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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159              证券简称：三特索道             公告编号：2017-27 

武汉三特索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交所 2016 年年报问询函的回复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武汉三特索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近日收到深

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下发的《关于对武汉三特索道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年报的问询函》（中小板年报问询函【2017】第

12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对《问询函》涉及的问题，公司进

行了认真查证，现就该事项回复说明如下： 

问题一：年报披露，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4.51 亿元，比

去年同期增长 5.30%；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5394.03 万元，

比去年同期下降 225.42%。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3803.39

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26.78%。请补充披露： 

1、请结合产品价格、成本、费用和非经常性损益等方面详细说

明收入增加而净利润大幅下降的具体原因； 

回复： 

2016年度，公司产品价格较上年水平基本保持稳定。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费用、非经常性损益、净利润等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16 年度 2015 年度 变动额 

一、营业总收入 451,356,538.90  428,640,675.90  22,715,863.00  

其中：营业成本 220,300,272.38  205,959,988.53  14,340,283.85  

税金及附加 8,976,740.49  21,760,880.29  -12,784,13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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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费用 31,235,459.52  26,614,366.38  4,621,093.14  

管理费用 125,392,647.55  92,172,354.19  33,220,293.36  

财务费用 56,274,513.50  49,291,061.78  6,983,451.72  

资产减值损失 593,679.20  -3,067,640.81  3,661,320.01  

投资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16,116,124.33  58,030,123.68  -74,146,248.01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

投资收益 
-17,248,249.76  -9,024,248.65  -8,224,001.11  

二、营业利润（亏损以“-”号

填列） 
-7,532,898.07  93,939,789.22  -101,472,687.29  

加：营业外收入 4,740,676.96  3,364,733.15  1,375,943.81  

减：营业外支出 1,355,623.55  1,612,174.11  -256,550.56  

三、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

号填列） 
-4,147,844.66  95,692,348.26  -99,840,192.92  

减：所得税费用 39,981,792.73  33,148,768.72  6,833,024.01  

四、净利润（净亏损以“-”号

填列） 
-44,129,637.39  62,543,579.54  -106,673,216.93  

公司 2016 年度营业收入较上年有所增长，但净利润大幅下降，

对此情况产生影响的主要因素有： 

1、营业成本增加。主要是维修费较上年同期增加 1,005.95 万元；

职工薪酬较上年同期增加 522.04 万元。 

2、管理费用增加。管理费用上升的主要原因一是公司 2016 年度

员工薪酬总额有所增加（详细情况见问题三的回复）；二是公司 2016

年度终止了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重组方案，

中介咨询费 930.36 万元确认为当期费用，计入管理费用。 

3、财务费用增加。本期财务费用大幅增加的原因是公司根据经

营需要，增加了对外借款，从而引起财务费用大幅增加。 

4、投资收益减少。本期投资收益减少的主要原因：一是上年度

公司因转让神农架三特物业开发管理有限公司部分股权，形成了

6,688.16 万元的投资收益；二是公司原联营单位武汉市木兰生态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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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有限公司 2016年度对部分固定资产进行了清理，形成了 1,145.91

万元营业外支出，公司按持股比例相应承担了 553.25 万元投资损失；

三是公司部分联营单位亏损有所增加。 

综合上述因素，使得公司本年收入增加而净利润大幅下降。 

 

2、请详细说明经营性现金流净额与净利润变动方向不一致的原

因。 

回复： 

公司报告期及上年同期净利润与经营性现金流量净额情况如下： 

单位：元 

项目 报告期 上年同期 

净利润 -44,129,637.39 62,543,579.5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8,033,911.31 29,999,285.97 

差异 -82,163,548.70 32,544,293.57 

1、净利润大幅下降的原因 

公司 2016 年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大幅下降的原因已在回复 1 中作

详细说明。 

2、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具体情况分析 

报告期，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803.39 万元，较上年

同期增长 803.46 万元，主要原因是： 

2016年度公司收回了部分往来款项 2,601.55 万元。包括报告期

公司依照协议向信达新兴财富（北京）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信达财富”）收购其所持武汉三特旅游投资有限公司 49.86%的股

权，支付全部股权款后，信达财富退回公司股权收购保证金 2,000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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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2015 年末公司转让神农架物业公司部分股权，报告期公司收回

神农架物业公司往来款 601.55 万元。上述款项 2,601.55 万元计入

“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剔除以上因素影响，公司 2016 年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为 1,201.84 万元。 

对比上年同期情况，2015 年度公司对外增加 1,415 万元其他应

收款，包括向信达财富支付股权收购保证金 1,000 万元和支付安吉项

目土地保证金 415万元。上述款项 1,415 万元计入“支付的其他与经

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剔除以上因素影响，公司 2015 年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为 4,414.93 万元。 

综上分析，剔除非正常影响损益的事项及往来款项，公司经营活

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下降 3,213.09 万元，与公司净利

润变动趋势是一致的。 

3、影响净利润和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指标的因素分析 

报告期，公司净利润与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之间的差额

为 8,216.35 万元，带来影响的主要因素包括： 

单位：元 

项目 报告期 上年同期 差额 

净利润 -44,129,637.39 62,543,579.54 -106,673,216.93  

非经常性损益 4,436,367.84 68,806,931.38 -64,370,563.54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48,566,005.23 -6,263,351.84 -42,302,653.39  

长期股权投资减值损失 3,883,653.11   3,883,653.11  

商誉减值损失 840,000.00   840,000.00  

权益法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收益 -17,248,249.76 -9,024,248.66 -8,224,001.10  

扣除上述因素后的净利润 -36,041,408.58 2,760,896.82 -38,802,30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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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8,033,911.31 29,999,285.97 8,034,625.34  

由上表分析得知，造成公司净利润与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差异较大的主要原因： 

一是报告期非经常性损益较上年同期减少 6,437.06 万元。主要

系上年同期公司因转让神农架物业公司部分股权，确认投资收益

6,681万元计入上年“非经常性损益”。 

二是报告期长期股权投资减值损失增加 388.37 万元、商誉减值

损失增加 84 万元，主要系柴埠溪公司、凤凰旅行社计提商誉减值。

以上项目对公司利润产生影响，但不产生现金流。 

三是根据权益法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收益报告期减少 822.40 万

元，主要系木兰生态 2016 年度对部分固定资产进行清理，形成了

1,145.91 万元营业外支出，公司按持股比例相应承担了 553.25 万元

投资损失所致。该项目对公司利润产生影响，但不产生现金流。 

另外，公司 2016 年度折旧与摊销较上年度有所增加，折旧与摊

销影响损益但不影响现金流从而使得加大了净利润与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额之间的差异。 

 

问题二：截至 2016 年末，你公司固定资产余额为 11.82 亿元，

同比增加 40.99%。其中在建工程转入固定资产 3.45 亿元。请补充披

露： 

1、你公司最近三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均为负，在主营

业务持续亏损的情况下，公司相关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是否存在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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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值风险，相关资产减值准备计提是否充分； 

回复： 

公司属于旅游行业，旅游资源分布在全国各地，具有稀缺性及不

可替代性。旅游项目前期投资较大，市场培育周期较长，投资回报周

期较长，但是一般来说一旦进入盈利期即可持续盈利。公司固定资产

主要分布于各大景区，绝大部分资产性质为房屋建筑物及索道专用设

备，无形资产基本为各大景区土地使用权，资源的稀缺性及不可替代

性决定了其资产存在较大升值空间。 

公司在以前年度处置海南塔岭旅业开发有限公司股权、武汉市汉

金堂投资有限公司股权、神农架三特置业限公司股权时虽然标的公司

盈利状况欠佳，但由于标的公司所拥有的稀缺资源使得公司股权存在

较高的溢价空间，最终产生了较高的投资收益。 

综上分析，虽然公司最近三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均为负，

主营业务持续亏损，但公司相关资产仍具有增值潜力，不存在重大减

值风险。 

 

2、请结合在建工程项目进展情况，分项目列示并说明本期大量

在建工程转入固定资产原因、确认时点和确认依据。 

回复： 

1. 本年主要在建工程变化情况如下：  

单位：元 

项目名称 年初余额 期末余额 
本期转入固定

资产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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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浪漫天缘海上运动休闲中心项目 48,809,550.62 968,209.89 56,284,390.54 

湖北咸丰坪坝营生态旅游区二三期项目 81,140,476.84 161,292,204.04 40,136,041.31 

湖北南漳古山寨旅游区一二期项目 14,484,746.35 6,897,859.03 18,497,868.79 

湖北保康九路寨生态旅游区一期项目 61,321,281.69 9,909,000.44 91,430,141.14 

湖北崇阳隽水河温泉旅游区一期项目 97,654,957.26 15,600,940.22 39,285,601.44 

内蒙黄岗梁风景旅游区一期项目 46,449,104.05 59,437,328.63 17,439,926.96 

崇阳旅业发展浪口温泉度假区项目 65,474,582.78 38,729,339.51 45,926,508.97 

合计 415,334,699.59 292,834,881.76 309,000,479.15 

上述主要在建工程工期较长，仍处于持续建造中，未完全竣工达

到预定可使用状态，项目建设中部份设施先行完工可以达到使用状态，

公司即会根据会计准则的规定将其由在建工程转入固定资产。 

2. 公司 2016 年度在建工程转入固定资产确认依据： 

项目公司工程管理部门根据工程项目设计目标，综合评估其在建

工程是否达到预定用途，若达到预定状态则通知项目公司财务部门将

已经初步达到预定状态的在建工程转为固定资产。 

3. 2016年度主要项目在建及转固原因和确认时点如下： 

崇阳旅业发展浪口温泉度假区项目、湖北保康九路寨生态旅游区

一期项目、湖北南漳古山寨旅游区一二期项目均为公司 2014 年度再

融资募集资金项目，上述募集资金于 2014 年 10 月到位，使用主要在

2015 年度、2016 年度，大部分子项目已于 2016 年度达到预定状态，

具备了转固条件。 

公司利用银行借款等多种方式筹措资金重点支持海南浪漫天缘

海上运动休闲中心项目、湖北咸丰坪坝营生态旅游区二三期项目、湖

北崇阳隽水河温泉旅游区一期项目、内蒙黄岗梁风景旅游区一期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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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建设，部分子项目已于 2016 年度达到了预定状态，初步具备了固

定资产结转条件。 

综上，公司在建工程转入固定资产符合会计准则相关规定的要求。 

 

问题三：报告期内，你公司发生管理费用 1.25 亿元，同比增加

36.04%，其中员工薪酬增加 1638 万元，同比增长 31.06%。请补充

披露： 

1、请结合公司业务发展情况等，并对比同行业公司，详细说明

管理费用与营业收入增长幅度差异较大的原因； 

回复： 

1. 公司本年度营业情况与同行业上市公司相比情况 

公司主要收入来源为索道运营及景区资源开发与经营，根据公司

的实际情况，本次选择了与公司同行业的旅游类上市公司进行比较。

根据已披露的上市公司 2016 年度报告显示： 

可比上市公司 本年收入增长率 本年管理费用增长率 

 峨眉山   -2.25% 11.95% 

 西藏旅游  -16.97% 4.10% 

 丽江旅游  -0.81% -4.34% 

 本公司  5.30% 36.04% 

由上表可知，以景区开发为主营业务的上市公司峨眉山、西藏旅

游、丽江旅游本年度收入较上年度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除丽江旅游

本年度管理费用略降，其余上市公司均有上升。 

2. 公司营业收入增幅低于管理费用增幅的主要原因 

（1）根据“财税〔2016〕36 号”文，自 2016 年 5 月 1 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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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由缴纳营业税改为缴

纳增值税，公司旅游行业适用增值税税率为 6%、3% ，公司收入具有

较强的淡旺季特征，二、三季度为业务旺季，公司本年收入主要为扣

除销项税后的不含税收入，上年缴纳营业税，其收入为含税收入，剔

除营改增影响，公司 2016年度营业收入实际增长率为 8.51% 。 

（2）公司 2016年度管理费用增幅较大，一是员工薪酬总额有所

增加（详细情况见“问题三、2”的回复）；二是公司 2016年度终止

了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重组方案，支付的中

介咨询费确认为当期费用，计入管理费用。 

 

2、你公司 2016 年在职员工为 2036 人，比 2015 年增长 5.49%。

请结合薪酬政策、员工数量变化情况等说明员工薪酬与员工数量增长

幅度差异较大的原因。 

回复： 

报告期，公司根据《薪酬管理制度》对员工薪酬实行总额控制、

分级管理，薪酬政策并未作出具体调整。对比上年度薪酬情况，2016

年度员工薪酬变动的主要原因是： 

1、新设子公司带来员工人数增加，本期相应增加薪酬支出约 560

万元； 

2、公司现有员工工资自然增长，包括基本工资的上涨及相应提

高 “五险一金”的缴纳金额，使本期增加薪酬支出约 80 万元； 

3、2016年，公司部分在建工程完工，转入固定资产，相关在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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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人员工资原计入“在建工程”，现计入“管理费用”，相应增加管

理费用约 760 万元。 

 

问题四：报告期末，你公司资产负债率为 66.47%，公司短期借

款与长期借款之和为 9.65 亿元，较上年增加 110.97%。请补充披露： 

1、请结合流动比率、速动比率、营运资金状况等内容，分析公

司偿债能力，详细说明公司已采取和拟采取的偿债保障措施； 

回复： 

公司相关财务指标情况如下: 

项目 财务指标 

流动比率 0.50 

速动比率 0.20 

营运资金（元） -411,026,958.83 

通过计算分析上述财务指标，公司短期偿债能力不强。 

针对目前的财务状况，公司计划通过多种方式，提高短期偿债能

力： 

一是增收节支。在增收方面，盈利子公司要努力创造更好的经营

业绩；亏损子公司要加大扭亏力度，尽早实现扭亏为盈；加大旅游地

产的开发、销售，实现资金快速回笼。在节支方面，进一步加强企业

管理，做好企业成本和费用的控制，从而有效增加公司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额。 

二是把握投资节奏。结合公司经营的实际情况，对项目投资作细

致、合理规划，量入为出。 

三是调整融资结构。合理调整公司长期借款和短期借款结构，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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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短期借款的比例；合理调整公司股权融资和债权融资结构，充分利

用资本市场，降低公司融资成本。 

四是提高资产运营能力。公司作为投资控股型公司，通过资产运

作获取投资收益是创造业绩的方式之一。通过合理资产运营，盘活存

量资产，增加现金流入。 

五是建立良好的银企关系。获得金融机构的信赖和长期、稳定的

融资支持。 

 

2、报告期内，你公司发生财务费用 5627.45 万元，同比增加

14.17%。请补充说明财务费用与借款余额增长幅度不一致的原因。 

回复： 

公司短期借款与长期借款之和较上年增加 110.97%，财务费用同

比增加 14.17%；财务费用与借款余额增长幅度不一致的主要原因如

下： 

1、2016 年度公司子公司克旗三特旅业开发有限公司新增借款

5,000万元、保康三特九路寨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新增借款 3,000万元、

崇阳三特旅业发展有限公司新增借款 18,000 万元、崇阳三特隽水河

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新增借款 5,000万元，上述借款系由于工程建设需

要而增加的银行专项贷款，上述专项    借款根据《企业会计准则—

借款费用》的规定，将其利息计入了“在建工程”，并未计入财务费

用。 

2、公司本部“短期借款与长期借款”之和 6.55 亿，占“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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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款与长期借款之和为 9.65 亿”的比重为 67.88%；公司本部银行借

款其利息全部计入财务费用，公司本部“短期借款与长期借款”年末

较年初增长了 52.37%，其增加的主要借款为 2016 年下半年，年末时

点虽然余额较年初明显偏大，但按全年加权平均计算，其增长幅度远

未达到 52.37%，从而相应的利息支出也不会大幅增加，公司本部 2016

年度财务费用 4,597.02 万元，2015 年度为 3,845.66 万元，增长幅

度为 19.54% 。 

综上所述，使得公司财务费用与借款余额增长幅度不一致，但并

不存在异常情况。 

 

问题五：你公司 2013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共 4.03 亿元，

截至 2016 年末已经基本使用完毕，其中承诺投资的项目保康九路寨

生态旅游区项目、崇阳浪口温泉度假区景区项目和南漳三特古兵寨文

化旅游区项目已于 2016 年基本完工，但上述募投项目 2016 年均未实

现盈利。请补充披露上述募投项目的投入进展情况、是否达到计划进

度、本期未实现盈利的原因。 

回复：公司 2013 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共 3 个：保康九路寨生态

旅游区项目、崇阳浪口温泉度假区景区项目和南漳三特古兵寨文化旅

游区项目，上述 3个项目目前进展情况如下： 

保康项目，该项目已于 2016 年基本完工，但由于政府配套工程

未及时完工，大交通环境未改善，项目尚未开业。 

南漳项目：该项目已于 2016 年完成建设并运营，由于外围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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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规模改造，影响了客流量，与预期略有差距。 

崇阳项目：该项目于 2016 年基本完工，因在建设期，周边基础

设施与旅游环境未配套，部分子项目经营暂未达到预期效益。 

 

问题六：2016 年度，你公司对于武汉市木兰生态置业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木兰生态”）的长期股权投资，在采用权益法核算的情

况下，确认的投资收益为-981.55 万元，因增资形成木兰生态的商誉

为 231.12 万元。请结合木兰生态目前的经营情况、盈利能力、核心

优势，补充说明对木兰生态的商誉未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原因及合理

性。 

回复： 

公司将从木兰生态商誉形成的过程、盈利能力、经营状况、核心

优势来说明木兰生态的商誉未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原因及合理性。 

    1、木兰生态商誉的形成过程 

    公司对于木兰生态的长期股权投资，在采用权益法核算的情况下，

确认的投资收益为-981.55万元，因增资形成的商誉为 231.12万元，

其商誉形成过程如下： 

项目 武汉市木兰生态置业有限公司 

合并成本：  

支付的现金 5,000,000.00 

购买日之前持有的股权于购买日的公允价值 11,240,404.76 

合并成本合计 16,240,404.76 

减：取得的可辨认净资产的公允价值 13,929,248.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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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武汉市木兰生态置业有限公司 

商誉 2,311,155.91 

2、木兰生态的盈利能力及目前经营状况 

木兰生态下属武汉市尚书府酒店有限公司、武汉三特大余塆旅游

开发有限公司、武汉市零捌陆婚纱摄影有限公司 3 家全资子公司，其

中武汉市尚书府酒店有限公司主要从事酒店餐饮住宿服务、武汉三特

大余湾旅游开发有限公司主要从事旅游资源的开发与经营、武汉市零

捌陆婚纱摄影有限公司主要从事婚纱摄影照相等服务。 

木兰生态目前经营状况如下： 

 总资产（万元） 总负债（万元） 净资产（万元） 

2016年12月31日 11893.04 9423.95 2469.09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营业利润 

2016年1-12月 230.68 414.34 -1276.31 

3、木兰生态的核心优势与资源 

该公司掌握了城市周边观光体验型旅游资源——大余湾古村落。

大余湾古村落为“国家历史文化名村”、国家 4A 级风景区、湖北省重

点文物保护单位，拥有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 

大余湾内古建筑遗产、历史文物、人文事迹等资源特色性强，十

里木兰川地势开阔，区域内自然风光和生态环境非常优美，丰富的乡

土文化和民俗资源可挖掘性强，中国历史文化名村的国字号品牌有极

好的市场开发潜力，整个项目具有资源稀缺性和行业核心竞争力。 

综上所述，公司认为大余湾项目的发展前景良好，2016年 9 月，

公司履约对木兰生态进行增资，持有木兰生态 52.38%的股权，已实

现对木兰生态的控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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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湖北众联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按收益法评估的股权价值

2,328.37 万元计算，公司 52.38%的股权对应价值为 1,219.60 万元，

其可辨认净资产份额为 1,392.92 万元，52.38%的股权对应可辨认净

资产份额高于其对应的股权价值。 

由于公司持有 52.38%的股权对应可辨认净资产份额高于其对应

股权价值及武汉市木兰生态置业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资产状况

良好，其资产未来产生的收益较高，其本年确认的商誉不存在资产减

值损失。 

 

问题七：截至 2016 年末，你公司存货余额为 2.56 亿元，同比增

加 155.61%，其中开发成本为 2.53 亿元，年末未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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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你公司计提存货跌价

准备的充分性。 

回复： 

公司 2016年存货-开发成本构成情况如下： 

项目名称 期末余额 核算内容 进展情况 发展趋势和前景 

沿河民宿酒店公

寓项目 
27,753,626.50 

基本为土

地 

基本尚未进入开发

阶段 

随着项目的整体完

工，土地升值，前景

可期。 

隽水山庄项目 21,611,535.93 
基本为土

地 

基本尚未进入开发

阶段 

随着项目的整体完

工，土地升值，前景

可期。 

武汉市黄陂区木

兰乡大余湾长岭

镇石门项目 

34,755,826.14 
主要为土

地 

基本尚未进入开发

阶段 

目前该项目暂未开

发，但周边土地已升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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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以上项目处于前期开发状态，尚未建设，暂未确定完工时间。 

上述存货均属于公司旅游项目的配套物业或储备用地，紧邻周边

景区，与普通城镇商业及住宅地产定位存在明显差异,与周边普通地

产不可比。一方面，这些物业和土地本身即将用于旅游项目的配套设

施，公司拟将其建设为不同价位的酒店、民宿、商铺等产品，用于旅

游项目的日常经营；另一方面，公司通过投资旅游项目，改善了周边

环境，带动客流，增长人气，为这些储备的用地带来了增值。因此，

公司认为，公司存货-开发成本不存在减值情形，无需计提减值准备。 

 

崇阳三特旅业发

展有限公司浪口

温泉度假区项目 

 

 

 

 

108,693,082.80 

土地成本、

建安成本、

公共配套

设施等 

正处于开发建造阶

段，预计 2017 年对

外实现销售 

随着项目的整体完

工，土地升值，目前

已拟定了销售方案及

价格，根据目前销售

价格及意向认筹情况

看，其存货可变现净

值高于存货预计完工

成本，不存在减值情

形，前景可期。 

 

安吉大竹海田野

牧歌养生度假社

区综合旅游项目 

 

 

43,252,076.64 

主要为土

地 

工程前期阶段，尚

未进入大规模施工

开发阶段 

项目位于长江三角洲

核心区，消费水平较

高，旅游休闲度假产

品发展迅猛，安吉项

目以旅居地产产品为

核心，发展前景可期。 

南漳田野牧歌南

漳春秋寨民宿酒

店项目 

 

17,402,706.08 

主要为土

地 

工程前期阶段，尚

未进入大规模施工

开发阶段 

随着景区的发展，客

流量将逐渐上升，景

区物业租售业务发展

前景较好。 

合计 253,468,85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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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告。 

 

 

武汉三特索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7年 4 月 1日 

 


	武汉三特索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近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下发的《关于对武汉三特索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年报的问询函》（中小板年报问询函【2017】第12号，以下简称“《问询函》”），对《问询函》涉及的问题，公司进行了认真查证，现就该事项回复说明如下：
	问题一：年报披露，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51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5.30%；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5394.03万元，比去年同期下降225.42%。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3803.39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6.78%。请补充披露：
	1、请结合产品价格、成本、费用和非经常性损益等方面详细说明收入增加而净利润大幅下降的具体原因；
	回复：
	2016年度，公司产品价格较上年水平基本保持稳定。营业收入、营业成本、费用、非经常性损益、净利润等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元
	公司2016年度营业收入较上年有所增长，但净利润大幅下降，对此情况产生影响的主要因素有：
	1、营业成本增加。主要是维修费较上年同期增加1,005.95万元；职工薪酬较上年同期增加522.04万元。
	2、管理费用增加。管理费用上升的主要原因一是公司2016年度员工薪酬总额有所增加（详细情况见问题三的回复）；二是公司2016年度终止了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重组方案，中介咨询费930.36万元确认为当期费用，计入管理费用。
	3、财务费用增加。本期财务费用大幅增加的原因是公司根据经营需要，增加了对外借款，从而引起财务费用大幅增加。
	4、投资收益减少。本期投资收益减少的主要原因：一是上年度公司因转让神农架三特物业开发管理有限公司部分股权，形成了6,688.16万元的投资收益；二是公司原联营单位武汉市木兰生态置业有限公司2016年度对部分固定资产进行了清理，形成了1,145.91万元营业外支出，公司按持股比例相应承担了553.25万元投资损失；三是公司部分联营单位亏损有所增加。
	综合上述因素，使得公司本年收入增加而净利润大幅下降。
	2、请详细说明经营性现金流净额与净利润变动方向不一致的原因。
	回复：
	公司报告期及上年同期净利润与经营性现金流量净额情况如下：
	单位：元
	1、净利润大幅下降的原因
	公司2016年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大幅下降的原因已在回复1中作详细说明。
	2、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具体情况分析
	报告期，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3,803.39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803.46万元，主要原因是：
	2016年度公司收回了部分往来款项2,601.55万元。包括报告期公司依照协议向信达新兴财富（北京）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达财富”）收购其所持武汉三特旅游投资有限公司49.86%的股权，支付全部股权款后，信达财富退回公司股权收购保证金2,000万元；2015年末公司转让神农架物业公司部分股权，报告期公司收回神农架物业公司往来款601.55万元。上述款项2,601.55万元计入“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剔除以上因素影响，公司2016年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1,201.84万元。
	对比上年同期情况，2015年度公司对外增加1,415万元其他应收款，包括向信达财富支付股权收购保证金1,000万元和支付安吉项目土地保证金415万元。上述款项1,415万元计入“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剔除以上因素影响，公司2015年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4,414.93万元。
	综上分析，剔除非正常影响损益的事项及往来款项，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下降3,213.09万元，与公司净利润变动趋势是一致的。
	3、影响净利润和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指标的因素分析
	报告期，公司净利润与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之间的差额为8,216.35万元，带来影响的主要因素包括：
	单位：元
	由上表分析得知，造成公司净利润与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差异较大的主要原因：
	一是报告期非经常性损益较上年同期减少6,437.06万元。主要系上年同期公司因转让神农架物业公司部分股权，确认投资收益6,681万元计入上年“非经常性损益”。
	二是报告期长期股权投资减值损失增加388.37万元、商誉减值损失增加84万元，主要系柴埠溪公司、凤凰旅行社计提商誉减值。以上项目对公司利润产生影响，但不产生现金流。
	三是根据权益法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收益报告期减少822.40万元，主要系木兰生态2016年度对部分固定资产进行清理，形成了1,145.91万元营业外支出，公司按持股比例相应承担了553.25万元投资损失所致。该项目对公司利润产生影响，但不产生现金流。
	另外，公司2016年度折旧与摊销较上年度有所增加，折旧与摊销影响损益但不影响现金流从而使得加大了净利润与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之间的差异。
	问题二：截至2016年末，你公司固定资产余额为11.82亿元，同比增加40.99%。其中在建工程转入固定资产3.45亿元。请补充披露：
	1、你公司最近三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均为负，在主营业务持续亏损的情况下，公司相关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是否存在重大减值风险，相关资产减值准备计提是否充分；
	2、请结合在建工程项目进展情况，分项目列示并说明本期大量在建工程转入固定资产原因、确认时点和确认依据。
	回复：
	综上，公司在建工程转入固定资产符合会计准则相关规定的要求。
	问题三：报告期内，你公司发生管理费用1.25亿元，同比增加36.04%，其中员工薪酬增加1638万元，同比增长31.06%。请补充披露：
	1、请结合公司业务发展情况等，并对比同行业公司，详细说明管理费用与营业收入增长幅度差异较大的原因；
	2、你公司2016年在职员工为2036人，比2015年增长5.49%。请结合薪酬政策、员工数量变化情况等说明员工薪酬与员工数量增长幅度差异较大的原因。
	回复：
	报告期，公司根据《薪酬管理制度》对员工薪酬实行总额控制、分级管理，薪酬政策并未作出具体调整。对比上年度薪酬情况，2016年度员工薪酬变动的主要原因是：
	1、新设子公司带来员工人数增加，本期相应增加薪酬支出约560万元；
	2、公司现有员工工资自然增长，包括基本工资的上涨及相应提高 “五险一金”的缴纳金额，使本期增加薪酬支出约80万元；
	3、2016年，公司部分在建工程完工，转入固定资产，相关在建项目人员工资原计入“在建工程”，现计入“管理费用”，相应增加管理费用约760万元。
	问题四：报告期末，你公司资产负债率为66.47%，公司短期借款与长期借款之和为9.65亿元，较上年增加110.97%。请补充披露：
	1、请结合流动比率、速动比率、营运资金状况等内容，分析公司偿债能力，详细说明公司已采取和拟采取的偿债保障措施；
	回复：
	2、报告期内，你公司发生财务费用5627.45万元，同比增加14.17%。请补充说明财务费用与借款余额增长幅度不一致的原因。
	回复：
	问题五：你公司2013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共4.03亿元，截至2016年末已经基本使用完毕，其中承诺投资的项目保康九路寨生态旅游区项目、崇阳浪口温泉度假区景区项目和南漳三特古兵寨文化旅游区项目已于2016年基本完工，但上述募投项目2016年均未实现盈利。请补充披露上述募投项目的投入进展情况、是否达到计划进度、本期未实现盈利的原因。
	问题六：2016年度，你公司对于武汉市木兰生态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木兰生态”）的长期股权投资，在采用权益法核算的情况下，确认的投资收益为-981.55万元，因增资形成木兰生态的商誉为231.12万元。请结合木兰生态目前的经营情况、盈利能力、核心优势，补充说明对木兰生态的商誉未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原因及合理性。
	2、木兰生态的盈利能力及目前经营状况
	问题七：截至2016年末，你公司存货余额为2.56亿元，同比增加155.61%，其中开发成本为2.53亿元，年末未计提存货跌价准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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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你公司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的充分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