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代码：300089

证券简称：文化长城

公告编号：2019-029

广东文化长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年报问询函的回复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人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广东文化长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9 年 5 月 9 日
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公司管理部下发的创业板年报问询函【2019】第 155
号《关于对广东文化长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年报问询函》，公司会同有关中介
机构就所问询事项进行了专项落实，鉴于部分事项尚需进一步补充和完善，公司
先对部分问题作出下述说明，其余问题将于 2019 年 6 月 17 日前回复并公告：

偿债能力及流动性
11.报告期末，公司账面货币资金余额为 43,658 万元，同比下降 21.03%；公
司母公司账面货币资金余额为 2,123 万元，同比下降 95.44%；公司短期借款余额
为 38,996.5 万元，同比上升 66.65%；公司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为 13,286 万
元，同比上升 269.05%；公司应付债券—公司债券余额为 34,753 万元，其中 1,986
万元为一年内到期的应付债券。请从合并层面及母公司层面分别说明：
（1）结合经营活动、投融资活动等说明报告期公司账面货币现金余额大幅
下滑的原因；
回复：报告期末，公司合并报表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5439.9 万元，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36882 万元，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606.1
万元，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11851.3 万元，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42942.0 万元。货币现金余额大幅下滑的原因主要是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同比下降 27%，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下降 48%。
公司母公司报表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16180.1 万元，投资活动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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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现金流量净额-27552.1 万元，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697.7 万元，现金
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44438.0 万元，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2123.1 万元。
货币现金余额大幅下滑的原因主要是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下降
1425%，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下降 265%，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同比下降 104%。
（2）请列示 2019 年各月份你公司需偿付的短期借款、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
负债及应付债券的本息金额，并结合公司未来的发展经营规划、筹融资方案等说
明公司是否存在资金链断裂风险、对公司当期及未来经营业绩的影响以及拟采取
的应对措施。
回复：截至 2019 年 5 月 31 日，公司已按时偿还相关本息金额共计 31588.40
万元。根据公司未来发展经营规划及融资方案，公司不存在资金链断裂风险，前
述借款及相关负债不会对公司当期及未来经营业绩造成实质性不利影响。

12.你公司母公司应收联汛教育、智游臻龙股利 5,800 万元，期限为 1-2 年，
截止报告期末你公司尚未收回。你公司解释为“为了支持子公司经营发展，资金
暂留子公司使用”。请说明：
（1）三家教育子公司并表以来，是否对母公司进行分红，分红金额与子公
司历年实现的净利润及现金流是否匹配；
回复：三家教育子公司并表以来，联汛教育对母公司应付股利 4200 万，智
游臻龙应付股利 1600 万，翡翠教育未分配股利。截止目前，三家教育子公司尚
未对母公司进行现金分红。
（2）结合联汛教育、智游臻龙的货币资金状况等，说明上述款项的收回是
否存在不确定性，是否存在关联方资金占用或财务资助情形。
回复：报告期内智游臻龙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862.15 万元，投资
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5,022.31 万元,报告期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411.07 万元。智游臻龙经营稳健且持续盈利，为长远发展考量，经报批购置房产
装修后用于培训业务，相应减少培训教室的租赁物业面积及租金支出，现金流紧
张的状况经逐步得以改善，成本费用结构得到进一步的优化，应收股利 1,600.00
万元收回可期，不存在不确定性，亦不存在关联方资金占用或财务资助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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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联汛教育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859.1 万元，投资活动产
生的现金流量净额-16,143.6 万元,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886.2 万元，报
告期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1,883.5 万元。联汛教育稳健经营且持续盈利，
教育集成业务订单量大，教育运营业务稳健拓展，构建业务所需成本的资金投入
增加，等业务进入稳定期后成本结构将得到优化，资金紧张的状况将逐步得以改
善，应收股利 4200 万元收回可期，不存在不确定性，亦不存在关联方资金占用
或财务资助情形。

13.报告期末，你公司应付账款余额为 12,649 万元，同比上升 241.74%；预
收账款余额为 12,216 万元，同比上升 821.90%。请补充说明：
（1）你公司应付账款、预收账款大幅上升的原因，公司业务模式和结算模
式是否发生重大变化，如是，请说明变化的具体情况；
回复：应付账款、预收账款大幅上升的原因主要是 2018 年翡翠公司并入报
表的影响，公司业务模式和结算模式没有发生重大变化。
（2）前五大应付账款、预收账款的基本情况，包括但不限于应付（预付）
对象、是否为关联人、期末金额、发生原因等，并说明上述事项的会计处理。
回复：因公司前五大应付账款、预收账款的基本情况涉及公司商业秘密，公
司不便披露。同时，为满足交易所的监管要求，公司会积极配合监管机构，提供
进一步的详细材料，以供交易所备查。上述事项的会计处理如下：
应付（预付）对象不为公司关联人。
应付账款-支付货款会计处理如下：
借：应付账款

贷：货币资金

预收账款-收到货款会计计处理如下：
借：货币资金

贷：预收账款

14.报告期末，你公司其他应付款-往来款余额为 5,834 万元，2017 年末为 23
万元。请说明上述款项的具体内容、对象、性质及本期大幅增加的原因。
回复：报告期末，公司其他应付款-往来款余额明细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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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应付款-往来余额明细表
序号

名称

1

潮州民营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
3

金额（元）

款项内容

56,280,000.00

往来款

翡翠公司个人往来

1,733,476.69

往来款

其他小额个人往来

325,444.17

往来款

合计

58,338,920.86

本期大幅增加的原因主要是增加潮州民营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的往来款，以及
2018 年翡翠教育并入报表的影响。

15.报告期内，你公司现金流量表中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其他
款项为 3,948 万元，去年同期为 34 万元；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其
他款项 2,886 万元，去年同期为 116 万元。请说明上述款项的具体内容及本期大
幅增加的原因。
回复：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中收到的其他款项明细为：
保证金 120.0 万元，归还借款 618.6 万元，往来退款 2981.8 万元，其他
227.3 万元，合计 3947.8 万元。
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中支付的其他款项明细为：
保证金 12.8 万元，罚款滞纳金支出 161.0 万元，借款 1011.4 万元，其他
194.3 万元，往来款 1440.8 万元，总计 2820.3 万元。
本期大幅增加的原因 2018 年翡翠教育并入报表的影响以及各个项目的收支
增加所致。

经营成果及资产质量
17.你公司年报中表示，“公司将有限的资源重点用于研发设计和市场营销，
将部分简单生产环节外协给其他企业生产，大幅提高公司的盈利能力以及市场反
应能力。”你公司陶瓷业务 2018 年实现营业收入 24,210 万元，已连续四年下滑。
请就陶瓷业务说明：
（1）你公司与外协厂商的具体分工，报告期内对前五大外协加工供应商的
采购内容及采购金额；
回复：公司采取“主抓研发营销、做精高端制造、外包低端加工”特色经营模
式，即在产业链各重要环节中，重点发展“研发设计”和“市场营销”两个环节，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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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将“生产”环节外协加工。公司利用潮州作为“中国瓷都”的产业集群优势，通过
将部分简单生产环节外协加工，使得公司既能将主要资源用于研发设计和市场营
销两个环节，又能保证公司的生产能适应业务高速发展的需求。因报告期内对前
五大外协加工供应商的采购内容及采购金额明细涉及公司商业秘密，公司不便披
露。同时，为满足交易所的监管要求，公司会积极配合监管机构，提供进一步的
详细材料，以供交易所备查。
（2）相关设计及销售人员数量及是否符合你公司生产经营需要；
回复：截止本函回复之日，公司相关设计及销售人员数量为 66 人，符合公
司生产经营需要。
（3）结合市场趋势及竞争环境、你公司陶瓷产品销量及单价变动、原材料
及外协加工成本变动等因素，说明陶瓷业务连续四年下滑的原因。
回复：近年来艺术陶瓷市场竞争愈发激烈，市场参与者数量快速增长，行业
呈现竞争无序、低价倾销等不良发展迹象，以及受中美贸易战等影响，导致公司
的陶瓷业务连续四年下滑。

18.公司境外业务实现收入 18,926 万元，同比下滑 27.09%，毛利率为 12.40%，
同比下滑 14.05 个百分点；你公司陶瓷业务实现营业收入 24,210 万元，毛利率为
31.68%，同比上升 0.78%。请说明境外业务是否全部为陶瓷相关业务，并对陶瓷
业务境内境外的收入成本进行分拆，结合客户需求变化、市场竞争、成本结构等
因素分析境外业务毛利率下滑及陶瓷业务毛利率上升的原因。
回复：因公司疏忽，导致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部分数据出现错误，现更新
相关数据如下：公司境外业务实现收入 22867.15 万元，同比下滑 11.9%，毛利率
为 27.5%，同比下滑 1.05 个百分点；公司陶瓷业务实现营业收入 24,210 万元，
毛利率为 31.68%，同比上升 0.78%。公司境外业务主要是陶瓷业务，陶瓷业务
占境外业务比重为 96.33%。境外业务毛利率同比下滑 1.05 个百分点，陶瓷业务
毛利率上升 0.78%，都是在正常的波动范围内。

19.报告期内，上海哔哩哔哩科技有限公司（简称“哔哩哔哩”）为你公司
第一大客户，对其实现销售金额 12,022 万元，占公司年度销售金额的 1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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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说明公司对哔哩哔哩的主要销售内容、交易对手方的具体情况、已签订合同金
额、已结转成本、相关应收款及回款情况，并说明与哔哩哔哩的业务往来是否具
备可持续性。
回复：上海昊育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下称上海昊育）作为文化长城全资子公
司北京翡翠教育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51%的子公司，上述与哔哩哔哩开展的业
务均系上海昊育开展。但根据上海昊育与哔哩哔哩(纳斯达克上市公司，股票代
码 BILI.US)签署的相关合同规定，上海昊育与哔哩哔哩的主要销售内容、已签
订合同金额、已结转成本、相关应收款及回款情况以及业务往来等均属于上海昊
育负有保密义务的保密信息。哔哩哔哩在与上海昊育沟通过程中，认为前述信息
属于其商业机密，并书面复函上海昊育，提醒其严格履行合同的保密义务，不得
任意对外披露。为保护其商业机密及履行合同约定的保密义务，公司不便披露。
同时，为满足交易所的监管要求，上海昊育及哔哩哔哩会积极配合监管机构，提
供进一步的详细材料，以供交易所备查。

20.你公司年报中披露，“智游臻龙联合院校进行‘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VR、
大数据学费增长 50%，招生效果显著”。请说明相关院校的具体名称及是否取得
“现代学徒制”教学的试点资格，以及报告期内 VR、大数据培训的学员数量、学
费数额及所实现收入。
回复：报告期内，智游臻龙联合山西林业职业技术学院于 2018 年 9 月份开
始进行“现代学徒制”的人才培养，该学院取得了现代学徒制教学的试点资格。
智游臻龙与该学院合作进行“现代学徒制”培养采取 18+18 的分期付款的收
费模式，前 18 个月为培养期，后 18 个月为回报期，报告期内共招生学徒制学生
300 人，学费共计 1620 万元，按照培养进度确认收入 360 万元。

21.报告期内，你公司销售费用为 13,008 万元，同比上升 178.28%，销售费
用率从 8.65%上升至 11.08%，销售人员数量从 166 人上升至 972 人。请结合翡
翠教育与公司及其他子公司的业务模式异同，说明销售费用率大幅上升的原因及
合理性。
回复：联汛教育、智游臻龙、翡翠教育业务模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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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汛教育以提供智慧教育云一体化解决方案为核心业务，同时也为职业教育
实训室提供综合解决方案，具体体现为教育主管部门或政府相关部门引进联汛教
育作为投资企业，免费为政府建设区域型智慧教育项目。通过智慧教育云平台为
各级教育主管部门提供行政和教育管理服务，为所有中小学提供教学、教务和行
政管理服务，为学生家庭提供教育公共服务和提供有偿的企业增值服务，并通过
“教育+生态”打造本区域“教育生态圈”，从服务教育自身拓展到服务于全社会。
同时通过装备采购设计、课改、竞赛、职业技能鉴定、实训和就业等多个维度为
技工职业院校的技能实训室提供一体化解决方案，其中技能实训室装备类设备通
过招投标的形式为技工职业院校提供系统集成服务。
智游臻龙主营业务是软件培训、软件开发及销售，培训业务主要针对应往届
大专、本科毕业生进行岗前实训，通过 4-5 个月左右的强化技术训练达到符合企
业高端技术用人标准，实现高薪就业；软件开发主要是自主研发和软件外包；销
售业务主要是跟合作院校建立实验室，通过买入软硬件再卖出的方式。翡翠教育
是一家以实战型 IT 人才培训为核心的集团化教育机构。通过自主 IT 课程开发，
翡翠教育专注于移动互联网及数字游戏动漫等领域的 IT 职业教育培训，专业内
容包括移动互联网、艺术设计、程序开发、影视动漫、数字娱乐、营销与运营等
六大板块，下设前端开发、JAVA 大数据、影视特效设计、游戏特效设计、网络
创业与营销等学科。翡翠教育通过各课程实操指导结合基础知识讲解的模式进行
IT 课程培训。
翡翠教育主要专注于互联网新兴领域的职业技术培训，涉及大数据、区块链、
VR、UI 设计、Web 前端、互联网运营、影视动漫等多个专业项目课程。培训网
点覆盖北京、广州、深圳、上海、西安等全国多个城市。翡翠教育与多家 IT 企
业保持合作关系，在学员培训完成后，翡翠教育将根据学员的情况进行就业辅导，
并免费提供就业推荐服务。此外，翡翠教育控股子公司昊育信息从事校园信息化
服务业务，主要为中小学及职业院校提供教育信息化整体解决方案，包括教育云
基础建设、智慧课堂等产品的设计、开发及实施。同时，昊育信息结合自身在职
业教育领域的经验积累，为中小学及职业院校提供拓展型、研（探）究型的创新
教育应用及配套服务。
报告期内公司销售费用为 13,008 万元，同比上升 178.28%，销售费用率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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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5%上升至 11.08%，销售人员数量 从 166 人上升至 972 人。翡翠教育并入合
并报表的销售费用为 6651.0 万元，占总销售费用 51.13%，故销售费用大幅上升
主要是因为翡翠教育并入合并报表的影响。

22.报告期，你公司研发人员数量为 729 人，研发投入金额为 4,242 万元，人
均金额 5.8 万元。其中，研发费用-人工费用为 2,540 万元，人均金额 3.48 万元。
请说明你公司研发人员的分类依据、人均薪酬，研发投入的确认依据以及研发投
入的归集是否符合会计准则的要求。
回复：公司研发人员按照设计、技术、开发、测试、商务等研发全流程组建
有专职的研发团队，公司研发人员中部分为兼职人员，在工资薪酬中未归入研发
工资。公司按时向主管科技部门进行研发项目立项备案，研发活动围绕研发项目
确定研发周期交由专门的项目小组负责管理，研发投入以研发项目为成本核算对
象并按照受益原则合理分配归集人力成本、直接投入、设备折旧与摊销及其他费
用，设置并登记研发费用辅助账，研发投入的归集符合会计准则的要求。

23.报告期末，你公司单项金额重大并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中，培
训费余额为 2,049 万元，坏账计提比例为 30%，去年同期无该等款项；外币货币
性项目-应收账款 2,971 万美元，折合人民币 20,389 万元，同比上升 529.11%。
请结合相关应收款项的主要债务人、具体构成、账龄结构、信用政策等因素，说
明报告期相关应收款项的变动原因及期后回款进度，并说明是否存在较大的坏账
风险。
回复：（1）应收账款中，培训费余额为 2,049 万元发生的原因主要是近年，
公司与 P2P 贷款机构合作数量下降，银行等传统金融机构合适的助学贷款产品
不多，在此背景下报告期内公司对部分学员采取“分期付款”的培训费收费方式，
期末应收培训费余额 2,049 万元。对于坏账计提比例 30%，是按照会计师要求相
应计提。
分期付款的学生主要在集中在报告期下半年，目前未到还款期。为加速回款，
公司积极寻求助学贷款金融机构将应收培训费转为学员正常贷款（简称“转贷”），
截止 2019 年 4 月 30 日，合计转贷金额 131.78 万元。5 月公司针对分期付款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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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启动一次性提前催收模式，预计 10 月底前回款率为 70%。
外币货币性项目-应收账款 2,971 万美元主要是境外销售商品未收的货款，账
龄基本在 1 年以内。
（2）是否存在较大的坏账风险的说明
公司的应收账款基本在都在 1 年以内，对于培训费应收账款，一般贷款违约
率在 2%以内，在公司可控范围内。同时为有效控制该部分学员不按期还款产生
的信用风险，公司通过平台为学员办理征信。公司一贯坚持品质教学理念，经营
稳健，今年 5 月启动一次性提前催收模式，加快回款速度。对于境外项目回款，
公司会加大催收力度，以加速资金的回笼。
综上，公司应收账款不存在较大的坏账风险。

24.报告期末，你公司存货账面余额为 21,147 万元，同比上升 102.58%，其
中发出商品 9,893 万元，同比上升 1,650.45%。报告期内，你公司存货跌价准备
计提 336 万元，转回或转销 29 万元。
（1）请结合业务模式、存货管理政策、经营风险控制等因素，分析报告期
末存货的分类构成及变动原因；
回复：我司存货分类主要包括原材料、包装物、低值易耗品、在产品、库存
商品和发出商品等。存货在取得时，按成本进行初始计量，包括采购成本、加工
成本和其他成本。存货发出时按加权平均法计价。
报告期末存货主要是原材料 460.7 万元，库存商品 9143.6 万元，在产品 1625.4
万元，发出商品 9893.4 万元，周转材料 24.2 万元，合计 21147.19 万元。存货变
动幅度较大是受到本期翡翠教育并表的影响。
（2）请说明发出商品期后实现销售及回款的具体进度及原因；
回复：截至 2019 年 4 月 30 日，2018 年末存货账面余额 4175 万元的发出商
品已结转成本，期后确认收入 4,769.56 万元，已回款 5,360.92 万元。剩余未结转
成本的发出商品系根据合同约定情况及合同实际执行情况，项目未达到确认收入
的条件，该部分发出商品已回款 2,474.54 万元。
（3）结合上述回复，分析存货跌价准备计提的合理性。
回复：截至资产负债表日，公司的存货余额为 21,147 万元；存货跌价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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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额为 1,226 万元。存货跌价准备计提 336 万元，转回或转销 29 万元。
公司存货存货跌价准备的计提方法：公司于每年中期期末及期末对存货进行
全面清查后，对遭受损失，全部或部分陈旧过时或销售价格低于成本的存货，按
存货的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提取或调整存货跌价准备。产成品、库存商品和用
于出售的材料等直接用于出售的商品存货，在正常生产经营过程中，以该存货的
估计售价减去估计的销售费用和相关税费后的金额，确定其可变现净值；需要经
过加工的材料存货，在正常生产经营过程中，以所生产的产成品的估计售价减去
至完工时估计将要发生的成本、估计的销售费用和相关税费后的金额，确定其可
变现净值；为执行销售合同或者劳务合同而持有的存货，其可变现净值以合同价
格为基础计算，若持有存货的数量多于销售合同订购数量的，超出部分的存货的
可变现净值以一般销售价格为基础计算。
期末按照单个存货项目计提存货跌价准备；但对于数量繁多、单价较低的存
货，按照存货类别计提存货跌价准备；与在同一地区生产和销售的产品系列相关、
具有相同或类似最终用途或目的，且难以与其他项目分开计量的存货，则合并计
提存货跌价准备。
以前减记存货价值的影响因素已经消失的，减记的金额予以恢复，并在原已
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金额内转回，转回的金额计入当期损益。
结论：经实施以上存货跌价准备测试程序，公司认为，存货跌价准备计提充
分合理。

25.报告期内，你公司新购置无形资产-应用软件 19,897 万元，请说明除联汛
教育购置的 11,295 万元无形资产外，其余无形资产的明细情况、摊销方法、使
用寿命、残值等，以及在公司业务开展中的具体应用。
回复：具体明细如下表
无形资产原 无形资产累计 使用寿
序号

无形资产名称 值

摊销

命

残值

在公司业务开展中的具体应用
根据学员的日常学习大数据，通
过 AI 智能运算，判断学员的知
识点掌握情况，为学员智能推送

AI 服务学习平台
1

（V1.0）

适合自身掌握情况的课后练习题
300.0 万元

5.0 万元

5-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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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5.0 万元 库、复习视频等学习任务。

由数据终端设备、数据电路终接
设备以及二者间的任何中间设备
所构成的实体硬件教学；控制程
序、应用程 序和程序设计语言以
及各种操作方式，完成建立文件
索引、读写、校对、删改数据、
造表、统计、复制文件 等多功能
机站数据教学系
2

统（V1.0)

的操作性教学；保障大数据的存
180.0 万元

3.0 万元

5-6 年

177.0 万元 储与安全运行。
通过互联网和各种网络技术，组
建电话网络学习、互联网双师直
播教学、移动端手机教学、云存
储的资源教 学、人工智能教学、

网络学习平台
3

（V1.0）

视听触体感多功能教学等的学习
360.0 万元

6.0 万元

5-6 年

354.0 万元 平台。
在直播课的过程中，学生提问的
关键词、普遍要点等问题，智能
解答的 FAQ 自动抓取、筛选排查

双师直播网络答
4

题器系统

和智能屏蔽 等多功能系统。交互
226.4 万元

15.1 万元

5-6 年

211.3 万元 与答疑时时进行。

2669.4 万元

444.9 万元

6年

2224.5 万元 资源平台--备课

万校云教育资源
5

及应用系统
中联恒源万校云
教育资源及应用

6

系统 V3.1.3

4731.3 万元

788.5 万元

6年

3942.7 万元 资源平台--备课

7

大数据软件

133.6 万元

7.8 万元

10 年

125.8 万元 教学中应用

合计

8600.8 万元

1270.3 万元

7330.4 万元

26.报告期末，你公司未办妥产权证书的房屋建筑物金额为 7,939 万元。请说
明上述固定资产的初始确认时间、是否已实际使用、是否已开始计提折旧、预计
办妥产权证书的时间，并说明未办妥产权证书对你公司的生产经营造成何种影
响。
回复：报告期内，公司购置一处房产，为毛坯房，经装修后于年底投入使用。
该房产初始确认时间及实际使用时间为 2018 年 12 月，按照固定资产相关的会计
准则规定，从 2019 年 1 月开始计提折旧。预计 2019 年 10 月可办妥产权证书。
公司购房时与开发商签订了购房合同并在房管局进行备案，该房产报告期末投入
使用，未办妥产权证书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造成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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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其他
28.截止 2017 年末，你公司于“河南首期年产 2000 万只陶瓷酒瓶建设项目”
累计投入超募资金 22,371 万元，投资进度为 100.30%。2016 年 10 月，你公司拟
向深圳市东方置地集团有限公司转让项目实施主体河南长城绿色瓷艺科技有限
公司 100%股权，评估定价为 18,291 万元。截止至 2018 年末，上述股权转让仍
在转让过程中，“河南首期年产 2000 万只陶瓷酒瓶建设项目”仍在进行中，尚未
投产。请说明：
（1）该项目投资建设实际进展及所形成的资产情况，相关资产的折旧、摊
销及减值等情况，以及项目未投产的具体原因；
回复：该项目投资建设实际进展及所形成的资产情况如下表：
项目名称

原值

累计摊销

残值

减值

河南土地使用权

16570.8 万元

2114.6 万元

14456.2 万元

0.0 万元

固定资产

309.3 万元

26.7 万元

282.6 万元

0.0 万元

合计

16880.1 万元

2141.3 万元

14738.8 万元

0.0 万元

由于白酒行业受国家宏观政策影响较大，故陶瓷酒瓶业亦出现明显萎缩，公
司使用超募资金在河南投资的首期年产 2000 万只陶瓷酒瓶建设项目受到严重影
响，该项目未能如期进行建设投产盈利。
（2）股权转让事宜的具体进展，是否出现重大不利变化。
回复：目前该股权转让事项仍在进行当中，未出现重大不利变化。如有重大
变化，公司将及时按照相关规定履行审批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29.你公司拟以自有资金出资人民币 20,000 万元，作为广东粤科文化长城文
化产业并购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投资基金”）的有限合伙人，你公
司认为该项投资有助于推进公司在教育板块的战略布局。请补充说明你公司是否
已实际出资，截至目前投资基金对外投资的情况；若尚未实际出资，请说明具体
原因，以及上述对外投资事项是否出现重大变化。
回复：截至本函回复之日，公司未向投资基金实际出资，投资基金亦不存
在对外投资的情况。公司于 2018 年 6 月 27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于
2018 年 7 月 16 日召开 201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对外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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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暨参与认购广东粤科文化长城文化产业并购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基金份额的
议案》，投资基金主要围绕文化、新媒体产业、媒体融合发展、职业教育等产业
领域进行投资。自决议作出后，投资基金已开始实质运作，就投资标的的选择标
准等事项进行讨论，但因尚未找到符合公司战略发展及经营需要的投资标的，因
此投资基金尚未实际投资。公司对该对外投资事项未出现重大变化，如有重大变
化，公司将及时按照相关规定履行审批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广东文化长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6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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