计 26,490,448.32    

2、相关解决措施及进展： 

2015年度公司支付的职工薪酬为165万元，2016年度公司支付的职工薪酬为

230万元。未来随着经营计划的开展、盈利的增加及公司财务状况的有效改善，

公司将加快解决拖欠的职工薪酬的进度。 

（三）上述其他应付款的具体构成及形成原因。 

2016 年期末母公司其他应付款的具体构成及形成原因如下： 

单位名称 
2016年期末 

余额 

构成及形成 

原因 

借款 

时间 
借款事由 

HUAXIA TRADING LTD 241,416,049.15  借款 2013 年 为偿还公司债务 

济南恒基投资有限公司 12,947,951.44  借款 2002 年 为偿还公司债务 

济南恒基大药房有限公司 7,105,318.15  借款 2002 年 为偿还公司债务 

金泰集团国际有限公司 4,608,972.00  借款 2015 年 为偿还公司债务 

济南恒基永康医药有限公司 1,273,181.37  借款 2002 年 为偿还公司债务 

中云（北京）数字传媒有限公司 700,000.00  借款 2015 年 为偿还公司债务 

对子公司、孙公司其他应付款 

小计 
268,051,472.11        

济南市地方税务局历城区分局 27,385,183.06  税款滞纳金     

济南恒基制药有限公司 9,928,218.26  借款 2012 年 为偿还公司债务 

济南市社会保险局历城区分局 6,510,737.48  
社会保险费 

滞纳金 
    

其他债权人 10,836,853.37  往来款等     

其他应付款合计 322,712,46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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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HUAXIA TRADING LTD 系公司全资子公司金泰国际的全资子公司。 

2016 年期末母公司其他应付款余额为 322,712,464.28 元，主要为母公司对其

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及全资孙公司的债务， 截止 2016 年 12 月 31 日，母公

司对其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及全资孙公司的其他应付款余额为

268,051,472.11 元。公司其他应付款中的借款为往来欠款，未签订借款协议，没

有借款利息。目前公司自有资金主要用于经营及发展，随着经营业务的开展及盈

利的增加，公司将逐步解决对外债务。 

特此公告。 

 

山东金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七年六月八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