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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海航基础设施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年度

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工作函》有关问题的回复

众环专字[2020]170050号

上海证券交易所：

根据贵所 2020年 5 月 20日发给海航基础设施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海航基础”或“公司”）的《关于海航基础设施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

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工作函》（上证公函【2020】0540号）（以下简称“工作函”）

的内容，我所现就函件中需要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的部分回复如下：

一、关于公司业绩

问题 1.关于信用减值损失。年报显示，公司 2019 年度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为-12.13 亿元，较上年度减少近 31 亿元。报告期内，公司共计提信用减

值损失达 18.7 亿元，其中，计提应收账坏账损失 11.47 亿元，计提其他应收款坏账

损失 6.17亿元。公司对各类应收款项大幅计提减值是业绩由盈转亏的主要原因。请

公司：（1）列示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各类应收款项账面余额、欠款方及关联关系、

交易背景及形成原因、计提比率及合理性；（2）制定切实可行的应收款项回款追偿

方案和实施措施，采取必要措施切实保护公司和中小投资者利益。

...

一、公司回复

（1）公司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各类应收款项账面余额、欠款方及关联关系、交

易背景及形成原因具体明细如下：

① 应收账款明细

关联方 关联关系 款项性质
期末余额

（万元）

计提坏账金

额（万元）

是否为经

营性款项

海南海航日月广场

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其他关联方 日月广场租金、采购货款 52,412.39 26,206.19 是

海口美兰国际机场

有限责任公司
其他关联方

工程款、购房款、提供物

业服务、博鳌保障服务费、

采购货款

16,381.48 8,190.74 是

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武汉市武昌区东湖路 169 号中审众环大厦

邮政编码：430077

Mazars Certified Public Accountants LLP
ZhongshenZhonghuan Building
No.169 DonghuRoad,Wuchang District
Wuhan, 430077

电话 Tel：027-86791215
传真 Fax：027-85424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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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方 关联关系 款项性质
期末余额

（万元）

计提坏账金

额（万元）

是否为经

营性款项

海航集团有限公司 同一最终控制人
海航大厦租金、提供物业

服务、酒店消费款等
15,918.00 7,959.00 是

三亚新机场投资建

设有限公司
同一最终控制人

工程款、工程造价咨询费、

提供物业服务、包厢费
10,452.25 5,226.13 是

海航云端文化传媒

（北京）有限公司
同一最终控制人

广告特许费、海航大厦租

金
8,911.30 4,455.65 是

海南酷铺日月贸易

有限公司
同一最终控制人 日月广场购房款 8,786.29 4,393.15 是

海南数据谷投资发

展有限公司
同一最终控制人

海航大厦租金、提供物业

服务、工程代建管理费、

酒店消费款

8,139.07 4,069.53 是

海南美莎酒店管理

有限公司
同一最终控制人

租金、工程款、提供物业

服务、工程款、工程造价

咨询费

5,964.21 2,982.11 是

海南绿海热带森林

博览园有限公司
同一最终控制人 工程款、提供物业服务 5,762.63 2,881.32 是

三亚凤凰机场商业

管理有限公司
同一最终控制人

租金、人工费用、租金及

管理费、招商代理服务费
4,658.25 2,329.12 是

其他公司汇总（汇总

207 家）
62,192.53 31,096.26 是

应收账款合计 199,578.40 99,789.20

② 其他应收款明细

关联方 关联关系 款项性质
期末余额

（万元）

计提坏账金

额（万元）

是否为经

营性款项

海南航喜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
其他关联方 合同款 92,323.30 38,493.42 是

海南西岭休闲农业

开发有限公司
同一最终控制人 购房款、代收代付电费 23,774.24 11,887.12 是

三亚新机场投资建

设有限公司
同一最终控制人 购房款、消费款 12,001.00 6,000.50 是

洋浦国兴工程建设

有限公司
同一最终控制人 购房款 3,300.00 1,650.00 是

海口美兰国际机场

有限责任公司
其他关联方 购房款、服务费、保证金 1,522.54 761.27 是

三亚唐拉雅秀酒店

投资有限公司
同一最终控制人 购房款 1,023.98 511.99 是

金鹏航空股份有限

公司
同一最终控制人 航线补贴预付款、行赔款 603.97 301.98 是

海南美莎酒店管理

有限公司福朋喜来

登酒店分公司

同一最终控制人 酒店筹开资金 468.88 234.44 是

天津航空有限责任

公司
其他关联方

航线保证金，航延费用、

行赔款等
441.85 220.93 是

保亭海航旅游开发

有限公司
同一最终控制人 购房款 350.00 175.00 是

其他公司汇总（汇总

55 家）
2,575.27 1,287.63 是

其他应收账合计 138,385.03 61,524.29

计提比率及合理性：

关联方海航集团自 2017年末爆发流动性风险以来，在各方支持下虽积极开展“自

救”，但未能彻底化解风险。2020 年初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航空主业、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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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旅游、酒店、服务等行业的收入及现金流均大幅下降，海航集团流动性风险

有加剧的趋势，应收款项回款难度增加。

公司管理层根据实际情况对关联方应收款项预期信用损失按以下原则计提，计

提比率合理：

① 对航空主业板块下的海航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600221.SH）、海南美兰国

际空港股份有限公司（00357.HK）两家上市公司报表合并范围内的关联方参照非关联

预期信用损失计提减值准备。

② 除上述外其余关联方应收款项，考虑到后续的不确定性，按 2019 年末应收

余额的 50%计提信用损失准备，50%预期信用损失率确定依据如下：

因海航集团流动性风险尚在化解中，后续关联方应收款项收回概率与海航集团

流动性风险化解成功与否存在较强关联性，在目前结果不明的情况下，选取其他预

期信用损失率难以找到合理依据，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3 号—或有事项》应用指

南中的规定，“可能”的概率区间为“大于 5%但小于或等于 50%”。

（2）制定切实可行的应收款项回款追偿方案和实施措施，采取必要措施切实保

护公司和中小投资者利益。

公司制定以下应收账款催收制度，保障应收账款的及时回收：

① 公司及其下属各单位对形成应收款项的相关协议、合同的执行情况建立跟踪

制度，严格保证客户按照合同、协议的约定及时支付应收款项。

② 公司及其下属各单位应按照“谁发生、谁清理”的原则，严格落实应收款项

的催收和清理责任。对即将到期的应收款项，及时提醒客户履约付款，对逾期的应

收款项进行催收，限期收回。

③ 催收责任人根据应收款项的金额、客户信用等级、期限等，确定应收款项的

催收方案，采取电话、书面、上门等多方位催收。

④ 针对未按合同履约，逾期欠款一年以上，且多方位催收未果的客户，将通过

协商或单方面等形式终止合同，同时提交至公司合规法务部启动法律维权程序，通

过诉讼或仲裁的方式进行催收。

二、会计师核查意见

我们核查了各类应收关联方款项计提的坏账准备，相关情况如公司回复所述；

我们认为公司计提政策合理，后续我们将持续关注公司应收款项回款追偿方案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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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措施的实际执行情况。

问题 2.关于业绩更正。你公司称，根据期后事项，以及受海航集团流动性风险

等因素影响，提高关联方应收款项坏账准备的计提比例及增加计提联营企业股权投

资损失。你公司实际业绩与前期预告业绩差异巨大，严重影响投资者合理预期。请

公司说明：（1）年初业绩预告时，应收款项的坏账准备会计处理和依据，是否符合

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要求；（2）年初业绩预告披露以来，导致关联方流动性风险加大

的具体情况；关联方偿债风险的迹象年初是否已经存在；前期预告是否已考虑了相

关情况；（3）请公司董事、高管自查是否勤勉尽责，并就业绩预告更正事项明确相

关责任人；（4）进一步评估和完善相关资产减值内控设计和运行的有效性，加强与

相关方的持续沟通，确保相关资产减值计提和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及时、

充分。

一、公司回复

（1）年初业绩预告时，应收款项的坏账准备会计处理和依据，是否符合新金融

工具准则的要求；

公司于 2020年 1 月 23日进行业绩预告，当时关联方海航集团流动性风险仍处于

“自救”阶段，“新冠肺炎”疫情局部出现但尚未大规模爆发，关联方流动性风险

加剧的趋势尚未显现，因此基于当时的情况，公司对应收款项坏账准备进行了可靠

估计，符合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要求。

（2）年初业绩预告披露以来，导致关联方流动性风险加大的具体情况；关联方

偿债风险的迹象年初是否已经存在；前期预告是否已考虑了相关情况；

公司年初业绩预告披露后，爆发“新冠肺炎”疫情，航空主业、机场、商业、

旅游、酒店、服务等行业的收入及现金流均大幅下降，海航集团流动性风险有加剧

的趋势，公司应收款项回款难度增加。

公司根据实际情况对不同行业的关联方公司采取不同的坏账计提政策，其中对

航空主业板块下的两家上市公司报表合并范围内的关联方参照非关联预期信用损失

计提减值准备，除上述航空主业两家公司应收款项，考虑到其他关联方其应收款项

收回的不确定性因素较前期业绩预告披露时进一步增加，故公司对除航空主业的关

联方按 2019年末应收余额的 50%计提信用损失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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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上述情况系业绩预告后出现，公司管理层判断控股股东及关联方的流动性

风险已发生显著变化，未来关联方应收款项的收回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因此调整了

应收款项预期信用损失率，导致业绩预告与实际出现偏差。

（3）请公司董事、高管自查是否勤勉尽责，并就业绩预告更正事项明确相关责

任人；

公司收到监管工作函后，立即组织公司管理层、计划财务部、董事会办公室等

相关人员对业绩预告披露工作流程认真自查，自查结果如下：

① 公司计划财务部按照公司财务报告管理流程，于 2020 年 1 月中旬初步完成

2019年度会计核算工作，初步测算 2019年全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相比上年

度下降幅度将超过 50%；董事会办公室获悉上述利润预测后依据《股票上市规则》

第 11.3.1 条判断已达到发布年度业绩预告的条件，联合计划财务部依据《上市公司

临时公告格式指引第 27/28 号》共同完成业绩预告后，提交公司领导审批；由财务总

监审核业绩预告经营业绩的准确性以及变动原因的合理性，由董事会秘书审核公告

内容准确性及完整性等，最后经公司董事长审阅后于 2020年 1 月 23日对外披露。

② 2020 年 1 月 22 日，公司审计委员会与公司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召开电话

会，审计委员会就公司提供利润测算表及业绩预告事项进行了专项讨论。

③ 业绩预告公布后，公司于 2020 年 4 月中下旬基本完成 2019 年度财务决算，

鉴于 2.（2）所述原因，公司在财务决算时发现部分事项分析判断存在偏差的情况，

且对公司 2019年度业绩预告产生了重大影响。主要包括：

1）公司在 2020 年 1 月业绩预告时，基于当时的情况，公司对应收款项坏账准

备进行了可靠估计。现受海航集团流动性风险等因素影响，控股股东及关联方的流

动性风险加大，未来关联方应收款项的收回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因此按预期信用损

失法提高了对关联方应收款项预期信用损失的计提比例，导致信用减值损失较前次

业绩预告测算增加了 8.69 亿元。

2）公司投资的联营企业海口美兰国际机场有限责任公司、三亚新机场投资建设

有限公司，同样受海航集团流动性风险等因素影响，导致联营企业实际经营业绩与

预期出现较大偏差，因此公司对关联方资产提高了预期信用损失比例，通过采用权

益法核算需增加计提投资损失 3.90 亿元。

④ 在得知上述事项后，公司审计委员会于 2020 年 4 月 20日召集全体委员、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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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长、总裁、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年审会计师等，共同讨论调整后的 2019 年经

营业绩及调整原因，并对包括财务报告等年度报告事项提出了明确的改进意见和工

作要求，并提示公司尽快提交业绩预告更正公告。

⑤ 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 11.3.3条“上市公司披露业绩预告后，又预计本期

业绩与已披露的业绩预告情况差异较大的，应当及时刊登业绩预告更正公告”，公

司于 2020年 4 月 23日刊发业绩预告更正公告。

如上文所述，“新冠肺炎”疫情爆发系业绩预告后发生。公司管理层在业绩预

告披露后对导致联营企业实际经营业绩与预期出现较大偏差情况努力进行了纠正，

公司对业绩更正事项给广大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公司将在今后工作中进一

步加强信息披露工作，提高信息披露质量。

（4）进一步评估和完善相关资产减值内控设计和运行的有效性，加强与相关方

的持续沟通，确保相关资产减值计提和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充分。

公司已根据关联方最新的资产质量情况，对关联方资产提高了预期损失比例。

后续公司将加强与关联方的持续沟通，密切关注关联方资产质量情况，确保相关资

产减值计提和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充分。

二、会计师核查意见

如公司回复所述，2020 年 1 月 23日公司业绩预告时，关联方流动性风险加剧的

趋势尚未显现，公司已基于当时的情况进行了可靠估计。

后续受“新冠肺炎”疫情大规模爆发的影响，航空主业、机场、商业、旅游、

酒店、服务等行业的收入及现金流均大幅下降，应收款项回款难度增加，关联方流

动性风险已发生变化。根据《企业会计准则 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规定，企

业以预期信用损失为基础，对金融资产进行减值会计处理并确认损失准备；结合《企

业会计准则 29号—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公司管理层对相关金融资产减值重新进

行了估计。

由于后续信息相对完整、清晰，公司管理层重新作出的估计更为可靠。故公司

重新预计应收关联方款项预期信用损失率，并根据预计结果调整了应收关联方款项

的坏账准备。

问题 3.关于三亚新机场投资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亚新机场）。三亚新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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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为公司同一控制下的兄弟公司，报告期，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 1.27 亿元。此外，

年报显示，公司对三亚新机场其他应收款 1.2 亿元，对三亚新机场关联担保余额 25.30

亿元。请公司说明：（1）三亚新机场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原因、期限、偿还方式

以及相关责任人；（2）公司对三亚新机场其他应收款的交易背景及形成原因，是否

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形；（3）公司对三亚新机场关联担保是否履行相应的审议

程序，相关担保是否存在逾期情形以及是否因诉讼等原因对公司产生损失；（4）三

亚新机场已连续两年亏损，公司未对相关长期股权投资计提减值准备的原因及合理

性。

一、公司回复

（1）三亚新机场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原因、期限、偿还方式以及相关责任人；

2019年 4 月 10日公司下属子公司海航机场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临时拆借资金

1.27 亿元给三亚新机场用于归还贷款，由付款单位自行办理支付手续，未履行上市

公司层面三会审议程序，占用时间为 186 天，公司已督促关联方于 2019 年 10 月 12

日归还占用资金，具体相关责任人公司正在进一步核查中。

（2）公司对三亚新机场其他应收款的交易背景及形成原因，是否存在非经营性

资金占用情形；

公司对三亚新机场其他应收款的交易背景及形成原因具体明细如下：

挂账单位 期末余额（元） 款项性质

三亚凤凰国际机场候机楼服务有限公司机场分公司 9,937.00 消费款

海南海岛临空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119,500,046.00 购房款

万宁海航康乐悦居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500,000.00 购房款

合计 120,009,983.00

公司为了促进房地产项目的大宗销售去化，委托三亚新机场向其合作的施工单

位推广公司房产销售，为缓解意向单位资金问题，公司推出了购房权利券。相关施

工单位意向同意后，三亚新机场向公司申领购房权利券，并交由施工单位兑换公司

房源，待达到交房确认收入时，由关联方将抵减施工方工程款的房款转回公司。因

施工单位使用的购房权利券暂时作为购房认购金，尚未签订正式的购房备案合同，

公司根据购房权利券的领用人暂挂其他应收款三亚新机场购房款。因此不存在非经

营性资金占用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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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公司对三亚新机场关联担保是否履行相应的审议程序，相关担保是否存在

逾期情形以及是否因诉讼等原因对公司产生损失；

公司为三亚新机场投资建设有限公司提供两笔担保，担保金额 25.30 亿元，截至

2019 年末担保余额 20.00 亿元，涉及逾期担保合计本息为 0.22 亿元，相关担保均已

履行相应审议程序，未涉及诉讼，不存在对公司造成损失的情况。

（4）三亚新机场已连续两年亏损，公司未对相关长期股权投资计提减值准备的

原因及合理性。

三亚新机场亏损，主要系项目涉及环保问题，自 2017 年开始处于非正常停工状

态，借款费用等不再符合资本化条件所致。

长期股权账面价值系根据被投资单位财务数据情况，按权益法调整后所得。对

投资单位均正常经营，无减值迹象，因此未计提减值准备。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 号-长期股权投资》第十一条，被投资单位采用的会计政策及会计期间与投资方不

一致的，应当按照投资方的会计政策及会计期间对被投资单位的财务报表进行调整，

并据以确认投资收益和其他综合收益等。

因三亚新机场是非上市公司，未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公司在纳入权益法核算

时已按新金融工具预计相关信用损失，故未再对三亚新机场的长期股权投资计提减

值准备是合理的。

二、会计师核查意见

审计过程中，项目组在综合分析公司持有货币资金情况，结合银行对账单、公

司账面记录、检查大额货币资金增减变动情况，并重点关注是否存在大额资金异常

收支、是否存在大额委托代付、银行回单的付款或收款单位是否一致等审计程序核

查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况。执行相关审计程序时，根据各公司货币资

金发生额情况，核查标准不一致，主要分为 50 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上、500万元以

上、1000万以上。各公司资金发生额在核查标准以上以及异常往来均全部核对，且

各公司核查比例均不低于 70%；

项目组通过检查协议资料、了解交易背景及实质等审计程序，对重要其他应收

款项性质进行核查；

针对对外担保，项目组执行了下述“问题 13”回复中所述的审计程序，通过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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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相关审计程序，了解公司对三亚新机场提供担保的具体情况；

项目组通过了解公司管理层测试判断依据、取得并分析三亚新机场报表数据、

将三亚新机场相关资料及情况提交所内技术部讨论等审计程序，判断公司对三亚新

机场投资账面价值的合理性。

基于所执行的程序，我们没有发现公司上述回复与我们在审计过程中取得的资

料及了解的信息在重大方面存在不一致的情形。

此外，关于上述问题（2）中事项，如公司所述，三亚新机场用海航基础签署的

权利券抵偿第三方债务事项并没有实际占用到海航基础的货币资金，系代海航基础

向第三方推广房产，属于经营中的互利行为。我们认为公司的解释有一定合理性，

由于相关监管规则规范的是资金往来，而该事项确实没有动用海航基础资金流，另

外，由于地产业务是海航基础主业之一，故未将其认定为非经营性占用。公司已在

年报中将该事项作为关联交易按《企业会计准则第 36 号—关联方的披露》的规定进

行了合理披露。

问题 4.关于海口美兰国际机场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海口美兰机场）。年报

显示，你公司对联营企业海口美兰机场持股比例为 18.66%，采用权益法核算。报告

期内，海口美兰机场亏损超 10 亿元，你公司确认投资损失 3.04 亿元。此外，报告期

内，你公司对海口美兰机场追加投资 3.81 亿元，调减其他综合收益 4.96亿元。请公

司说明：（1）在海口美兰机场经营业绩不佳的情况下，大幅增加对海口美兰机场投

资的合理性；（2）调减对海口美兰机场大额其他综合收益的原因及合理性；（3）

增资是否为各股东方同比例增资，增资是否履行相应的审议程序。

一、公司回复

（1）在海口美兰机场经营业绩不佳的情况下，大幅增加对海口美兰机场投资的

合理性；

海口美兰机场 2019年度总收入 46.20 亿元，毛利润 26%，年度净利润-10.27 亿元，

由于新金融工具准则执行，计提了资产减值损失 11.50 亿元及信用损失 5.41亿元，合

计-16.91 亿元，扣除相关影响后，美兰机场 2019 年净利润为 6.80 亿元。另外近几年

收入均在 40亿元以上，客流量均在 2400万人次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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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五年来，海口美兰机场生产业务量年化增长率保持 7%以上增幅，生产经营情

况保持稳定增长。海口美兰机场 T2 航站楼预计将于 2020 年投入使用，保障能力大

幅提升。未来，随着海南自贸港建设不断深入、美兰二期扩建投入运营等利好下，

将继续推动海南地区航空需求的增长，预期未来收益大幅增长。因此公司加大了对

海口美兰机场的投资。

（2）调减对海口美兰机场大额其他综合收益的原因及合理性；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第十六条金融资产的分类的

规定，海口美兰机场对其他权益工具投资按照公允价值计量，其计量中公允价值变

动部分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由于美兰机场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大部分为对海航系公司

投资，如“新冠肺炎”对海航系公司的影响如前所述，海航集团流动性风险加剧导

致相关投资公允价值减少，相应减少海口美兰机场的其他综合收益。公司对海口美

兰机场的投资采用权益法进行核算，因此根据持股比例调减对海口美兰机场的其他

综合收益。

（3）增资是否为各股东方同比例增资，增资是否履行相应的审议程序。

2019年公司两次对海口美兰机场追加投资，分别是 2019 年 8 月 8 日对海口美兰

机场增资 0.35亿元和 2019年 10月 12日公司以 3.46亿元购买原股东方航辉农业持有

海口美兰机场 3.50%股权。第一次增资是海南省发展控股有限公司和机场集团有限公

司同时对海口美兰机场增资，第二次投资为非关联方投资交易，两次的交易金额未

触及董事会审议及披露标准，由公司经营层决策后履行。

二、会计师核查意见

审计过程中，项目组检查了股权转让协议、美兰机场章程、2019 年度财务报表

等资料，并与美兰机场审计项目组沟通、了解具体审计程序执行情况。经过核查，

公司上述回复属实。

问题 5.关于开曼机场地面服务发展有限合伙企业（以下简称开曼机场）。2018

年度，公司新增对开曼机场长期股权投资，截止 2018 年年末，投资余额 24.03亿元，

持股比例 46.34%。2019 年年报显示，你公司对开曼机场持股比例 46.33%，投资余额

仅 12.28 亿元，对开曼机场的股权投资由长期股权投资转为其他权益工具核算。请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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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1）结合对开曼机场的持股比例、投资金额、影响程度等，说明对开曼机场长

期股权投资转为其他权益工具投资的会计处理及合理性；（2）相关投资是否已产生

实际损失。如有，请列示损失金额及原因。

一、公司回复

（1）2018年开曼机场股权在“长期股权投资”项下核算的依据和合理性：

开曼机场主要资产为间接持有 Swissport Group 55.45%股权。Swissport Group 主要是

运营地面服务，公司原计划参与地面服务项目，故于 2018 年 12月 20日，分别从香

港国际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新华基础设施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收购建得国际有限公司

和 BT Investment Limited 公司 100%股权，从而间接持有开曼机场 46.33%股权，对应投

资金额 24.03亿元。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号—长期股权投资》第二条的规定：“长

期股权投资，是指投资方对被投资单位实施控制、重大影响的权益性投资，以及对

其合营企业的权益性投资。重大影响，是指投资方对被投资单位的财务和经营政策

有参与决策的权力，但并不能够控制或者与其他方一起共同控制这些政策的制定”。

公司基于当时的经营发展和计划，认为后续可通过派驻董事等方式参与开曼机场的

经营决策以分享相关投资收益，因此公司在期末对开曼机场的投资在“长期股权投

资”项下核算。

（2）2019年开曼机场股权在“其他权益工具投资”项下核算的依据和合理性：

① 2019年海航集团流动性风险仍未能有效化解，海航集团进一步强调“聚焦主

业”的要求，整体上开始整合、收缩业务规模及类型，公司对地面服务项目的规划

亦进行相应调整，未来规划中不再包括地服产业，并拟择机出售该境外股权。

② 根据开曼群岛的法律，有限合伙人不参与合伙企业的日常经营即不享有决策

权，若参与合伙企业的日常经营，则对合伙企业在该期间的商业行为承担无限责任

（法律的一般性原则和例外情况）。公司为落实海航集团“聚焦主业”战略，并结

合公司经营调整需要，于 2019年 3 月 25 日召开公司生产经营例会决议，公司不再参

与开曼机场的具体运营管理，随后公司通过正式函件通告开曼机场并与其达成一致

意见：公司承诺永久放弃参与开曼机场日常经营决策的权利，未来亦无权再向开曼

机场派驻董事和高管。至此，公司对开曼机场不再具有重大影响。根据《企业会计

准则第 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上述投资具有“企业管理该金融资产的业务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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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既以收取合同现金流量为目标又以出售该金融资产为目标”以及“在特定日期产

生的现金流量，仅为对本金和以未偿付本金金额为基础的利息的支付”特征，故公

司将上述股权投资转入“其他权益工具投资”项下核算。

截止目前，对开曼机场的投资并未产生实际损失。2019年度公司对开曼机场投

资按照原账面余额 24.03亿元从“长期股权投资”科目转至“其他权益工具投资”科

目，并根据新金融工具准则采用公允价值计量。在 2019 年末对该投资公允价值测算

时，考虑开曼机场最终标的公司为地面服务行业目前受新冠疫情较为严重且为境外

投资，公司对其视同公允价值为账面余额的 50%，即期末开曼机场的公允价值为 12.28

亿元，并将公允价值变动部分计入“其他综合收益”。

二、会计师核查意见

我们认为公司根据其对外投资的目的和意图，将对开曼机场的投资转入“其他

权益工具投资”核算的会计处理是符合企业准则规定；按账面余额的 50%作为其公

允价值进行计量，系当时情况下所能作出的较可靠的估计，具有合理性。

后续工作中，我们将持续关注新冠疫情全球蔓延对开曼机场后续计量的影响。

问题 6.关于受限货币资金。根据年报，截止报告期期末，你公司货币资金账面

余额 103.3 亿元，其中，受限货币资金共计 71.76 亿元，受限原因为质押、监管等。

请公司：（1）列示上述受限货币资金的具体存款银行、形成背景及受限原因；（2）

自查是否存在定期存单等质押品为控股股东及关联方融资担保等情形。如有，请列

示担保的具体时间、金额、方式、期限、控股股东融资金额、决策程序、是否涉嫌

控股股东侵占上市公司利益。同时请公司结合控股股东的生产经营及现金流情况，

说明是否存在风险敞口；（3）核实是否存在与股东或其他关联方联合或共管账户的

情况，是否存在货币资金被关联方违规占用的情形；（4）请年审会计师说明针对公

司货币资金执行的审计程序和结果，同时对上述事项进行核查并发表意见。

一、公司回复

（1）列示上述受限货币资金的具体存款银行、形成背景及受限原因；

公司货币资金账面余额 103.3亿元，其中，受限货币资金共计 71.76亿元，受限

货币资金的具体存放银行、形成背景及受限原因具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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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银行名称 受限金额（元） 形成背景及受限原因

1 盛京银行 2,350,000,000.00 募集资金监管、定期存款

2 长安银行 1,700,000,000.00 募集资金监管、定期存款

3 阜新银行 1,000,000,000.00 定期存款、贷款担保受限

4 洛阳银行 850,000,000.00 定期存款、贷款担保受限

5 交通银行 565,038,770.24 募集资金监管、房地产销售按揭保证金账户、

司法冻结

6 财务公司 422,559,400.30 定期存款

7 工商银行 75,122,432.38 司法冻结、房地产销售按揭保证金账户

8 中国银行 67,208,815.58 房地产销售按揭保证金账户、贷款保证金

9 邮储银行 58,932,921.64 房地产销售按揭保证金账户

10 建设银行 37,717,190.84 司法冻结、共管账户、房地产销售按揭保证

金账户、

11 光大银行 26,302,050.77 房地产销售按揭保证金账户、贷款保证金

12 农业银行 17,055,719.81 房地产销售按揭保证金账户

13 中信银行 2,769,167.20 贷款保证金、司法冻结

14 农村商业银行 1,000,000.00 贷款保证金

15 农村信用社 570,967.10 贷款保证金

16 招商银行 302,421.04 共管账户

17 民生银行 228,781.70 房地产销售按揭保证金账户、司法冻结

18 平安银行 176,850.42 贷款保证金

19 湖北银行 165,598.24 房改房维修专项基金

20 国开行 133,628.52 商品房预售监管资金账户

21 渤海银行 108,909.17 银行账户冻结

22 宜昌市公积金管理中

心伍家岗营业部
90,971.38 房改房维修专项基金

23 浦发银行 18,736.50 司法冻结

24 农业发展银行 15,217.31 司法冻结

25 恒丰银行 163.67 司法冻结

合计 7,175,518,713.81

注 1：上述受限货币资金中的定期存款 63.23 亿元。公司基于谨慎原则，认为定期存款

已不再符合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属性，故将上述 63.23 亿元定期存款参照公司去年的统一政

策列支为受限货币资金。

现就上述 63.23亿元定期存款的现状情况说明如下：

①为关联方担保导致受限 18.5亿元

截至 2019年 12月 31 日，海航基础下属子公司为关联方担保导致受限 18.5亿元，

其中存放在阜新银行 10亿元定期存款属于公司股东大会授权的为关联方 150亿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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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度内，存放在洛阳银行 8.5亿元定期存款属于超出 150亿元担保额度外的违规担保，

均于定期报告中进行了披露。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存放在阜新银行 10亿元定期存款由于关联方已偿还债务，

该担保事项已解除；存放在洛阳银行 8.5亿元定期存款担保事项已解除，具体详见《海

航基础设施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解除违规担保事项的进展公告》（临

2020-061）。

上述资金解决受限后已根据公司资金需求进行支付 13.5亿元，其中根据公司前

期审议和披露的公告事项支付海南英平建设开发有限公司股权款 10.5 亿元、天津空

港商贸中心开发有限公司股权款 1.86 亿元，剩余 5 亿元为活期存款、未设置质押或

担保、不受限。

②募集资金账户的定期存款受限 39.5亿元

截至 2019年 12月 31日，基于谨慎原则，公司参照 2018 年对定期存款统一列支

为受限货币资金政策，将期末募集资金账户的定期存款 39.5 亿元列为受限货币资金。

其中，存放在盛京银行 22.5亿元、存放在长安银行 17亿元。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存放在盛京银行的 22.5亿元募集资金已完成募集资金用途

变更永久补流，存放在长安银行的 17亿元定期存款已完成临时补流。上述募集资金

已解决受限，已根据公司资金需求进行支付 39.21亿元，剩余 0.29亿元为活期存款、

未设置质押或担保、不受限。募集资金用途使用明细如下：

序号 款项性质 金额（元）

1 还本付息 720,426,228.96

2 工程款 584,554,917.48

3 人工成本 283,875,652.72

4 税款 168,861,875.97

5 归还往来欠款 2,102,597,975.48

6 其他日常经营 60,683,349.39

合计 3,921,000,000.00

其中，大项归还往来欠款明细如下：

序号 收款单位 金额（元） 往来款项说明

1 海南福缘投资有限公司 499,730,110.00 支付前期设立 4 家投资公司时未实

缴的出资款。目前公司与海南禧越2 海南福悦投资有限公司 499,730,1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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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收款单位 金额（元） 往来款项说明

投资有限公司共同投资开发，公司

均持有 4 家投资公司 46.3%的股权。
3 海南福隆投资有限公司 499,730,110.00

4 海南福瑞投资有限公司 499,730,110.00

合计 1,998,920,440.00

③账户定期存款受限 5.23亿元

截至 2019年 12月 31日，基于谨慎原则，公司参照 2018 年对定期存款统一列支

为受限货币资金政策，将期末 5.23亿元的定期存款也列为受限货币资金。其中存放

在盛京银行 1亿元、存放在财务公司 7 笔合计 4.23亿元。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存放在盛京银行的 1 亿元定期存款已解除受限，并已用于

归还海航资产管理集团有限公司的往来欠款；海航基础各子公司存放在财务公司 7

笔合计 4.23亿元定期存款已全部转为活期存款并解除受限。

注 2：上述共管户受限金额及共管原因如下：

公司名称 开户行
共管户受限金额

（元）
共管原因

海南海岛临空产业集

团有限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口新海

航支行
193,514.36 共管户-因大英山拆迁与海

口市拆迁办共管

海南海岛临空产业集

团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口分行 302,421.04 共管户-因首府项目与富力

公司共管

（2）自查是否存在定期存单等质押品为控股股东及关联方融资担保等情形。如

有，请列示担保的具体时间、金额、方式、期限、控股股东融资金额、决策程序、

是否涉嫌控股股东侵占上市公司利益。同时请公司结合控股股东的生产经营及现金

流情况，说明是否存在风险敞口；

经公司自查，存在定期存单等质押品为控股股东及关联方融资担保 18.4亿元，

具体明细如下：

担保方 被担保方 金融机构 担保方式 担保金额（元） 担保起始日 担保到期日

海航国际旅游岛

开发建设（集团）

有限公司

海航物流集团有

限公司
阜新银行 存单质押 495,000,000.00 2018/12/27 2020/1/27

海航国际旅游岛

开发建设（集团）

有限公司

洋浦国兴工程建

设有限公司
阜新银行 存单质押 495,000,000.00 2018/12/27 2020/1/27

海航国际旅游岛

开发建设（集团）

有限公司

海航股权管理集

团有限公司
洛阳银行 存单质押

360,000,000.00 2019/6/21 2020/2/21

360,000,000.00 2019/6/24 2020/2/24

130,000,000.00 2019/6/26 2020/2/26

合计 1,84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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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存单质押担保中，公司子公司为海航物流集团有限公司担保的 4.95亿元、

为洋浦国兴工程建设有限公司担保的 4.95 亿元，合计 9.9 亿元存单质押担保项目已

履行相应审议决策程序，该担保项目已于 2020 年 1 月 10日还款结清。公司子公司为

海航股权管理有限公司的 8.5亿元存单质押担保项目未履行相应决策程序，属违规超

限担保，经沟通，海航股权管理有限公司已于 2020年 5 月 26日协商金融机构提前解

除了公司的担保责任，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5 月 28日披露的《关于解除违规

担保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0-061）。

截至本回复日，上述为控股股东及关联方融资质押担保情形均已解除，公司不

存在风险敞口。

（3）核实是否存在与股东或其他关联方联合或共管账户的情况，是否存在货币

资金被关联方违规占用的情形；

公司不存在与股东或其他关联方联合或共管账户的情况，除“问题 14”中涉及

的被关联方非经营期间占用 7.07 亿元外，公司不存在货币资金通过联合或共管账户

被关联方违规占用的情形。

二、会计师核查意见

针对公司货币资金，我们执行的主要审计程序如下：

（1）打印公司已开立账户清单并与账面记录账户核对，确定是否存在遗漏账户

的情形；

（2）发出银行询证函 689份，金额合计 103.29亿元，取得回函 679份，金额合

计 103.26 亿元，在收发函过程中保持独立性，未回函部分为余额较小的不常用账户，

该部分账户已通过核对对账单、检查账户的流水、主要关注使用频率和是否有大额

的资金收支等方式进行替代。定期存款、余额或发生额较大等重要账户由审计人员

亲自到银行进行现场函证；

（3）结合银行对账单、公司账面记录情况，检查大额货币资金增减变动情况，

并重点关注是否存在大额资金异常收支、大额委托代付、银行回单的付款或收款单

位是否一致等情形（根据各公司货币资金发生额情况，核查标准不一致，主要分为

50万元以上、100 万元以上、500 万元以上、1000 万以上。各公司资金发生额在核查

标准以上以及异常往来均全部核对，且各公司核查比例均不低于 70%）。通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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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我们发现存在关联方非经营性期间占用公司资金 7.07亿元的情形，该事项公

司已在年度报告及关联方资金占用报告中披露；

（4）结合对外担保事项，对期末尚有担保余额的向被担保银行发函，以确定相

关担保情况是否与已知信息一致。审计过程中，共发函 29 份，取得回函 26 份，未

回函部分已电话沟通，均未对担保余额、逾期本息提出异议；

（5）取得企业征信报告，核对公司借款、担保抵质押情况，并结合函证、产权

查询、对外担保等相关审计程序，分析核实货币资金受限情况及是否存在账户共管

情况。

经检查，公司存在用定期存单为关联方提供质押担保情况，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日，该部分担保余额合计 18.40亿元，该事项公司已在年度报告中披露。

基于所执行的程序，我们没有发现公司上述回复与我们在审计过程中取得的资

料及了解的信息在重大方面存在不一致的情形。

问题 7.关于海航集团财务公司。海航集团财务公司为公司同一控制下的兄弟公

司，截止报告期期末，你公司在集团财务公司存款余额 23.93 亿元。请公司：（1）

结合资金情况，说明将巨额资金存放在集团财务公司主要考虑，是否符合上市公司

的经营利益；（2）核实并披露公司与集团财务公司的存、贷等资金往来记录，说明

是否存在任何资金受限的情形。如有，请说明受限原因以及是否形成实质性资金占

用。请公司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一、公司回复

（1）结合资金情况，说明将巨额资金存放在集团财务公司主要考虑，是否符合

上市公司的经营利益；

为适应公司发展，进一步优化财务业务流程，降低财务成本，提高资金使用效

率，实现效益最大化，经 2017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了《关于与海航集团财务有

限公司签订<金融服务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与海航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于

2018 年 5 月签订《金融服务协议》，明确公司及子公司在海航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存

款每日余额不高于人民币 60亿元，有效期 3 年。公司将资金存放在集团财务公司主

要出于以下几点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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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根据《金融服务协议》约定，财务公司可根据上市公司的经营和发展需要，

提供授信服务。公司可在财务公司核定的授信额度内办理包括但不限于贷款、票据

承兑及贴现、担保、融资租赁、保理、信用鉴证、透支、贸易融资及由财务公司投

资公司发行的债券。

② 公司在财务公司的存款形式包括活期存款、定期存款、通知存款、协定存款

等，且财务公司存款利率较基准利率上浮达 20%。与各大商业银行同期存款利率相

比，也具有较大优势。

项目
财务公司

利率
基准利率

基准上浮

比例
五大行

较五大行上

浮比例

（一）活期存款 0.385 0.35 10% 0.300 28%
（二）整存整取定期存款

三个月 1.32 1.1 20% 1.350 -2%
半年 1.56 1.3 20% 1.550 1%
一年 1.80 1.5 20% 1.750 3%
二年 2.52 2.1 20% 2.250 12%
三年 3.30 2.75 20% 2.750 20%

③ 根据《金融服务协议》约定，公司及子公司在财务公司存款每日余额不高于

人民币 60亿元，公司及子公司在财务公司资金存放均严格在协议约定范围内进行。

（2）核实并披露公司与集团财务公司的存、贷等资金往来记录，说明是否存在

任何资金受限的情形。如有，请说明受限原因以及是否形成实质性资金占用。

报告期内公司在财务公司无贷款业务，公司在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合法合规

的在财务公司开展资金存款业务，未超出 60亿元的存款限额，公司期末财务公司存

款余额 23.93亿元，同比去年同期的 57.55亿元下降了 33.62 亿元。公司基于谨慎原则，

认为定期存款已不再符合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属性，故将公司期末的财务公司存款

4.23 亿元定期存款参照去年的统一政策列支为受限货币资金，但不形成实质性资金

占用，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定期存款单位 金额（元）

1 海航基础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203,217,982.26
2 三亚凤凰国际机场有限责任公司 124,497,747.48
3 海航机场集团有限公司 27,712,680.61
4 海南海航物业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44,820,945.98
5 海航地产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3,042,543.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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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定期存款单位 金额（元）

6 海南海岛一卡通汇营销管理有限公司 5,000,000.00
7 宜昌三峡机场有限责任公司 4,267,500.00

合计 422,559,400.30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海航基础各子公司存放在财务公司 7 笔合计 4.23亿元定期

存款已全部转为活期存款并解除受限。

公司 2019 年 1 月 1 日、2019 年 6 月 30 日和 2019 年 12 月 31 日在财务公司的存

款余额如下：

日期 存款余额（元）

2019年 1月 1 日 5,755,081,380.25

2019年 6月 30 日 5,565,309,359.01

2019年 12月 31 日 2,392,628,176.24

二、会计师核查意见

我们在审计过程中取得了上述公司回复中提及的与海航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签订

的《金融服务协议》及相关审议及披露文件，查阅了协议主要内容，并关注协议审

议及披露程序是否合规。此外，我们从各月中抽样统计了公司存放海航集团财务有

限公司账户日存款余额，未发现超过《金融服务协议》规定限额的情形。

公司期末的财务公司存款中定期存款余额 4.23亿元，已在财务报表附注中作为

受限货币资金披露。由于财务公司具有“内部银行”的特殊性，对存放在财务公司

的款项是否构成财务公司或其他关联方实质性占用尚无明确规范。我们已在审计中

关注了公司存放财务公司款项是否受限以及是否作为关联交易在附注中进行了充分

披露。

问题 13.年报显示，截至 2019 年 12月 31 日，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 218 亿元，占

净资产比例为 77.77%，存在逾期担保 15.66 亿元；公司对关联方担保总额 167亿元，

已超出年初股东大会授权的为关联方担保总额度，部分担保未履行相应审议程序并

对外披露，已涉嫌违规。关联担保风险和违规担保事项是公司 2019 年度内部控制被

出具否定意见的原因之一。请公司：（1）自查并列示违规担保被担保对象、关联关

系、担保金额、担保方式、是否存在债务逾期和实际损失；（2）说明公司在关联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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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风险较大的情况下，且提供担保的子公司存在逾期未偿还借款的重大风险，依

然为关联方提供巨额担保的必要性；（3）结合公司巨额关联担保、逾期担保、违规

担保事项，说明公司为保障资产安全而采取的风控管理措施，以及后续为降低潜在

担保风险而制定的相应解决方案。

一、公司回复

（1）自查并列示违规担保被担保对象、关联关系、担保金额、担保方式、是否

存在债务逾期和实际损失；

经自查，公司违规担保被担保对象、关联关系、担保金额、担保方式、债务逾

期和实际损失情况见下表：

单位：元

担保方 被担保方 关联关系 期末担保余额 担保方式
逾期

本金
逾期利息

实际

损失

海南海岛临空产

业集团有限公司

海航物流集

团有限公司

同一最终

控制人
426,800,000.00 抵押担保 - 49,768,947.22 无

海航国际旅游岛

开发建设（集团）

有限公司

海航股权管

理有限公司

同一最终

控制人
850,000,000.00 质押担保 - - 无

三亚凤凰国际机

场有限责任公司

海航实业集

团有限公司
公司股东 245,900,000.00 信用担保 - - 无

截止目前，该三笔违规担保均已解除，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5月 28日披

露的《关于解除违规担保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0-061）及 2020 年 5

月 30日披露的《关于解除违规担保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0-062）。

（2）说明公司在关联方债务风险较大的情况下，且提供担保的子公司存在逾期

未偿还借款的重大风险，依然为关联方提供巨额担保的必要性；

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为关联方提供担保的主要考虑为，关联方同样为公司及下属

子公司的借款提供了巨额担保的前提下而发生的互保行为，属于正常关联担保项目，

符合相关规定及公司的经营发展战略，且大部分为关联方担保项目均为以前年度发

生延续而来。

（3）结合公司巨额关联担保、逾期担保、违规担保事项，说明公司为保障资产

安全而采取的风控管理措施，以及后续为降低潜在担保风险而制定的相应解决方案。

公司及控股股东对本次关联担保整改工作高度重视，从全面加强内部控制出发，

公司以董事长为第一责任人组织开展了公司内部自查整改，从内控制度建设、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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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内控执行等方面全面、深入开展自查整改，并对现有制度进行梳理，查漏补

缺。具体风控管理整改措施如下：

① 公司将继续规范公司治理和加强内控体系建设，完善企业管理体系，增强执

行力；加强风险管控及预警，加强企业内部审计，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编

制财务报表，促进企业规范发展。加强全员学习，保障各项规章制度的有效落实，

强化内部控制监督，降低制度流程的运行风险，使内部控制真正为企业发展提供监

督保障作用，促进公司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公司将严格遵照《企业内部控制

基本规范》等规定，完善落实各项制度，全面加强管控，确保公司在所有重大方面

保持有效的内部控制。

② 明确各部门对关联方担保识别、认定、按照时限要求履行申报职责，使公司

关联担保能严格按照审批程序进行决策，及时进行信息披露。

③ 强化公司印章管理与使用，严肃重申《印章管理制度》，切实规范用章行为，

坚决落实“专人保管、先审后用、用后登记”的用章规范。后续公司将通过内、外

部的审计工作定期和不定期地检查印章管理的落实情况。

④ 针对关联担保项目中的关联担保逾期本息，公司将督促关联方尽快筹集资金

清偿，并尽快与债权人沟通将关联担保转为正常。

⑤ 关联担保项目中如未提供反担保的，公司将协商关联方提供反担。

二、会计师核查意见

针对对外担保，我们执行的主要审计程序如下：

（1）取得了公司提供的对外担保名单、取得对外担保合同等原始资料；

（2）在现场审计中要求项目组结合借款及资产审查等梳理对外担保情况；

（3）检查独立从印章保管部门取得的各公司印章登记簿，检查是否存在对外担

保盖章及其他重要事项；

（4）网上查询被担保企业征信情况及其股权质押情况，结合公司持有被担保方

股权质押情况并与担保合同等进行核对；

（5）网上查询并表范围内公司股权质押情况，并将其记录与质押合同进行核对；

（6）审计人员亲自前往不动产中心打印权证信息，并将其上记录的抵质押信息

与担保合同进行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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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独立取得公司企业征信报告，详细核对对外担保情况；

（8）向被担保银行进行独立发函，并提请银行确认主债务人是否存在逾期归还

本金及利息情况。审计过程中，共发函 29 份，取得回函 26 份，未回函部分已电话

沟通，均未对担保余额、逾期本息提出异议；

（9）从回函、印章登记簿等程序中发现的疑似对外担保事项，与公司进行进一

步核对确认。

基于所执行的程序，我们没有发现公司上述回复与我们在审计过程中取得的资

料及了解的信息在重大方面存在不一致的情形。

后续工作中，我们将关注公司采取的风控整改措施的落实情况，并及时提请公

司规范披露。

问题 14.报告期内，公司向关联方违规拆出资金 7.07 亿元，形成关联方非经营

性占用公司资金。公司已连续两年存在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形，连续两年内

部控制被出具否定意见。请公司：（1）列示资金占用方与公司的关联关系、占用金

额、占用时长、偿还方式；（2）全面自查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的原因、影响及

具体责任人；（3）结合与关联方资金往来情况，进一步核查是否存在其他资金占用

行为；（4）董事会、管理层应全面梳理导致否定意见所涉及的事项，制定切实可行

的整改措施，恢复公司有效的内部控制。

一、公司回复

（1）列示资金占用方与公司的关联关系、占用金额、占用时长、偿还方式；

公司报告期内有关联方非经营性期间资金占用的行为，金额为 7.07亿，资金占

用方与公司的关联关系、占用金额、占用时长、偿还方式具体如下：

序号 资金占用方 关联关系
占用金额

（万元）
占用时长 偿还方式

1 海航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同一最终控制人 13,000.00 18天 现金偿还

2 海航资产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同一最终控制人 45,000.00 20天 现金偿还

3 三亚新机场投资建设有限公司 同一最终控制人 12,700.00 186天 抵债偿还

（2）全面自查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的原因、影响及具体责任人；

上述三笔资金占用行为均为付款单位单位临时拆借资金给关联收款方用于归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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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款，由付款单位自行办理支付手续，未履行上市公司层面三会审议程序，占用时

间分别为 18天、20天、186天，公司已督促关联方于 2019 年 12 月 31日前归还期间

占用资金。

期间关联方资金占用行为导致 2019年度公司部分事项内控失效，具体责任人将

进一步核查。

（3）结合与关联方资金往来情况，进一步核查是否存在其他资金占用行为；

经公司核查，不存在其他资金占用行为。

（4）董事会、管理层应全面梳理导致否定意见所涉及的事项，制定切实可行的

整改措施，恢复公司有效的内部控制。

关联方已于 2019年 12月 31日前已归还期间占用资金，公司已实施多方面的整

改措施：

① 进一步加强公司管理层相关业务部门、关键岗位业务人员对关联方资金占

用、关联交易相关法规、管理制度、审批流程的学习培训，强化关键人员、关键岗

位的规范意识，确保内控制度得以有效执行；

② 继续优化公司治理结构，公司将按照现代企业制度及监管部门监管要求，进

一步优化公司治理结构，规范“三会”运作，按照上市公司治理准则规定使决策层、

经营层人员、岗位、职责分离，管理层关键岗位不能交叉任职，不相容岗位不能兼

任；建立有效的制衡机制，决策层、管理层、执行层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决策合

规、管理到位。

通过上述整改措施，公司进一步完善内部控制程序，确保公司规范运行。

二、会计师核查意见

针对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我们执行了如“问题 3”回复所述的相关审

计程序。

通过执行上述程序，我们认为需要披露的事项均在财务报告附注及关联方非经

营性资金占用报告中进行了披露。

如公司回复所述，公司采取了加强学习、优化治理结构等整改措施，后续我们

将持续关注公司具体整改情况。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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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关于海航基础设施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

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工作函>有关问题的回复》的盖章页）

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九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