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代码：600881

证券简称：亚泰集团

公告编号：临 2018-032 号

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 2017 年年度报告事后审核问询函的公告
特

别

提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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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于2018年4月24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
所”）下发的《关于对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年度
报告的事后审核问询函》（上证公函【2018】0377号），具体内容如
下：
依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2号－
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以下简称《格式准则第2号》）、上海证券
交易所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等规则的要求，经对你公司2017年年度报
告的事后审核，为便于投资者理解，请你公司从经营业务、对外投
资和对外担保、实际控制人、资产减值、会计处理和财务数据等方
面进一步补充披露下述信息。
一、关于经营业务
1、年报披露，公司继续保持现有“5+1”的产业结构，即建材产
业、医药产业、地产产业、煤炭产业、商贸产业和金融投资，构建
体育文化、生态养生、互联网传媒的轻资产平台，结合加减乘除的
思维持续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和智能化转型升级。2017 年度公司实现

营业收入 176.55 亿元，净利润 19.20 亿元，主要是地产天津公司土
地出让对外挂牌实现净利 28 亿元，表明其他业务板块整体亏损。请
公司详细披露建材、医药、地产、煤炭、商贸等各业务板块的业绩
情况和盈亏状况，以及公司继续推进多元经营的战略考虑、管理模
式、资金、人员等资源投入情况，是否存在经营或财务风险。
2、年报显示，2017 年度土地一级整理开发收入为 60.48 亿元，
占营业收入总额的 34.26%，是 2017 年度收入增长的主要部分，
2017 年末应收天津市武清区土地整理中心 63.20 亿元。尚余的 2,109
亩土地，计划 2020 年前出让完毕，该业务可能对未来三年业绩影响
较大。关于该业务，请补充披露以下内容：
（1）结合公司过去三年土地一级整理开发的业务模式、开发周
期、收益模式、前期投入等说明土地一级整理开发的收入确认条件
和时点、成本构成，说明报告期内该业务的毛利率、净利率等盈利
指标与同行业是否存在差异及原因。请会计师发表意见。
（2）已结转但款项未收回的一级土地开发项目情况，包括但不
限于项目取得时间、完工时间、结转时间、收入确认时点；已收款
项金额、应收款项余额、账龄；资金回收安排、是否存在回收风
险、是否计提减值准备，请会计师发表意见。
（3）已完工但未结转的一级土地开发项目情况，包括项目的取
得、开工及完工时间；已投入金额；未结转的主要原因、是否有结
转计划，结合收益模式说明是否存在减值和结算风险，请会计师发
表意见。
（4）未完工的一级土地开发项目情况，包括项目的取得、开工
及预计完工时间、预计投入金额、后续出让计划。

（5）2016 年 10 月 14 日第十六次临时董事会，2016 年 10 月 31
日 2016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拟挂牌转让泉洲水城 58%股
权的议案，选用收益法确定泉州水城净资产评估值为 10.56 亿元，
58%股权的挂牌底价为 9.16 亿元，而该子公司 2017 年即实现了
28.19 亿元净利润。关于 2016 年拟转让泉州水城股权的决策，请补
充说明：
① 2016 年拟转让泉州水城股权的主要考虑，9.16 亿元的定价依
据，9.16 亿元的定价是否偏低、原因及合理性；
② 2016 年收益法评估值 10.56 亿元的评估基准日、主要假设和
依据，与 2017 年盈利情况相比，该评估值的假设和依据是否合理，
并说明原因；
③ 在吉林长春产权交易中心公开挂牌的后续进展、以及意向受
让方的基本情况；
④ 结合该子公司 2017 年的盈利情况、未来经营计划，以及
2016 年 10 月拟挂牌转让、2016 年 12 月又暂缓实施的情况说明历次
决策是否审慎，相关决策人员是否勤勉尽责。
（6）2017 年少数股东损益为 11.29 亿元，主要来源于兰海泉洲
水城（天津）发展有限公司，说明该子公司少数股东的具体构成，
公司对该子公司的担保等财务资助情况，少数股东是否提供对等财
务资助，少数股东及其关联人与公司及董监高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请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3、年报显示，医药产业是公司重点打造的新兴支柱产业，近年
亦进行了一系列外延式并购。2017 年医药行业实现收入 18.77 亿
元，占 2017 年度营业收入的比例为 10.63%。关于医药产业，请补

充披露：
（1）重要子公司及联营企业的定位或职能、主要产品或业务、
经营情况、竞争优势和劣势、未来计划和经营风险；
（2）重要子公司及联营企业少数股东的基本情况，并说明少数
股东及其关联人与公司及董监高的关联关系情况，请会计师核查并
发表意见；
（3）2017 年医药产业板块营业成本的主要构成，与同行业或同
类型产品是否的差异情况及原因，请会计师发表意见；
（4）年报第 26 页披露了在药品集中招标采购中的中标情况，按
照列表的最高中标价格估算 2017 年医疗机构的合计实际采购金额为
6.21 亿元，若该金额为不含税金额，则医疗机构采购金额仅占医药
产业 18.77 亿元收入的 33%。补充披露公司所处医药产业板块的销
售模式，并结合具体销售模式说明公司医药产业的收入确认条件和
时点。就收入确认政策是否符合会计准则相关规定，请会计师发表
意见。
（5）本期医药研发投入金额 1.99 亿元，主要研发项目为维卡格
雷、H5N1 禽流感流感疫苗、连翘苷，分别投入 2,778 万元、136.09
万元、12,315.74 万元，资本化金额分别为 2,408 万元、136.09 万
元、12,315.74 万元，这三种在研药品资本化率达到 97.57%。
① 请结合在研药品所处的阶段、后续达到上市条件预计需要投
入的资源等情况说明研发费用资本化的合理性，说明是否符合行业
惯例；②研发项目支出资本化的具体会计政策，该政策的执行时
间，并说明是否符合会计准则关于内部开发支出资本化的相关规
定，请会计师发表意见；③是否存在后续不符合资产定义需全部费

用化的风险，若存在，请量化相关风险并进行充分的风险提示。
4、年报第 17 页显示，2017 年熟料和水泥的销量分别为 407.4
万吨、1,222.50 万吨，熟料、水泥的料工费生产成本分别合计为
23.03 亿元、22.71 亿元，请结合成本构成、原材料价格变动趋势、
产能利用率等情况补充披露建材板块熟料、水泥、商砼的单位成本
金额和构成，并说明与同行业是否存在重大差异，若存在，请说明
原因。
二、关于对外投资和对外担保
5、年报显示，2017 年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有 114 个，重要
的参股公司 10 余个，请结合近期对外投资项目补充披露公司对外投
资和内部管理机构、决策机制、决策权限和风险控制措施。
6、年报显示，2017 年子公司吉林亚泰超市有限公司收购奇朔
酒业有限公司 100%股权,2017 年 8 月 25 日至 2017 年年末奇朔酒业
有限公司亏损 2,605.91 万元，收购对价为 9,733.71 万元，请补充披
露：（1）奇朔酒业主营业务，以及公司涉足该业务的主要考虑；
（2）奇朔酒业购买日可辨认资产的公允价值为 1.07 亿元、账面价
值仅为 6,190.98 万元，增值率为 72.41%，其中存货增值率最高，补
充披露存货的主要内容、增值较多的主要原因及合理性；（3）公司
该等投资事项的决策程序、决策依据及合理性，出具审计报告、评
估报告的相关机构是否具有证券相关业务资格，该等投资决策是否
审慎。
7、年报显示，2017 年子公司吉林亚泰集团医药投资有限公司
以 人 民 币 11,603.56 万 元 收 购 大 连 水 产 药 业 有 限 公 司 股 权 的
51.00%，2017 年 7 月 26 日至年末大连水产药业有限公司 2017 年盈

利 122 万元，请补充披露：（1）大连水产药业主营业务，公司购买
该资产的主要考虑；（2）大连水产药业购买日可辨认资产的公允价
值为 1.08 亿元、账面价值仅为 258 万元，增值率高达 4083%，补充
披露无形资产、固定资产的主要内容、增值率高的主要原因及合理
性；（3）公司该等投资事项的决策程序、决策依据及合理性，出具
审计报告、评估报告的相关机构是否具有证券相关业务资格，该等
投资决策是否审慎。
8、年报显示，公司之子公司吉林亚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合计
出资人民币 1.55 亿元受让吉林市中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49%股
权，而按取得的股权比例计算的自合并日开始享有的净资产份额为38 万元；公司前期收购吉林市中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确认的商誉
78 万元已全额计提减值；原预付长春市凯程投资有限公司用于收购
吉林市中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少数股东股权款 3.44 亿元，本期转
为投资款 1.55 亿元，尚余 1.89 亿元转为其他应收款，请补充披露：
（1）历次投资或收购吉林市中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权的对
价，与本次的差异情况及原因，本次收购少数股东权益的主要考
虑、作价依据及合理性；
（2）预付长春市凯程投资有限公司 3.44 亿元的原因及合理性，
长春市凯程投资有限公司的股东构成及实际控制人情况，请会计师
核查并发表意见。
9、年报显示，2017 年末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 12.38 亿元，占净
资产的比例为 64.74%。请列表补充披露对非全资子公司的资金拆
借、委托贷款等财务资助及担保情况，非全资子公司的其他股东是
否提供对等财务资助及原因，并说明非全资子公司其他股东与上市

公司及公司董监高、企业班子成员（总部中层）和核心骨干管理人
员是否具有关联关系，请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三、关于实际控制人
10、年报显示，公司的第一大股东为长春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
监督管理委员会，持股比例为 9.08%，第二大股东为吉林金塔投资
股份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为 4.77%，而吉林金塔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主要股东为亚泰集团高管人员、所属企业班子成员（总部中层）和
核心骨干管理人员。请补充披露以下内容：
（1）长春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近三年委派董
事、监事以及其他履行股东职权的情况；
（2）吉林金塔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的主要股东情况和决策机制，
近三年委派董事、监事以及其他履行股东职权的情况；
（3）结合上述情况，说明公司是否存在被管理层控制的情形，
实际控制人的认定是否准确。
四、关于资产减值
11、年报显示，公司 2017 年计提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8,077 万
元，请补充披露房屋建筑物发生减值的主要原因、存在减值迹象的
时点，并说明减值准备计提是否充分，请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12、年报显示，公司 2017 年计提商誉减值准备 8,813 万元，
2017 年末商誉账面余额为 13.34 亿元，请公司结合已确认商誉的子
公司近三年经营情况，逐家披露公司计提或不计提商誉减值准备的
原因、依据及合理性，公司未来是否存在大额商誉减值的风险，若
是，请充分提示风险。请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13、截至 2017 年末，公司开发产品、开发成本账面余额为

60.64 亿元，跌价准备为 1.52 亿元。请公司补充披露：
（1）开发成本中沈阳亚泰城、长春亚泰兰海公馆、蓬莱亚泰兰
海公馆等多个项目开工时间较早、工程进度较预计投资总额进展缓
慢，请说明开发成本中各项目的规划、现状、进展、销售计划及减
值准备计提情况，说明减值准备计提是否充分，请会计师核查并发
表意见；
（2）开发产品中长春亚泰广场、长春亚泰杏花苑、长春亚泰豪
苑等多个项目竣工已近 10 年，以长春亚泰杏花苑为例，本期仅减少
67.86 万元，期末余额尚有 7046 万元，销售进度缓慢，请公司说明
开发产品中各项目的现状、销售计划、去化情况、报告期投资金
额、结转为存货情况以及是否存在跌价风险，说明减值准备计提是
否充分，请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14、年报显示，公司对应收账款及其他应收款采用账龄分析法
计提坏账准备，其计提比例为 3-4 年 20%，4-5 年 30%，5 年以上
50%。请公司补充披露：（1）结合公司历史回款情况，说明上述计
提比例的合理性；（2）公司 3-4 年的应收账款为 1.93 亿元，4-5 年应
收账款为 0.44 亿元，5 年以上的应收账款为 0.31 亿元，5 年以上的
其他应收款为 0.84 亿元，列表披露 3 年以上账龄的前五大应收账款
和其他应收款明细，并说明上述款项是否已充分计提坏账准备。请
公司会计师发表意见。
五、关于会计处理和财务数据
15、年报显示，由于公司对持股 9.96%的联营企业吉林银行采
用权益法核算，吉林银行对东北特殊钢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相关债权
补提了减值准备，并作为会计差错更正对 2016 年相关科目进行了追

溯调整，故公司也按照追溯重述法对上述会计差错进行了更正，调
减 2016 年末未分配利润 39,262,017.64 元，调减 2016 年归属于母公
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43,624,464.05 元，请补充披露：
（1）吉林银行对东北特殊钢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相关债权发生减
值的具体时间点、减值准备补提在 2016 年的原因，吉林银行 2016
年年报及 2017 年年报的会计师事务所及审计意见；
（2）公司按照会计差错进行追溯调整的具体依据，是否系重大
会计差错，是否按照《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9
号-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履行了相应程序，2017 年年审会计
师是否就更正后的 2016 年年度报告进行了审计。请会计师发表意
见。
（3）公司 2018 年 1 月 30 日发布 2017 年年度业绩预增公告称，
预计 2017 年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
比，将同比增加 400%到 430%，而 2017 年实际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同比增加 630%，偏差超过 200%，上述追溯调整系主要原
因，请补充披露吉林银行做出上述会计处理的时点、公司知晓上述
事项的时点，说明未进行业绩预告更正的原因。请会计师核查并发
表意见。
16、年报显示，公司 1-4 季度营业收入分别为 19.28 亿元、
32.24 亿元、31.31 亿元和 93.71 亿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分别为-1.97 亿元、2.69 亿元、1.00 亿元和 6.19 亿元，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分别为-2.00 亿元、2.66 亿
元、0.84 亿元和 5.55 亿元。请公司补充披露：（1）第一季度亏损的
主要原因；（2）第二季度和第三季度利润差异较大的主要原因；

（3）第四季度扣除一级土地开发整理业务的营收情况，与第二季度
和第三季度是否存在较大差异及主要原因；（4）年报中当期非经常
性损益明细表中显示本年度非经常性损益主要集中在政府补助、非
流动资产处置损益等，请公司补充披露上述非经常性损益的确认时
点和依据，请公司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
17、年报显示，公司 2017 年末流动比率和速动比率分别为
0.96、0.68，公司 2017 年末短期借款、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分
别为 165.56 亿元、43.16 亿元；本期完成非公开发行的背景下公司筹
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19.83 亿元、上年同期为-26.42 亿元。
请公司补充披露：（1）公司是否存在短期偿债压力及其还款安排；
（2）公司是否存在流动性风险，以及对财务成本的具体影响。
18、年报显示，建材行业、房地产行业、医药行业、煤炭行
业、商贸行业、“其他”的毛利率分别较上年变动为增加 0.62 个百分
点、增加 50.94 个百分点、减少 0.76 个百分点、增加 0.54 个百分
点、减少 0.64 个百分点、减少 6.35 个百分点，其中房地产行业和
“其他”的毛利率变动较大，而“其他”的营业成本为 13.46 亿元、毛利
率仅为 2.80%，请补充披露：（1）“其他”所指的主要行业、产品或
服务，与医药、商贸等行业是否存在交叉；（2）“其他”的主要成本
构成；（3）就各报告分部的收入确认和成本归集是否准确，请会计
师发表意见。
19、年报第 168-169 页显示，（1）可供出售权益工具项下结构
性存款及理财产品为 316.83 万元，请补充说明结构性存款及理财产
品确认为可供出售权益工具的主要原因和依据；（2）“14、可供出售
金融资产”之“(3). 期末按成本计量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披露按成本

计量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期末余额为 1,800 万元，与“(1). 可供出售
金融资产情况”披露数据不符，请补充披露主要原因。
六、其他
20、年报第24页研发投入同行业比较情况的列表显示同行业平
均研发投入金额和公司报告期内研发投入金额分别为3.07万元和
1.99万元，请公司核实是否正确；年报第170页至172页“17、长期股
权投资”的列表中减值准备期末余额与长期股权投资期末余额一
致，请公司核实是否正确。请公司核实年报中其他处数据是否正
确，如有错误，请一并更改。
上交所要求公司于2018年5月5日之前回复上述事项并予以披
露，同时对定期报告作相应修订。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上
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敬请投资者关注相关
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Ο 一八年四月二十五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