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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报

的问询函 

 

中小板年报问询函【2019】第 118 号 

 

 

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  

我部在对你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进行审查的过程中，关注到如

下事项： 

1、根据公司披露的《2018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公司

内部控制存在重大缺陷，内部控制相关制度未得到有效地执行。中天

运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 2018 年年度财务报表出具

了标准无保留意见。 

（1）年报显示，公司 3 项内部控制重大缺陷均与财务报表相关。

请年审会计师结合内部控制重大缺陷事项对财务报表的影响，以及可

能存在的潜在影响，说明审计意见类型是否恰当，如是，请说明相关

依据及理由。 

（2）请公司核实并补充披露相关内部控制失效原因、责任主体

的认定及相关追责安排，并对相关内部控制制度进行全面自查，披露

已实施或拟实施的整改措施、整改责任人及进展情况。 

2、年报显示，报告期内，公司对收购北儿医院(烟台)有限公司

及 Avioq.Inc 所形成的商誉 495.94 万元、42,339.61 万元全额计提减值。

Avioq.Inc 2018年度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159.27 万



2 

美元，未实现承诺义务人 X James Li 承诺的 1,200 万美元。 

（1）请按照《会计监管风险提示第 8号——商誉减值》的要求，

补充披露商誉所在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的相关信息，以及商誉减值测

试的过程与方法，包括但不限于可收回金额的确定方法、重要假设及

其合理理由、关键参数（如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时的预测期增长率、

稳定期增长率、利润率、折现率、预测期等）及其确定依据等信息。 

（2）公司以前年度未对上述标的计提商誉减值。请说明收购上

述标的的相关会计处理，商誉确认是否准确、合理，并结合收购标的

近三年经营业绩及业务发展情况，说明以前年度未计提商誉减值的主

要原因，以及本年度计提的商誉减值是否必要、合理，是否存在不当

盈余管理情形。 

（3）请说明业绩承诺期内，Avioq.Inc 财务报告的的审计情况，

包括年审会计师、审计意见的类型、执行的审计程序等，并说明以前

年度你公司商誉减值测试的具体过程。 

（4）请结合 Avioq.Inc 报告期内的经营情况、主要业务发展等，

分析说明报告期内未能实现业绩承诺的主要原因，以及后续业绩承诺

的补偿安排，包括但不限于补偿期限、方式、金额及会计处理。 

（5）请结合承诺义务人的资产及资信状况，说明其履行业绩补

偿义务的可能性，以及对该笔应收款项计提坏账准备是否充分、恰当。 

（6）请结合公司收购 Avioq.Inc 时所做的尽职调查工作情况，以

及商誉减值与业绩补偿款预计收回情况，说明大额溢价收购 Avioq.Inc

的原因及合理性、是否导致公司资产不当流失，以及相关董事是否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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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勤勉、尽责义务。 

请年审会计师对上述（1）-（5）事项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3、年报显示，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7.25 亿元，同比下

降 6.98%。业务构成方面，海水养殖及水产品加工业务分别实现 2.87

亿元、3.66 亿元，占比 39.72%、50.54%，HIV 等检测装备业务实现

0.25 亿元，占比 3.53%，其他业务实现 0.39 亿元，占比 5.23%。海外

业务收入占比 55.93%。 

（1）公司在年度报告业务概要部分及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部分

着重论述了大健康业务，但从收入构成来看，相关收入占比仅为

3.53%。请说明年度报告“第三节 公司业务概述”及第四节 经营情

况讨论与分析”之“一、概述”部分及的披露内容是否客观反映了你

公司经营活动。如否，请结合具体财务数据重新表述。 

（2）请结合公司业务规划、大健康业务发展情况等，分析说明

公司大健康业务进展缓慢的原因及可能存在的风险。 

（3）请按照产品类型披露海外销售情况，并说明欧洲地区营业

收入及成本均大幅下降、美国加拿大地区毛利率大幅下降的主要原因

及合理性。 

（4）请结合产品类型，说明海外各地区之间毛利率及国内、外

毛利率差异较大的原因及合理性。 

（5）请补充说明分行业及产品披露收入中，“其他”类别的主要

内容，以及报告期内占营业收入比例大幅下降的主要原因。 

请年审会计师说明对营业收入，特别是海外业务收入所执行的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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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程序和获取的审计证据，并对上述（3）-（5）事项进行核查并发

表明确意见。 

4、年报显示，公司部分银行账户被冻结。请以列表的形式说明

冻结的具体情况，包括账户性质、金额、时间、被冻结原因等。请年

审会计说明对货币资金所执行的审计程序和获取的审计证据，并对货

币资金的真实性发表明确意见。 

5、年报显示，公司应收账款中按单项金额重大并单独计提坏账

准备的应收账款期末余额为 2.01 亿元，占比 44.25%，并全额计提坏

账准备，计提主要原因为个人客户的资金短缺。请以列表的形式说明

该类别应收账款的具体情况，包括但不限于客户名称、形成时间、金

额、占比、账龄、是否为关联方等，并说明无法收回的具体原因及公

司已采取的相关措施，以及该部分收入确认是否合理。请年审会计师

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6、年报显示，报告期内，公司对存货计提减值准备 1.54 亿元，

同比增长 183.52 倍，其中对库存商品计提减值 4,602.25 万元，对消

耗性生物资产计提减值 1.08 亿元。 

（1）请结合公司所处行业发展情况、产品销售情况、存货周转

情况等因素，说明存货跌价准备计提金额大幅增长的原因，以及与同

行业上市公司相比是否存在明显异常。 

（2）请按产品类别说明存货跌价测试所采用的关键估计和假设、

存货跌价测试的具体计算过程，并结合去年同期产品价格、销量等因

素，说明公司 2017 年度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是否充分、恰当，以及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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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期内是否存在通过计提大额存货跌价准备进行盈余管理的情形。 

请年审会计师说明对存货执行的审计程序和获取的审计证据，并

对存货跌价准备计提的准确性、合规性发表意见。 

7、年报显示，报告期末，公司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账面余额 7,800

万元，同比增长 21.6 倍。请说明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具体内容、确

认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依据和合规性、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减值测试

过程，以及计提资产减值损失的充分性。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

确意见。 

8、年报显示，报告期内，公司新购置固定资产 8,596.30 万元，

其中购置房屋建筑物 4,083.9 万元；重要在建工程项目投入 7,478.43

万元。请说明购置房屋建筑物等固定资产以及在建工程大额支出的具

体情况，包括具体项目、用途、投入金额、投资进度等内容。请年审

会计师说明对固定资产、在建工程执行的审计程序和获取的审计证据，

并对其真实性发表明确意见。 

9、年报显示，报告期内，公司无形资产增加 2,742.74 万元，其

中内部研发形成非专利技术 2,687.97 万元。请说明非专利技术具体内

容，包括但不限于非专利技术名称、项目研发进展、技术用途、投入

金额、研发完成时间、会计处理具体依据，以及是否符合《企业会计

准则》的规定等。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10、年报显示，公司其他应付款项目期末余额 2,725.10 万元，同

比增长 527%。请说明其他应付款项目的具体内容，包括形成原因、

时间、应付对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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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年报显示，报告期内，公司研发费用支出仅 70.42 万元。请

结合“第三节 公司业务概要”之“三、核心竞争力分析”部分对公

司大健康业务的描述及“第四节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之“一、概

述”部分“科技研发方面”的描述，说明报告期内研发费用的确认是

否充分、合理。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12、年报显示，报告期内，公司实现利息收入 2,421.72 万元，同

比增长 253.31%。请结合报告期内控股股东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的

情况，说明实现的利息收入是否真实、合理。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

表明确意见。 

13、年报显示，报告期内，公司发生营业外支出 1.5亿元，主要

为因诉讼与或有赔偿形成。 

（1）请结合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披露的公司涉诉事项，以列表

的形式补充披露诉讼的相关的具体情况，包括但不限于原被告情况、

诉讼标的、导致纠纷具体事由或合同纠纷的具体内容、截至目前的进

展情况。 

（2）请说明相关诉讼是否达到《股票上市规则（2018 年 11 月

修订）》第 11.1.1 条及第 11.1.2 条的规定披露要求，公司是否履行披

露义务。请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3）请结合诉讼具体情况，自查截至目前公司为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提供担保的具体情况，所履行的审议程序及信息

披露义务，是否存在《股票上市规则（2018 年 11 月修订）》第 13.3.1

条及第 13.3.2 条所规定的导致公司股票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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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14、年报显示，报告期内，公司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

金中“支付的其他往来款”发生额 8.66 亿元。请说明该项目的主要

内容，包括往来方、发生原因、时间、金额等，以及相关方是否与公

司存在关联关系。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15、年报显示，公司作为担保方为控股股东山东东方海洋集团有

限公司提供的三笔担保已逾期，逾期金额合计 7,787.9 万元。请说明

截至目前逾期债务的进展情况，公司承担赔偿责任的可能性，并根据

《企业会计准则第 13 号——或有事项》（以下简称《或有事项准则》）

等规定，说明对相关担保或有损失金额的估计情况，以及具体会计处

理过程。如未计提预计负债，请详细说明具体会计处理依据，以及相

关会计处理是否符合审慎性原则及《或有事项准则》的规定。请年审

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16、年报显示，公司募投项目精准医疗科技园（一期）及北儿医

院（烟台）投资进展缓慢，其中北儿医院（烟台）尚未进行任何投入。

请对照非公开发行预案披露情况、募投项目实际进展、后续实施具体

计划，说明募投项目进展缓慢的原因、是否存在重大变化的风险以及

你公司拟采取的应对措施。 

17、年报显示，公司存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非经

营性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你公司于 2019 年 3 月 26 日披露公告称，

控股股东已全部归还非经营性占用资金。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

确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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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年报显示，公司向前五名供应商合计采购金额 1,275.23 万元，

占比 47%。请补充说明： 

（1）近三年公司前五大供应商的名称、采购内容、定价依据、

款项支付情况、是否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前五大供应商是否发生变

化，如是，请说明变化的原因及合理性。  

（2）结合所处行业特点及采购模式，说明供应商集中度较高的

原因及合理性，是否存在对供应商的重大依赖。 

19、请补充完善财务报告部分“七、合并财务报表项目注释”之

“40、所得税费用”之“（2）会计利润与所得税费用调整过程”部分

相关资料。 

20、请保荐机构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保荐工作指引

（2014 年修订）》的要求，补充披露并提交《年度保荐工作报告》。 

请你公司就上述事项做出书面说明，并在 2019 年 5月 16 日前将

有关说明材料报送我部并对外披露，同时抄报山东证监局上市公司监

管处。 

特此函告 

                             中小板公司管理部 

2019 年 5 月 9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