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证券代码：000663     证券简称：永安林业     公告编号：2019-007 

福建省永安林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福建省永安林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于 2019 年 1 月 31 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福建省永安林

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公司部关注函 〔2019〕第 20

号，以下简称“《关注函》”），公司对《关注函》所提出的问题进

行了认真核查和确认，并向深圳证券交易所进行了回复，现将相关内

容公告如下： 

你公司 2019 年 1 月 29 日披露的《2018 年度业绩预告》公告显

示，预计 2018 年度亏损 9 亿元至 13.5 亿元，主要原因包括：（1）木

材受国家相关政策影响仍处于受限伐状态，木材产、销量大幅减少；

（2）家具行业受国内市场流动性不足以及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的影

响，收入大幅减少；（3）收到的政府补助同比减少较大；（4）计提商

誉减值。 

你公司此前公告显示，福建森源家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森源

家具”）为你公司 2015 年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的标的资产，交易

对方的业绩承诺期为 2015 年至 2017 年，三年间实现的累计净利润与

承诺的累计净利润极为接近。你公司 2018 年半年报显示，2018 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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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你公司净利润为-3,215.60 万元，其中森源家具的净利润为

-636.33万元。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承诺期间 
当期实际

的净利润  

盈利预测的

净利润 

业绩承诺的累

计净利润 

实际累计净利

润与承诺累计

净利润差额 

已完成 

比例 

2015 年度 11,018.50 11,030 11,030.00 -11.50 99.90% 

2016 年度 16,109.70 13,515 24,545.00 2,583.20 110.52% 

2017 年度 13,742.48 16,378 40,923.00  -52.32  99.87% 

2018 年 

上半年 -636.33     

我部对此表示关注。请你公司说明以下事项： 

1. 你公司 2018 年三季度报告显示，公司 2018 年前三季度亏损

约 3777 万元。请结合你公司所处行业发展状况和经营环境、营运效

率和主要财务指标及与同行业公司对比、业务是否存在季节性等情况，

说明你公司 2018 年第四季度业绩大幅亏损的原因，并按各主要亏损

项目说明你公司预计的亏损金额；同时请说明公司已披露的 2018 年

第一季度、半年度、前三季度财务数据是否存在需调整的情形，如是，

请说明具体情况。 

说明： 

(1)公司的营业利润主要来源于子公司森源家具，森源家具从事

顶级高端酒店定制家具业务，主要客户为五星级及以上酒店。公司第

四季度业绩大幅亏损的主要原因： 

①2018 年以来，受宏观经济环境，尤其是房地产调控、金融去

杠杆等因素影响，行业下游企业面临资金紧张、投资放缓等情况，高

端酒店开工量明显减少，导致行业普遍出现订单量减少、标准下降、

工期延后、收款条件不佳等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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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受贸易争端、关税上升等因素影响，酒店家具出口受阻，大量

竞争对手转向国内市场，国内市场竞争环境发生急剧变化，供求关系

显著失衡，订单获取难度大幅提升，在手订单毛利率也显著下滑。 

③在国内外市场环境急剧变化的情况下，原经营班子应对市场能

力不足，管理不到位，核心销售多人离职，公司获取订单大幅减少，

造成收入和效益大幅下降。 

森源家具过往销售旺季在四季度，2015 年、2016 年及 2017 年三

年中第四季度销售收入占全年销售分别为 37.31%、29%及 32.15%。受

上述因素影响，2018 年第四季度未能出现传统的销售旺季，收入同

比大幅度下降。 

（2）主要亏损项目及预计亏损金额 

①公司主营业务亏损约 2.46 亿元，拟计提应收款项坏账准备及

其他资产减值准备约 1.1 亿元；对外投资拟计提减值约 1600 万元；

因家具业务板块 2018 年未达到业绩预测，拟计提商誉减值约 8.5 亿

元。 

②与上年同期相比，本期获得的政府相关补助款减少约 7500 万

元。 

（3）目前暂未发现公司已披露的 2018 年第一季度、半年度、前

三季度财务数据存在需调整的情形。 

2. 说明森源家具在业绩承诺期满后第一个会计年度即出现业绩

下滑的具体原因，在此基础上说明你公司收购森源家具时进行收益法

评估的各项假设是否发生重大不利变化、相关参数选取是否与实际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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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列表对比森源家具 2018 年实际经营指标与购买时收益法评估下

2018 年预测经营指标的差异，变化幅度超过 30%的，请说明原因。 

说明： 

（1）业绩承诺期满后第一个会计年度即出现业绩下滑的主要原

因： 

公司的营业利润主要来源于子公司森源家具，森源家具从事顶级

高端酒店定制家具业务，主要客户为五星级及以上酒店。 

①2018 年以来，受宏观经济环境，尤其是房地产调控、金融去

杠杆等因素影响，行业下游企业面临资金紧张、投资放缓等情况，高

端酒店开工量明显减少，导致行业普遍出现订单量减少、标准下降、

工期延后、收款条件不佳等情况。 

②受贸易争端、关税上升等因素影响，高端酒店家具出口受阻，

大量竞争对手转向国内市场，国内市场竞争环境发生急剧变化，供求

关系显著失衡，订单获取难度大幅提升，在手订单毛利率也显著下滑。 

③在国内外市场环境急剧变化的情况下，原经营班子应对市场能

力不足，管理不到位，核心销售多人离职，公司获取订单大幅减少，

造成收入和效益大幅下降。 

（2）公司收购森源家具时进行收益法评估的各项假设及重大变

化 

主要变化列示如下： 

收益法评估各项假设 发生变化情况 

国家现行的宏观经济、金融以及产业等

政策不发生重大变化。 

受宏观经济下行及高端酒店家具行业竞

争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等影响，对高端酒店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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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业务板块的经营产生重大的影响。 

评估对象的社会经济环境以及所执行的

税赋、税率等政策无重大变化。 

高端酒店投资环境发生重大变化，高端

酒店家具市场需求不及预期。行业税赋、税

率未发生重大变化。 

评估对象未来的经营管理班子尽职，并

继续保持现有的经营管理模式持续经营。 

在国内外市场环境急剧变化的情况下，

原经营班子应对市场能力不足，管理不到位，

核心销售多人离职，公司获取订单大幅减少，

造成收入和效益大幅下降。 

评估对象在未来经营期内其主营业务结

构、收入成本构成以及未来业务的销售策略

和成本控制等仍保持其最近几年的状态持

续，而不发生较大变化。不考虑未来可能由

于管理层、经营策略以及商业环境等变化导

致的业务结构等状况的变化。 

公司在经营期内，主营业务结构、收入

成本及未来业务销售策略和成本控制状态持

续，未发生较大变化。但高端酒店家具业务

板块因竞争激烈导致订单不足，产能利用率

不高而造成单位生产成本提高、毛利率下滑。 

在未来的经营期内，评估对象的各项期

间费用不会在现有基础上发生大幅的变化，

仍将保持其最近几年的变化趋势持续，并随

经营规模的变化而同步变动。本评估所指的

财务费用是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为筹集

正常经营或建设性资金而发生的融资成本费

用。鉴于企业的货币资金或其银行存款等在

生产经营过程中频繁变化或变化较大，评估

时不考虑存款产生的利息收入，也不考虑付

息债务之外的其他不确定性损益。 

由于订单不足，收入大幅下降，各项期

间费用占收入的比重上升。 

（3）相关评估参数与实际情况列示如下：选取的财务预测数 2015

年至 2017 年分别为 10,121 万元、12,387 万元、15,062 万元，实际

完成情况分别为 11018.5 万元、16109.7 万元、13742.48 万元。其中，

2015 年及 2016 年实现了当年预测利润；2017 年实现利润与预测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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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差 1320 万元，主要是受深圳工厂搬迁等影响，主营业务收入下降

31%所致；选取的评估参数收购评估 WACC 折现率为 12.71%，其中无

风险收益率（参照近五年中长期国债利率平均水平 4.08%），市场期

望报酬率（实行自由竞价交易后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期间的指数平

均收益率 11.24%），β e 值（取沪深 6 家同类可比上市公司 2011 年

12 月至 2014 年 12 月的市场价格测算 0.9519），上述折现率模型符合

评估通行做法，取值均来自公开渠道，取值合理。  

（4）森源家具 2018年实际经营指标与购买时收益法评估下 2018

年预测经营指标的差异及说明列表如下： 

单位：元 

项目 预测数 实际数 差异率 差异说明 

收入 

  1,639,810,000.00  

   

216,583,406.03  86.79% 

国内市场受房地产

调控、市场流动性不足的

影响，高端酒店开工量减

少、装修标准下降、工期

延后；国外市场受贸易争

端、关税上升等因素影

响，家具出口受阻，大量

竞争对手转向国内市场，

竞争环境发生急剧变化；

原经营班子应对市场能

力不足，导致公司获取订

单大幅减少，造成收入和

效益大幅下降。 

成本 

  1,190,840,000.00  

   

186,436,304.64  84.34% 

随着订单减少，产能利用

率不足，规模效应降低，

导致生产成本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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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税金及附加 

     13,510,000.00  

     

7,850,778.63  41.89% 

与销售收入相对应的税

金及附加计提同比例减

少  

营业费用 
    108,860,000.00  

    

96,621,683.21  11.24% 

 

管理费用 
     82,740,000.00  

    

67,008,987.21  19.01% 

 

财务费用 
      9,210,000.00  

    

25,644,117.37  178.44% 

增加了东莞新工厂投入

产生借款的利息 

资产减值损失 
               -    

   

122,385,155.15    

 

投资收益 
               -    

      

-108,871.40    

 

营业利润 
    234,640,000.00  

  

-289,472,491.58  223.37% 

主要原因为收入减少及

利息费用增加  

加：营业外收入 
               -    

       

807,444.00    

 

减：营业外支出 
               -    

       

970,086.04    

 

利润总额 
    234,640,000.00  

  

-289,635,133.62  223.44% 

主要原因为收入减少及

利息费用增加  

减：所得税 
     58,660,000.00  

     

6,220,030.75  89.40% 

主要原因为利润减少 

净利润 
    175,980,000.00  

  

-295,855,164.37  268.12% 

主要原因为收入减少及

利息费用增加  

毛利率 
27.38% 13.92% 49.16% 

订单减少导致产能不足，

生产成本增加  

净利率 10.73% -136.60% 1372.87% 因净利减少 

营业费用占收入

比 6.64% 44.61% 572.01% 

因收入下降而基本营销

费用仍需发生 

管理费用占收入

比 5.05% 30.94% 513.18% 

因收入下降而管理机构

费用仍需发生 

财务费用占收入

比 0.56% 11.84% 2008.13% 

因新工厂投入新增的借

款利息增加  

3. 结合森源家具的实际业绩情况，说明你公司 2015 年至 2017

年年报中对森源家具的商誉减值评估是否合理，商誉减值准备计提是

否充分，商誉减值测试是否合理。请年审会计师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

意见。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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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2015 年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了标的资产森源家具，于

2015 年 9 月完成资产交接，并纳入公司年度报表的合并，合并期间

为 9-12 月。因该年度实现的业绩与预测基本吻合，商誉不存在减值

迹象，该年度公司不需计提商誉减值。 

2016 年度森源家具实现营业收入为 11.10 亿元，净利润为 1.44

亿元。公司管理层聘请了福建中兴资产评估房地产土地估价有限责任

公司（以下简称：中兴评估公司）对“森源家具”截止 2016 年 12 月

31 日的股东权益公允价值重新评估，根据中兴评估公司于 2017 年 4

月 25 日出具的闽中兴评字[2017]第 3009 号《资产评估报告》，标的

资产森源家具于 2016 年 12 月 31 日的评估结果为 149,386.06 万元，

低于森源家具的可辩认净资产 50,509.66万元与商誉 99,414.45万元

之和 149,924.11 万元，计提商誉减值金额为 538.05 万元。 

2017 年年报中公司根据中兴评估公司于 2018 年 4 月 20 日出具

的闽中兴评字[2018]第 3008 号《资产评估报告》，标的资产森源家具

于 2017 年 12 月 31 日的评估结果为 158,239.52 万元，低于森源家具

的可辩认净资产 63,919.71 万元与商誉 99,414.45 万元之和

163,334.17 万元，需计提商誉减值金额为 5,094.65 万元，因 2016

年已计提了减值 538.05 万元，因此，该年度公司计提商誉减值金额

为 4,556.60 万元。 

从资产组未来可收回价值的合理性上分析，在选择评估方法上，

公司价值评估采用的测算模型为公司自由现金流折现模型，为行业通

用的测算模型，符合评估准则的要求；在评估所选取的重要参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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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主要来源于国家统计局、专业金融数据软件以及管理层的对未来

的谨慎判断，数据可靠，因此，在此估值基础上计提的商誉减值和减

值测试合理。 

4. 结合森源家具业绩承诺达标率接近 100%、承诺期满后业绩下

滑的情况以及对 2、3 问的答复，核查并说明是否存在可能导致森源

家具 2015 年至 2017 年业绩追溯调整、可能触发相关主体进一步业绩

补偿义务的情形；如是，进一步说明你公司对于业绩补偿责任的追责

机制与风险控制措施。 

说明： 

目前森源家具年报尚未审计，若公司发现可能导致森源家具 2015

年至 2017 年业绩追溯调整的情形，将严格按照会计准则进行会计处

理；触发相关主体进一步业绩补偿义务的情形，公司将严格按照《利

润补偿协议》相关约定进行追偿；同时公司在森源家具出现经营困难、

总经理辞职的情况下，已对森源家具董事会进行了全面改组，并调整

了经营班子主要人员，以确保森源家具经营稳定;如进一步发现存在

因有关各方不当行为导致损害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

将依法依规对相应责任主体追责，从而保护上市公司和其它股东的利

益。 

5．根据你公司披露的 2017 年年报及临时报告，业绩承诺方需就

福建森源在 2017 年业绩未能全部实现及资产减值部分予以补偿；目

前该业绩补偿承诺尚未履行。请你公司及时督促业绩承诺方进行业绩

补偿，并及时披露业绩补偿的进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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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公司于 2018 年 12 月 27 日召开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表决通过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标的资产 2017 年度业绩承诺及资产

减值补偿方案的议案》，于 2019 年 2 月 14 日召开 2019 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表决通过了《关于苏加旭等三位股东 2017 年度业绩承诺

及资产减值补偿义务由厦门中佰龙置业有限公司代为履行的议案》。

业绩补偿事项正按照程序进行，公司将及时披露业绩补偿的进展情况。 

6．说明你公司是否存在其他应披露未披露事项以及你公司认为

需说明的其他事项。 

说明： 

公司不存在其他应披露未披露事项，也不存在需说明的其他事项。 

特此公告！ 

 

                   福建省永安林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2 月 15 日 


	（2）主要亏损项目及预计亏损金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