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600868      证券简称：梅雁吉祥        公告编号：2018-023 

 

广东梅雁吉祥水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广东梅雁吉祥水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8 年 5 月 16 日

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下发的《关于对广东梅雁吉祥水电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年

度报告的事后审核问询函》（上证公函【2018】0534号，以下简称“《问询函》”）。

《问询函》内容如下： 

广东梅雁吉祥水电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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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年度报告的事后审核，为便于投资者理解，

请公司进一步补充披露下述信息。 

一 、 关于公司出售资产和对外投资 

年报显示，报告期内公司实施了多笔出售资产及对外投资交易，且交易对手

均疑似与前实际控制人杨钦欢存在亲属或持股等关联关系。请公司就下列相关交

易补充披露。 

1、年报披露，2017 年 4 月 25 日公司按 5.15 元/股出售嘉元科技（833790）

3118.63 万股，转让后公司不再持有嘉元科技股份。根据公开信息， 2017 年 8 

月 30 日嘉元科技拟申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辅导备案材料通过了广东证

监局的辅导登记备案审查。请补充披露：（1）公司持股嘉元科技的历史情况、持

股变动原因及涉及的交易对方；（2）出售前公司持有嘉元科技的股份比例、公司

在嘉元科技拟申请 IPO 前出售股份的主要考虑、履行的决策程序及决策依据、

转让定价的合理性、公司董事会及管理层是否勤勉尽责、是否存在损害上市公司

利益的情形；（3）公司前实际控制人杨钦欢、前控股股东广东梅雁吉祥实业投资



股份有限公司、离任董监高、现任董监高及广东客都实业投资有限公司与嘉元科

技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是否存在其他利益安排；（4）上述交易的交易背景、交易

金额、交易进程、回款情况、会计处理、收入确认时点以及是否符合相关会计准

则，请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意见；（5）上述交易对公司当期损益的影响 （6）按本

次出售的交易对手分别披露交易对手名称、交易股份数量、占嘉元科技总股本比

例、交易单价、交易总金额、回款情况。 

2、年报披露，2017 年 10 月 10 日公司将金象铜箔 21.33%的股权转让给

嘉元科技有限公司，转让价格为 5824 万元，转让后公司不再持有金象铜箔的股

权。请补充披露：（1）公司持股金象铜箔的历史情况、持股变动原因及涉及的交

易对方；（2）前述交易对方与公司前实际控制人杨钦欢、前控股股东广东梅雁吉

祥实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离任董监高、现任董监高及广东客都实业投资有限公

司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是否存在其他利益安排（3）金象铜箔近三年的资产、负

债、净资产、净利润，并结合前述数据、广东嘉元 2017 年 8 月拟申请 IPO、

公司与广东嘉元的历史交易说明公司出售金象铜箔的原因及转让定价的合理性；

（4）本次交易对公司当期损益的影响、履行的决策程序及决策依据；（5）报告

期内的交易进程、回款情况、会计处理、收入确认时点以及是否符合相关会计准

则，请会计师发表意见。 

3、年报披露，报告期内公司对联营企业广东翔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进行增

资，认购其增资股份 660 万股，投资金额 990 万元。根据公司临时公告，公司

除按比例全额认购外，还超额认购翔龙科技股东梅县龙盘新型建材有限公司放弃

认购的部分，认购增资前，公司持有翔龙科技 24%股权，认购增资后持有翔龙科

技 36%股权。请补充披露：（1）梅县龙盘新型建材有限公司的股权结构及实际控

制人，与公司前实际控制人杨钦欢、前控股股东广东梅雁吉祥实业投资股份有限

公司、离任董监高、现任董监高及广东客都实业投资有限公司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是否存在其他利益安排；（2）翔龙科技近三年的资产、负债、净资产、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毛利、净利润、分红情况及公司投资翔龙科技以来的收益情况，并结

合前述内容说明公司超额认购增资份额的原因；（3）本次增资定价的依据及合理

性；（4）参股翔龙科技对公司本期损益的影响、超额认购翔龙科技对公司本期损

益的影响。 



4、年报披露，报告期内，公司购买梅县洁源水电有限公司持有的蕉岭县农

村信用合作联社 525 万股股份，持股比例为 3.57%，购买价格为 1302 万元（包

含应收股利 63 万元）。同时，公司 2018 年 5月 12 日披露以 1377.6 万元购

买蕉岭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688.8 万股，占蕉岭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总股本的 

4.69%。请补充披露：（1）梅县洁源水电有限公司的股权结构及实际控制人、与

公司前实际控制人杨钦欢、前控股股东广东梅雁吉祥实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离

任董监高、现任董监高及广东客都实业投资有限公司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是否存

在其他利益安排；（2）结合主营情况说明本次投资是否有利于增强公司持续经营

能力；（3）两次对外投资定价的依据及合理性、履行的决策程序及决策依据。 

5、年报披露，报告期内公司将面积 14488 平方米的商住用地转让给嘉元科

技，作价 670.8 万元。请补充披露：（1）结合可比地段地价说明本次交易定价

的依据及合理性；（2）本次交易对公司当期损益的影响；（3）公司实施本次交易

的主要考虑、履行的决策程序及决策依据。 

6、请结合问题 1 至问题 5 所述交易，补充披露：（1）总交易作价占公司

期末总资产的比例、占净资产的比例，出售资产获得收益占公司当期净利润的比

例、占当期扣非后净利润的比例；（2）交易完成后，公司的资产构成、经营性资

产构成、主要业务；（3）结合公司资产状况说明未来经营计划。 

7、年报披露，公司于 2015 年 6 月 25 日召开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设

立如意投资的决议。2017 年度如意投资亏损 1416.72 万元。根据国家企业信用

信息公示系统，公司原实际控制人杨钦欢任如意投资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及总

经理。请补充披露：（1）杨钦欢及其关联方是否持有公司股份，公司任命杨钦欢

担任如意投资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及总经理的原因及履行的决策程序及决策依

据；（2）2015 年至今，公司与如意投资的资金往来，及如意投资资金流出情况；

（3）2015 年至今，如意投资投向项目的项目名称、主营业务、公司投资金额、

公司持股比例、投资时间及财务数据；（4）2015 年至今，如意投资各会计年度

的投资收益及费用构成，并说明如意投资本年度亏损 1416.72 万元的原因；（5）

如意投资内部的决策程序及管理制度。 

8、年报披露，报告期内公司向关联方广东嘉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提供资金 

2348.42 万元，期末余额 2348.42 万元。请公司补充披露：（1）上述资金形成



的原因、履行的决策程序；（2）是否构成关联方资金占用、公司董事会管理层是

否勤勉尽责、是否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二 、 关于公司会计处理 

9、年报披露，公司将全资子公司梅州市梅雁矿业有限公司全部资产租赁给

平远彦建荣矿业有限公司经营，租赁期限至采矿许可证有限期届满之日。请补充

披露：（1）交易对方是否与公司现任董监高、离任董监高、前实际控制人杨钦欢、

前控股股东广东梅雁吉祥实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或广东客都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存在关联关系，是否存在侵占上市公司资产、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2）结

合梅雁矿业的矿产储量、可开采量、矿产许可证有限期限、租赁期限、租金收取

方式、采矿收益及风险的承担方式及相关合同条款说明前述交易是否属于经营租

赁、是否属于融资租赁、是否应终止确认、公司目前的会计处理、会计处理是否

符合相关会计准则，并补充提交相关租赁合同；（4）公司是否已收到各期租金、

前述交易对公司本期损益的影响、对以前会计年度损益的影响、可能对将来会计

年度损益的影响及影响期限。 

10、年报披露，公司将控股子公司梅州市梅雁旋窑水泥有限公司生产资料及

无形资产按现状租赁给泰山建材使用，租赁期自 2016 年 7 月 1 日至 2026 年 

6 月 30 日。请补充披露：（1）旋窑水泥的股权结构，租赁合同对旋窑水泥少数

股东的安排；（2）交易对方是否与公司现任董监高、离任董监高、前实际控制人

杨钦欢、前控股股东广东梅雁吉祥实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或广东客都实业投资有

限公司存在关联关系，是否存在侵占上市公司资产、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3）结合旋窑水泥生产方式、资产转移情况、无形资产期限、租赁期限、租金

收取方式、经营收益和风险的承担方式及相关合同条款说明前述交易是否属于经

营租赁、是否属于融资租赁、是否应终止确认、公司目前的会计处理、会计处理

是否符合相关会计准则，并补充提交相关租赁合同；（4）公司是否已收到各期租

金、前述交易对公司本期损益的影响、对以前会计年度损益的影响、可能对将来

会计年度损益的影响及影响期限。请会计师对问题 9、问题 10 进行核查并发表

意见。 

三 、 关于公司经营情况 

11、年报披露，报告期内公司电力生产业务实现营业收入 1.73 亿元，同比



减少 43.75%，公司称主要因为降雨量减少；本期电力生产业务成本 1.07 亿元，

同比增加 9.65%。公司电力生产业务收入与成本变动方向不匹配。请补充披露：

（1）按成本项目披露成本金额、上年同期成本金额、同比变动比例及变动原因；

（2）结合同水域可比公司经营情况说明公司本期电力生产业务营业收入同比下

降 43.75%的原因及合理性；（3）公司是否具备水雨情预报分析能力、是否有效

运营管理水电站、管理层是否履行了勤勉尽责义务有效减少弃水、最大限度增加

发电效益。 

12、年报披露，公司应收账款期末余额为 1779.8 万元。请补充披露：（1）

列表按欠款方归集的期末余额前五名的应收账款账面余额、账龄、坏账准备、期

末余额、欠款方名称、交易背景、是否存在关联交易、坏账准备计提是否充分；

（2）欠款方是否与公司现任董监高、离任董监高、前实际控制人杨钦欢、前控

股股东广东梅雁吉祥实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或广东客都实业投资有限公司存在

关联关系，是否存在占用上市公司资金、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请会计师核

查并发表意见。 

13、年报披露，公司本期增加长期待摊费用二期宿舍装修 506.49 万元、长

期待摊费用租赁办公楼装修 160.52 万元。请公司补充披露：（1）相关交易背景、

交易时间、交易原因、涉及的业务及履行的决策程序；（2）前述长期待摊费用的

摊销年限、分别对公司电力生产、教育服务和制造业三项业务营业成本的影响、

对当期利润的影响、对上市公司未来损益的影响。请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14、年报披露，公司存货、短期借款、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长期借款

期末余额均为零，本期销售费用为零，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8865.5 

万元，同比下降 54.67%。请补充披露：（1）结合同行业可比公司说明前述会计

科目为零或大幅下降的原因；（2）管理层是否勤勉尽责充分利用公司资产为公司

创造收益。 

15、年报披露，当实现年度净利润为正数时，公司将提取不超过公司经审计

后净利润的 4%作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奖励。公司本期实现归母净利润 

1.16 亿元，其中 1.04 亿元为出售资产获得的投资收益，公司扣非后净利润为 

1147.8 万元，董监高报告期内获得的报酬总额为 2010.4 万元。请结合广东省

上市公司董监高薪酬水平及薪酬制度说明公司董监高薪酬高于本期扣非后净利



润的原因及合理性。 

四 、 其他 

16.公司重要子公司梅雁旋窑水泥有限公司属于国务院生态环境部等规定的

重点排污单位息。 

17.请补充披露公司教育服务业务报告期内的营业收入、营业成本、毛利率、

相关同比变动比例及主要变动原因。 

18.请按成本构成项目分别披露电力生产、教育服务和制造业的成本金额、

本期占总成本比例、上年同期金额、上年同期占总成本比例、本期金额较上年同

期变动比例及情况说明。并更新公司成本分析表。 

针对前述问题，依据《格式准则第 2 号》、上海证券交易所行业信息披露指

引等规定要求，对于公司认为不适用或因特殊原因确实不便说明披露的，应当详

细披露无法披露的原因。 

请你公司于 2018 年 5月 17日披露本问询函，并于 2018年 5月 25 日之前就

上述事项予以披露，同时对定期报告作相应修订。 

以上为《问询函》具体内容。公司将尽快对《问询函》所述相关情况向上海

证券交易所进行回复，并及时履行相应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广东梅雁吉祥水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O一八年五月十七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