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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非关联公司的应收款项
报告期， 公司其他应收款中， 对非关联公司的应收款项期末余额为
4,573.92 万元，系与非关联公司因经营权、销售、工程建设等形成的挂账。
其他应收款——
—对非关联公司的应收款项主要为：
单位：万元
欠款方

欠款方性质

武汉三特大余湾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期末余额

形成时间

形成原因

非关联方

1,245.92

2018.9

注1

内蒙古阿拉善盟九汉天成旅游开发有
非关联方
限责任公司

1,512.31

2018.8

注2

武汉卡沃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非关联方

400.00

2018.3

注3

江口县旅游局

非关联方

216.00

2013.10

注4

201.58

2018.8

注5

--

--

陈佩珊

非关联方
合计

3,515.51

注 1： 主要系武汉三特大余湾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在 2018 年 9 月股权转
让之前与公司的往来款项累积而成， 截至 2018 年 9 月公司应收武汉三特大
余湾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4,177.62 万元，2018 年 9 月公司子公司武汉三特木
兰川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将持有的武汉市木兰生态置业有限公司全部股权转
让给克什克腾旗鑫泰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并根据债务重组协议清偿了
2,931.7 万元，尚剩余 1,245.92 万元欠款。
注 2：公司终止承包月亮湖项目，内蒙古阿拉善九汉天成旅游开发有限
责任公司应退还剩余承包期间的承包费 480.00 万元及预付的股权转让款
1,000.00 万元及零星支出 32.31 万元。
注 3：公司将长天楼酒店的全部固定资产以 400 万元价格转让给武汉卡
沃旅游发展有限公司，该款项尚未收回。
注 4：2013 年根据江口县政府与公司签署的太平国际休闲旅游度假区项
目协议有关内容，公司垫付的太平河漂流经营权款项 216 万元。
注 5：本期珠海索道公司应收自然人陈佩珊 201.58 万元无法收回，出于
会计谨慎性原则， 该应收款项已按单项金额不重大但单独计提坏账准备的
其他应收款全额计提坏账准备。
综上，公司其他应收款列报规范，不存在《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指引》规定的对外提供财务资助。
3、请根据实际情况，说明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计提是否充分、合理，是否
符合会计审慎性原则，请年审会计师发表专业意见。
年审会计师意见：
核查如下：
（一）其他应收款的基本情况
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其他应收款按款项性质分类情况如下：
款项性质

期末账面余额（元）

保证金

年初账面余额（元）

64,468,340.00

备用金借支

8,953,201.47

1,669,117.20

代垫员工社保款

1,297,231.19

108,033.98

155,490.27

对合营企业、联营企业的应收款项

16,117,656.00

16,360,180.47

应收股权转让款

23,000,000.00

5,000,000.00

对非关联公司的应收款项

45,739,216.15

27,011,277.81

151,102,363.33

58,777,381.21

合计

公司的其他应收款主要为保证金 6,446.83 万元及对非关联公司的应收
款项 4,573.92 万元，合计 11,020.75 万元；其中主要包括武汉卡沃旅游发展有
限公司 6,000.00 万元，委托平安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远东国际租赁有限
公司借款保证金 650.00 万元， 内蒙古阿拉善九汉天成旅游开发有限责任公
司 1,512.31 万元，武汉三特大余湾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1,245.92 万元，上述款
项合计 9,408.23 万元， 占保证金与非关联公司的应收款项合计 11,020.75 万
元的 85.37%。 上述款项的实际情况及可回性分析如下：
1、应收武汉卡沃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款项主要为计划收购武汉卡沃旅游
发展有限公司持有的某旅游项目部分或全部股权， 为保证本次收购正常进
行，公司支付了 5,600.00 万订金，股权收购如果成功该项其他应收款将会变
为长期股权投资。
2、应收平安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及远东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保证金为
公司向上海华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借款而支付的保证金， 在公司归还全部
借款后对方将予以返还。
3、内蒙古阿拉善九汉天成旅游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1,512.31 万元系 2017
年公司与内蒙古阿拉善九汉天成旅游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签订承包月亮湖项
目的经营权承包协议， 支付了承包款项及根据 《合作框架协议书》 预付
1,000.00 万元承包期满后股权转让预付款，该协议于 2018 年终止，为保证内
蒙古阿拉善九汉天成旅游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欠款收回， 内蒙古阿拉善九汉
天成旅游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宋军、 宋亚愿意为上述债务承担连带偿还
责任， 并将合计持有内蒙古阿拉善九汉天成旅游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34.00%
的股权质押给公司。
4、应收武汉三特大余湾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款项形成原因及回复详见问
题 2。
公司期末对上述款项进行了减值测试，认为不具有重大的减值风险，将
其列入账龄组合计提坏账准备。
（二）公司的具体坏账计提政策及计提情况
1、坏账计提政策
(1)单项金额重大并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
单项金额重大的判 公司将单项比重超过应收账款、 其他应收款期末余额 50%的应收款项定义为
断依据或金额标准 单项金额重大的应收款项
单项金额重大并单 本公司对单项金额重大的应收款项单独进行减值测试， 如有客观证据表明其
项计提坏账准备的 已发生减值，确认减值损失，计提坏账准备。 单独测试未发生减值的应收款项，
包括在具有类似信用风险特征的应收款项组合中再进行减值测试。
计提方法

(2) 按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
确定组合的依据
组合 1

已单独计提减值准备的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外，公司根据以前年度与之相同或相类似的、
按账龄段划分的具有类似信用风险特征的应收款项组合的实际损失率为基础，结合现时情
况分析法确定坏账准备计提的比例。

构成了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关联交易。 本次关联交易在董事会审
批权限范围内。
本次交易的双方本着“合作、互惠、共赢”的原则，发挥优势互补，协同发
展，以达到共同提升经营业绩的目的。 本次交易是公司丰富产品业态、拓宽
市场渠道的尝试，对公司本期和未来财务状况不构成重大影响。
2、你公司将该部分资产划为以成本模式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的相关会
计处理合规性。 请年审会计师对相关会计处理发表意见。
年审会计师意见：
2018 年 1 月 19 日,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九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全资子公司与关联方签订项目合作协议的议案》, 将崇阳三特旅业发展有限
公司浪口温泉度假区项目温泉小镇部分资产整体出租给武汉当代体育教育
有限公司。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 - 投资性房地产》的规定，投资性房地产的范围限
定为已出租的土地使用权、持有并准备增值后转让的土地使用权、已出租的
建筑物。
作为存货的房地产转换为投资性房地产， 转换日通常为承租人有权行
使其使用租赁资产权利的日期， 如果企业自行建造或开发完成但尚未使用
的建筑物，经董事会或类似机构作出正式书面决议，明确表明其持有将用于
经营租出、持有意图短期内不再发生变化的，应视为存货转换为投资性房地
产，转换日为董事会或类似机构作出书面决议的日期。
公司上述出租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 承租人已经有权利使用
租赁资产，双方已经签订了 3 年协议，支付了租金，表明了公司持有该房产的
意图即为出租，且持有意图短期内不再发生变化，故将其转入投资性房地产
科目核算；根据公司的会计政策，对其采用成本模式进行持续计量。
经核查， 公司已按会计准则的规定对将崇阳三特旅业发展有限公司浪
口温泉度假区项目温泉小镇部分资产整体出租给武汉当代体育教育有限公
司相关事项进行了会计处理。
3、存货期末余额中，含有借款费用资本化金额合计数为 1,130.35 万元。
请说明该借款费用资本化的详细情况、资本化的原因，是否符合《企业会计
准则》的相关规定。 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明确意见。
年审会计师意见：
公司存货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余额中， 借款费用资本化金额具体情
况如下：
项目

期末余额（元）

利息资本化金额（元）

沿河民宿酒店公寓项目

27,753,626.50

尚未开工建设，无

隽水山庄项目

21,611,535.93

尚未开工建设，无

崇阳三特旅业发展有限公司浪口温泉度假区项目

75,256,601.14

11,303,481.96

合

124,621,763.57

计

存货 - 开发成本之崇阳三特旅业发展有限公司浪口温泉度假区项目属
于旅游地产，待建设完毕后主要用于出售，同时部分自持或出租，该项目目
前尚未完工，公司 2016 年从银行取得 1.80 亿元项目专门借款，根据借款合
同约定，借款专项用于该项目工程建设领域。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 - 借款费用》的规定：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产是指
需要经过相当长时间的购建或者生产活动才能达到预定可使用或者可销售
状态的固定资产、投资性房地产和存货等资产。 借款费用允许开始资本化必
须同时满足三个条件，即资产支出已经发生、借款费用已经发生、为使资产
达到预定可使用或者可销售状态所必要的购建或者生产活动已经开始。
公司 2018 年度利息资本化项目与借款费用资本化约定条件对比如下：
建设周 最终形成资
期
产形态

项目名称

崇阳三特旅业发展有限公 1 年以 长期资产 /
司浪口温泉度假区项目
上
存货

资产支出情况

借款费用发生 资产构建活动
情况
情况

已持续支付现金
进行工程投入

借款已经发生 该工程已持续
并承担利息
建设多年

从上表可以分析， 公司利息资本化项目符合 《企业会计准则 - 借款费
用》的规定，满足利息资本化的条件。
经核查，公司已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对借款利息资本化进行了
会计处理。
4、请结合开发成本主要核算内容、项目工程实施进展、预计完工时间等
分析开发成本未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的原因， 说明你公司未计提存货跌价准
备的原因及合理性，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
年审会计师意见：
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公司账面存货 -- 开发成本具体情况如下：
项目

期末余额（元）

项目工程实 预计完工时
施进展
间

核算内容

沿河民宿酒店公寓项目

27,753,626.50

纯土地成本

未开工

未定

隽水山庄项目

21,611,535.93

纯土地成本

未开工

未定

崇阳三特旅业发展有限公
司浪口温泉度假区项目

土地成本、建安
一期预计
一期正在建
成本、工程间接
2019 年完
75,256,601.14
设中，二期
费用及少量尚未
工，二期未
开工待定
开发的土地成本
定

合

计

公司减值测试的过程及情况具体如下：
（一）沿河民宿酒店公寓项目及隽水山庄项目
2014 年， 公司以合同总价 2,675.00 万元价格取得位于崇阳县天城镇河
田村合计 190.20 亩住宅用地（126,801.20 平方米），不含税单位成本 14.06 万
元 / 亩（210.96 元 / 平方米），土地使用期限 70 年。 土地出让金额 2,675.00 万
元加上相关税费 100.36 万元，合计构成公司账面存货开发项目“沿河民宿酒
店公寓项目”成本总额 2,775.36 万元。该土地位于崇阳县县城中心的天城镇，
土地所在地距离崇阳县县城约 10 分钟车程。
2012 年， 公司以合同总价 2,070.00 万元价格取得位于崇阳县白霓镇浪
口村合计 172.75 亩住宅用地（115,166.20 平方米），不含税单位成本 11.98 万
元 / 亩（179.74 元 / 平方米），土地使用期限 70 年。 土地出让金额 2,070.00 万
元加上相关税费 91.15 万元，合计构成公司账面存货开发项目“隽水山庄项
目”成本总额 2,161.15 万元。该土地位于紧邻崇阳县县城中心的白霓镇，土地
所在地距离崇阳县县城约 10 分钟车程。
公司进行减值测试时公允价值主要考虑了以下因素：
查询崇阳县人民政府网站公示的最近土地挂牌信息， 其相邻地块土地
价格信息如下：
面积（平方
米）

起始价格
（万元）

土地性质

挂牌时间

单位面积成
本（元 / 平
方）

崇阳县天城镇七星村

1,745.40

926.00

商服、住宅

2018 年 11 月

5,305.37

崇阳县天城镇郭家岭村

28,902.60

3,468.00

商服、住宅

2018 年 11 月

1,199.89

位置
账龄分析法

组合中，采用账龄分析法计提坏账准备的：
账龄

应收账款计提比例

1 年以内（含 1 年）

其他应收款计提比例

6%

6%

1－2 年

10%

10%

2－3 年

20%

20%

3－4 年

30%

30%

4－5 年

50%

50%

5 年以上

100%

100%

(3)单项金额虽不重大但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
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理由

有客观证据表明单项金额虽不重大，但因其发生了特殊减值的应收款
项应进行单项减值测试。

坏账准备的计提方法

结合现时情况分析法确定坏账准备计提的比例。

2、坏账计提情况
公司期末首先对单项金额重大的应收款项单独进行减值测试， 如有客
观证据表明其已发生减值，确认减值损失，计提坏账准备；若有客观证据表
明单项金额虽不重大， 但因其发生了特殊减值的应收款项也进行单项减值
测试，其测试结果如下：
期末余额

单位名称
陈佩珊
海南聚译堂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合计

计提比例(%)

销售均价（元 / 平方米）

地理位置

普通住宅

别墅

商铺

是否精
装修

坏账准备

计提理由

1

信达公馆

崇阳人民大道北 80 米

4,200

6,200

否

100.00

无法收回

2

碧水龙城

电力大道与隽中大道交汇处

4,358

7,000

否

100,000.00

100,000.00

100.00

无法收回

3

锦绣天成

新一中对面

4000~4700

2,115,823.64

2,115,823.64

100.00

坏账准备

计提比例(%)

110,102,511.72

6,606,150.73

6.00

1 年至 2 年（含 2 年）

22,148,429.78

2,214,842.99

10.00

2 年至 3 年（含 3 年）

7,039,491.37

1,407,898.28

20.00

3 年至 4 年（含 4 年）

4,430,626.20

1,329,187.86

30.00

4 年至 5 年（含 5 年）

1,894,306.78

947,153.39

50.00

5 年以上

3,371,173.84

3,371,173.84

100.00

148,986,539.69

15,876,407.09

10.66

（三）公司与可比上市公司坏账计提比例情况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峨眉
山、西藏旅游、云南旅游、张家界对应收款项基本均采用单项金额重大并单
项计提坏账准备及按信用风险特征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标准， 公司与同行
业上市公司按信用风险特征组合计提应收款项坏账准备的比例如下：
1 年以内
（%）

1至2年
（%）

2至3年
（%）

3至4年
（%）

4至5年
（%）

5 年以上
（%）

峨眉山

3

10

15

20

50

100

西藏旅游

5

10

15

30

30

30

云南旅游

5

10

20

100

100

100

张家界

3

5

10

100

100

100

平均数

4

8.75

15

62.5

70

82.5

三特索道

6

10

20

30

50

100

上市公司

楼盘名称

2,015,823.64

账面余额

合 计

序号

账面余额

期末余额

1 年以内（含 1 年）

根据北京国融兴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国融兴华评报字
（2018）520005”号、“国融兴华评报字（2018）520005”号评估报告，“沿河民宿
酒店公寓项目”截止 2018 年 6 月 30 日土地价值为 3,149.85 万元，高于成本
总额 2,775.36 万元，“隽水山庄项目” 截止 2018 年 6 月 30 日土地价值为
2,677.55 万元，高于成本总额 2,161.15 万元，上述土地未出现减值情形。
根据中国土地勘测规划院城市地价动态监测组发布的 《2018 年第四季
度全国主要城市地价监测报告》，其对土地形式总体判断表述为“全国地价
总体水平持续上行，各用途地价环比、同比增速均有所放缓”，“预计 2019 年
第一季度，全国城市地价继续温和上行，住宅地价涨幅保持趋稳态势。 ”
经过减值测试，公司尚未开发的“沿河民宿酒店公寓项目”、“隽水山庄
项目”未发现减值情形。
（二）崇阳三特旅业发展有限公司浪口温泉度假区项目由“商业小镇”及
“溪上垸”两个项目组成，其中存货 - 开发成本“溪上垸”期末余额为 7,525.66
万元，“溪上垸”一期已经进入开发阶段，系精装修带温泉别墅，二期尚未开
发，属于净地。 截止 2018 年 12 月已预收 1,653.76 万元款项。
同类地区类似产品销售价格参考如下：

2,015,823.64

公司对在单独减值测试后未发生重大减值风险的款项， 根据以前年度
与之相同或相类似的、 按账龄段划分的具有类似信用风险特征的应收款项
按账龄分析法计提坏账准备，其结果如下：
账龄

备注

124,621,763.57

按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计提方法
组合 1

从上表可以看出， 公司坏账计提比例 3 年以下较其他上市公司略高，3
年至 5 年较其他上市公司坏账计提比例略低， 由于公司按信用风险特征组
合计提坏账准备的其他应收款中 3 年至 5 年金额占全部金额的比重 为
4.25%（6,324,932.98/148,986,539.69），比例较小，影响较小，综合分析，公司按
信用风险特征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实际比例与其他上市公司相比基本保持
一致。
经核查，公司已按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对其他应收款进行了减值测试，
并根据测试的结果充分、合理的计提了减值准备。
问题六：报告期末，你公司存货余额为 1.27 亿元，其中开发成本为 1.25
亿元，年末未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同时本报告期减少开发产品 1.01 亿元，主
要为 2018 年 1 月 1 日起将崇阳三特旅业发展有限公司浪口温泉度假区项目
温泉小镇部分资产整体出租给武汉当代体育教育有限公司， 将其转入投资
性房地产计量。
1、请说明温泉小镇部分资产出租的具体原因、目的、出租时点、租赁期
限、租赁对手方具体情况以及是否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履行的审批程序和
信息披露义务、对公司生产经营的影响。
公司回复：
崇阳项目主要以其温泉产品为特色吸引游客， 但温泉产品存在明显的
季节性，崇阳公司需要推出更丰富的产品平衡季节因素对收入水平的影响。
“研学旅行”是当前教育部、国家旅游局等多部委支持并提倡的教育形式和
旅游产品。 2017 年 12 月，崇阳三特旅业发展有限公司与武汉当代体育教育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当代教育”）签署《共建浪口研学旅行营地项目合作协
议》（以下简称《合作协议》），将浪口温泉小镇及小镇周边相关地块的整体使
用权授予当代教育作为“研学营地”，用于开展教育培训业务。 协议约定双方
合作期限自 2018 年 1 月 1 日始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止。 当代教育支付我方
温泉小镇整体使用费：第一年人民币 400 万元，第二年、第三年费用由双方再
行商议。 该协议自双方签字盖章，并经我方有权机构批准后生效。
2018 年 1 月 19 日,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九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全资子公司与关联方签订项目合作协议的议案》, 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崇阳
三特旅业发展有限公司与武汉当代体育教育有限公司签署的 《合作协议》。
关联董事王鸣回避了本议案表决。 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发表了事前认
可意见及独立意见。以上情况，详见公司 2018 年 1 月 23 日登载于《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上的《武汉三特索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与关
联方签订项目合作协议的公告》。
当代教育是公司控股股东间接控股的法人，是公司关联法人，本次交易

10,000

否

公司的商业小镇及溪上垸项目全部位于燕子娅景区， 享有独特的温泉
资源，独特的景区资源使得公司产品具有较高的定价基础，目前公司开发的
溪上垸项目以精装修对外认筹协议售价在 0.52 万元 / 平方米至 0.85 万元 /
平方米之间，其中以 0.8 万元 / 平方米居多，溪上垸分一期及二期，二期尚未
开发属于净地，后期待景区成熟后售价必将高于一期售价。
公司的商业小镇及溪上垸项目对应土地成本与上述类似在售楼盘相比
明显较低，但已签订协议的平均销售价格明显高于上述楼盘价格。
公司根据上述预计销售价格对该项存货进行了减值测试，经测试，未发
现浪口温泉度假区项目存在减值情形。
经核查，公司已按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对期末存货进行了减值测试，并
根据测试结果进行了会计处理。
问题七：年报显示，报告期末，在建工程余额为 1.60 亿元，较期初减少
2.91 亿元，同比下降 64.54%，主要系转让咸丰坪坝营公司和木兰置业公司股
权后，其不再纳入合并范围致使在建工程相应减少；克旗旅业公司和崇阳旅
业公司因在建工程大量转固，致使在建工程减少。 报告期末固定资产账面价
值为 11.28 亿元。 请说明：
1、请结合在建工程项目进展情况，分项目列示并说明本报告期在建工程
转入固定资产资产的原因、确认时点和确认依据。
公司回复：
公司在建工程主要位于内蒙古、湖北及贵州，由于天气原因，每年 4 月至
10 月为施工旺季，11 月至次年 3 月天气较为寒冷不利于户外工程作业，工程
达到预定状态后经内部验收后办理固定资产入账。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
公司账面在建工程目前状况、本年在建工程转固时点、转固依据具体情况如
下：
项目

期末余额 转固金额 转固时
（万元） （万元）
点

转固原因

转固依据

目前状况
已全部完工

淳安黄山尖缆车有限
公司上下站房改造

-

150.95

2018 年 达到预定状
8月
态

内部验收

海南浪漫天缘海上运
动休闲中心项目

-

183.56

2018 年 达到预定状
7月
态

内部验收

已全部完工

195.15

2018 年 达到预定状
12 月
态

内部验收

已全部完工，期末主
要为游客中心改扩
建工程

2018 年 达到预定状
1,145.03
12 月
态

内部验收

一期已完工，新增部
分未完工

2018 年 达到预定状
12 月
态

内部验收

许家堡客栈未完工

2018 年 达到预定状
10 月
态

内部验收

索道部分未完工

达到预定状
态

内部验收

未完工

湖北南漳古山寨旅游
区项目

296.24

湖北南漳漫云古村项
1,138.38
目
湖北保康九路寨生态
旅游区项目

245.70

湖北崇阳隽水河温泉
2,258.69
旅游区项目

-

53.88

杭州牧心谷项目

822.15

-

内蒙黄岗梁风景旅游
区项目

505.51

1,142.30

内蒙西拉沐沦—浑善
达克沙地项目

951.78

29.50

贵州太平河休闲旅游
度假区项目

732.88

未完工

未完工

-

未完工

内蒙热水温泉度假区
7,855.54
项目

8,720.85

2018 年 达到预定状
10 月
态

内部验收

商业街部分未完工

崇阳旅业发展浪口温
泉度假区项目

447.92

4,064.11

2018 年 达到预定状
10 月
态

内部验收

索桥部分未完工

猴岛大门及票房综合
体工程

40.00

166.08

2018 年 达到预定状
12 月
态

内部验收

停车场未完工

贵州梵净山景区扩容
（创 5A 景区）项目

42.88

50.58

2018 年 达到预定状
10 月
态

内部验收

新增部分未完工

贵州梵净山智慧景区
（一期）项目

80.59

203.79

2018 年
达到预定状
10 月至
态
11 月

内部验收

新增部分未完工

海南南湾猴岛营地天
堂及曲港停车场项目

40.00

101.43

2018 年 达到预定状
12 月
态

内部验收

停车场未完工

红安三特旅业开发有
限公司天台山生态文
化旅游项目
合

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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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说明在建工程和固定资产未计提减值准备的原因及合理性，请年审会
计师发表意见。
年审会计师意见：
核查如下：
公司属于旅游行业，主要从事旅游资源的开发与建设，在旅游观光设施
中需要建造大量观光及辅助设施，形成大量长期资产，公司盈利模式主要通
过游客乘坐或借助长期资产体验自然风光而获得收益， 从上表的资产结构
中可以看出长期资产为公司最核心的资产，也是公司股权的最大价值所在。
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公司账面固定资产与在建工程具体情况如下：
项 目

期末余额（元）

备注

固定资产：
房屋及建筑物

924,928,204.34

房产、景区构筑物

运输设备

29,419,168.28

景区游客观光车、日常管理用车

通用设备

31,001,254.95

办公设备、家具、电子设备

专用设备

142,160,187.26

索道等景区特种设备

1,127,508,814.83

固定资产小计
在建工程小计

159,817,816.15

合 计

景区构筑物

1,287,326,630.98

从上表可以分析出， 公司固定资产与在建工程为以旅游景区设施及索
道乘坐设备为主，同时存在景区游客观光车、日常管理用车，上述资产合计
占固定资产与在建工程期末余额合计的 97.59%， 除此之外还存在日常办公
设备等，主要服务于整个旅游业务。 公司期末对固定资产与在建工程进行了
减值测试，经测试，未发现减值情况，具体情况如下：
（一）期末固定资产与在建工程目前状况
期末固定资产与在建工程在各公司的具体分布状况如下：
在建工程与固定资产期
末余额（元）

备注

克什克腾旗三特旅业开发有限公司

313,320,462.32

注2

武汉三特旅游投资有限公司

233,937,501.00

注3

保康三特九路寨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144,495,496.87

注4

崇阳三特旅业发展有限公司

126,011,414.88

注2

崇阳三特隽水河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96,806,141.77

注2

南漳三特古山寨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91,761,055.53

注4

陕西华山三特索道有限公司

66,048,014.31

注3

钟祥大洪山旅游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45,978,775.40

注5

海南三特索道有限公司

41,105,234.40

注3

武汉三特索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41,065,680.41

注5

杭州千岛湖索道有限公司

36,696,144.38

注3

海南陵水猴岛旅业发展有限公司

14,493,784.23

注3

庐山三叠泉缆车有限公司

10,650,775.56

注3

24,956,149.92

注1

公司

其他公司
合 计

1,287,326,630.98

注 1：其他公司主要为拥有岩台山景区资源但尚未进入开发阶段的红安
三特旅业开发有限公司固定资产及在建工程 5,355,636.96 元，拥有位于千岛
湖附近旅游资源的杭州千岛湖三特旅业有限公司固定资产及在建工程
8,246,253.86 元。
注 2：公司 2017 年计划将子公司崇阳三特旅业发展有限公司、克什克腾
旗三特旅业开发有限公司、 崇阳三特隽水河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整体打包引
入战略投资者，以解决项目建设资金不足问题，聘请了第三方评估机构出具
了评估报告，评估报告显示上述三家公司股权并未发生减值，第三方证券公
司、信托机构、银行机构出具的内部尽职调查报告、往来函件、内部公文、初
步投资协议均认可上述三家项目公司股权价值， 其股权价值不存在减值情
形，鉴于公司长期资产为最核心资产，也是产生未来现金流的源泉，虽然上
述三家公司目前持续多年大幅亏损，但相关机构认可公司所拥有的资产，认
为不存减值情形， 上述公司相关财务状况及第三方尽职报告等股权价值信
息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公司

实收资本

2016 年度净
利润

崇阳三特旅业发展有限公司

10,500.00

-1,062.29

10,500.00

否

9,091.00

-1,260.14

9,091.00

否

克什克腾旗三特旅业开发有限公司

10,000.00

-1,115.29

10,000.00

否

由上表可以看出，项目公司持续大幅亏损，但整体资产及股权并未发生
减值，虽然 2017 年下半年以来由于受整体去杠杆环境影响，引入相关战略投
资者并未最终实现，但各方机构均认可了项目公司资产价值，上述股权价值
可以认定为预计可收回金额， 可收回金额已经涵盖了公司实收资本及历年
亏损，表明公司对其长期股权投资及长期资产不存在减值情形。
虽然崇阳三特旅业发展有限公司及克什克腾旗三特旅业开发有限公司
2018 年度亏损较以前年度亏损加大， 但新增亏损主要是由于财务费用利息
支出增加、 已转固的折旧增加及结合目前实际情况调整了部分在建长期资
产所致。 上述公司实际经营状况及经营环境相比以前年度并未出现明显变
化。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 - 资产减值》的规定，企业在判断资产减值迹象以决
定是否需要估计资产可收回金额时，应当遵循重要性原则，以前报告期间的
计算与分析表明， 资产可收回金额对于资产减值准则中所列示的一种或多
种减值迹象反应不敏感，在本报告期又发生了这些减值迹象的，在资产负债
表日企业可以不需要因为上述减值迹象的出现而重新估计该资产的可收回
金额。 故崇阳三特旅业发展有限公司、克什克腾旗三特旅业开发有限公司、
崇阳三特隽水河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对应长期资产不存在减值情形。
注 3：上述公司经过多年市场培育，经营状况较好，业绩优良，主要现金
流来源于长期资产，其具体经营业绩与在建工程、固定资产对比如下：
对应固定资产及在建工程
（元）

2018 年度净利润（元）

武汉三特旅游投资有限公司（主要资源为梵
净山景区、海南浪漫天缘景区）

97,753,453.20

233,937,501.00

陕西华山三特索道有限公司

63,251,280.68

66,048,014.31

海南三特索道有限公司

30,816,969.05

41,105,234.40

杭州千岛湖索道有限公司

15,224,016.21

36,696,144.38

6,771,656.99

14,493,784.23

16,053,663.70

10,650,775.56

海南陵水猴岛旅业发展有限公司
庐山三叠泉缆车有限公司

经上述对比分析，上述公司对应的在建工程、固定资产明显不存在减值
迹象。
注 4：保康三特九路寨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及南漳三特古山寨旅游开发有
限公司开业时间较短，主要从事旅游观光行业，位于鄂西山区，目前处于亏
损状态，亏损主要原因为交通不方便导致客流较少，景区目前仍处于培育阶
段。 根据国家发改委的批准，郑州至万州及重庆高速铁路项目正在建设中，
该高速铁路途经保康三特九路寨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及南漳三特古山寨旅游
开发有限公司附近， 该高速铁路将自 2019 年至 2022 年分阶段逐步开通，交
通设施将得到极大改善，预计将带来可观人流；由于保康三特九路寨旅游开
发有限公司及南漳三特古山寨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拥有核心资产， 目前虽然
经营亏损，但整体资产及股权不存在减值风险。
注 5：该公司拥有的在建工程与固定资产情况如下：
在建工程与固定资产期末
余额（元）

公司

其中房屋建筑金额
（元）

45,978,775.40

45,796,145.00

2010 年

武汉三特索道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41,065,680.41

38,780,982.65

2013 年

87,044,455.81

84,577,127.65

公司及子公司钟祥大洪山旅游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取得上述房产的时间
较早，目前房地产市场价格较取得时点增值较大，评估机构对上述房产价值
进行了评估，公司以上述房产作抵押常年向银行借款融资，截止 2018 年末尚
有短期借款 8,000.00 万元未归还，金融机构认可了上述房产价值，也证明了
上述资产并未减值。
（二）公司历史期间处置持续亏损的公司股权情况
公司子公司主要从事景区资源的旅游开发， 由于旅游项目从开发到成
熟需要 5-10 年左右的培育期，故项目会出现较长时间经营亏损，但由于其
所拥有的核心资源使得存在较高的溢价空间， 故公司近几年处置的子公司
在转让过程中大部份取得了较高的投资收益， 最近几年处置股权收益情况
如下：
单位：万元
被投资单位名称

处置年度

转让股权
比例

处置前状况

投资收益

咸丰三特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2018 年度

100.00%

持续亏损

13,171.02

武汉市木兰生态置业有限公司

2018 年度

52.38%

持续亏损

1,979.10

安吉三特田野牧歌旅游开发公司

2017 年度

100.00%

持续亏损

1,672.16

武夷山三特索道有限公司（注）

2017 年度

75.00%

持续亏损

445.73

神农架三特置业限公司

2015 年度

76.00%

亏损

6,688.16

武汉市汉金堂投资有限公司

2013 年度

52.00%

持续亏损

6,696.27

注：2017 年 9 月，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减少全资子公司武夷山三特索道有限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和《关于引入外
部投资者对武夷山三特索道有限公司增资控股的议案》决议，公司根据上述
决议引进了战略投资者， 根据公司上战略投资者双方达成的的合作协议及
湖北众联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众联评报字[2017]第 1206 号”评估报告，
公司持有武夷山三特索道有限公司的股权由 100.00%变为 25.00%，公司持有
的剩余股权价值为 1,910.00 万元，截止 2017 年 11 月 30 日，武夷山三特索道
有限公司账面净资产为 1,464.27 万元，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对持有
武夷山三特索道有限公司剩余 25.00%股权重新计量确认投资收益 445.73 万
元。
经核查， 虽然部分项目公司目前经营状况欠佳， 但由于拥有独特的资
源，使其价值较高，公司持有的在建工程和固定资产可以通过自身经营获取
未来收益，也可以通过股权变现的形式获取收益，根据《企业会计准则 - 资
产减值》的规定，只需要该资产的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与资产预
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任何一项超过了资产的账面价值， 就表明资产没有
发生减值，故在建工程及固定资产无需计提减值准备。
问题八：年报显示，其他应付款期末余额为 1.87 亿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53.07%，其中含资源管理费 2,210.58 万元，非关联方的往来款项 3,114.42 万
元，请说明资源管理费具体性质、形成原因，非关联方往来款项主要内容、金
额。
公司回复：
2018 年报告期末，其他应付款期末余额为 1.87 亿元，按款项性质分为：
项目

期末余额（元）

-

4,925,500.78

25,278,700.61

应付股利

3,840,485.10

11,178,021.76

押金及保证金

2,644,937.38

2,768,979.65

22,105,751.20

22,325,380.22

资源管理费
非关联方的往来款项

15,981.78 16,207.21

未完工

年初余额（元）

应付利息

31,144,159.04

21,258,797.75

112,818,122.03

197,708,223.03

代收价格基金

2,792,757.00

2,793,240.00

关联方往来款项

4,952,909.30

工程款

非银行机构借款
523.54

房屋取得时间

钟祥大洪山旅游投资开发有
限公司

合 计

5,398,625.14
108,239,741.65

其他
合计

公司

1,642,576.74

1,273,552.83

186,867,198.57

398,223,262.64

2018 年期末余额（元）

陕西华山三特索道有限公司
贵州三特梵净山旅业发展有限公司
红安三特旅业开发有限公司

具体性质和形成原因

16,030,652.28

依照合同约定交纳

5,187,299.82

依照合同约定交纳

800,000.00

依照合同约定交纳

（二）非关联方的往来款项 3,114.42 万元，主要是：
内容

金额（万元）

应付营销返利

1,066.25

应付 ABS 费用

924.62

问题九：年报显示，本报告期销售费用发生额为 3,754.66 万元，较上年同
期增长 35.76%，其中销售佣金为 1,698.62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486.78%，请
详细说明该销售佣金的具体含义及销售佣金大幅增长的原因。
公司回复：
销售佣金是为了激励旅行社更多的推广公司景区，吸引更多的游客，对
达到指定团队游客人数的旅行社给予一定比例奖励的一种营销方式。 2018
年，销售佣金为 1,698.62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486.78%，主要为梵净山旅业
公司在与旅行社签订销售佣金协议时，对当年收入的预计较为保守，而 2018
年梵净山旅业公司实现收入、游客量同比大幅增长超过 40%，根据奖励政策
导致销售佣金大幅增长。
问题十：年报显示，本报告期发生处置非流动资产损失 2,295.53 万元，较
上年同期增加 478.53%，请说明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本年度大幅增长的原因
及合理性。
公司回复：
本报告期发生处置非流动资产损失 2,295.53 万元， 较上年 396.79 万元
增加 1,898.75 万元，主要系本期公司对三个项目子公司金额合计为 1,825.08
万元的在建工程进行核销所致。
2018 年，面对旅游行业新格局、新趋势带来的机遇与挑战，根据集团公
司“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战略方针及“五个必须”的投资原则，我公司 2018 年
对各在建项目进行梳理，从资源禀赋、区位交通、社会环境、市场基础、政商关
系、技术方案、经营状况等多个项目评判指标着手，深入甄别、分析每个项目
的发展思路，对部分在建项目进行了调整。 同时，为了更加公允地反映公司
的资产、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及公司财务管理制度的
相关规定，并结合实际情况，公司对以下三个项目子公司在建工程进行了核
销，包括太平河休闲旅游度假区项目 859.43 万元，木兰川公司“大余湾美丽
乡村项目”31 万元，崇阳旅业公司向阳湖项目、接待中心、生态农业中心、飞
禽基地项目合计 934.65 万元。 核销详情请见下表：
项目子公司名称

核销资产范围

核销金额（元）

核销原因

贵州太平河休闲
贵州江口三特太平 旅游度假区项目
河旅游开发有限公 工程前期设计勘
司
察费、 工程管理
费

因当地政府 2018 年修订了《梵净山—太平
河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该项目部分内容
8,594,300.72
已无法实施， 故核销项目工程前期相关费
用。

武汉三特木兰川旅 “大 余 湾 美 丽 乡
游开发有限公司
村”项目

因 2018 年 9 月， 公司转让了该项目主体公
310,000.00 司全部股权，公司不再继续参与此项目，故
核销该项目工程前期设计费。
向阳湖项目距离崇阳三特旅业发展有限公
司主要经营管理的崇阳项目有 80 余公里，
原规划开展原生态食材的培养与供应业
务， 以支持崇阳项目给游客带来的“原生
2,081,818.35 态”体验。 通过分析近年经营情况，鉴于该
项目与崇阳项目距离较远，运作成本较高，
不能与崇阳项目形成集聚效应。 公司退出
该项目， 聚焦主业， 故核销该项目前期投
入。

向阳湖项目

接待中心原拟作为“溪上垸”旅游地产项目
的销售中心。 受“涉房”上市公司非公开发
行股票的审核政策影响，公司已于 2019 年
926,362.46
1 月，经董事会、股东大会审批，将溪上垸项
目资产剥离，接待中心已失去存续意义，故
核销该项目工程前期投入。

崇阳三特旅业发展 接待中心工程
有限公司

证券公司、信托机
是否存在
构、银行等认定的
减值情形
股权价值

崇阳三特隽水河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含
其控股子公司崇阳三特隽水河生态农
庄开发有限公司）

公司

（一）公司根据资源补偿费协议或收入分成协议每月计提资源管理费（资
源补偿费），并不定期向协议单位支付，截止报告期末应付资源管理费（资源
补偿费）余额为 2,210.58 万元，主要是：

生态农业中心

5,888,209.53 该项目原规划为崇阳项目配套实施的贫困
地区农业示范项目， 既有利于旅游项目周
边景观改造，又能带动地方社区的发展。 目
前，该项目农业示范效应已显现。 根据区域
旅游行业的发展、 当地居民生产方式的转
450,148.00 变及地方经济的发展情况， 公司对崇阳项
目的社会环境变化进行分析， 决定退出生
态农业及飞禽养殖类项目，聚焦主营业务，
调整项目投资思路，让利于民。

飞禽基地项目

小计
合计

9,346,538.34

--

18,250,839.06

--

注：该资产核销事项已于 2019 年 3 月 30 日公开披露《关于 2018 年度资
产核销的公告》。
综上所述，报告期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大幅增长具有合理性。
问题十一：2019 年 1 月 11 日，你公司披露《关于转让崇阳项目公司部分
资产暨关联交易的公告》，你公司将沿河民宿酒店公寓项目（温泉小镇、溪上
垸）、沿河民宿酒店公寓项目、许家包项目等对应的土地使用权、项目开发
权、 地上建筑物和在建工程等以 22,753.84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武汉当代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请补充说明上述事项对你公司 2019 年业绩的影响、该转让事
项进展、目前相关款项支付情况、是否构成关联方资金占用，是否按照《股票
上市规则》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回复：
2019 年 1 月，公司全资子公司崇阳旅业公司、崇阳隽水河公司分别与武
汉当代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资产转让合同》，以 22,753.84 万元的价格转
让所持部分资产，包括温泉小镇、溪上垸、沿河民宿、许家包等对应的土地使
用权、项目开发权、地上建筑物和在建工程（以下简称“目标资产”）。
根据《资产转让合同》约定，资产转让款在满足相应前提条件的情况下分
期支付。 《资产转让合同》中关于资产转让款的支付条款已在公司指定信息
披露媒体上披露，详见 2019 年 1 月 11 日登载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武汉三
特索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转让崇阳项目部分资产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公司已将目标资产重分类至“持有待售资产”，尚未办理过户交付手续。
公司已收到 10%的资产转让款，《资产转让合同》正常履行中，不存在关联方
资金占用的情况，亦未出现《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需要披露重大事件的进展
的情况。
如《资产转让合同》完全履行，将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但由于
《资产转让合同》尚在履行中，全额资产转让款需在满足相应前提条件的情况
下分期取得，出于谨慎判断，该交易对公司 2019 年业绩的影响目前尚具有不
确定性。
问题十二：年报显示，近三年来你公司现金分红金额为 0 元，2018 年度
你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35 亿元，2018 年度不进行利润
分配，请结合同行业特征、自身经营模式、多年度财务指标等，说明你公司所
处发展阶段、行业特点、资金需求状况等，并说明 2018 年不进行现金分红的
具体原因及合理性，《公司章程》中规定的利润分配政策是否符合《公司法》、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
—上市公司现金分红》等规定的利润分配政策。
公司回复：
（一）公司 2018 年度未进行现金分红的原因
旅游行业上市公司相关指标显示，公司所从事的旅游行业属于资金密集
型行业，具有资金需求量大、投资周期长的特点。 近年来，旅游行业受国家政
策鼓励，准入门槛较低，市场竞争激烈。 同时，旅游资源具有稀缺性、不可替
代性、使用排他性的特征。 针对以上情况，公司在长期的实践中，形成了“经
营一批、建设一批、储备一批”的项目开发梯次模式。 相较其他同行业上市公
司，公司掌握的景区资源分布在全国多个地区，同一时期内在建项目较多，具
体项目实行分期开发。 因此，公司的资金需求量较大，并且具有长期性。
同行业公司相关资产情况表
单位：万元
公司简称

固定资产 A

在建工程 B

无形资产 C

占比
（A+B+C）/D

总资产 D

三特索道

112,750.88

15,981.78

5,747.30

286,382.74

46.96%

张家界

58,530.51

61,756.20

99,468.60

249,597.94

88.04%

长白山

71,462.02

8,273.45

19,784.39

126,592.77

78.61%

天目湖

67,174.14

1,215.79

11,893.33

112,706.51

71.23%

桂林旅游

100,751.61

41,098.70

48,572.59

292,271.08

65.15%

峨眉山

138,212.56

8,342.94

16,364.15

287,484.64

56.67%

丽江旅游

76,611.73

43,901.52

8,440.08

271,505.23

47.50%

西藏旅游

17,082.00

5,105.51

41,341.00

134,827.68

47.12%

黄山旅游

164,310.35

4,028.96

18,294.85

470,331.93

39.68%

西安旅游

21,118.43

17,863.86

7,781.04

120,856.31

38.69%

注：以上同行业公司财务数据来源于该公司公开披露的 2018 年度报告。
目前，公司仍处于产业发展的成长期，表现为资金需求较旺，资产负债率
较高。
公司最近五年资产负债情况表
单位：万元
2018 年

2017 年

2016 年

2015 年

2014 年

总负债

188,793.35

180,350.96

171,131.93

103,728.74

94,311.29

总资产

286,382.74

267,218.49

257,439.35

223,829.55

209,068.63

65.92%

67.49%

66.47%

46.34%

45.11%

资产负债率

公司资产负债情况同行业比较表
指标名称
资产负债率

2018 年
三特索道
65.92%

行业均值
27.13%

行业中值
21.12%

行业最高
65.92%

行业最低
6.11%

注：以上行业数据来源于同行业上市公司公开披露的 2018 年度报告。
在此情况下，公司制订分红方案，既要照顾到广大股东的即期回报，又要
考虑到公司长远发展，维护股东的根本利益。
根据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标准无保留意见审
计报告 （众环审字 [2019]010151 号），2018 年度公司可供分配的利润为
17,880.62 万元， 但合并报表中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仅为 501.26 万元，2018 年末资产负债率为 65.92%。 同时，已经公司董
事会审批通过的多个项目尚在建设中、并购投资计划仍在推进中，公司未来
12 个月内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
综合考虑公司所处行业特点、发展阶段、自身经营模式、盈利水平以及有
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等因素，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2018 年度
拟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转股份，并将《2018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提交公司
股东大会审批。 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2019 年 4 月 19
日，公司 2018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2018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并
对中小股东表决实行单独计票。 以上关于利润分配政策的制订及审批流程
均符合《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二）《公司章程》有关利润分配政策的合规性
《公司章程》关于现金分红条件和比例的情况如下：“现金分红的条件和
比例：在当年盈利且累计未分配利润为正数、满足正常生产经营的资金需求、
无重大投资计划或重大现金支出发生的条件下， 公司应当优先采用现金分
红，现金分红比例一般不小于当年实现的可供分配利润的百分之十。
上述重大投资计划或重大现金支出是指以下情形：
公司未来十二个月内拟对外投资、收购资产或购买设备累计支出达到或
超过公司最近一年经审计净资产的 20%，且超过 10,000 万元。 ”
《公司章程》关于股票股利分配或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条件规定如下：
“公司经营业绩良好，公司股票价格与股本规模不匹配，且股本扩张与业绩增
长相适应，发放股票股利或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有利于公司全体股东的整体
利益，公司可在前述现金分红的前提下，增加股票股利分配或资本公积金转
增股本。 ”
《公司章程》的有关利润分配政策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
—上市公司现金分红》等规定的利润分配政策。
特此公告。
武汉三特索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 年 6 月 13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