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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丽家族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华丽家族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年度报告的事后审核问询函》的回复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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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丽家族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丽家族”或“公司”）于2017年5月

17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监管一部下发的《关于对华丽家族股份有限公

司2016年年度报告的事后审核问询函》（上证公函【2017】0578号，以下简称“《问

询函》”）。公司董事会及管理层积极组织相关部门并会同公司2016年年报审计

单位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问询函》中涉及的问题进行逐项讨论,

现就《问询函》的相关问题回复如下： 

 

一、关于公司的业务 

 1.关于房地产业务战略。公司在2015年年度报告中披露，2014 年以来，华

丽家族的企业战略已调整为以科技投资为发展方向,以房地产开发作为未来几年

产业转型到“金融+科技”的过渡。2016年年度报告披露公司在夯实核心主业“房

地产”的基础上，通过加强对科技及金融领域项目的布局，为公司未来的发展奠

定坚实的经济基础并培育新的利润增长点。公司还披露房地产业务在积极完成

建设与销售工作同时，开拓创新服务模式，结合企业的资源优势，逐步优化公

司存量资产配置及相关业务多元化经营。请公司：（1）结合2015年公司关于房

地产业务的定位，说明公司的房地产业务定位是否有所调整。如是，请公司结

合目前的土地储备情况、在建项目、新开工项目及2017年度预计竣工项目情况，

说明房地产业务的发展是否具有可持续性及能够维持的时间；如否，请公司说

明目前房地产业务能够维持的时间，是否足以支撑公司完成产业转型，并进行

相应风险提示；（2）详细说明房地产业务项下，开拓创新服务模式、优化公司



存量资产配置及相关业务多元化经营具体是什么，并披露报告期内产生的收益

情况；（3）补充披露太湖上景花园的预计竣工时间。 

【公司回复】 

（1）公司“以科技投资为发展方向，以房地产开发作为未来几年产业转型

到“金融+科技”的过渡”的发展战略没有变化，公司房地产业务的定位也未发

生调整。根据公司房地产业务板块的现状、业务所涉地区的政策及市场环境等综

合因素，预计本公司所储备地块的开发节奏约三至五年时间。2017年预计交付前

期已预售房屋建筑面积约24.55万平方米。公司现有土地储备及开发计划仍能在

上述期间内为公司提供较为稳定的收益。截至2016年公司房地产开发和项目储备

主要情况如下： 

 

1）存量房 

项目名称 建筑面积（万平方米） 预计收入(亿元） 

太湖上景花园 9.03 15.43 

华丽家族汇景天地 0.59 2.3 

 

2）在建项目 

项目名称 预售面积（万平方米） 预计收入(亿元） 预计竣工日期 

太湖上景花园高层 

（A,B,2-1 地块) 
24.96 21 2017 

太湖上景花园高层 

(2 地块剩余部分） 
29.63 30 2019 

 

3）未建项目 

项目名称 面积（万平方米） 

黄金水街 2 

太湖上景花园公寓 2.53 

注：未建项目预计2019年起分期开发 

 

上述未计入损益的房地产项目包含已预售、在建及存量房地产项目合计可销

售面积约68.82万平方米，根据目前国家和项目所在地区的房地产政策和市场情

况等综合因素，预期可实现约68.73亿元的销售收入。 



根据国家和项目所在地区现有房地产政策，公司房地产业务收入将在未来三

到五年内为公司提供较稳定的收益。若未来房地产宏观政策发生重大变化，可能

对房地产市场需求产生影响，存在已投入项目达不到预期的销售目标的风险，从

而影响资金回笼和预期业绩，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在目前本公司房地产业务体系下，未来公司拟进一步开拓创新服务模

式。例如公司下属的上海天建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天建”），

在原有公装经营业务的基础上，结合市场上的主流刚需及改善型毛坯住房，推出

适应上述人群需求的家庭装修套餐产品。2016年10月开始的上海天建家装业务，

全年签约13套，合同总金额为117万元，当期完工2套，毛利率约10%。 

（3）太湖上景花园预计竣工时间为2019年底。 

 

2. 关于北京墨烯收购情况。公司2016年年度报告披露公司于2016年12月以

自筹资金先行向控股股东西藏南江和上海南江收购了2015年非公开发行股票的

募投项目北京墨烯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墨烯”）100%的股权，

相关工商手续已于2016年12月完成。北京墨烯涉及业绩约定。但公司对西藏南

江和上海南江有1.5亿元仍按照预付款核算。请公司补充披露：（1）北京墨烯完

成公司变更登记手续的时点及公告情况，说明上述信息披露是否准确及是否履

行相关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2）结合上述情况说明北京墨烯权益计入公

司合并报表的时点及相关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会计准则的规定，以及年报中公司

对西藏南江和上海南江1.5亿元按照预付款核算的原因及相关会计处理是否符合

会计准则的规定，并请会计师发表意见；（3）北京墨烯2016年度主要经营数据，

包括实收资本、总资产、净资产、营业收入及净利润等，并说明北京墨烯的业

绩承诺情况、实现情况及补偿情况。  

 

（1）北京墨烯完成公司变更登记手续的时点及公告情况，说明上述信息披

露是否准确及是否履行相关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回复】 

北京墨烯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墨烯”）已于 2016 年 12 月 5

日完成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本次资产收购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详见

公司披露的《华丽家族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公

告编号：临 2015-043）、公司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详见公司披露的

《华丽家族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临 2015-061）以及公司 2015 年年度股东大会（详见公司披露的《华丽家族股

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年度股东大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6-008）审议

通过。2016 年 11 月 30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

自筹资金先行收购北京墨烯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00%股份并签订<华丽家族

股份有限公司、华丽家族创新投资有限公司与上海南江（集团）有限公司、西藏

南江投资有限公司签署之北京墨烯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转

让协议之补充协议>的议案》（详见公司披露的《华丽家族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

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6-029），公司及其全资子

公司华丽家族创新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丽创投”）以自筹资金人民币 

75,000 万元先行收购上海南江（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江集团”）和

西藏南江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藏南江”）合计所持北京墨烯 100%股份，

待募集资金到位后予以置换。公司独立董事就此补充协议的签署发表了独立意见，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就此发表了书面审核意见。 

 公司于 2016 年 12 月 2 日披露的《华丽家族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订<华丽家

族股份有限公司、华丽家族创新投资有限公司与上海南江（集团）有限公司、西

藏南江投资有限公司签署之北京墨烯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附生效条件的股份

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的公告》（以下简称“股份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公告”，

公告编号：临 2016-031）对标的资产的过户作了详细说明，即“各方一致同意

在本补充协议生效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将标的股份过户至华丽家族、华丽创

投名下”。标的股份的实际工商变更日期为 2016年 12月 5日，符合股份转让协

议之补充协议公告中披露的时间，工商过户时间未发生变更。公司已按照相关信

息披露要求，履行了相关决策程序并及时、准确、完整的对上述事项进行了披露。 

 

 （2）结合上述情况说明北京墨烯权益计入公司合并报表的时点及相关会计

处理是否符合会计准则的规定，以及年报中公司对西藏南江和上海南江 1.5 亿元



按照预付款核算的原因及相关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会计准则的规定，并请会计师

发表意见 

【公司回复】 

    截止 2016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累计支付北京墨烯股权转让款 1.5 亿元，仅

占总收购价款 7.5亿元的 20%；同时，在北京墨烯董事会中，董事仅部分变更为

公司委派人员，其中董事长与总经理均未变更，未能满足企业会计准则第 20 号

企业合并及企业会计准则第 33 号合并会计报表的相关规定。因此，公司认为该

项收购在 2016 年底尚未完成，对西藏南江和上海南江支付的 1.5 亿元股权收购

款作为预付账款列报的相关会计处理是符合会计准则相关规定的。 

 

【会计师意见】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20号-企业合并》第五条和第十条规定，合并日或购

买日是指合并方或购买方实际取得对被合并方或被购买方控制权的日期，即被合

并方或被购买方的净资产或生产经营决策的控制权转移给合并方或购买方的日

期。截止 2016年 12 月 31日，北京墨烯的董事会中，原董事会成员仅部分变更，

董事长与总经理均未变更，公司在 2016年度尚不拥有对北京墨烯公司的控制权，

因此我们认为，华丽家族截止 2016 年底对北京墨烯的收购尚未最终完成，对西

藏南江和上海南江支付的 20%股权转让款 1.5 亿元按照预付账款核算的会计处

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3）北京墨烯 2016 年度主要经营数据，包括实收资本、总资产、净资产、

营业收入及净利润等，并说明北京墨烯的业绩承诺情况、实现情况及补偿情况。 

【公司回复】 

    北京墨烯 2016 年度主要经营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北京墨烯 2016 年度主要经营数据（经审计） 

实收资本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50,000 61,798 58,729 442 -1,403 

 



南江集团对北京墨烯的业绩承诺情况如下： 

北京墨烯 2015 年至 2017 年的累计净利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数额不低于 7,411 万元。若该业绩承诺未实现，南江集团和西藏南江将进行现

金补偿，具体补偿金额为累计承诺净利润数与累计实际净利润数之差额（已按照

关于过渡期损益及净资产变动归属的约定补偿的部分不再重复补偿）。 

    南江集团对北京墨烯作出的上述业绩承诺仍然有效。北京墨烯 2015 年实现

净利润（扣非后）-93.07 万元，2016年实现净利润（扣非后）-1,800.19 万元。

因该业绩承诺针对 2015 年至 2017年的三年累计净利润，截至本公告日未涉及补

偿情况。 

 

3.关于石墨烯项目情况。公司2016年年度报告披露北京墨烯的子公司宁波墨

西已于2013年完成年产300吨的石墨烯生产线，2016年1月完成年产500吨石墨烯

生产线技术改造及扩建工程项目；子公司重庆墨希的石墨烯产品包括石墨烯材

料、石墨烯器件和石墨烯终端产品。请公司：结合宁波墨西和重庆墨希报告期

内的产能、产量、营业收入、主要客户、主要销售内容情况，补充披露宁波墨

西的产品是否已经完成商业化应用，是否已经形成量产，是否已经实现利润，

如未形成量产或实现利润的，说明原因，并提示风险。 

【公司回复】 

    报告期内，宁波墨西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波墨西”）的产能、产量、

营业收入、主要客户、主要销售内容情况如下： 

 

宁波墨西科技有限公司 

石墨烯微

片 

产能 

（吨） 

石墨烯

微片 

产量 

（吨） 

产品类别 
营业收入 

（万元） 
主要客户 

500 3 
石墨烯微片 182.20 

上海赛士宝建筑锚固材料有限公司、厦门富德商贸发展

有限公司、浙江鹏孚隆化工有限公司、界首市南都华宇

电源有限公司、上海民信工贸有限公司 

石墨烯高分子 246.27 慈溪颖兴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宁波福泰电器有限公司 

  合     计 428.47 
 

 



 报告期内，重庆墨希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墨希”）的产能、产量、

营业收入、主要客户、主要销售内容情况如下： 

重庆墨希科技有限公司 

石墨烯薄膜 

产能 

（万平方米） 

石墨烯薄膜 

产量 

（万片） 

产品类别 
营业收入 

（万元） 
主要客户 

100 

3.65 

(规格 300mm

×240mm) 

墨烯透明导电薄膜 5.61 
重庆莱宝科技有限公司，哈尔滨工业大

学，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华中科技大学 

石墨烯智能手机 

石墨烯电子书 
7.65 

深圳市创壹教育科技有限公司，重庆金凤

电子信息产业有限公司 

  合     计 13.26 
 

 

    报告期内，宁波墨西石墨烯微片、石墨烯高分子材料以及重庆墨希的石墨烯

透明导电薄膜、石墨烯触控屏（TP）、石墨烯智能手机、石墨烯电子书均已实现

商业化应用，具备量产的能力。因为受市场需求影响，公司尚未广泛与下游产业

链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未达到预计的销售规模，同时也涉及到资金等因素

的影响，故尚未形成盈利。由于石墨烯行业属于新兴产业，下游厂商在应用石墨

烯材料时面临对其现有工艺技术及原有设备进行升级改造的实际问题。解决这一

衔接问题需要技术及资金的多方位支持。 

    宁波墨西及重庆墨希面临的风险主要包括市场竞争风险以及市场推广风险。

市场竞争方面，近年来，随着国家对石墨烯产业的关注度日渐提升，越来越多的

科研人员加入到石墨烯研发中，大量企业通过并购等方式进入石墨烯市场导致市

场竞争的加剧。市场推广方面，由于石墨烯问世时间较短，该产业目前还处在以

研究为主的阶段，产业化进程相对较慢，对石墨烯产品的应用与推广以及消费者

对石墨烯产品的认可度尚需培育。 

 

4. 关于智能机器人项目。公司 2016 年年度报告披露公司智能移动机器人 iAGV

取得深圳华为 2016 年度 iAGV 框架招标，为杭州东芝提供服务租赁，报告期内

南江机器人实现销售收入 872 万元。请公司补充披露：（1）取得深圳华为的 iAGV

框架招标具体内容，涉及的金额，及报告期内实现的销售收入金额；（2）为杭

州东芝提供服务租赁业务具体指什么，实现的收入金额；（3）南京机器人实现

872 万元收入涉及的主要客户及具体销售内容；（4）如未实现利润，请公司提



示上述项目未形成利润增长点的相应风险。 

【公司回复】 

 （1）杭州南江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江机器人”）与科电贸

易（上海）有限公司于 2015 年签订了销售合同，该批销售产品的最终用户为华

为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为技术”）。该订单包括 10 台 iAGV 车体、1 套

软件，采购金额为 129.57 万元，该批次产品于 2016年经验收通过，当期确认销

售收入。 

    南江机器人与深圳市亚美斯通电子有限公司于 2016年 8月达成“2016年度

框架合同”，该销售合同的最终用户为华为技术。其供货内容主要包括 iAGV 车

体、配套硬件、调度系统/电料系统，采购总价为 486.50 万元。2016 年，该框

架合同下实际交付 10 台 iAGV车体，销售金额 149.45万元，截至 2016 年末尚未

完成验收，因此当期未确认销售收入。 

 （2）南江机器人与东芝信息机器（杭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东芝”）

于 2016 年 9月签订《产品租赁合同》，约定南江机器人出租 iAGV系统 2套，合

同总价为 60万元，其中 2016年度实现销售收入 14.25万元，当期确认销售收入。

报告期内，南江机器人与杭州东芝 2015 年的租赁合同仍在执行中，实现销售收

入 32.76 万元，当期确认销售收入。 

 （3）报告期内，南江机器人实现 872 万元收入，涉及的主要客户及具体销

售内容如下： 

杭州南江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 

销售产品 营业收入（万元） 主要客户 

iAGV 机器人 509.91 
东芝信息机器（杭州）有限公司、科电贸易（上海）

有限公司、浙江大学 

小型足球机器人 274.17 
宁波史瑞迪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浙江大学工程师学

院、浙江中大技术进口有限公司 

交互服务机器人 58.38 
杭州市滨江区行政中心、杭州仁盈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杭州大华饭店 

合     计 842.46  

    （4）南江机器人目前虽然取得了一定的销售规模，但受大量研发费用影响，

尚未实现利润，其面临的主要风险包括市场竞争风险及技术风险。市场竞争方面， 

智能机器人市场仍然处于发展初期，产品设计和客户需求之间可能存在差异，产

品定位尚需调整、市场需求仍待培育。南江机器人虽然具备技术及团队储备的优



势，但如果不能在短时间内迅速形成有竞争力的产品及应用、增强技术储备、提

高经营规模，将面临激烈的市场竞争压力。  

 技术风险方面，由于技术攻关存在的不确定性，将导致产品延期的可能。此

外，公司相关研发成果在转换为产品的时候，面临技术稳定性、可靠性、产品成

本控制的风险以及研发偏离市场需求无法转换为生产力的风险。 

 

二、关于公司的财务情况 

5.关于开发支出。公司2016年年度报告披露报告期内研发费用为2,637万元，

比上年同期333万元大幅增加；开发支出减少1,641万元，主要系本期南江机器人、

南江空天开发支出转入成本所致。请公司补充披露：（1）报告期内研发费用大

幅上升的原因；（2）研发支出转入成本的原因，前期相关费用资本化的原因及

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并请会计师发表意见；（3）研发费用

资本化相关会计政策、上述开发支出的性质及相关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企业会计

准则的规定，并说明报告期内研发项目的构成、将其资本化的理由及研发费用

各项目归集的费用构成是否均属于可资本化的项目，请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1）报告期内研发费用大幅上升的原因 

【公司回复】 

    报告期内研发费用上升的原因： 

1、2015年南江空天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临近空间飞行器团队合作“临近空间

飞行器”项目。临近空间飞行器团队全部为航空航天领域的专业人士，长期从事

临近空间飞行器的研究工作。临近空间飞行器可广泛应用于国家安全、通信观测、

空中预警、防灾减灾等。2015年 10月，公司研制的中国首个军民通用新型临近

空间平台“圆梦号”，于 2015年 10月在内蒙古锡林浩特市试验飞行，本次试验

飞行完成各项既定任务。当年投入研发支出 1,285万元，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关于

“企业内部研究开发项目开发阶段的支出可以资本化的条件”，故 2015 年予以

资本化。 

    由于南江空天“临近空间飞行器”项目系华丽家族 2015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

票募集资金拟投资的项目之一，需要资金投入较大，截止 2016 年末，公司尚未

收到中国证监会的书面核准文件，无法明确判断募集项目资金的到位时间，受此

影响，项目本期不再符合开发阶段支出的资本化条件“有足够的技术、财务资源

和其他资源支持，以完成该无形资产的开发，并有能力使用或出售该无形资产”，



故停止资本化，由此本期将该项目累计发生的开发支出约 1,755万元予以费用化；

2、南江机器人一方面受到募集资金未能落实到位影响，另一方面受市场变化影

响，本期调整了经营方针及研发方向，停止部分在研机器人项目（四足仿生机器

人、家庭消费级机器人、智能物体识别服务云平台），由此将停止项目累计发生

的开发支出约 620万元予以费用化； 

3、南江机器人上年纳入合并报表期间为 4月份，今年为 2016年全年。 

 

（2）研发支出转入成本的原因，前期相关费用资本化的原因及会计处理是否符

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并请会计师发表意见 

【公司回复】 

    公司涉及研发项目的主要有南江空天“临近空间飞行器”项目和杭州南江机

器人的智能机器人项目，研发支出转入成本的原因主要系：（A）南江空天“临

近空间飞行器”项目系华丽家族 2015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拟投资的项

目之一，需要资金投入较大，截止 2016 年末，公司尚未收到中国证监会的书面

核准文件，无法明确判断募集项目资金的到位时间，受此影响，项目本期不再符

合开发阶段支出的资本化条件“有足够的技术、财务资源和其他资源支持，以完

成该无形资产的开发，并有能力使用或出售该无形资产”，故停止资本化，由此

转入本期研发费用约 1,755 万元；（B）杭州南江机器人项目一方面受到募集资

金未能落实影响，另一方面受市场情况变影响，管理层出于多重因素考虑，调整

经营方针及研发方向，停止部分在研机器人项目，转入研发费用约 563 万元。我

们认为，上述研发支出转入成本的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前期相关费用资本化系临近空间飞行器项目、四足仿生机器人、电商物流机

器人、家庭消费级机器人项目于 2015 年末均在正常进程中，各方面均符合企业

会计准则关于“企业内部研究开发项目开发阶段的支出可以资本化的条件”。因

此，前期对研发支出予以资本化的相关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会计师意见】 

    经核查，上述研发支出转入成本及前期对研发支出予以资本化的相关会计处

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3）研发费用资本化相关会计政策、上述开发支出的性质及相关会计处理是否

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并说明报告期内研发项目的构成、将其资本化的理

由及研发费用各项目归集的费用构成是否均属于可资本化的项目，请会计师核

查并发表意见。 



【公司回复】 

公司研发费用资本化相关会计政策为： 

“1、划分研究阶段和开发阶段的具体标准 

公司内部研究开发项目的支出分为研究阶段支出和开发阶段支出。 

研究阶段：为获取并理解新的科学或技术知识等而进行的独创性的有计划调

查、研究活动的阶段。 

开发阶段：在进行商业性生产或使用前，将研究成果或其他知识应用于某项

计划或设计，以生产出新的或具有实质性改进的材料、装置、产品等活动的阶段。 

2、开发阶段支出资本化的具体条件为： 

内部研究开发项目开发阶段的支出，同时满足下列条件时确认为无形资产： 

（1）完成该无形资产以使其能够使用或出售在技术上具有可行性； 

（2）具有完成该无形资产并使用或出售的意图； 

（3）无形资产产生经济利益的方式，包括能够证明运用该无形资产生产的

产品存在市场或无形资产自身存在市场，无形资产将在内部使用的，能够证明其

有用性； 

（4）有足够的技术、财务资源和其他资源支持，以完成该无形资产的开发，

并有能力使用或出售该无形资产； 

（5）归属于该无形资产开发阶段的支出能够可靠地计量。 

开发阶段的支出，若不满足上列条件的，于发生时计入当期损益。” 

 

报告期内研发项目的构成如下： 

单位：元 

项目 年初余额 

本期增加金额 本期减少金额 

期末余额 
内部开发支出 确认无形资产 计入当期损益 

临近空间飞行器项目 12,853,412.45  4,695,754.00    17,549,166.45   

四足仿生机器人 1,363,461.35  2,068,337.55    3,431,798.90    

电商物流机器人 1,392,483.00  2,590,389.37  3,982,872.37      

家庭消费级机器人 801,266.57  1,407,272.44    2,208,539.01    

智能物体识别服务云平台   563,766.95    563,766.95    

合计 16,410,623.37 11,325,520.31 3,982,872.37 23,753,271.31   

注：1、电商物流机器人项目在技术可行性、具有出售的意图、产品存在市场等前述五个条件方面均符合会

计政策中可予资本化的条件，故予以资本化，并于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用途时转入无形资产。 

2、智能物体识别服务云平台在研发过程中，因公司根据市场条件变化情况，决定放弃该研发，故直接转入

当期成本。 

3、临近空间飞行器项目、四足仿生机器人、电商物流机器人、家庭消费级机器人在 2015 年项目开始研发



时均符合公司开发阶段支出资本化的具体条件，故予以资本化。2016 年由于资金及市场等原因，临近空间

飞行器项目、四足仿生机器人、家庭消费级机器人项目本期不再符合开发阶段支出的资本化条件“有足够

的技术、财务资源和其他资源支持，以完成该无形资产的开发，并有能力使用或出售该无形资产”，故停

止资本化，予以全部费用化。 

 

    研发支出各项目归集的内容有研发人员成本、咨询成本、加工成本、折旧及

材料成本及其他直接与研发项目相关的成本等。 

    公司研发费用资本化的相关会计政策、上述开发支出的性质、研发费用各项

目归集内容及相关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会计师意见】 

经核查，公司研发费用资本化的相关会计政策、上述开发支出的性质、研发

费用各项目归集内容及相关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6. 关于预收账款长期未结转。公司2016年年度报告披露，报告期内预收账

款期末余额为21.89亿元，超过1年的重要预收款项金额7.14亿元，未结转原因为

尚未达到收入确认条件。请公司补充披露预售房产收款涉及的项目名称、预售

比例、签约金额、签约时间、协议约定的交房时间和预计交房时间，是否涉及

违约金事项，请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公司回复】 

    预收账款未结转收入的原因主要系苏州地福太上湖项目工程未竣工，及个别

已竣工项目业主尚未前来办理交房手续所致，主要影响如下： 

项目 

预售（销

售）比例 

签约金额 

（元） 

预收款余额 

（元） 

签约时间 协议交房时间 预计交房时间 

苏州地福太上湖项目二期 69.49% 22,829,737.00 21,779,737.00 2016 年 2016 年 2017 年 

苏州地福太上湖项目三期 97.80% 1,403,393,174.00 1,394,703,135.00 2015 年-2016 年 2017 年 2017 年 

华丽家族·汇景天地 87.40% 
87,511,850.84 63,582,512.34 

2016 年 2017 年 2017 年 

苏州华丽太上湖项目二期 99.69% 678,124,306.00 668,498,306.00 2016 年 2017 年 2017 年 

合 计  
2,191,859,067.84 2,148,563,690.34 

   

   期末预收账款并无涉及违约金事项 

 

 

【会计师意见】 



经核查，截止2016年末，公司对相关房产项目收取的销售房款因未能满足收

入确认条件将收到的款项计入预收账款的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

定，不涉及违约金事项。 

 

7.关于管理费用。公司2016年年度报告披露工资及社保福利费本期发生额为

3,413万元，上期发生额为1,657万元，请公司结合2016年度新增管理人员及薪酬

政策，补充披露上述费用大幅增长的原因及合理性，请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公司回复】 

    公司 2016年工资及社保福利费发生较上年同比增加 1,756万，主要原因是：

1）因 2016年公司经营业绩大幅提升，经总裁办公会议决议及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决议通过，2016 年公司整体上调薪资，本期人均工资及奖金大幅增加，本期年

终奖金较上年大幅增加余额约 800万元；2）子公司杭州机器人 2015 年公司尚处

于起步阶段，5月份开始逐月增加人员，2016年月均员工数较上年同期增加 35%，

且两年对比期间涵盖月份不同，机器人公司系 2015 年 4 月纳入合并范围，共影

响本期费用约 900万。 

 

【会计师意见】 

经核查，公司2016年度工资及社保福利费用大幅增长未见不合理情况。 

 

8. 关于房地产业务的毛利率。公司2016年度房地产业务的毛利率为29.01%，

比上年增加5.97个百分点。请公司结合报告期内确认收入的各地产项目价格，补

充披露毛利率增加的原因，请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公司回复】 

    公司 2016 年度房地产业务的毛利率较上年增加的主要原因系：随着房产市

场的回暖，2016 年房产销售价格较上年有明显增加所致，贡献较大的项目系苏

州地区别墅项目及上海地区住宅项目，二项合计占本期房产业务总毛利额的 83%，

其中：苏州别墅项目本年销售单价较上年同比增加 8%，上海住宅项目同比增加

2%，且苏州别墅项目占比高于上海住宅项目所致。 

 

【会计师意见】 

经核查，公司2016年度房地产业务的毛利率较上年增加未见不合理情况。 

 



特此公告。 

华丽家族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五月二十五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