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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新华都购物广场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报的问询函 

 

中小板年报问询函【2019】第 133 号 

 

 

新华都购物广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  

我部在对你公司 2018 年度报告进行审查的过程中，关注到如下

事项： 

1、2014 年至 2018 年，你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以下简称“净利润”）分别为 0.32 亿元、-3.74 亿元、0.54 亿元、

-0.52 亿元和 0.17 亿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以下简称“扣非后净利润”）分别为-0.18 亿元、-3.65 亿元、

-1.20 亿元、-0.53 亿元和-0.14 亿元，持续为负。2018 年实现营业收

入 68.50 亿元，同比下降 1.76%，净利润同比增长 132.63%，经营活

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0.68 亿元，同比下降 5,145.45%。请你公司

说明如下事项： 

（1）请结合你公司目前经营环境、同行业公司情况、现金流状

况、各板块业务的收入、成本和毛利率、主要产品盈利能力等，说明

你公司近五年扣非后净利润持续为负的原因，公司持续经营能力是否

存在重大不确定性，以及拟采取改善经营业绩的具体措施； 

（2）请结合你公司业务情况、销售政策、行业周期、市场供求

情况等说明你公司最近五年净利润呈现盈亏交替的原因及合理性，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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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2018 年度营业收入、净利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

动不一致的原因； 

（3）2018 年你公司各季度实现营业收入分别为 18.55亿元、15.72

亿元、16.07 亿元和 18.16 亿元，净利润 0.29 亿元、-0.22 亿元、0.08

亿元和 0.02 亿元，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0.16 亿元、-0.18 亿

元、0.25 亿元和-0.91 亿元。请结合业务季节性波动情况、销售政策、

收入成本确认时点、费用支出进度等说明 2018 年各季度营业收入维

持稳定的情况下，净利润和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呈现正负交

替且变动不一致的原因及合理性。 

2、年报显示，你公司主营业务总体毛利率为 17.18%，同比增长

1.19 个百分点。请结合同行业公司情况、产品销售情况及成本价格走

势等因素，量化说明毛利率水平的合理性、与同行业公司是否存在重

大差异、以及总体毛利率上升的原因。 

3、报告期内，你公司将全资子公司新华都（福建）物流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新华都物流”）90%的股权转让给第一创建投资（深

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第一创建投资”），转让价格 11,727.9 万元，

你公司确认投资收益 2,733.08 万元。请补充说明如下事项： 

（1）请结合你公司主营业务开展情况、经营模式、未来发展计

划和新华都物流的经营情况等说明本次股权出售的原因； 

（2）本次交易确认投资收益的具体测算过程、相关会计处理的

具体情况、投资收益的确认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以及对你公司 2018 年经营业绩的具体影响。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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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明确意见。 

4、2017 年 9 月，你公司与关联方杭州阿里巴巴泽泰信息技术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阿里巴巴泽泰”）合计出资人民币 20,000 万元设

立福建新盒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盒科技”），你公司出资

人民币 10,000 万元，持有新盒科技 50%的股权。2018 年 9 月，你公

司将持有的新盒科技的 40.50%股权转让给阿里巴巴泽泰，转让价款

为 8,100 万元。 

（1）请结合主要合同条款、发展规划、与阿里巴巴泽泰的合作

模式等说明设立新盒科技一年后又转让其 40.5%股权的原因； 

（2）请补充披露新盒科技最近两年的主要财务数据，包括但不

限于资产负债情况、营业收入、净利润、现金流状况等。 

5、2015 年 12 月，你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久爱致和（北

京）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久爱致和”）、久爱(天津)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久爱天津”）、泸州聚酒致和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泸州致和”）三家公司（以下合称“标的公司”）100%的股

权，交易价格 7.6 亿元，形成商誉 6.78 亿元。标的公司原股东承诺，

标的公司 2015年、2016年和 2017年实现的扣非后净利润不低于 5,070

万元、6,500 万元和 8,520 万元，实际实现净利润分别为 5,248 万元、

6,595万元和 8,582万元，业绩完成率分别为 103.5%、101.5%和 100.7%。

请你公司说明如下事项： 

（1）年报显示，报告期内你公司未计提商誉减值准备。请结合

行业状况、标的公司的经营情况、未来盈利预测情况等详细说明商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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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值的测试过程、主要测算方法、不计提商誉减值的具体依据及合理

性； 

（2）请补充披露标的公司主要业务类型、盈利模式、各业务类

型近三年的销售收入、毛利率等情况，分别披露久爱致和、久爱天津、

泸州致和各业务类型近三年的前五大客户名称、销售额、占该类业务

比例；并详细说明是否存在利润调节使得业绩精准达标的情形； 

（3）请结合资产评估报告（中联评报字[2015]第 577 号、第 578

号、第 579 号）中的盈利预测情况，分别说明久爱致和、久爱天津、

泸州致和 2015 年至 2018 年的业绩完成情况是否与盈利预测相一致，

如否，请详细说明差异的原因及合理性。 

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就问题（1）、（2）发表明确意见。 

6、报告期末，你公司应收账款账面余额为 3.85 亿元，同比增长

116.29%，计提坏账准备 2,155.68 万元。请补充披露： 

（1）请结合你公司经营模式、信用政策和结算方式变化等说明

营业收入下降而应收账款大幅增长的原因及合理性，是否存在提前确

认收入的情形； 

（2）请结合同行业可比公司、期后回款情况、账龄期限等说明

你公司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是否充分、合理；  

（3）年报显示，你公司与北京京东世纪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含

北京京东世纪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东”）应收账款余额为 2.83

亿元，占应收账款余额的比例为 73.61%。请结合你公司与京东的合

作模式、主要合同条款等说明应收账款大幅增长的原因，是否对其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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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重大依赖，并补充披露应收账款前五大客户的期后回款情况。 

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就问题（1）、（2）发表明确意见。 

7、年报显示，江西南昌洪城店因闭店解约纠纷，你公司银行账

户被冻结资金为 8,234,974 元。请补充披露： 

（1）截至回函日你公司被冻结的银行账户余额，被冻结银行账

户用途及占比，被冻结银行账户 2018 年度的收付款金额及占比、流

水笔数及占比、冻结原因，并说明被冻结账户是否为你公司主要银行

账户及理由，是否存在《股票上市规则（2018 年 11 月修订）》第 13.3.1

条规定的情形； 

（2）你公司银行账户被冻结对生产经营活动产生的具体影响、

你公司可能面临的风险及拟采取的具体解决措施；以及你公司知悉该

事项的具体时间，是否及时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 

8、年报显示，你公司的下属子公司泉州新华都购物广场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泉州子公司”）与和昌（福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和昌地产公司”）的诉讼已结案，裁定和昌地产公司向

你公司返还 29,000 万元欠款并支付相应利息。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你公司其他应收款中应收和昌地产公司借款及利息计 3.03 亿元，

已单项计提减值准备 1.42 亿元。请结合和昌地产公司的财务状况、

履约能力等说明你公司计提该笔坏账损失的依据、计提金额的合理性，

是否符合会计政策及《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

发表明确意见。 

9、报告期内，你公司税金及附加金额为 2,710.74 万元，同比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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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 55.27%。其中，消费税同比增长 43.51%，城市维护建设税同比增

长 97.25%，教育费附加同比增长 95.41%。请详细说明在营业收入有

所下滑的前提下各项税费大幅增长的原因及合理性。 

10、年报显示，你公司百货业务 2018 年实现销售额 8.77 亿元，

同比下降 7.85%，而利润却同比增长 232.13%；体育业务 2018 年实

现销售额 0.33 亿元，同比下降 14.01%，利润同比增长 20.58%。请结

合同行业同类业务状况，收入成本构成等说明百货和体育业务在销售

额下降的情况下利润大幅增长的原因。 

11、报告期内，你公司第三方销售平台交易额为 13.11 亿元，实

现营业收入 11.30 亿元。请补充披露电商业务的业务模式、收入确认

方式等情况，并分季度披露线上销售的主要产品、收入金额、成本费

用构成、毛利率状况及回款情况等。 

12、报告期末，你公司预付款项余额为 1.11 亿元，同比下降

47.15%，按预付对象归集的期末余额前五名的预付款余额为 0.67亿，

占比 60.40%。 

（1）请结合你公司与供应商的采购模式、付款方式等说明预付

款项大幅下降的原因，以及预付款前五名占比较大的原因； 

（2）年报显示，你公司预付泸州老窖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

5,474.74 万元，占预付款项比重的 49.48%。同时，报告期内，你公司

的子公司泸州聚酒致和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将持有的泸州老窖电子商

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泸州老窖商务公司”）4%股权以 295.53

万元转让给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请详细说明转让泸州老窖商务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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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股权的原因，并结合泸州老窖商务公司的财务状况说明交易定价的

公允性。 

13、报告期内，你公司所得税费用发生额为 5,368.14 万元，其中，

当期所得税费用 4,140.74 万元，同比增长 166.68%，所得税费用计算

过程中包含“本期未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的可抵扣暂时性差异或可抵

扣亏损的影响”金额为 4,946.53 万元。请列示“本期未确认递延所得

税资产的可抵扣暂时性差异或可抵扣亏损的影响”的具体明细，并说

明当期所得税费用大幅增长的原因和合理性。请年审会计师就此发表

明确意见。 

14、报告期末，你公司存货账面余额为 8.36 亿元，计提存货跌

价准备 1,432.73 万元，整体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比例为 1.71%，较去年

下降 0.11 个百分点。请详细说明你公司存货的主要类别、库龄期限

及存货跌价准备的计提情况，计提比例较去年下降的原因，并结合同

行业可比公司数据，分析说明你公司存货周转情况，整体存货跌价准

备比例是否处于行业较低水平，是否存在价值易于减损、更新周期较

快或长期呆滞的存货，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是否充分、谨慎，请年审会

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并请你公司作存货计提跌价准备对利润的

敏感性分析。 

请你公司就上述事项做出书面说明，在 2019 年 5 月 20 日前将有

关说明材料报送我部并对外披露，同时抄报厦门证监局上市公司监管

处。 

特此函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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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小板公司管理部 

2019 年 5 月 13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