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简称：广东明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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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临 2020-029

广东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
对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问询函的回复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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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风险提示：1.截至目前，兴宁市南部新城首期土地一级开发及部分公共设
施建设项目范围内的土地已出让面积与《兴宁市南部新城首期范围土地一级开发
及部分公共设施建设合作协议》及其备忘录约定应出让土地面积存在较大差异。
征地拆迁政策的变化、市场供需情况的变动以及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的影响均有
可能会导致南部新城项目的征地拆迁进度放缓，影响土地出让进度，从而产生资
金推迟回收的风险。2.共同合作投资项目均为房地产项目，可能会受到产业政策、
市场竞争、内部经营管理、新冠肺炎疫情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在实施过程中存在
一定的不确定性，可能存在合作方经营情况未达预期的投资风险，未来可能对公
司收回出资和相应利润款产生影响。敬请各位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广东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6 月 11 日下午
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广东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的信
息披露监管问询函》（上证公函【2020】0713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
公司对《问询函》高度重视，积极组织相关各方对《问询函》中涉及的问题进行
逐项落实，现就《问询函》相关问题回复如下：
一、关于贸易业务。2019 年，公司贸易业务营业收入 9432.40 万元，同比
下降 8.22%。应收票据 6509.84 万元，同比增加 40.06%，主要系报告期贸易业
务收到商业承兑汇票增加所致；应收账款 3823.21 万元，全部为应收贸易业务
客户款项，其中 98.72%为一年以内形成。请公司补充说明：1、前五名应收票据
和应收账款的交易对方、金额、交易背景、与公司关联关系情况等，结合款项
回收速度和回收风险，说明贸易业务营业收入多以应收账款和应收票据形式存
在的原因及合理性；2、结合公司贸易业务的具体开展方式，说明公司 2019 年
无销售人员的原因及合理性；3、请列示公司前五名预付账款收款方的具体名称、
区位分布、业务背景、与公司关联关系等情况，并说明前五名预付账款集中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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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高为 98.98%的原因及合理性；4、请分别列示公司前五名客户及供应商的具体
名称、区位分布、业务背景、与公司有无存在潜在关联关系等，说明前五名客
户销售和供应商采购集中度较高（分别为 95.34%和 78.55%）的原因及合理性，
并明确年报中所述公司“全国范围采购”的表述是否准确。请公司年审会计师
发表意见。
公司回复：
1、前五名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的交易对方、金额、交易背景、与公司关联
关系情况等，结合款项回收速度和回收风险，说明贸易业务营业收入多以应收
账款和应收票据形式存在的原因及合理性。
（1）关于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的情况
前五名应收账款情况如下：

序号

交易对手

年末余额

1
2
3
4
5
合计

广东旺朋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广东鸿源盛世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广东云山汽车有限公司
深圳市兴业通阀门有限公司
山东烟台创进房地产有限公司

34,657,403.31
2,887,905.51
2,201,079.01
1,156,897.92
745,911.05
41,649,196.80

单位：元
是否为
交易背景
公司关
联方
销售钢材等产品
否
销售钢材等产品
否
销售电动车电池等产品
否
销售球阀等产品
否
销售球阀等产品
否

注：上表中的年末余额未扣除计提的坏账准备。

前五名应收票据情况如下：

序号

交易对手

1
2
3
4
5
合计

兴宁市新和金钢铁材料有限公司
广东旺朋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广东鸿源盛世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兴宁市桓胜贸易有限公司
广东凯明经贸实业有限公司

年末余额

单位：元
是否为公
交易背景
司关联方
销售钢材等产品
否
销售钢材等产品
否
销售钢材等产品
否
销售钢材等产品
否
销售钢材等产品
否

25,281,581.28
13,997,912.50
12,031,757.95
5,447,270.45
5,302,309.94
62,060,832.12
（2）以钢材、五金配件等为交易标的的贸易业务是公司多年来持续经营的

主营业务之一。结合贸易合同执行和实际交易情况，公司在销售业务中允许客户
以商业承兑汇票分期支付货款，商业承兑汇票的期限分别为 1—12 个月，因此公
司贸易业务营业收入多以应收账款和应收票据存在。目前公司的贸易业务均能按
合同约定收到款项，暂无回收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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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结合公司贸易业务的具体开展方式，说明公司 2019 年无销售人员的原因
及合理性。
公司贸易业务的具体工作由综合部负责执行，该部门实际参与贸易工作的人
员共 6 人。但公司在填列 2019 年年度报告第八节第六条“（一）员工情况”时，
因工作人员工作失误，未填列销售人员数量，造成了误解。因此，2019 年公司
销售人员数量应为 6 人（详见《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修订版）》）。
公司贸易业务的具体开展方式：公司贸易业务主要为大宗商品贸易。作为兴
宁市唯一一家 A 股上市公司，公司充分发挥上市公司的品牌、资金、资源、信
誉等优势，在获得下游客户需求信息后，及时组织有关人员开展采购工作，先后
分别与供应商、客户洽谈、确定交易条件并签订合同，坚持选择信誉良好的供应
商和客户作为长期合作伙伴。一般情况下，公司在签订贸易业务相关的买卖合同
后，按照合同约定向供应商预付一定金额的款项，待供应商将标的货物运送至指
定地点，公司贸易业务经办人在收到到货信息后通知公司仓管人员一同前往指定
地点验货，现场验收确认货物符合约定后向供应商开出验收单，随后公司通知客
户代表到场验货，客户确认货物质量符合约定后接收该批货物，并向公司开具验
收单。客户确认收货后按合同约定向公司支付相应的货款或开具相应金额的商业
承兑汇票。经过上述程序后，综合部贸易业务经办人等按照公司内部控制要求和
合同约定继续跟进货款回笼等工作。

3、请列示公司前五名预付账款收款方的具体名称、区位分布、业务背景、
与公司关联关系等情况，并说明前五名预付账款集中度较高为 98.98%的原因及
合理性。
前五名预付账款情况如下：

序号

收款方名称

年末余额

区位分布

1

广州广富包装机
械有限公司

6,944,000.00 广东省广州市

2

广州市化兴科学
仪器有限公司

4,329,000.00 广东省广州市

3

单位：元
是否为公
业务背景
司关联方
采购的设备属于
定制产品，需预
否
付款才能安排生
产。
采购的设备属于
定制产品，需预
否
付款才能安排生
产。

广东高全商贸有
限公司
梅州市昇旺建材
贸易有限公司
北京大成（广州）
律师事务所

3
4
5
合计

3,955,380.75 广东省兴宁市

采购钢材等产品

否

2,000,000.00 广东省兴宁市

采购钢材等产品

否

法律顾问费

否

212,264.15 广东省广州市
17,440,644.90

前五名预付账款集中度较高为 98.98%的原因及合理性： 2019 年内公司向前
五名预付账款交易方采购物资或服务数量多、金额大，部分采购的设备属于定制
产品，需预付款才能安排生产。结合标的产品的市场供应情况和交易习惯，交易
双方在合同中约定了发货前需支付必要的备货款，因此预付账款集中度较高。

4、请分别列示公司前五名客户及供应商的具体名称、区位分布、业务背景、
与公司有无存在潜在关联关系等，说明前五名客户销售和供应商采购集中度较
高（分别为 95.34%和 78.55%）的原因及合理性，并明确年报中所述公司“全国
范围采购”的表述是否准确。
前五名客户情况如下：

序号
1
2
3
4
5

客户名称
兴宁市新和金钢铁材料
有限公司
广东鸿源盛世建筑工程
有限公司
广东旺朋建设集团有限
公司
兴宁市桓胜贸易有限公
司
广东凯明经贸实业有限
公司

合计

交易金额
（不含税）

区位分布

单位：元
是否为公
业务背景
司关联方

38,185,592.46 广东省兴宁市

销售钢材等产品

否

18,827,939.18 广东省兴宁市

销售钢材等产品

否

15,686,118.87 广东省兴宁市

销售钢材等产品

否

10,649,678.29 广东省兴宁市

销售钢材等产品

否

6,575,801.94 广东省兴宁市

销售钢材类产品

否

89,925,130.74
注：2019 年度广东旺朋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向公司采购钢材等原材料并用于下属子公司
广东明珠城镇运营开发有限公司一级土地开发建设项目的，公司在编制合并报表时将其予以
抵消，故上述对广东旺朋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的销售额是按抵消后的金额进行列报披露。

前五名供应商情况如下：
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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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购金额
（不含税）
29,012,037.15
13,913,618.72

序号

供应商名称

1
2

梅州市昇旺建材贸易有限公司
广东高全商贸有限公司

3

江苏亨通电力电缆有限公司

9,816,844.11

4
5

青州齐鲁包装机械有限公司
梅州市鑫润源贸易有限公司

9,557,522.16
7,052,800.21

合计

区位分布

业务背景

广东省兴宁市 采购钢材等产品
广东省兴宁市 采购钢材等产品
采购电线电缆等
江苏省苏州市
产品
山东省青州市 采购设备等产品
广东省兴宁市 采购钢材等产品

69,352,822.35
前五名客户销售和供应商采购集中度较高（分别为 95.34%和 78.55%）的原
因及合理性：公司的贸易业务主要为大宗商品贸易，所以客户和供应商集中度较
高。公司是兴宁市唯一一家 A 股上市公司，拥有上市公司的品牌、资金、资源、
信誉等优势，贸易业务是公司多年来持续经营的主营业务之一，公司与贸易业务
上下游客户均保持了较为良好和稳定的合作关系。
年报中所述公司“全国范围采购”的表述是否准确：2019 年，公司贸易业
务有广东、浙江、江苏、山东、福建等地的供应商，其中广东省外供应商数量占
公司供应商总数的 38%，所以年报中所述公司“全国范围采购”的表述是准确的。

会计师核查意见：
在对公司 2019 年度财务报表审计过程中，会计师针对公司贸易业务形成的
营业收入、应收账款、应收票据、预付款项、客户交易及供应商采购情况执行的
主要审计程序如下：
（1）评价并测试与贸易业务、采购业务确认相关的关键内部控制，复核相
关的会计政策是否正确且被一贯运用；
（2）对贸易业务、采购业务形成会计凭证
进行了抽样测试，审核销售出库单、采购入库单、发票、相关业务合同及银行单
据等支持性文件；
（3）结合行业发展和公司具体经营情况，执行分析性复核程序，
判断贸易业务、采购业务的合理性；
（4）根据客户交易及供应商采购的业务特点
和性质，对重要项目，选取样本执行函证及走访访谈程序以核实营业收入金额和
应收款项余额；
（5）检查应收账款、应收票据的期后回款情况及预付款项期后到
货情况，并对应收账款、应收票据的预期信用损失及预付款项的坏账准备进行评
估及测试，以此核实年末余额的准确性及坏账准备计提的合理性；
（6）就资产负
债表日前后记录的贸易业务、采购业务，选取样本，核对销售出库单、采购入库
单及其他支持性文件，实施截止性测试，以评价贸易业务、采购业务是否被记录
于恰当的会计期间；
（7）对主要客户、供应商进行关联方核查，获取并查阅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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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为公
司关联方
否
否
否
否
否

客户、供应商的公司章程及高管构成情况，并通过公开网址查询主要客户、供应
商的股东及高管构成等相关情况，以核实是否与公司存在关联方关系。
在实施上述审计程序后，会计师认为，公司 2019 年度的营业收入、应收账
款、应收票据、预付款项是真实、准确的，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公司
与前五名的客户、供应商、应收账款、应收票据、预付款项均不存在关联方关系。

二、关于一级土地开发业务。2019 年公司一级土地开发及相关业务，分别
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4.42 亿元、非主营业务收入 2.03 亿元。请公司补充说明：1、
一级土地开发及相关业务的具体开展模式，将其区分主营业务和非主营业务的
处理依据；2、请披露报告期南部新城项目土地拍卖进展、后续安排及落实可行
性，是否符合合作协议约定，并充分提示风险。请公司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
公司回复：
1、一级土地开发及相关业务的具体开展模式，将其区分主营业务和非主营
业务的处理依据。
（1）一级土地开发及相关业务的具体开展模式
2014 年 11 月，公司与兴宁市政府、恩平市二建集团有限公司（该公司于
2017 年 8 月更名为“广东旺朋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恩平二建”或
“旺朋集团”）签订《兴宁市南部新城首期范围土地一级开发及部分公共设施建
设合作协议》（以下简称“合作协议”）等，该协议的签订已经兴宁市人大常委
会会议审议通过。合作协议签订后，公司与兴宁市城市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兴宁
市政府指定）、恩平二建共同成立广东明珠集团城镇运营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运营公司”），由运营公司作为唯一开发主体对兴宁市南部新城首期土地一
级开发及部分公共设施建设项目（以下简称“南部新城项目”）进行开发。
南部新城项目直接投资成本为 75.379 亿元，超过部分由兴宁市政府负责筹
措，开发完成可通过招拍挂出让的住宅和商业用地面积不少于 6000 亩，运营公
司负责的主要具体事项为：①为南部新城项目的征地、拆迁、安置、补偿工作提
供资金；②完成南部新城项目的土地平整、管网、道路桥梁、安置房建设、部分
公共设施建设工作并提供资金；③提供的资金不超过 75.379 亿元。
（2）区分主营业务和非主营业务的处理依据
根据合作协议的规定，南部新城项目收入主要来源于：①兴宁市政府通过招
拍挂方式出让南部新城项目范围的商住用地且每亩出让价格不低于 191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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亩，并将相关土地出让收入扣除相关基金和税费后支付给运营公司，其中属于兴
宁市本级收入的基金和税费同时支付给运营公司；（这部分收入以下简称“一级
土地拍卖收入”）；②根据公司和恩平二建缴纳的运营公司注册资金，按照 7.36%
的年利率，每月向公司和恩平二建支付投资弥补专项资金；（这部分收入以下简
称“投资弥补专项资金收入”）；③向运营公司支付贷款利息专项资金和亏损弥
补专项资金。
运营公司主营业务是负责对一级土地进行开发，相关收入主要来源于一级土
地开发拍卖收入，故土地拍卖取得相关收入成本在“主营业务收入”、“主营业
务成本”进行核算、列报和披露；投资弥补专项资金收入是兴宁市政府按运营公
司归属于公司缴纳的注册资本的 7.36%每月支付给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第五条规定“企业从政府取得的经济资源，如果与企业销
售商品或提供服务等活动密切相关，且是企业商品或服务的对价或者是对价的组
成部分，适用《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等相关会计准则。”，投资弥
补专项资金收入与一级土地开发业务密切相关，但又是支付公司的，与缴纳注册
资本关系更密切，故取得投资弥补专项资金收入在“其他业务收入”进行核算、
列报和披露。

2、请披露报告期南部新城项目土地拍卖进展、后续安排及落实可行性，是
否符合合作协议约定，并充分提示风险。
报告期内南部新城首期土地一级开发范围内已挂牌出让的地块有：编号
PM-B19051 的土地面积为 73.9254 亩、编号 PM-B19053 的土地面积为 63.4689 亩，
运营公司已收到前述两块土地出让的相关款项合计 44,818.44 万元（包括土地出
让价款 34,166.18 万元和相关基金及税费中属于兴宁市本级收入部分以“扶持
资金的形式”支付给运营公司 10,652.26 万元）。2020 年尚未出让位于南部新城
首期土地一级开发范围内的土地。
公司依据合作协议及其相关备忘录等一直保持与政府及有关部门的沟通协
调，要求政府严格履行协议约定，以期进一步加快完成南部新城首期范围内较为
成熟地块的征地拆迁及整理，目前政府的征地拆迁工作仍在持续进行中。由于土
地出让进度放缓，导致项目进度在短期内具有不确定性，但本项目作为推动本市
经济发展战略的重要一环，基于政府的公信力以及政府政策和财政支持，前述不
确定性将不会影响项目的可行性。
根据合作协议及其备忘录的约定，兴宁市政府承诺南部新城首期范围内可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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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招拍挂出让的住宅和商业用地面积不少于 6,000 亩；在 2017 年及其后的每一
单独年度应出让的土地不少于 1,500 亩，但兴宁市政府和项目公司就各年度土地
出让面积另行书面协商一致的除外。2020 年 1 月 22 日，各方共同签订《关于南
部新城首期土地一级开发项目之备忘录之四》，同意 2019 年度及之前每一单独年
度内，南部新城首期范围内通过招拍挂出让的住宅和商业用地按照已经出让的土
地面积予以确认，同时兴宁市人民政府将进一步加快南部新城首期范围内的征地
拆迁工作，加快推出土地市场供应（详见公司公告：临 2020-009）。按照《关于
南部新城首期土地一级开发项目之备忘录之四》，目前是符合合作协议约定的。
公司将按照合作协议及其他相关约定与兴宁市政府积极协商，加快推进南部新城
首期范围内的基础设施及配套公共设施建设，并督促兴宁市政府加快推进土地出
让。
风险提示：截至目前，兴宁市南部新城首期土地一级开发及部分公共设施建
设项目范围内的土地已出让面积与合作协议及其备忘录约定应出让土地面积存
在较大差异。征地拆迁政策的变化、市场供需情况的变动以及新冠肺炎疫情对经
济的影响均有可能会导致南部新城项目的征地拆迁进度放缓，影响土地出让进
度，从而产生资金推迟回收的风险。

会计师核查意见：
在对公司 2019 年度财务报表审计过程中，会计师针对一级土地开发业务及
相关业务收入实施的主要审计程序包括：获取并检查相关合同、土地招拍挂公开
信息及拍卖成交资料、相关基金和税费计算表、收入计算表、银行进账单等相关
资料，对相关收入进行重新测算，并对相关政府部门进行函证并获取回函，检查
相关列报及披露情况。
在实施上述审计程序后，会计师认为，公司一级土地开发及相关业务收入确
认是真实、准确的，主营业务和非主营业务的区分是合理的，符合企业会计准则
的相关规定。

三、关于共同合作投资。年报显示，报告期末公司其他非流动资产 25.89
亿元，主要系与鸿源房地产、佳旺房地产、富兴贸易、祺盛实业、正和房地产、
星越房地产等就地产项目的共同合作投资；且 2019 年上述共同合作业务实现
4.41 亿元非主营业务收入。请公司补充披露：1、结合上述投资皆约定 18%的利
息水平进行利润分配，即投资实质为固定收益的财务资助行为的事实，说明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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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利息收入计入非主营业务收入的收入确认政策、会计处理依据及合理性；2、
上述项目公司向公司分配利润的实际支付情况，有无存在逾期支付行为，如有，
请计算相应资金成本，并说明是否有明确支付安排；3、公司上述六个合作投资
项目中，五个项目于 2019 年计提减值准备，请结合减值准备计提的确认计量方
法，说明减值准备计提是否充分；4、结合 2019 年末就上述合作投资项目签署
补充协议，约定延期支付相关出资和相应利润款的事实，说明前述共同合作投
资资金是否存在回收风险。请充分提示风险，并请公司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
公司回复：
1、结合上述投资皆约定 18%的利息水平进行利润分配，即投资实质为固定
收益的财务资助行为的事实，说明将相关利息收入计入非主营业务收入的收入
确认政策、会计处理依据及合理性。
共同合作投资项目是公司与合作方对房地产项目进行共同合作开发并收取
固定回报的投资业务。公司共同合作投资回报的收入确认政策为：在合作期内，
根据合作投资的实际投资额、投资时间及固定利率计算并按月确认为其他业务收
入。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2006 发布）第二条“本准则所涉及
的收入，包括销售商品收入、提供劳务收入和让渡资产使用权收入。”、第十六
条“让渡资产使用权收入包括利息收入、使用费收入等。”，公司所属行业是批
发业，目前的主业基于兴宁市并利用上市公司品牌、资源及资金实力立足于本地
市场进行贸易及一级土地开发业务，而公司对共同合作项目投入资金并收取固定
收益的财务资助行为，属于存在固定期限的让渡资产使用权行为，非主营业务，
故将其按期确认为“其他业务收入”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
（2006
发布）的相关规定。
综上，公司将相关利息收入计入非主营业务收入是合理的，符合企业会计准
则的相关规定。

2、上述项目公司向公司分配利润的实际支付情况，有无存在逾期支付行为，
如有，请计算相应资金成本，并说明是否有明确支付安排。
2019 年度共同合作投资项目各合作方向公司分配利润的实际支付情况如下：
序
号

合作方

项目名称

应向公司分配利
润款

实际支付分配利
润款

有无迟
延支付

1

兴宁市鸿源房

鸿贵园

107,401,250.00

107,401,250.00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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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元
应收取的迟延
已收取的迟延
补偿款
补偿款
10,423,990.25

10,423,990.25

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
2

广东富兴贸易
有限公司

经典名城

92,932,591.25

92,932,591.25

有

7,195.96

7,195.96

3

梅州佳旺房地
产有限公司

怡景花园（现
更名为“尚
江府”）

106,687,100.00

106,687,100.00

有

26,029.50

26,029.50

4

兴宁市祺盛实
业有限公司

联康城

94,986,700.00

94,986,700.00

有

2,035,797.04

2,035,797.04

5

兴宁市正和房
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

弘和帝璟

27,365,750.00

27,365,750.00

有

6,097.50

6,097.50

6

肇庆星越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
司

泰宁华府

37,979,000.00

37,979,000.00

有

46,900.00

46,900.00

467,352,391.25

467,352,391.25

12,546,010.25

12,546,010.25

合
计

公司按月收取共同合作投资项目的利润分配款。对于各合作方 2019 年内迟
延支付的利润分配款，公司已按照合作合同约定向各合作方收取迟延支付补偿
款。公司 2019 年度根据合作合同约定应收取的利润分配款和迟延支付补偿款已
全部收到。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公司不存在迟延支付的利润分配款，无应
收的迟延支付补偿款。

3、公司上述六个合作投资项目中，五个项目于 2019 年计提减值准备，请结
合减值准备计提的确认计量方法，说明减值准备计提是否充分。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对外投资的六个共同合作投资项目的工程进
度如下：
鸿贵园开发项目Ⅰ区 1-25 栋全部完成并已交楼，其中 1-13 栋已完成全面施
工、各项验收及综合验收。14-25 栋完成所有施工项目及各项验收，已提交资料
等待综合验收；鸿贵园Ⅱ区 1-32 栋已全部完成报建手续；1-8 栋、11-16 栋及 23-24
栋已达预售状态，其中 1-11 栋内外装饰基本完工；2-7 栋电梯已安装，主门框、
公共防火门框，铝合金窗框已安装；8-11 栋主门、公共防火门框、铝合金窗框已
安装；12、13、14 栋主体框架已封顶，砌体已完成，内抹灰已完成、外墙贴料
已完成；15、16 栋主体框架已封顶，砌体已完成，内抹灰已完成、外墙贴料已
完成 9-11 层；17、18 栋主体框架已封顶，砌体、内抹灰、外墙贴料已完成；19、
20 栋主体框架已封顶，砌体已完成，内外墙抹灰已完成，外墙贴料已完成 2 至
天面层；21、22 栋主体框架完成，砌体已完成；23、24 栋主体框架已完成，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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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已完成，外墙粗底已完成 1-14 层；25、26、27 栋地下室框架已完成，25、26
栋主体浇捣完成至 15 层，27 栋主体浇捣至完成 16 层；28 栋主体框架完成至 12
层梁板，29 栋主体框架完成至 11 层梁板，30 栋主体框架完成至 9 层梁板，31
栋主体框架完成至首层；32 栋已完成桩基础工程。
经典名城开发项目一期 B1、B2、B3、C1、C2 外墙饰面砖完成 99%，室内
公共部分装修完成 98%，A1、A2、D 栋外墙装饰面砖已完成 96%，外架拆除已
完成 85%，室内公共部分装修完成 95%，B1、B2、B3 窗扇安装已完成 95%，
C1、C2 窗扇安装已全部完成，A1、A2、D 栋窗扇安装已完成 75%，B 栋南边室
外管网已全部完成，BC 栋周边回填已完成 90%；二期项目报建正在办理中，目
前拆迁完成 90%（只剩办公楼、售楼部及南边 2 户拆迁户待拆迁及搬离），支护
桩管桩施工完成 90%,搅拌桩完成 85%。
怡景花园开发项目一期 1-7 栋均已完成内、外墙装修并已拆架，门坪正在施
工中；二期砼冠梁已完成，基坑周边边坡锚杆和喷锚已完成，土方工作完成
130,000 立方米；8 栋、9 栋、10 栋、16 栋底板垫层已完成 60%。
泰宁华府开发项目 1-4#楼已完成封顶，其中 1#楼已完成 8 至 3 层玻璃、栏
杆及百叶安装，9 层至 3 层外墙脚手架已拆除，商铺 1-2 层石材干挂施工已完成；
2#楼已完成 15 层至 9 层外墙砖黏贴，23 层至 20 层栏杆及百叶安装已完成， 23
层至 20 层外墙脚手架已拆除；3#楼已完成 18 层至 5 层玻璃、栏杆及百叶安装，
23 层至 5 层外墙脚手架已拆除，商铺 1-2 层石材干挂施工已完成；4#楼已完成配
电房施工及通电，地下消防、排水等安装施工工程。
联康城开发项目正在进行前期准备工作，项目施工场内 “三通一平”工作已
完成 98%，施工临时用水、用电、电信网络已经安装可以使用，临时围墙已完成
施工，场内临时道路路基已完成 95%，场内临时排水系统已完成施工。联康城开
发项目（六期）《项目总体规划方案》正在调整阶段，正在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
可证、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六期地质勘察已完成 95%；联康城开发项目（七期）
《项目总体规划方案》已完成设计，进入规划审批阶段，正在办理建设工程规划
许可证、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七期地质勘察已完成 90%。
弘和帝璟开发项目一至八栋已完成封顶，砖墙及批灰已全部完成，喷漆已全
部完成，并已完成拆架；铝合金门窗工程全小区已完成窗框安装，已基本完成玻
璃安装。
根据六个共同合作投资项目的实际运行情况，公司认为该等项目没有出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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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重大的减值迹象，但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2017
修订）》的规定，公司判断该等项目可能存在一定的信用风险。故公司对上述六
个共同合作投资项目的预期信用损失进行评估。如该类金融资产预期收取的现金
流量低于合同现金流量的，则将其差额的现值确认为信用减值损失，同时计提相
应的其他非流动资产减值准备。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2017 修订）》
（以下简
称“新金融工具准则”）第四十七条规定“预期信用损失，是指以发生违约的风
险为权重的金融工具信用损失的加权平均值。”、“信用损失，是指企业按照原
实际利率折现的、根据合同应收的所有合同现金流量与预期收取的所有现金流量
之间的差额，即全部现金短缺的现值。”，公司获取各项目合作方编制的未来现
金流预测并对其合理性进行评价，并在公司外聘评估师广东中广信资产评估有限
公司的协助下建立估值模型并根据测算及评估结果计提相关减值准备。经评估
后，广东中广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于 2020 年 3 月 30 日对六个合作投资项目出具
了报告号为“中广信评报字[2020]第 088 号”的资产评估报告。
综上，公司对于六个合作投资项目减值准备计提是充分合理的，符合企业会
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4、结合 2019 年末就上述合作投资项目签署补充协议，约定延期支付相关出
资和相应利润款的事实，说明前述共同合作投资资金是否存在回收风险。
公司于 2019 年末与共同合作投资项目各合作方分别签署补充协议，是基于
维护双方合作持续稳定开展的需要，有助于合作项目完成，有利于保障公司利润。
自开展共同合作投资业务以来，共同合作投资项目各合作方均能按约支付相关款
项，截至目前共同合作投资不存在回收风险。
风险提示：共同合作投资项目均为房地产项目，可能会受到产业政策、市场
竞争、内部经营管理、新冠肺炎疫情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在实施过程中存在一定
的不确定性，可能存在合作方经营情况未达预期的投资风险，未来可能对公司收
回出资和相应利润款产生影响。

会计师核查意见：
（1）针对共同合作投资的收入，会计师获取并检查相关合同、发票、收入
计算表、收款银行单据等相关资料，对合作项目进行现场观察及访谈，进行函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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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获取回函。
（2）针对合作投资项目减值，会计师执行的主要审计程序：①对公司与共
同合作投资项目减值测试相关的内部控制的设计与执行进行评估和测试；②检查
投资项目具体情况，并实施访谈和观察程序，复核分析相关投资项目的资金安全
性、本金及收益的回收情况及项目实际进度情况等；③评价公司聘请的协助其管
理层进行减值测试的评估机构的胜任能力、专业素质、独立性和客观性；④与评
估机构进行沟通，了解其评估范围、评估思路和方法；⑤与管理层进行讨论与分
析，对合作方编制的未来现金流预测的合理性进行评价，并与可获取的外部信息
进行比较；⑥获取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评估其减值测试过程中所采用的估
值模型和估值技术的恰当性、关键假设和重要参数的合理性，并核查减值测试结
果的正确性；⑦本所聘请第三方专家对重要项目管理层所采用的预期信用损失估
值模型及结果进行复核；⑧复核管理层基于预期信用损失估值模型重新计算 2019
年 1 月 1 日的减值准备金额，并评估其合理性；⑨检查与合作投资项目减值相关
的财务报表列报与披露的准确性。
在实施上述审计程序后，会计师认为，公司将合作项目相关利息收入计入非
主营业务收入的收入确认政策及会计处理依据是合理的，且已实际支付，其相关
收入确认政策、会计处理及减值准备的计提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公司
对共同合作投资项目的减值准备计提是充分的，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四、关于现金流情况。报告期内，公司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为
12.52 亿元，同比增长 59.34%。请公司按照业务类别，补充披露各业务类别销
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金额。
公司回复：
公司补充披露的各业务类别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金额情况如下：
业务类别
贸易业务
一级土地开发业务
主营业务小计
共同合作开发业务
一级土地开发相关业务
财务资助业务
租赁及其他业务
其他业务小计

2019 年度发生额
104,863,939.78
472,040,186.22
576,904,126.00
463,274,182.64
203,136,000.00
9,099,078.10
675,509,26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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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元
2018 年度发生额
86,689,422.67
86,689,422.67
273,101,472.20
203,136,000.00
151,802,825.36
8,397,374.66
636,437,672.22

合计

1,252,413,386.74

723,127,094.89

五、关于产证办理情况。年报显示，公司包含广州办事处在内的价值 1931.52
万元固定资产由于是简易建筑，尚未办妥产权证书。请公司补充说明：1、上述
固定资产的具体存在形式，折旧或减值的具体核算方法；2、简易建筑办理产权
证书是否存在实质障碍、是否属于违规建筑。请公司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
公司回复：
1、上述固定资产的具体存在形式，折旧或减值的具体核算方法。
（1）上述固定资产的情况如下：
单位：元
未办妥产权资产名称

期末账面价值

资产所在地

资产状况

精铸厂房

7,874,046.27

公司厂区内

良好

简易仓库

3,161,427.36

公司厂区内

良好

热处理厂房

7,187,560.10

公司厂区内

良好

房屋附属工程

1,051,741.81

公司厂区内

良好

广州市永福正街 89
号 302 房

良好

广州办事处
合计

40,453.67
19,315,229.21

（2）折旧或减值的具体核算方法如下：
①公司对尚未办妥产权证的固定资产与其他固定资产的折旧政策是一致的，
采用直线法平均计算，并按各类固定资产的原值和估计的经济使用年限扣除残值
（残值率 3%）确定其折旧率，具体折旧率如下：
估计经济使用年限
年折旧率（%） 预计净残值率（%）
（年）
房屋建筑物
5-50
1.94-19.4
3
机器设备
10-15
6.47-9.7
3
运输设备
5-10
9.7-19.4
3
办公设备
5-10
9.7-19.4
3
②公司对尚未办妥产权证的固定资产与其他长期资产减值的具体核算方法

固定资产类别

是一致的，在资产负债表日，公司判断资产是否存在可能发生减值的迹象。资产
存在减值迹象的，估计其可收回金额。可收回金额根据资产的公允价值减去处置
费用后的净额与资产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两者之间较高者确定。

2、简易建筑办理产权证书是否存在实质障碍、是否属于违规建筑。
精铸厂房（精密铸造车间）和热处理厂房（热处理车间）该两处建筑物，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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竣工日期距今较为久远、部分申办资料缺失等历史遗留问题而无法办理产权证
书。简易仓库和房屋附属工程属于公司自建建筑，主要用于非生产性的辅助用途，
该等建筑物可替代性较高。广州办事处所处房屋属于兴宁市政府驻广州办事处
（以下简称“驻穗办”），是兴宁市政府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兴建的房产，当时公司
尚未转制，属于国有企业，故在兴宁市政府统一组织下参与支持驻穗办建设，而
后分配到驻穗办房产的一部分作为公司的广州办事处，该部分房产无法办理单独
的产权证书。前述建筑物不属于违规建筑，未办理产权证书不会影响公司对该等
房屋的实际占有、使用和收益，也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

会计师核查意见：
针对公司产证办理情况，会计师对相关资产进行现场盘点并与账面进行核
对，复核折旧或减值的具体核算方法的合理性，并询问公司管理层及相关人员未
办妥产权证的原因。经审计，会计师认为，尚未办妥产权证的固定资产折旧或减
值的具体核算方法及其列报披露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六、关于分部报告。年报显示，2019 年公司贸易业务实现营业收入 0.94 亿
元，同比下降 8.22%；但是在分部报告中，贸易分部实现营业收入 4.61 亿元，
同比增长 347.57%。请公司说明两部分披露信息存在差异的原因及合理性。请公
司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
公司回复：
公司贸易业务实现营业收入与分部报告中贸易分部实现营业收入差额为
3.67 亿元，这差额是公司贸易分部中包括非贸易业务形成的其他业务收入，非
贸易业务包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的一级土地开发相关业务、共同合作业务及出租
物业等。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35 号——分部报告》第二章第五条“企业在确定业
务分部时，应当结合企业内部管理要求”，在确定业务分部时，不是以营业收入
的业务类型作为确定经营分部的主要依据，而是以主营业务、内部组织结构、管
理要求、内部报告制度作为确定经营分部的主要依据，并且同时满足下列条件：
（1）该组成部分能够在日常活动中产生收入、发生费用；（2）公司管理层能够
定期评价该组成部分的经营成果，以决定向其配置资源、评价其业绩；
（3）公司
能够取得该组成部分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等有关会计信息。两个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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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个经营分部具有相似的经济特征，并且满足一定条件的，则可合并为一个经营
分部。
根据上述原则，公司将母公司、广东明珠集团广州阀门有限公司确定为贸易
分部，将广东明珠集团置地有限公司确定为房地产分部，将广东明珠集团城镇运
营开发有限公司确定一级土地开发分部。
综上，收入两部分披露信息存在差异的原因是公司确定报告分部与营业收入
的业务类型存在差异所导致，产生差异的原因是合理的。

会计师核查意见：
在结合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对公司营业收入及分部报告披露信息进行检
查后，会计师认为，两部分披露信息存在差异是合理的，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
关规定。
特此公告。
广东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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