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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海南椰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年度
报告的事后审核问询函》有关问题的回复
众环专字[2018]170034 号
上海证券交易所：
根据贵所 2018 年 5 月 18 日发给海南椰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海南椰岛或“公司”）的《关于对海南椰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年度报
告的事后审核问询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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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9.长期股权投资。年报披露，公司期末长期股权投资 8596.47 万元，同比增
长 64.9%，主要为本期对叁圆文化旅游公司（以下简称叁圆文化）追加投资 3775
万元，2018 年 3 月公司将叁圆文化股权转让。请公司补充披露：
（1）公司对前
述标的初始投资时间及投资规模，标的公司的注册资本、出资方式、各主要投资
人的出资比例、董事会及管理层的人员安排等，公司持股 51%但未纳入合并报表
的原因；
（2）前述投资标的的经营情况、增资前后的股权结构和最近一年又一期
的主要财务指标，包括不限于资产总额、资产净额、营业收入和净利润等，并注
明是否经过审计；
（3）投资亏损 148.56 万元情况下，本期追加投资的原因，对
上市公司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4）投资标的与上市公司、大股东及
公司董监高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应说明的关系，上市公司是否存在为该公司
提供担保、委托该公司理财，以及该公司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等方面的情况；
（5）
2018 年 3 月股权转让的具体情况，包括交易对方、交易作价、会计处理、投资
损益、转让原因等。
【公司回复】
（1）投资背景：自然之美（海南）旅游管理有限公司（下称自然之美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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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更好开发建设琼海龙寿洋生态原野项目，于 2017 年 7 月成立海南叁圆文化
旅游投资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1000 万元。叁圆文化公司与琼海市嘉积镇政府签
订项目开发协议，合作开发建设琼海龙寿洋生态原野项目。
为了更好实现海南椰岛大健康产业布局，公司全资孙公司海南椰岛大健康产
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下称椰岛大健康公司）2017 年 10 月与自然之美（海南）
旅游管理有限公司、桐庐丰华工业物资有限公司签订对海南叁圆文化旅游投资有
限公司《增资扩股协议》，椰岛大健康公司投资 3775 万元（其中：1275 万元为注
册资本，2500 万元为资本公积）认购叁圆文化公司新增注册资本，增资完成后椰
岛大健康公司持股 51%，椰岛大健康已于 2017 年 10 月实缴到位。
根据《增资扩股协议》及增资后公司章程约定，桐庐丰华工业物资有限公司
认缴出资额 225 万元已于 2017 年 10 月实缴到位；自然之美公司 1000 万元的认缴
出资时间为自注册之日起 10 年内。
海南叁圆文化旅游投资有限公司的注册资本相关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认缴
额

认缴
比例

自然之美（海南）旅游管理有
限公司

1000

40%

2 名董事，委派董
事长

40%

海南椰岛大健康产业运营管
理有限公司

1275

51%

3 名董事，委派法
定代表人、总经
理、财务总监

60%

桐庐丰华工业物资有限公司

225

9%

2500

100%

股东方

合 计

董事高管安排

表决权
比例

备 注

桐庐公司表决
权授权给椰岛
大健康公司

100%

由于自然之美公司的经营团队在海南省已成功开发运作海南南山景区、呀诺
达景区，具有旅游开发的成功经验，故三方在叁圆文化公司的《增资扩股协议》
中约定：叁圆文化公司实行董事长全权负责制，总经理仅负责公司合规监管。因
此，在叁圆文化公司的日常经营过程中，公司由自然之美公司委派的董事长负责
日常运营，而椰岛大健康公司委派的总经理负责公司合规监管，同时椰岛大健康
公司委派的财务总监对公司进行财务监管。
叁圆文化公司《章程》约定：股东会会议应对所议事项作出决议，决议应由
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表决通过。董事会对所议事项作出的决定应由三
分之二以上的董事表决通过方为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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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叁圆文化公司章程约定，椰岛大健康公司虽然持有 51%股权、60%表决
权、派出 3 名董事，但是根据股东会和董事会表决事项需由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
股东或董事表决通过。
根据上述事实，椰岛大健康公司对叁圆文化公司的投资不存在输送利益的情
形，且椰岛大健康公司对叁圆文化公司无实质控制权，因此不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2）叁圆文化公司于 2017 年 7 月注册成立，增资前尚未开展经营业务。增
资前后股权结构如下：
增资前股东方

自然之美（海南）旅
游管理有限公司

认缴
额

1000

单位：万元
认缴比例

增资后股东方

认缴额

认缴
比例

1000

40%

1275

51%

225

9%

2500

100%

自然之美（海南）旅游管理有
限公司
海南椰岛大健康产业运营管理
有限公司

100%

桐庐丰华工业物资有限公司
合 计

1000

100%

合 计

叁圆文化公司 2017 年度及 2018 年 2 月 28 日的财务数据，以下财务数据未经
审计：
项 目

单位：元
2017 年 12 月 31 日

2018 年 2 月 28 日

资产总额

37,337,635.76

32,234,852.71

负债总额

250,602.81

174,064.05

37,087,032.95

32,060,788.66

净资产

2017 年 10-12 月

项目

2018 年 1-2 月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2,912,967.06

-5,026,244.29

净利润

-2,912,967.05

-5,026,244.29

说明：截止 2017 年末公司净资产 3708.70 万元由实收资本 1500 万元、资本
公积 2500 万元和未分配利润-291.30 万元构成。由于公司在 2017 年度的亏损，故
资产总额 3733.76 万元小于公司的资本投入 4000 万元。
（3）椰岛大健康公司 2017 年 10 月对叁圆文化公司增资，公司自 10 月开始
经营后产生亏损 291.30 万元，2017 年度椰岛大健康公司按照持股 51%比例根据权
益法核算确认投资收益-148.56 万元。未来公司持续按权益法核算确认对叁圆文化
公司的投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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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叁圆文化公司与海南椰岛、第一大股东及公司董监高不存在关联关系
或其他应说明的关系。海南椰岛不存在为该公司提供担保、委托该公司理财情况，
该公司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海南椰岛资金的情况。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海南
椰岛通过销售酒类商品应收叁圆文化公司货款 18720 元，公司将尽快督促叁圆文
化公司于 2018 年 6 月 30 日前支付该货款。
（5）由于叁圆文化公司股东方对公司未来发展战略及定位无法达成一致意
见，2018 年 3 月 5 日椰岛大健康公司与揭阳市林达投资有限公司签订《股权转让
协议》
，双方协商一致：椰岛大健康公司将叁圆文化公司 51%股权以 1275 万元转
让给揭阳市林达投资有限公司，同时椰岛大健康公司资本溢价款 2500 万元由揭
阳市林达投资有限公司免息偿还。2018 年 3 月 14 日椰岛大健康公司收到上述股
权转让相关款项 3775 万元，随后办理完成叁圆公司相关股东变更的工商登记手
续。
公司按权益法对叁圆文化公司投资核算如下：
股权转让前：长期股权投资-成本 3775 万元，长期股权投资-损益调整-404.90
万元（2017 年度确认投资收益-损益调整 -148.56 万元，2018 年 2 月份确认投资收
益-损益调整 -256.34 万元）。截止 2018 年 2 月 28 日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价值=3775
万元-404.90 万元=3370.10 万元。
2018 年 3 月股权转让确认股权转让收益=3775 万元-3370.10 万元=404.90 万元。
综上所述，
上述公司对叁圆文化公司投资成本 3775 万元在 2018 年全部收回，
并未给公司带来经济损失（2017 年年报确认投资损失 148.56 万元，2018 年一季
报确认投资收益 148.56 万元）。
【会计师核查意见】
（1）我们检查了椰岛大健康的入资凭证、
《增资扩股协议》
、叁圆文化的《公
司章程》
、工商资料和《验资报告》
，公司上述披露的初始投资时间及投资规模、
出资方式、各主要投资人的出资比例、董事会及管理层的人员安排和各股东实缴
出资情况与实际情况相符。
由于叁圆文化公司《章程》约定股东会会议对所议事项作出决议应由代表三
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表决方可通过、董事会对所议事项作出的决定应由三分
之二以上的董事表决通过方为有效，而椰岛大健康公司仅持有 60%表决权，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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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低于股东会三分之二的表决权比例、仅派出 3 名董事低于董事会三分之二的董
事比例，故我们认为椰岛大健康公司对叁圆文化公司无实质控制权，因此不纳入
合并范围。
（2）经检查叁圆文化的公司章程，海南椰岛上述披露的增资前后的股权结
构与章程一致；
我们检查了 2017 年度叁圆文化的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项目，公司上述披露
的 2017 年度数据符合实际情况。
我们核对了截止 2018 年 2 月 28 日的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公司上述所披露
数据与未审报表数据一致。
（3）椰岛大健康公司 2017 年 10 月对叁圆文化公司增资，叁圆文化自 10 月
开始经营后产生亏损 291.30 万元，2017 年度椰岛大健康公司按照 51%持股比例确
认投资亏损 148.56 万元。
（4）海南椰岛不存在为叁圆文化提供担保、委托该公司理财情况，叁圆文
化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海南椰岛资金的情况。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海南椰岛
通过销售酒类商品应收叁圆文化公司货款 18,720.00 元。
（5）经检查大健康公司的《股权转让协议》
、2018 年 3 月份的会计凭证及相
关单据和叁圆文化的《股东会决议》，大健康公司 2018 年 3 月份股权转的交易对
方为揭阳市林达投资有限公司、交易作价 3,775.00 万元、会计处理为冲减长期股
权 3370.10（其中投资成本 3,775.00 万元，损益调整-404.90 万元）确认投资收益
404.90 万元。
我们在 2017 年年审中，就揭阳市林达投资有限公司是否为公司关联方我们
查询了天眼查等信息系统，未发现双方存在《企业会计准则》所述的任何关联关
系。
经向公司询问，转让叁圆文化股权的原因为叁圆文化公司股东方对叁圆文化
未来发展战略及定位无法与海南椰岛达成一致意见。

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二〇一八年五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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