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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京粮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二次反馈意见的回复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贵会《关于海南京粮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的二次反馈

意见》（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二次反馈意见通知书 213494 号），以下简

称“反馈意见”）已收悉。根据反馈意见的要求，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国泰君安”或“保荐机构”）本着勤勉尽责、诚实守信的原则，会同海

南京粮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粮控股”、“发行人”、“申请人”或

“公司”）、发行人律师北京格韵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发行人律师”）、申报

会计师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发行人会计师”）

就反馈意见所提问题逐条进行了认真分析及讨论，针对反馈意见中的问题进行核

查，对反馈意见中所有提到的问题逐项予以落实并进行了书面说明，现回复如下，

请贵会予以审核。 

如无特别说明，本回复中简称或名词的释义与《保荐人尽职调查报告》具有

相同含义。本回复中部分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这

些差异是由四舍五入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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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1 

关于重庆隆金宝。据申报材料，申请人于 2016 年 9 月对外投资重庆市隆金

宝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隆金宝”）10.96%的股权。 

请申请人补充说明：（1）投资重庆隆金宝背景、原因和具体经过，是否履

行了必要的决策审批程序；（2）重庆隆金宝的生产经营情况，是否涉及 P2P 和

互联网金融，是否存在投诉举报或负面舆情，是否涉嫌非法集资等违法犯罪；（3）

对重庆隆金宝股权的处置计划。 

请保荐机构和申请人会计师、律师说明核查依据与过程，并发表明确核查

意见 

回复： 

一、投资重庆隆金宝背景、原因和具体经过，是否履行了必要的决策审批

程序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说明及相关文件，投资重庆隆金宝发生于海南珠江控股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珠江控股”；已于 2018 年 3 月 7 日更名为海南京粮控股

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转让及重大资产重组的过渡期间，系时任董事长、总经理郑

清未经必要决策审批程序投资重庆隆金宝，投资时京粮集团尚未接管公司董事

会。 

（一）投资重庆隆金宝背景、原因和具体经过 

截至本反馈回复出具日，公司持有重庆隆金宝 10.96%的股份，该股份的增

资扩股协议系珠江控股时任董事长、总经理郑清与重庆隆金宝法定代表人陈文井

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资产交割过渡期内签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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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6 月 16 日，京粮集团与北京万发签订《股权转让及重大资产重组框

架协议》；2016 年 7 月 19 日，京粮集团与北京万发签订《股份转让协议》，协议

规定北京万发将持有的全部上市公司股份协议转让给京粮集团（股份转让过户登

记手续于 2016 年 9 月 5 日完成）；2016 年 7 月 29 日，各方就珠江控股拟通过重

大资产置换及非公开发行方式购买京粮股份全体股东持有的 100%股权签署《海

南珠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与京粮股份全体股东、北京万发之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上述协议约定，过渡期内，北京万发应当确保上市公司业

务在所有重大方面正常延续以前的经营，并确保其资产或运营不出现任何重大不

利变化，明确要求“不在公司主营业务的日常业务经营外签署新的合同，包括股

权投资或处置股权投资、收购、兼并、银行贷款…等合同”；非经京粮集团同意，

珠江控股在过渡期内不得新增单项超过 100 万元的负债，北京万发同意对珠江控

股违反陈述、保证或承诺而使京粮集团遭受的损失、费用及支出（包括法律服务

等中介费用的支出）予以赔偿。 

2016 年 8 月 22 日，时任珠江控股董事长、总经理郑清与重庆隆金宝法定代

表人签订了《增资扩股协议》，协议由珠江控股以现金认购重庆隆金宝新增注册

资本金 2,000 万元，占增资后股权比例的 27.59%。 

2018 年 4 月 13 日，京粮控股与北京万发就原珠江控股 2016 年 7 月至 9 月

份，未经京粮集团同意，进行大额对外投资（重庆隆金宝），导致的上市公司损

失或潜在损失一事达成一致，相关损失由北京万发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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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3 月 27 日，京粮控股与北京万发签订了赔偿协议书。京粮控股投资

隆金宝发生的损失合计 2,108.28 万元，已由北京万发承担。 

（二）是否履行了必要的决策审批程序 

根据 2016 年珠江控股投资重庆隆金宝时有效的《公司章程》、《董事会议事

规则》等：“董事会有权决定下列标准的对外投资事项、收购、出售资产事项以

及日常经营以外的其他交易事项： 

（一）对外投资金额或收购、出售资产等交易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

净资产的 10%以上至 50%； 

（二）收购、出售等交易事项所涉及的资产总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总

资产的 10%以上至 30%。 

高于上述标准的投资和交易须提交股东大会批准，低于上述标准的投资和交

易由公司总经理和高管人员组成的经营班子决定。” 

珠江控股 2015 年末经审计净资产为-23,319.39 万元，总资产为 171,444.40

万元，根据珠江控股与重庆隆金宝《增资扩股协议》，投资重庆隆金宝的金额未

达到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决策标准，应由当时珠江控股总经理（时任总经理为郑清）

和高管人员组成的经营班子决定。 

截至本反馈回复出具日，经查询公司董事会、监事会、股东大会等会议文件、

公告文件以及其他资料，均未发现涉及与该项投资相关的任何信息。经查询珠江

控股公司档案、经理办公会资料等，也未发现相关决策审批程序。 

2019 年 6 月 15 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发布，据北京市监委消息：北京市新

兴房地产开发总公司原副经理郑清涉嫌严重职务犯罪，由东城区监委立案调查，

已查明其构成单位行贿罪及挪用公款罪。在调查过程中发现郑清涉嫌非法吸收公

众存款罪以及合同诈骗罪，被移送公安机关继续立案侦查，目前已经朝阳区检察

院批准予以逮捕。 

综上，发行人投资重庆隆金宝发生于发行人重大资产重组资产交割过渡期，

系时任董事长、总经理郑清未履行必要决策审批程序的行为。发行人积极处理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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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宝事宜且相关损失已由北京万发承担。发行人认为其虽系重庆隆金宝的登记股

东，但不应享有和承担相应的权利与义务。 

二、重庆隆金宝的生产经营情况，是否涉及 P2P 和互联网金融，是否存在

投诉举报或负面舆情，是否涉嫌非法集资等违法犯罪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说明及相关文件，投资重庆隆金宝系发行人重大资产置换

过渡期间，时任董事长、总经理郑清未经公司必要决策审批程序的行为，且北京

万发已承担发行人的相应损失，投资重庆隆金宝的行为系重组遗留问题。 

发行人认为其虽系重庆隆金宝的登记股东，但不应享有和承担相应的权利与

义务，亦未参与重庆隆金宝的实际经营，对于重庆隆金宝的生产经营情况并不了

解。同时因 2019 年 5 月重庆隆金宝和上海欧览企业管理中心（以下简称“上海

欧览”）向四川省高院起诉京粮控股和北京万发，请求法院判令京粮控股承担连

带保证责任及律师费、诉讼费、保全费等，金额暂合计为 30,044.09 万元。2021

年 2 月，本案一审判决驳回原告隆金宝公司、上海欧览中心的诉讼请求。2021

年 8 月，由于重庆隆金宝和上海欧览未缴纳上诉费用，最高人民法院裁定本案按

自动撤回上诉处理，该裁定为终审裁定，一审判决为终审判决。发行人因与重庆

隆金宝的诉讼问题，目前没有渠道直接联系并获知重庆隆金宝的相关经营信息及

经营情况。 

根据重庆隆金宝的官方网站显示“截止 2021 年 1 月 30 日，本平台（重庆隆

金宝）绝大部分余额已经清退至投资人原绑定银行卡账户或指定的本人账户，尚

未清退部分为个人未提现余额在 100 元以下部分及部分企业专户余额”。重庆隆

金宝应处于停业状态。 

根据重庆隆金宝的官方网站显示，其根据《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业务活动

管理暂行办法》、《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业务活动信息披露指引》提供了相关的

风险提示，故其应开展了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业务活动（即 P2P 及互联网金

融业务活动）。 

根据裁判文书网检索，重庆隆金宝涉及与其平台投资者民间借贷纠纷的相关

判决文书；同时，通过网络公开信息检索，重庆隆金宝存在民间借贷相关的投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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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报及负面舆情。 

根据裁判文书网检索，未检索到重庆隆金宝涉及的刑事案件相关判决；根据

重庆市公安局、重庆市人民检察院、重庆法院网等政府信息公开平台，均未查询

到重庆隆金宝涉嫌违法犯罪的相关信息。 

综上，发行人目前没有渠道直接联系并获知重庆隆金宝的经营信息及经营情

况，通过网络公开信息查询，重庆隆金宝应处于停业状态；重庆隆金宝应涉及

P2P 及互联网金融；重庆隆金宝应存在投诉举报及负面舆情；未查询到重庆隆金

宝已经判决的刑事案件。由于投资隆金宝相关损失已由北京万发承担、发行人不

参与重庆隆金宝的实际经营，上述事项对发行人未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三、对重庆隆金宝股权的处置计划 

发行人积极推动对重庆隆金宝股权的处置事宜，已于 2022 年 5 月 11 日，依

照发行人议事规则，召开经理办公会，决策通过了重庆隆金宝股权处置的相关内

容。 

根据相关会议决策，并依照《企业国有资产交易监督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发行人拟对重庆隆金宝股权处置提出如下计划： 

（1）力争在本回复公告之日起 3 个月或更短时间，获得国有股东的批准； 

（2）力争在本回复公告之日起 7 个月或更短时间，满足产权交易机构的转

让要求，对外披露产权转让信息并履行相关程序； 

（3）产权交易合同生效后，根据产权交易机构出具的交易凭证及其他相关

材料，前往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办理股权变更登记。 

四、核查情况 

（一）核查程序 

保荐机构、律师及会计师主要履行了如下核查程序： 

1、查阅了发行人提供的关于重庆隆金宝投资情况的说明；就相关投资经过

询问了发行人相关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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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查阅了京粮集团与北京万发签订的《股权转让及重大资产重组框架协议》、

《股份转让协议》、《海南珠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与京粮股份全体股东、北京万发

之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3、查阅了珠江控股与重庆隆金宝签订的《增资扩股协议》； 

4、查阅了发行人与北京万发签订的《赔偿协议书》； 

5、查阅了珠江控股 2016 年《公司章程》、《董事会议事规则》、董事会、监

事会、股东大会等会议文件、公告文件、公司档案，经理办公会资料； 

6、登录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查询了郑清的审查调查公告； 

7、登录全国互联网安全管理服务平台，核实了域名 longkin.net 的网站基本

情况和网站所有者基本情况； 

8、登录重庆隆金宝官方网站（longkin.net），查阅了其“平台动态”、“项

目公告”、“风险提示”等板块的内容； 

9、通过网络搜索引擎，检索了重庆隆金宝可能存在的投诉举报及负面舆情； 

10、登录裁判文书网，检索了重庆隆金宝涉及的法律文书； 

11、登录重庆市公安局、重庆市人民检察院、重庆法院网等政府信息公开平

台，检索了重庆隆金宝的相关信息； 

12、查阅了发行人现行议事规则。 

（二）核查结论 

经核查，保荐机构、律师及会计师认为： 

1、发行人投资重庆隆金宝发生于发行人重大资产重组资产交割过渡期，系

时任董事长、总经理郑清未履行必要决策审批程序的行为，投资时京粮集团尚未

接管公司董事会； 

2、重庆隆金宝应处于停业状态；重庆隆金宝应涉及 P2P 和互联网金融；重

庆隆金宝应存在投诉举报及负面舆情；未查询到重庆隆金宝已经判决的刑事案

件；上述事项对发行人未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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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发行人对重庆隆金宝股权的处置计划，符合发行人现行议事规则的规定，

符合《企业国有资产交易监督管理办法》等相关国有产权交易的规定。 

问题 2 

关于同业竞争。据申报材料，2017 年 12 月 14 日，北京市国资委下发通知

《北京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北京首都农业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粮食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和北京二商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联合重组的通知》（京

国资［2017］215 号）。此次重组完成后，发行人直接控股股东为京粮集团，间

接控股股东为首农食品集团。首农食品集团主营业务板块包括食品制造加工与

商贸服务、现代农牧业、物产物流及其他业务收入四大板块，其下属部分子公

司的香油、麻酱及烘焙产品的生产及销售与公司业务存在同业竞争。首农食品

集团已于 2021 年 11 月 15 日就解决与上市公司存在的同业竞争问题出具相关承

诺。 

请申请人补充说明并披露：（1）首农食品集团下属部分子公司与申请人业

务存在同业竞争的香油、麻酱及烘焙产品的生产及销售是否在重组时已存在；

（2）在重组完成后至 2021 年 11 月 15 日期间首农食品集团就解决同业竞争开展

的相关工作；（3）首农食品集团关于解决同业竞争是否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 4

号文等监管要求，是否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和投资者利益的情形。 

请保荐机构和申请人律师说明核查依据与过程，并发表明确核查意见。 

回复： 

一、首农食品集团下属部分子公司与申请人业务存在同业竞争的香油、麻

酱及烘焙产品的生产及销售是否在重组时已存在 

首农食品集团下属部分子公司与申请人业务存在同业竞争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成立时间 主要经营的业务 主要产品 
与发行人业务

重合的产品 

北京六必居食品 

有限公司 
1988.04.28 

酱类、酱腌菜、酱油、醋、腐乳、干菜、调

味品等加工、销售 

酱类、酱腌菜、酱

油、醋、腐乳、干

菜、调味品等 

香油、麻酱 

北京二商王致和 2009.09.29 豆制品（发酵性豆制品）生产、销售；预包 腐乳、料酒、复合 香油、麻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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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 成立时间 主要经营的业务 主要产品 
与发行人业务

重合的产品 

食品有限公司 装食品批发与销售；粮食收购 调味品 

广州百麦食品 

有限公司 
2008.02.22 

饼干、烘焙食品、糕点及面包等的加工、销

售 
烘焙产品 面包 

东莞百嘉宜食品 

有限公司 
2015.05.04 糕点、速冻面米食品等的加工、销售 烘焙产品 面包 

北京二商宫颐府

食品有限公司 
1983.01.24 糕点、谷物粉类制成品等的生产、销售 烘焙产品 糕点 

涉及企业均为重组之前成立，存在同业竞争的香油、麻酱及烘焙产品的生产

销售在重组时已存在。 

二、在重组完成后至 2021 年 11 月 15 日期间首农食品集团就解决同业竞争

开展的相关工作 

2017 年 12 月 14 日，北京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北京

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北京首都农业集团有限公司、北京粮食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和北京二商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联合重组的通知”，决定对北京

首都农业集团有限公司、北京粮食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和北京二商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实施联合重组，由北京首农食品集团根据重组方案及时办理资产划转和变更工

商注册登记，修订公司章程，重新制定公司发展战略规划，积极推进资产重组、

业务整合、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 

2018 年 7 月，北京粮食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完成工商变更，首农食品集团成

为发行人间接控股股东。2018 年 12 月，根据北京国资委的通知，首农食品集团

被改组为国有资本投资公司。 

联合重组后，根据北京市国资委的要求，首农食品集团积极梳理下属公司业

务范围，积极推进资产重组、业务整合，于 2019 年 6 月 10 日发布了《北京首农

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发展战略规划（2019 年至 2025 年）》，提出了构建“一体两翼

三平台”为核心的开放型产业生态体系和“8+2”产业发展模式，并围绕食品主

业，加强肉类、粮食、食品供应链、粮食贸易等领域 30 余家企业的整合重组力

度。截至目前，首农食品集团已组建了 18 家专业子集团，二级企业由重组初期

的 76 家减少到 32 家，初步完成了二级企业层面的整合工作。由于本次重组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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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为庞大，业务领域涉及较广，首农食品集团管理对象及管理层级大幅增加，理

顺并规范管理需要一定的过程。 

重组完成后，发行人与间接控股股东首农食品集团就相关同业竞争事宜达成

一致，由首农食品集团继续履行京粮集团做出的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首农食品

集团本着维护上市公司和投资者利益的原则，联合重组至今，未新增与公司形成

同业竞争的业务或投资、成立相关同业竞争主体。 

首农食品集团以同类业务和同一产业链条上下游企业之间的集并整合、企业

重构，将优势资源逐渐向核心主业和优势企业集中的原则，积极推动包括发行人

在内的两家上市公司同业资产和业务的整合。 

在重组完成后至 2021 年 11 月 15 日期间，首农食品集团已经对相关同类业

务情况进行梳理并归集： 

（1）2020 年 12 月，首农食品集团就面包、糕点类业务进行整合，将北京

二商宫颐府食品有限公司已划归至广州百麦食品有限公司、东莞百嘉宜食品有限

公司直接控股股东北京市南郊农场有限公司管理； 

（2）2021 年 6 月，首农食品集团就香油、麻酱业务进行整合，将北京六必

居食品有限公司已划归至北京二商王致和食品有限公司（现北京首农味业集团有

限公司）管理。 

目前同类业务情况已基本完成梳理和归集，首农食品集团正在积极研究制定

同业整合的下一步推进方案。对于发行人同业整合事项，首农食品集团为了切实

保障中小股东利益，已于 2021 年 11 月 15 日就解决与上市公司存在的同业竞争

问题出具相关承诺。 

三、首农食品集团关于解决同业竞争是否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 4 号文等

监管要求，是否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和投资者利益的情形 

针对同业竞争情况，首农食品集团已于 2021 年 11 月 15 日就解决与上市公

司存在的同业竞争问题出具相关承诺，截至本反馈意见回复之日，上述承诺仍在

履行中，首农食品集团不存在违反同业竞争承诺的情形；上述关于避免同业竞争

的承诺内容，符合中国证监会于 2022 年 1 月 5 日公布的《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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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号——上市公司及其相关方承诺》之相关规定。 

综上，联合重组后，首农食品集团管理管理对象及管理层级大幅增加，理顺

并规范管理需要一定的过程。同时，在此期间首农食品集团未新增对发行人的生

产经营构成或可能构成同业竞争的业务和经营活动；重大重组完成后，发行人主

营业务发展稳健，收入逐年上升，净利润总体保持稳定，该等同业竞争业务对发

行人未构成重大不利影响，对上市公司和投资者利益未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四、核查情况 

（一）核查程序 

1、查阅存在同业竞争业务企业成立时间； 

2、查阅了北京市国资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北京

首都农业集团有限公司、北京粮食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和北京二商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联合重组的通知； 

3、就相关重组和战略发展事宜访谈了首农食品集团相关人员； 

4、登录国家企业信用公示信息系统，查询了首农食品集团、京粮集团相关

工商登记变更信息； 

5、查阅了《北京首农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发展战略规划（2019 年至 2025 年）》； 

6、查阅了首农食品集团于 2021 年 11 月 15 日作出的《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

承诺函》，并核查其是否违背同业竞争承诺，是否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 4 号文

的要求； 

（二）核查结论 

1、涉及同业竞争的企业均为重组之前成立，存在同业竞争的香油、麻酱及

烘焙产品的生产销售在重组时已存在； 

2、联合重组后，首农食品集团管理对象及管理层级大幅增加，理顺并规范

管理需要一定的过程。在此期间首农食品集团未新增对发行人的生产经营构成或

可能构成同业竞争的业务和经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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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重大重组完成后，发行人主营业务发展稳健，收入逐年上升，净利润总

体保持稳定，该等同业竞争业务对发行人未构成重大不利影响，对上市公司和投

资者利益未产生重大不利影响。首农食品集团已于 2021 年 11 月 15 日出具相关

承诺予以解决同业竞争问题。截至本回复出具之日，间接控股股东首农食品集团

未违背其出具的同业竞争承诺，相关承诺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 4 号文的要求。 

问题 3 

关于存货。申请人主营业务为油脂油料加工、贸易等，但报告期内申请人

大部分原材料、库存商品有效保质期在 12 月以上。请申请人补充说明：（1）首

次反馈回复中同行可比公司选择标准，是否可比、准确，是否符合监管问答相

关规定；（2）原材料、库存商品下不同有效保质期区间的主要材料及商品明细

构成，相关有效保质期是否与材料或库存商品属性相匹配，申请人期末存货库

龄结构及有效保质期分布情况是否与同行可比公司一致；（3）结合上述内容说

明报告期内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是否充分合理，是否与同行可比公司存在差异及

差异原因。 

请保荐机构和申请人会计师说明核查依据与过程，并发表明确核查意见。 

回复： 

一、首次反馈回复中同行可比公司选择标准，是否可比、准确，是否符合

监管问答相关规定 

根据《再融资业务若干问题解答》问题 31“同行业可比公司，指的是截止

最近一个期末，证监会上市公司行业分类结果中，同一行业大类代码下的所有公

司，但 ST 类公司可以除外。在进行实际对比时，上市公司不得随意增删可比公

司，行业分类结果中的同类上市公司缺乏可比性的，应在对比结果后另行分析说

明。”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 年修订）》，发行人所属行

业为分类为农副食品加工业（分类代码：C13），截至 2022 年 3 月末，同一行业

大类代码下的所有上市公司为 59 家，主营产品涉及饲料、肉制品、食用油等多

种品类，经营产品和经营模式差异较大，具体情况详见“附表一：农副食品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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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分类代码：C13）上市公司情况（截至 2022 年 3 月 31 日）”。因此，通过

对行业内上市公司具体的产品和经营范围进行梳理，首次反馈回复中选取了申万

行业分类“农林牧渔-农产品加工-粮油加工”的全部上市公司，符合该等条件的

可比公司共三家，即道道全、金龙鱼、金健米业。此外，结合公司主营产品情况

选取了西王食品一并增加作为可比上市公司，其主要产品包含食用油，与公司存

在一定重合。 

综上，部分同一行业大类代码下公司由于产品类型与发行人主营产品存在较

大差异，缺乏可比性，从发行人可比公司中剔除，发行人可比公司选择可比、准

确，符合监管问答相关规定。 

二、原材料、库存商品下不同有效保质期区间的主要材料及商品明细构成，

相关有效保质期是否与材料或库存商品属性相匹配，申请人期末存货库龄结构

及有效保质期分布情况是否与同行可比公司一致 

（一）原材料、库存商品下不同有效保质期区间的主要材料及商品明细构

成，相关有效保质期是否与材料或库存商品属性相匹配 

报告期内，公司原材料及库存商品有效保质期情况如下： 

保质期 原材料主要材料 库存商品明细 

3 月以内 
鸡蛋等保质期较短的食品加工业

务生产辅助原料 
面包 

4-6 月 
复合调味料、糖浆等食品加工业

务生产辅助原料 

豆粕、甜菜粕、葵花仁粕等油料

粕 

6-12 月 
大米、棕榈油及花生、豌豆粉、

薏仁米等农产品原料 
休闲食品、麻酱等 

12 月以上 
大豆、大豆原油、马铃薯全粉、

变性淀粉、芝麻等 

大豆、大豆原油、大豆油、香油

等 

公司 12 个月以上保质期原材料及库存商品以油脂油料为主，存货保质期符

合《粮油仓储管理办法（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令第 5 号公布）》的规定，即：

“在常规储存条件下…食用油脂和豆类 2 年”。 

公司全面贯彻《食品安全法》《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以及《中共中央、国

务院关于深化改革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意见》，全面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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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强化食品安全风险管理，构筑食品安全管控体系。相关保质期符合标的公司相

关质量管理、储存管理规定，相关有效保质期与材料或库存商品属性相匹配。 

（二）申请人期末存货库龄结构及有效保质期分布情况是否与同行可比公

司一致 

1、报告期各期末，公司原材料库龄结构及保质期分布情况如下： 

①截至 2022.3.31 原材料情况 

单位：万元 

库龄 
保质期 3月以内 保质期 4-6月 保质期 6-12月 保质期 12月以上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3 月以内 14.83 100.00% 1.04 92.04% 1,305.71 93.21% 21,874.77 87.76% 

4-6 月 - - 0.09 7.96% 74.50 5.32% 2,271.87 9.11% 

6-12 月 - - - - 20.59 1.47% 357.69 1.43% 

12 月以上 - - - - - - 423.21 1.70% 

合计 14.83 100.00% 1.13 100.00% 1,400.79 100.00% 24,927.54  100.00% 

库龄在保质

期内金额及

比例 

14.83 100.00% 1.13 100.00% 1,400.79 100.00% 24,927.32 100.00% 

②截至 2021.12.31 原材料情况 

单位：万元 

库龄 
保质期 3月以内 保质期 4-6月 保质期 6-12月 保质期 12月以上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3 月以内 33.57 100.00% 0.68 78.16% 1,571.11 96.89% 8,009.11 76.70% 

4-6 月 - - 0.19 21.84% 31.73 1.96% 1,710.24 16.38% 

6-12 月 - - - - 6.89 0.42% 123.56 1.18% 

12 月以上 - - - - 11.88 0.73% 599.42 5.74% 

合计 33.57 100.00% 0.87 100.00% 1,621.61 100.00% 10,442.33 100.00% 

库龄在保质

期内金额及

比例 

33.57 100.00% 0.87 100.00% 1,609.74 99.27% 10,442.10 100.00% 

③截至 2020.12.31 原材料情况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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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龄 
保质期 3月以内 保质期 4-6月 保质期 6-12月 保质期 12月以上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3 月以内 16.69 100.00% 0.97 100.00% 1,314.64 97.91% 28,001.43 96.61% 

4-6 月 - - - - 14.89 1.11% 320.00 1.10% 

6-12 月 - - - - 13.16 0.98% 154.04 0.53% 

12 月以上 - - - - - - 509.02 1.76% 

合计 16.69 100.00% 0.97 100.00% 1,342.69 100.00% 28,984.49 100.00% 

库龄在保质

期内金额及

比例 

16.69 100.00% 0.97 100.00% 1,342.69 100.00% 28,984.49 100.00% 

④截至 2019.12.31 原材料情况 

单位：万元 

库龄 
保质期 3月以内 保质期 4-6月 保质期 6-12月 保质期 12月以上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3 月以内 41.58 100.00% 0.10 5.83% 1,369.32 98.84% 16,565.10 96.03% 

4-6 月 - - 1.61 94.17% 15.98 1.15% 187.00 1.08% 

6-12 月 - - - - 0.05 0.00% 76.59 0.44% 

12 月以上 - - - - - - 421.81 2.45% 

合计 41.58 100.00% 1.71 100.00% 1,385.35 100.00% 17,250.50 100.00% 

库龄在保质

期内金额及

比例 

41.58 100.00% 1.71 100.00% 1,385.35 100.00% 17,250.50 100.00% 

由上表可知，除 2022 年 3 月末、2021 年末分别有 0.22 万元、12.10 万元原

材料库龄超过保质期且均已计提跌价准备，其余各期末公司原材料库龄均在保质

期以内，不存在因为超过保质期而需要计提跌价准备的情况。 

2、报告期各期末，公司库存商品库龄结构及保质期分布情况如下： 

①截至 2022.3.31 库存商品情况 

单位：万元 

库龄 
保质期 3月以内 保质期 4-6月 保质期 6-12月 保质期 12月以上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3 月以内 25.41 100.00% 2,571.48 100.00% 6,451.85 91.90% 46,034.70 5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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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月 - - - - 568.71 8.10% 44,369.18 48.50% 

6-12 月 - - - - - - 956.33 1.05% 

12 月以上 - - - - - - 114.69 0.13% 

合计 25.41 100.00% 2,571.48 100.00% 7,020.56 100.00% 91,474.90 100.00% 

库龄在保质

期内金额及

比例 

25.41 100.00% 2,571.48 100.00% 7,020.56 100.00% 91,474.90 100.00% 

②截至 2021.12.31 库存商品情况 

单位：万元 

库龄 
保质期 3月以内 保质期 4-6月 保质期 6-12月 保质期 12月以上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3 月以内 143.46 100.00% 831.34 100.00% 3,936.84 99.98% 92,671.20 96.71% 

4-6 月 - - - - - - 1,713.10 1.79% 

6-12 月 - - - - 0.81 0.02% 1,269.70 1.33% 

12 月以上 - - - - - - 165.47 0.17% 

合计 143.46 100.00% 831.34 100.00% 3,937.65 100.00% 95,819.47 100.00% 

库龄在保质

期内金额及

比例 

143.46 100.00% 831.34 100.00% 3,937.65 100.00% 95,819.47 100.00% 

③截至 2020.12.31 库存商品情况 

单位：万元 

库龄 
保质期 3月以内 保质期 4-6月 保质期 6-12月 保质期 12月以上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3 月以内 89.53 100.00% 1,308.71 100.00% 2,915.32 99.95% 43,259.64 74.63% 

4-6 月 - - - - 1.35 0.05% 14,641.99 25.26% 

6-12 月 - - - - - - - - 

12 月以上 - - - - - - 61.85 0.11% 

合计 89.53 100.00% 1,308.71 100.00% 2,916.67 100.00% 57,963.48 100.00% 

库龄在保质

期内金额及

比例 

89.53 100.00% 1,308.71 100.00% 2,916.67 100.00% 57,963.48 100.00% 

④截至 2019.12.31 库存商品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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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库龄 
保质期 3月以内 保质期 4-6月 保质期 6-12月 保质期 12月以上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3 月以内 84.74 100.00% 1,710.87 100.00% 3,813.63 99.92% 85,961.04 96.88% 

4-6 月 - - - - - - 2,728.47 3.07% 

6-12 月 - - - - 3.12 0.08% 0.41 0.00% 

12 月以上 - - - - - - 42.56 0.05% 

合计 84.74 100.00% 1,710.87 100.00% 3,816.75 100.00% 88,732.48 100.00% 

库龄在保质

期内金额及

比例 

84.74 100.00% 1,710.87 100.00% 3,816.75 100.00% 88,732.48 100.00% 

由上表可知报告期各期末公司库存商品库龄均在保质期以内，不存在因为超

过保质期而需要计提跌价准备的情况。 

3、是否与可比公司一致 

报告期内，可比公司未披露存货库龄结构及有效保质期分布情况，根据道道

全 2017 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披露：“公司产品的保质期通常为

18 个月”，与公司油脂油料保质期基本一致。 

三、结合上述内容说明报告期内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是否充分合理，是否与

同行可比公司存在差异及差异原因。 

报告期内各期末，同行业可比公司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比例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公司名称 
2021.12.31 

存货跌价 账面余额 计提比例 

西王食品 2,471.89 100,389.64 2.46% 

道道全 4,559.20 90,371.76 5.04% 

金龙鱼 50,223.90 4,740,811.20 1.06% 

金健米业 577.65 98,445.47 0.59% 

平均值（注 1） - - 2.23% 

京粮控股 47.67 190,384.93 0.03% 

公司名称 2020.12.31 



海南京粮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反馈意见回复 

5-1-20 

存货跌价 账面余额 计提比例 

西王食品 3,727.35 64,647.88 5.77% 

道道全 1,207.02 88,741.09 1.36% 

金龙鱼 27,481.10 4,045,669.10 0.68% 

金健米业 291.28 96,987.54 0.30% 

平均值（注 1） - - 0.78% 

京粮控股 177.35 122,685.73 0.14% 

公司名称 
2019.12.31 

存货跌价 账面余额 计提比例 

西王食品 5,479.19 73,175.18 7.49% 

道道全 13.96 89,924.27 0.02% 

金龙鱼 28,110.70 3,483,178.70 0.81% 

金健米业 574.30 68,329.56 0.84% 

平均值（注 1） - - 0.56% 

京粮控股 1,184.40 142,459.97 0.83% 

注 1：报告期各期末，西王食品存货跌价准备占账面余额比例较高，主要系西王食品营

养补给品收入占比超过 40%，且运动营养品及体重管理相关的营养补给品库存商品周转缓

慢所致，因此此处计算平均值时不纳入西王食品。 

数据来源：上市公司定期报告/招股说明书 

公司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比例低于同行业可比公司主要系：（1）公司对部分存

货进行套期保值，该类存货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4 号-套期会计》核算，以公

允价值进行计量，对应的存货成本与市场公允价格差额已在“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科目中反映，无需计提存货跌价准备；（2）对于未进行套期保值的存货，申请

人严格根据存货会计政策，按照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计量，对成本高于可变现

净值及陈旧和滞销的存货，计提存货跌价准备，与同行业上市公司存货跌价准备

计提政策基本一致；（3）公司原材料与库存商品周转速度较快，周转率普遍高

于同行业可比公司，原材料、库存商品库龄基本均在保质期以内，超过保质期部

分已经全额计提跌价准备，存货跌价准备计提充分合理。报告期内同行业可比公

司存货周转率（次）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2021年度 2020年度 2019年度 

道道全 5.99 5.49 5.23 

西王食品 5.96 6.21 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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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 2021年度 2020年度 2019年度 

金龙鱼 4.73 4.54 4.13 

金健米业 6.60 6.59 5.51 

平均值 5.82 5.71 5.11 

发行人 7.05 6.10 5.11 

数据来源：上市公司定期报告 

综上，报告期各期末公司存货保质期符合《粮油仓储管理办法（国家发展和

改革委员会令第 5 号公布）》的规定。公司存货周转速度较快且对部分存货进行

套期保值，原材料、库存商品库龄基本均在保质期以内，超过保质期部分已经全

额计提跌价准备，存货跌价准备的计提比例与同行业可比公司存在差异的原因合

理，公司存货跌价准备计提充分合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及公司会计政策的规定。 

四、核查情况 

（一）核查程序 

1、公开检索并查阅了最近一期末 wind 农副食品加工业企业清单及其主营产

品类型等相关信息； 

2、查阅了发行人存货相关的管理制度、报告期各期末库龄结构及保质期分

布情况，分析发行人各期末存货库龄与保质期匹配情况； 

3、公开检索并查阅同行业可比公司招股说明书、定期报告，查找可比公司

存货库龄结构及保质期分布情况。了解、重新计算其存货跌价计提比例，进一步

判断公司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是否充分合理； 

（二）核查结论 

1、发行人可比公司选择可比、准确，符合监管问答相关规定； 

2、报告期各期末公司存货相关有效保质期与材料或库存商品属性相匹配。

公司存货周转速度较快且对部分存货进行套期保值，原材料、库存商品库龄基本

均在保质期以内，超过保质期部分已经全额计提跌价准备。存货跌价准备的计提

比例与同行业可比公司存在差异的原因合理，公司存货跌价准备计提充分合理，

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及公司会计政策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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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海南京粮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海南京粮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二次反馈意见的回复》之盖章页） 

 

 

 

 

 

 

 

 

 

海南京粮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5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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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声明 

本人已认真阅读海南京粮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本次反馈意见回复报告的全部

内容，了解报告涉及问题的核查过程、本公司的内核和风险控制流程，确认本公

司按照勤勉尽责原则履行核查程序，反馈意见回复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上述文件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及时性承担相应

法律责任。 

 

 

总经理（总裁）： 

                     王松 

 

 

法定代表人（董事长）： 

                           贺青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5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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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海南京粮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二次反馈意见的回复》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  

                       陈海                            程书远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5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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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农副食品加工业（分类代码：C13）上市公司情况（截至 2022 年 3

月 31 日）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主营产品类型 所属申万行业名称 
是否为 

可比公司 

000505.SZ 京粮控股 
油脂油料加工、油脂油料贸易、

食品加工 

农林牧渔-农产品加工-粮

油加工 
发行人 

002852.SZ 道道全 食用油 
农林牧渔-农产品加工-粮

油加工 
是 

300999.SZ 金龙鱼 其他农产品 
农林牧渔-农产品加工-粮

油加工 
是 

600127.SH 金健米业 
保健食品、粮食、调味品、住宅

楼盘 

农林牧渔-农产品加工-粮

油加工 
是 

000639.SZ 西王食品 
保健食品、淀粉类、食用油、糖

类 

食品饮料-食品加工-食品

综合 
是 

000048.SZ 京基智农 
公路运输、禽畜养殖、市政供水、

饲料、住宅楼盘 
农林牧渔-饲料Ⅱ-饲料Ⅲ 否 

000529.SZ 广弘控股 
禽畜养殖、肉制品、食品经销、

书报刊零售、物业出租和管理 
传媒-文化传媒-平面媒体 否 

000702.SZ 正虹科技 肉制品、饲料 农林牧渔-饲料Ⅱ-饲料Ⅲ 否 

000876.SZ 新希望 
高分子聚合物、肉制品、乳制品、

饲料、无机化工原料 
农林牧渔-饲料Ⅱ-饲料Ⅲ 否 

000895.SZ 双汇发展 保健食品、肉制品 
食品饮料-食品加工-肉制

品 
否 

000911.SZ 南宁糖业 

妇女卫生用品、复合(混)肥、其他

物流、生活用纸、水泥、糖类、

新闻用纸、有机化工原料 

农林牧渔-农产品加工-其

他农产品加工 
否 

000972.SZ *ST 中基 蔬菜加工制品、调味品 
农林牧渔-农产品加工-果

蔬加工 
否 

001313.SZ 粤海饲料 饲料 - 否 

002100.SZ 天康生物 
禽畜养殖、肉制品、兽药、饲料、

疫苗 
农林牧渔-饲料Ⅱ-饲料Ⅲ 否 

002286.SZ 保龄宝 
保健器具、保健食品、淀粉类、

粮食 

农林牧渔-农产品加工-其

他农产品加工 
否 

002311.SZ 海大集团 饲料、有机化学农药 农林牧渔-饲料Ⅱ-饲料Ⅲ 否 

002330.SZ 得利斯 冷冻食品 
食品饮料-食品加工-肉制

品 
否 

002385.SZ 大北农 兽药、饲料、种子 农林牧渔-饲料Ⅱ-饲料Ⅲ 否 

002515.SZ 金字火腿 罐头食品、肉制品、调味品 
食品饮料-食品加工-肉制

品 
否 

002548.SZ 金新农 饲料 农林牧渔-饲料Ⅱ-饲料Ⅲ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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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主营产品类型 所属申万行业名称 
是否为 

可比公司 

002557.SZ 洽洽食品 休闲食品 
食品饮料-食品加工-食品

综合 
否 

002567.SZ 唐人神 肉制品、饲料 农林牧渔-饲料Ⅱ-饲料Ⅲ 否 

002582.SZ 好想你 休闲食品 
食品饮料-食品加工-食品

综合 
否 

002695.SZ 煌上煌 休闲食品 
食品饮料-食品加工-肉制

品 
否 

002702.SZ 海欣食品 肉制品 
食品饮料-食品加工-食品

综合 
否 

002726.SZ 龙大美食 肉制品 
食品饮料-食品加工-肉制

品 
否 

002746.SZ 仙坛股份 肉制品 
农林牧渔-畜禽养殖Ⅱ-畜

禽养殖Ⅲ 
否 

002840.SZ 华统股份 肉制品、饲料 
食品饮料-食品加工-肉制

品 
否 

002891.SZ 中宠股份 方便食品、罐头食品 农林牧渔-饲料Ⅱ-饲料Ⅲ 否 

002991.SZ 甘源食品 休闲食品 
食品饮料-食品加工-食品

综合 
否 

003000.SZ 劲仔食品 方便食品 
食品饮料-食品加工-食品

综合 
否 

003030.SZ 祖名股份 豆制品 
食品饮料-食品加工-食品

综合 
否 

300094.SZ 国联水产 水产品 农林牧渔-渔业-水产养殖 否 

300138.SZ 晨光生物 食品添加剂 
农林牧渔-农产品加工-其

他农产品加工 
否 

300175.SZ 朗源股份 蔬菜类、水果类、休闲食品 
农林牧渔-农产品加工-果

蔬加工 
否 

300268.SZ 佳沃食品 冷冻食品 
农林牧渔-农产品加工-其

他农产品加工 
否 

300673.SZ 佩蒂股份 其他农产品 农林牧渔-饲料Ⅱ-饲料Ⅲ 否 

301116.SZ 益客食品 
冷冻食品、禽畜养殖、饲料、休

闲食品 

农林牧渔-畜禽养殖Ⅱ-畜

禽养殖Ⅲ 
否 

600191.SH *ST 华资 电子元器件、糖类、调味品 
农林牧渔-农产品加工-其

他农产品加工 
否 

600251.SH 冠农股份 
钾肥、其他农产品、禽畜养殖、

水电、水果类、糖类、调味品 

农林牧渔-农产品加工-果

蔬加工 
否 

600275.SH *ST 昌鱼 农副产品批发市场、禽畜养殖 农林牧渔-渔业-水产养殖 否 

600438.SH 通威股份 

半导体太阳能光伏、高分子聚合

物、禽畜养殖、肉制品、兽药、

水产品、饲料、无机化工原料、

电气设备-电源设备-光伏

设备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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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主营产品类型 所属申万行业名称 
是否为 

可比公司 

有机化工原料 

600737.SH 中粮糖业 果汁、糖类、调味品 
农林牧渔-农产品加工-其

他农产品加工 
否 

600811.SH 东方集团 
集装箱码头、建材家居超市、建

材零售网站 
综合-综合Ⅱ-综合Ⅲ 否 

600965.SH 福成股份 
冷冻食品、禽畜养殖、肉制品、

乳制品 

休闲服务-其他休闲服务

Ⅱ-其他休闲服务Ⅲ 
否 

601952.SH 苏垦农发 米面类、种子 
农林牧渔-种植业-粮食种

植 
否 

603336.SH 宏辉果蔬 蔬菜类、水果类 
农林牧渔-种植业-其他种

植业 
否 

603345.SH 安井食品 冷冻食品 
食品饮料-食品加工-食品

综合 
否 

603363.SH 傲农生物 
国内贸易、禽畜养殖、兽药、饲

料、疫苗 
农林牧渔-饲料Ⅱ-饲料Ⅲ 否 

603517.SH 绝味食品 休闲食品 
食品饮料-食品加工-食品

综合 
否 

603536.SH 惠发食品 方便食品 
食品饮料-食品加工-食品

综合 
否 

603609.SH 禾丰股份 国内贸易、禽畜养殖、饲料 农林牧渔-饲料Ⅱ-饲料Ⅲ 否 

603668.SH 天马科技 饲料 农林牧渔-饲料Ⅱ-饲料Ⅲ 否 

605077.SH 华康股份 食品添加剂 
食品饮料-食品加工-食品

综合 
否 

605089.SH 味知香 冷冻食品、肉制品、水产品 
食品饮料-食品加工-食品

综合 
否 

605567.SH 春雪食品 肉制品 
食品饮料-食品加工-肉制

品 
否 

832419.BJ 路斯股份 饲料 - 否 

836826.BJ 盖世食品 菌藻类 - 否 

838275.BJ 驱动力 饲料 - 否 

信息来源：w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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