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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证公函上证公函上证公函上证公函【【【【2020202020202020】】】】0661066106610661 号号号号    

    

关于贵人鸟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 

的信息披露监管问询函 

 

贵人鸟股份有限公司： 

依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 号－

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以下简称《格式准则第 2 号》）、上海证

券交易所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等规则的要求，经对你公司2019年年度

报告的事后审核，为便于投资者理解，根据本所《股票上市规则》

第17.1条的规定，请你公司结合非标意见、主营业务经营情况、财

务信息等，进一步补充披露下述信息。    

一一一一、、、、关于非标意见及重大风险关于非标意见及重大风险关于非标意见及重大风险关于非标意见及重大风险    

1.年报披露，报告期公司分别向德隆泰贸易、瀚晨贸易、璟奥

贸易和七柚网络预先支付货款 2.34 亿元、9330 万元、6317 万元、

5729 万元，合计 4.48 亿元。截止期末，前述公司预付款项余额分

别为4842万元、1961万元、5140元、5083万元，合计1.70亿元。

会计师未能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也无法判断上述预付款项

的实际用途和可收回性。请公司补充披露：（1）上述预付款项的交

易背景、付款时间、购买商品类型及金额、协议约定的交货日期、

逾期未交货数量、金额以及逾期时间，公司与上述供应商是否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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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关系；（2）结合公司已采取及拟采取的收货及回款措施，说明

期末仍有大额货款未收回的原因及合理性，上述预付款项是否具有

交易实质，是否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上市公司资

金的情形；（3）会计师未能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的原因，是

否执行一切可能方式获取相关资料，是否执行其他替代程序，是否

勤勉尽责；（4）结合目前货物及货款的交付、回款进展以及预计未

来货物、货款的可收回性，说明上述预付款项是否出现减值迹象，

以及未计提减值准备的原因及合理性。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明确意

见。 

2.年报披露，报告期与联营商户签订合作经营协议，在重庆、

广州等10个区域设立联营店铺。合同约定，联营商户销售产品后，

销售款存入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双方按照一定比例分配收入，并

按月结算支付给公司。报告期，公司应当自部分联营商户收回销售

结算款2.00亿元，但实际未收到任何款项。会计师实施了询问、检

查、函证等程序，但仍无法判断该等销售款项未收回的合理性，以

及可能对财务报表产生的影响。公司将已销售未收回货款的商品作

为发出商品核算，并计提存货跌价准备1348万元。请公司补充披露：

（1）报告期与未收回销售结算款项金额前十名的联营商户发生的全

部销售往来，包括商户名称、销售金额、销售商品类型、单价、数

量，以及协议具体约定的结算日期、逾期时间、逾期未收回款项金

额，上述联营商户是否为原公司经销商；（2）结合会计师执行的具

体核查程序，说明会计师无法判断上述款项未收回合理性的原因，

是否勤勉尽责；（3）结合近 3年上述商户的销售回款情况、上述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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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回款项的目前回款进展、上述商户2020年一季度的回款情况，说

明报告期大额销售款项未收回的原因及合理性，与上述联营商户发

生的交易是否真实存在。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明确意见。 

3.年报披露，截至期末，公司持有参股公司杰之行 30.01%股权。

因杰之行股权受让方多次逾期支付转让款，杰之行股权在期末由

“持有待售资产”调整至“长期股权投资”并按权益法核算。报告

期确认投资收益 1333 万元，计提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 1.16 亿元。

截至审计报告签署日，会计师未能获取杰之行经审计的财务报表，

也无法实施其他审计程序，无法判断公司对杰之行投资收益及减值

准备计量的准确性。请公司补充披露：（1）会计师未能获取杰之行

经审计财务报表，也无法实施其他审计程序的原因及合理性，是否

勤勉尽责；（2）截至目前，获取杰之行经审计财务报表的具体进展，

是否存在实质性障碍；（3）计提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的依据、参

数、计算过程，并结合近 3 年杰之行主营业务收入及盈利情况，说

明参数选取的合理性，是否存在减值准备计提不充分的情形。请年

审会计师发表明确意见。 

4.年报披露，截至期末，存在逾期应付债券 11.47 亿元、逾期

银行借款 3459 万元。被冻结的资产账面价值累计 9.62 亿元，占公

司总资产的 24.49%。上述资产被冻结主要因公司未能按期兑付

“2016年度第一期非公开定向债务融资工具”以及“14贵人鸟”公

司债券本息。截至期末，公司因债券违约累计涉及案件金额5.04亿

元，其中达成调解金额1.34亿元，其余诉讼仍在进行中。请公司补

充披露：（1）全面梳理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是否存在应披露未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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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未到期债务及逾期债务（包含预计到期未能偿付债务），并说明

对应债务形成及到期时间、形成原因、债务金额、担保或偿付安排、

债务偿付进展、是否逾期，资金实际用途；（2）上述资金账户被冻

结的具体原因及最新进展情况，说明是否存在诉讼、仲裁等其他应

披露未披露的信息；（3）结合上述债务逾期、账户冻结情况，说明

是否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或公司

为其违规担保等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明确

意见。    

二二二二、、、、关于主营业务经营情况关于主营业务经营情况关于主营业务经营情况关于主营业务经营情况    

公司主营贵人鸟品牌运动鞋服的设计、生产和销售。公司销售

模式包括直营模式（包括纯直营模式及类直营模式）和经销模式。

纯直营模式下，公司自行开设店铺，并承担销售、管理等费用；类

直营模式下，由联营商户设立或租赁店铺并承担销售、管理等费用，

公司拥有商品的所有权并承担存货滞销风险，商品实现销售后，联

营商户与公司结算收入。 

5.年报披露，2018 年底公司将 14 个重点区域的贵人鸟品牌销

售模式由经销模式转变为类直营模式。该年度贵人鸟品牌直营店净

增加 1437 家，加盟店净减少 2294 家，2018 年末贵人鸟品牌直营店

1441家，加盟店1432家。报告期，公司将323家类直营店变为加盟

店，直营店净减少 742 家，加盟代理店净增加 227 家。截至期末，

贵人鸟品牌直营店 699 家，加盟代理店 1659 家。直营店毛利率

33.73%，加盟店毛利率 37.35%。请公司补充披露：（1）2018 年度

新增直营店在报告期是否继续经营、是否变更门店类型并说明原因；



 5

（2）结合贵人鸟品牌存货规模、库龄分布及同比变动情况，说明报

告期将部分门店销售模式由类直营模式变为经销模式的原因及合理

性；（3）进一步说明 2018 年末将贵人鸟品牌销售由经销模式转变

为类直营模式的原因及合理性；（4）结合类直营模式及经销模式的

收入确认政策及成本结构，说明加盟店毛利率高于直营店的原因及

合理性；（5）结合上述情况，说明未来是否采取以经销为主的销售

模式。 

6.年报披露，营业收入 15.81 亿元，同比下降 43.77%。经营活

动现金流量净额-5.36亿元，同比下降195.80%，主要因销售商品、

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同比下降 58.81%，以及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

关的现金同比增长 22.56%。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中，支

付往来款4.08亿元，上年同期为2152万元。请公司补充披露：（1）

结合公司直营及经销模式下的销售回款政策及具体回款情况，说明

报告期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较大幅度下降的原因及合理

性；（2）结合往来款的形成原因及具体构成，说明在营业收入下降

情况下，往来款较大幅增长的原因及合理性。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明

确意见。 

7.年报披露，报告期销售费用 3.99 亿元，同比下降 42.73%。

经销商返利费用 1.42 亿元，同比增长 16.39%。促销费用 2038 万元，

同比增长 51.41%。请公司补充披露：（1）结合经销商销售返利政策

的具体内容、经销商平均回款周期及同比变动情况，说明返利费用

增长的原因及合理性；（2）结合促销政策具体内容、主要对象、会

计处理、与上年同期变化情况，说明促销费用大幅增加的原因及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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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明确意见。 

三三三三、、、、关于减值计提情况关于减值计提情况关于减值计提情况关于减值计提情况    

8.年报披露，2019、2018、2017 年度应收账款期末账面价值分

别为11.56亿元、14.78亿元、16.85亿元，对应计提的应收账款坏

账准备分别为4.07亿元、6752万元、-4299万元。报告期计提的应

收账款坏账准备中，按单项对 9 家原经销商的应收账款合计计提

2.40 亿元，按组合对贵人鸟品牌业务和名鞋库业务应收账款分别计

提 1.67 亿元、14 万元。请公司补充披露：（1）近 3年分销售渠道、

分品牌的应收账款账龄构成，以及对上述 9 家原经销商应收账款形

成的时间、销售商品类型及金额、回款逾期金额及逾期时间；（2）

结合近 3 年应收账款预期信用损失确定的依据、参数及具体过程，

说明本期计提大额应收账款坏账准备的原因及合理性；（3）结合上

述情况，说明以前年度是否存在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不充分的情

况，以及是否存在集中计提大额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调节利润的情形。

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明确意见。 

9.年报披露，2019、2018、2017 年度期末存货账面价值分别为

4.55 亿元、5.03 亿元、4.92 亿元，对应年度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

分别为 1.50 亿元、3853 万元、-138 万元。报告期对库存商品计提

跌价准备1.05亿元，对前述对联营商户发货但完全未回款的发出商

品计提跌价准备 1348 万元。请公司补充披露：（1）对联营商户发

货但完全未回款的商品计提跌价准备的合理性，以及跌价准备确定

的依据、测算过程；（2）结合近 3年库存商品的库龄结构及各库龄

对应跌价准备计提金额及同比变动情况，说明近 3 年存货跌价准备



 7

计提比例存在较大差异的原因及合理性，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政策是

否发生变化；（3）进一步说明以前年度是否存在存货跌价准备计提

补充分的情况，是否存在集中计提跌价准备以调节利润的情形。请

年审会计师发表明确意见。    

10.年报披露，截至期末，持有 BOY32.96%股权，报告期计提长

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 0.81 亿元。2016 年、2017 年及 2018 年度均进

行减值测试，但未计提减值准备。请公司补充披露：（1）本期计提

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的依据、参数、具体过程；（2）结合报告期

与以前年度减值测试参数及计算结果的差异，说明以前年度未计提

减值准备的原因及合理性。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明确意见。 

四四四四、、、、关于财务信息披露关于财务信息披露关于财务信息披露关于财务信息披露    

11.年报披露，期末货币资金余额 2527 万元，同比下降 88.28%。

短期借款 12.19 亿元，同比增长 74.50%。其中，抵押借款 10.40 亿

元，保证借款1.80亿元。期末无长期借款。请公司补充披露：（1）

短期借款的具体对象、金额、期限、抵押物、担保人、担保类型、

还款资金来源、还款安排、是否逾期及逾期金额；（2）结合上述情

况，以及货币资金的同比变动情况，说明公司是否存在潜在流动性

风险。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明确意见。 

12.年报披露，报告期上海慧动域投资中心（有限合伙）股权公

允价值减少 2.61 亿元，期末余额 3.37 亿元。公司期初存在对上海

慧动域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其他应付款账面余额 1.1 亿元，期末

余额为 0。请公司补充披露：（1）上海慧动域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股权公允价值发生大幅变动的原因及合理性；（2）报告期内对慧动



 

域基金的其他应付款账面价值发生较大变动的原因及合理性

审会计师发表明确意见

请你公司于 2020

12 日之前，披露对本问询函的回复

修订和披露。 

 
 
 
 
 
 
 
 
 
 
 

                                    

 

域基金的其他应付款账面价值发生较大变动的原因及合理性

审会计师发表明确意见。 

2020 年 6 月 5 日披露本问询函，并于

披露对本问询函的回复，同时按要求对定期报告作相应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监管一部

二〇二〇年六月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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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基金的其他应付款账面价值发生较大变动的原因及合理性。请年

并于 2020 年 6 月

对定期报告作相应

上市公司监管一部 

年六月四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