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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华英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2020年年报问询函相关事项

的独立意见 

 
河南华英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1年 5月 27日收

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河南华英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年报的问询

函》（公司部年报问询函【2021】第 212 号）。我们作为公司独立董事，根据问

询函的要求，现就相关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问题二：年报显示，你公司报告期预付款项的期末余额为 3.10 亿元，占流

动资产的比例为 11.22%，期末余额同比增长 40.97%，较 2018年末增长 105.06%。

年报称主要是报告期内增加的预付原料款。按预付对象归集的期末余额前两名

分别为杭州三友羽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友羽绒”）与潢川县晨旭生态农

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晨旭生态”），预付款期末余额分别为 10,842.71 万

元和 8,983.37 万元，合计占预付款期末余额的 63.99%，均尚未到结算期。公开

信息显示，三友羽绒成立于 2017 年，注册资本 2,000 万元，你公司于 2017 年

即向三友羽绒预付大额款项（2017 年末的余额为 8,813.61 万元）；晨旭生态成

立于 2016 年，注册资本为 1,000 万元，于 2020 年 9 月注销。 

请你公司： 

（1）结合报告期内的生产经营开展情况、采购模式、结算模式及周期、付

款政策、与相关方的业务往来情况、购买的具体产品等，详细说明你公司大额

预付的必要性，并说明预付款项持续增加的具体原因及合理性，与你公司报告

期生产经营活动开展规模的变动趋势是否匹配； 

（2）结合三友羽绒和晨旭生态的股权结构、实际控制人等信息，核查并说

明前述两家公司与你公司、你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股 5%以上股

东、实际控制人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关联方之间，是否存在一致

行动关系、关联关系或其他可能导致利益倾斜的关系； 



2 

 

（3）结合对上述问题（2）的回复以及你公司对供应商的筛选策略、所采

购的具体产品、与三友羽绒近三年的业务往来模式及具体情况等，详细说明你

公司自三友羽绒成立起即向其预付大额资金的原因、必要性与合理性，并核查

说明相关交易是否存在商业实质，是否存在你公司预付资金被关联方非经营性

占用的情形； 

（4）详细说明你公司与晨旭生态近三年的业务往来情况，包括但不限于采

购内容、采购金额等，逐月说明你公司 2020 年对晨旭生态的采购情况，进一步

说明你公司对晨旭生态存在大额预付款项的原因、必要性与合理性，同时说明

在晨旭生态已注销的情况下，你公司尚未结算有关交易的原因及合理性，你公

司拟采取的应对措施（如适用），并结合对上述问题（2）的回复核查说明你公

司与晨旭生态的相关交易是否存在商业实质，是否存在你公司预付资金被关联

方非经营性占用的情形。 

请你公司独立董事就上述问题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独立董事核查意见： 

经核查三友羽绒、晨旭生态的股权结构、组织架构和主营业务范围，查阅两

公司与华英农业间业务往来相关资料，我们认为：三友羽绒、晨旭生态（前）系

华英农业合格供应商，其股东、实际控制人、主要人员与华英农业、华英农业董、

监、高以及持股 5%以上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董、监、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预付款项采购业务具备商业实质，不存在预付资金被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的情形。 

问题三：年报显示，你公司存货报告期末账面余额为 43,835.25 万元，同

比下降 57.29%，其中原材料的期末账面余额为 3,606.59 万元，同比下降 93.07%，

在产品的期末账面余额为 24,021.09 万元，同比增长 325.52%，库存商品的期末

账面余额为 13,316.03 万元，同比下降 68.20%。年报称，存货下降主要是报告

期内公司业务量下降幅度较大，相应减少了部分库存。此外，你公司 2020 年《审

计报告》形成无法表示意见的基础包括重大存货处置事项。《审计报告》称，

你公司 2020 年度主营业务成本 35.15 亿元，其中 1.65 亿元为库存商品变质处

置导致的成本结转；你公司 2020 年度发生存货损失 1.01 亿元。由于你公司未

能进一步提供完整的资料，年审会计师无法实施进一步的审计程序或者替代审

计程序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去证实以上两笔交易的真实性及其是否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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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实质。因此，年审会计师无法确定是否有必要对营业外支出、营业成本以

及财务报表其他项目作出调整，也无法确定应调整的金额。 

请你公司： 

（1）逐项说明你公司原材料、在产品、库存商品、发出商品的具体内容，

在此基础上，结合报告期内生产、销售等活动开展情况、存货处置及损失情况

等，逐项说明你公司原材料、在产品、库存商品期末余额同比变动幅度较大的

原因及合理性，尤其应重点说明原材料期末余额的变动趋势与你公司预付款项

期末余额的变动趋势不一致的原因及合理性； 

（2）详细说明库存商品变质的具体情况，包括但不限于变质商品涉及的存

货类别、商品品类、单位成本、生产时间、产地、运输情况、入库时间、库存

情况（包括而不限于仓库名称及地址、占用面积等）、对应的保质期、变质原

因（涉及自然原因的请提供当地新闻报道等支持材料，涉及人为原因的说明你

公司对相关责任人的认定及处理情况）、变质数量及占比等； 

（3）详细说明变质商品处置的具体情况，包括但不限于处置方名称及其与

你公司、你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股 5%以上股东、实际控制人及

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关联方之间，是否存在一致行动关系、关联关

系或其他可能导致利益倾斜的关系，确定处置方的方式，处置方法及其选取依

据，对应的运输情况，损失金额及其确定依据，涉及的会计处理等； 

（4） 说明你公司近年来发生库存商品变质的情况，在此基础上，结合你

公司对变质商品一贯的处置方式、内部决策程序等，说明报告期对变质库存商

品的处置方式和会计处理与过去相关处理是否存在重大差异，如是，请说明原

因及合理性； 

（5） 核查说明变质商品处置是否及时，是否具备商业实质，有关会计处

理是否合理合规； 

（6）详细说明你公司发生 1.01 亿元存货损失的具体情况，包括但不限于

存货名称、存货种类、生产时间、产地、运输情况、入库时间、库存情况（包

括而不限于仓库名称及地址、占用面积等）、损失原因（涉及自然原因的请提

供当地新闻报道等支持材料，涉及人为原因的说明你公司对相关责任人的认定

及处理情况）、涉及的会计处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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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说明存货损失与你公司报告期管理费用中记载的 166.44 万元存货盘

亏的关系，进一步核查说明你公司内部控制是否存在缺陷，后续拟采取的整改

方案（如有）； 

（8）结合报告期库存商品变质以及存货损失的情况，详细说明你公司报告

期对库存商品计提 285.16 万元存货跌价准备的过程、依据及充分性，并说明未

对原材料、在产品、发出商品、包装物及低值易耗品等计提减值准备的原因及

合理性，相关减值计提是否充分、合规； 

（9）在上述问题（1）至（8）回复的基础上，说明你公司上市以来历年库

存商品的期末余额披露是否真实、准确，你公司以前年度披露的财务数据是否

存在应追溯调整的情形； 

（10）说明你公司就上述事项是否履行配合审计，未能进一步提供完整资

料的具体原因，你拟采取的解决措施及计划（如适用）。 

请你公司独立董事就上述问题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独立董事核查意见： 

我们检查了华英农业提交的与存货、存货处置事项相关的文件、资料，对公

司存货情况进行了分析，查阅了公司相关说明、回复，询问了管理层及相关人员，

了解了公司近三年实际经营情况。我们认为，公司报告期存货余额下降、以及发

生存货大额损失事项，均与公司目前实际生产经营情况相符；重大存货处置程序

合理，损失已完整记录，对期末财务状况影响已消除。但我们也关注到，公司近

年来，存在受信贷紧缩、经济下行、诉讼频发加上重大疫情等多重内外不利因素

影响，经营业绩大幅下滑，财务状况恶化的情况。 

问题四：年报显示，你公司报告期末其他应收款（不含应收股利）余额为

125,086.56万元，同比增长73.00%，你公司称主要是为发展养殖垫付的养殖发

展资金，按款项性质分类包括保证金及押金9,923.08万元、往来款项121,854.54

万元、业务借支902.71万元以及坏账准备-7,593.77万元。 

《审计报告》显示，其中107,404万元的其他应收款，你公司按照5%计提预

期信用损失5,370.2万元，针对该款项你公司未提供预期信用损失计提比例的依

据，年审会计师无法评估其计提的合理性和充分性，亦没有获得上述其他应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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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可回收性、款项性质和商业实质的充分证据。同时，年审会计师出具的关于

你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况的专项说明》显示，

由于其无法确认你公司期末107,404万元其他应收款的款项性质、真实性及可收

回性，其无法保证汇总表关于现大股东及附属企业相关部分内容的准确性。另

外，你公司《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显示，截至2021年一季度末，你公司其他

应收款余额为129,312.03万元，较期初增长2.77%。 

请你公司： 

（1）按照其他应收账款的性质，逐笔说明其他应收账款的具体情况，包括

但不限于发生原因、发生时间、账龄结构、截至回函日的收回情况、对象名称、

是否具备商业实质等，尤其应重点说明上述107,404万元其他应收款的详细情况，

并核查说明报告期你公司全部其他应收账款所涉及对象与你公司、你公司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股5%以上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和关联方之间，是否存在一致行动关系、关联关系或其他可能导致利益

倾斜的关系； 

（2）结合上述问题（1）的回复以及涉及对象的财务状况、资信实力等，

分别说明你公司组合计提与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情况及计提依据，计提的充分

性、合理性、合规性； 

（3）说明2021年新增其他应收款的对象名称、发生原因、款项商业实质，

并核查说明新增款项涉及对象与你公司、你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持股5%以上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关联方之间，

是否存在一致行动关系、关联关系或其他可能导致利益倾斜的关系； 

（4）结合对上述问题（1）（2）（3）的回复，论证说明相关其他应收款

项是否涉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你公司资金的情形或

你公司违规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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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说明你公司就上述事项是否履行配合审计义务，未能向年审会计师提

供充分证据的具体原因，以前年度披露的相关财务数据是否存在应追溯调整的

情形，后拟采取的解决措施及计划（如适用）。 

请你公司独立董事就上述问题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独立董事核查意见： 

我们检查了华英农业提交的与其他应收款相关的数据、资料，对其他应收款

构成进行了分析，查阅了公司相关说明、回复，询问了管理层及相关人员，了解

了公司近三年实际经营情况。我们认为，公司其他应收款相关情况可以确认。我

们提示公司管理层充分关注其他应收款余额较大的风险，敦促其尽快通过办理结

算、明确与恢复养殖端产能相关的款项回收方式等，夯实相关款项账务处理的基

础；积极与公司预重整管理人、投资方、债务人等协商，切实解决其他应收款余

额较大的问题，化解公司相关财务风险及经营风险。 

问题五：年报显示，你公司货币资金报告期末余额为2.35亿元，同比减少

11.35亿元，已连续三年下降，其中不受限的货币资金余额为0.97亿元。年报称

货币资金余额下降主要是2020年主营业务亏损，经营现金净流量大幅减少导致，

你公司报告期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中支付与单位及个人往来款的

发生额为11.24亿元，同比增加1,591.65%；收到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中收到出售购买固定资产款项的发生额为2.72亿元。 

你公司近三年有息负债（短期借款、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长期借款

和应付债券）的期末余额分别为30.60亿元、23.66亿元和29.95亿元；近三年的

利息支出发生额分别为1.89亿元、1.65亿元和2.04亿元，占你公司当期归母净

利润绝对值的比例分别为158.82%、317.31%和21.50%。 

《审计报告》显示，截至2020年年末，你公司有息负债合计违约金额约14.91

亿元。与此同时，你公司预付账款连续三年增加，2019年末存在大额预付土地

款余额14.55亿元，报告期其他非流动资产中仍包含了预付土地款、预付工程款、

预付设备款和其他合计5.55亿元，并且你公司称报告期存在为发展养殖垫付养



7 

 

殖发展资金的情形。 

请你公司： 

（1）以列表方式说明你公司期初及期末货币资金的存放地点、存放类型、

利率水平等，并说明是否存在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关联方共管账户的情

形； 

（2）详细说明上述支付与单位及个人往来款的发生额以及收到出售购买固

定资产款项的发生额的具体构成、形成原因、涉及对象及其与你公司、你公司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股5%以上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和关联方之间，是否存在一致行动关系、关联关系或其他可能导

致利益倾斜的关系，进一步核查说明支付前述往来款事项是否涉及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及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你公司资金或你公司违规对外提供财务资助

的情形； 

（3）结合你公司的业务发展情况测算营运资金需求，并论证说明当前货币

资金余额与资金需求是否匹配，是否存在较大的资金压力，你公司已采取或拟

采取的应对措施（如有）； 

（4）逐笔说明你公司预付土地款、预付工程款、预付设备款和其他的具体

情况，包括但不限于产生原因、产生时点、收款对象及其与你公司的关联关系

等，尤其应重点说明你公司预付土地款尚未完全结转的原因； 

（5）结合对上述问题（1）至（4）的答复，以及你公司的业务模式、经营

模式、养殖模式、采购策略等，详细说明你公司近年来在负债水平和财务成本

较高的情况下，仍然存在较大额度的预付资金和垫付资金的具体原因及合理性、

必要性，尤其应重点说明你公司近年来购买大量土地使用权并预付款项的必要

性与合理性，并请结合收款对象认真核查说明是否存在你公司预付资金被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或输送利益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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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你公司独立董事就上述问题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独立董事核查意见： 

我们检查了华英农业提交的与货币资金、预付土地款项相关的数据、资料，

对预付款项构成进行了分析，查阅了公司相关说明、回复，询问了管理层及相关

人员，了解了公司近三年实际经营情况。我们认为，公司货币资金、预付土地款

等相关情况可以确认。但我们也关注到，公司目前货币资金余额与资金需求不匹

配，部分土地未能办理权属证书，影响公司的融资能力，提示管理层加紧办理相

关手续，保证公司持续、稳定发展。 

问题六：年报显示，报告期内，你公司控股股东河南省潢川华英禽业总公

司存在以上市公司名义融资而形成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形，期初余额为

46,643.34万元，你公司称报告期已全部收回。 

请你公司： 

（1）详细说明上述资金占用的具体情况，包括但不限于占用方名称、占用

金额、占用时间、占用原因、占用方式等，并核查说明相关占用事项是否已涉

及诉讼或仲裁，如是，说明相关进展及其对你公司的影响（如有）； 

（2）详细说明你公司认为报告期已全部收回有关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款的具

体情况，包括但不限于还款方名称、还款金额、还款时间、还款方式、有关会

计处理等，在此基础上，说明你公司判断占用款项已收回的依据是否充分； 

（3）认真自查并说明是否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资金占用情形。 

请年审会计师、你公司独立董事就上述问题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独立董事核查意见： 

公司控股股东非经营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公司已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

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20年修订）》等关于控股股

东非经营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相关规定，督促控股股东以固定资产抵债、债务

承接、收回货币资金等方式偿还占用款项，截至2020年6月23日，公司控股股东

已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 

问题七：年审会计师对你公司财务报告形成无法表示意见的基础包括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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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公司发生涉诉事项，多个银行账户被冻结（你公司称相关银行账户资金余额

很少且不影响公司的日常生产经营活动，因此被冻结的账户不是公司的主要银

行账户），大额资产被法院强制执行拍卖，无法支付到期债务及部分职工工资。

这些事项或情况，表明你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年报显示，

你公司涉及多项诉讼、仲裁案件，涉案金额合计为101,263.06万元。 

请你公司： 

（1）以列表形式详细说明你公司截至回函日所涉及的诉讼或仲裁案件的具

体情况，包括但不限于案件事由、案件类型（如担保、借款纠纷等）、案件进

展、涉及金额、判决结果和执行情况、是否涉及追偿及具体追偿对象（如有）、

有关会计处理，并就相关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有关规定予以说明，

当中应重点说明就尚未审理完毕的案件未计提预计负债的原因及其合理合规性； 

（2）结合你公司涉及诉讼或仲裁案件的类型、涉案资金的流向、涉案资金

的使用方等相关信息以及你公司截至回函日的自查情况，逐项说明相关诉讼或

仲裁案件是否涉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你公司

资金或违规担保的情形，并就判断依据予以说明； 

（3）详细说明你公司大额资产被法院强制执行拍卖的具体情况，包括但不

限于资产名称、资产类别、拍卖时点及进展、竞拍方信息及其关联关系（如有）、

有关会计处理及其合理合规性、相关拍卖对你公司持续经营以及财务数据的影

响，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事项，是否可能导致你公司生产经营活动受到严

重影响且预计在三个月内不能恢复正常的情形； 

（4）结合你公司截至回函日被冻结的具体银行账户及冻结金额，说明你公

司判定其未影响公司的日常生产经营活动的理由是否充分，并说明你公司针对

该事项已采取或拟采取的措施（如有）； 

（5）详细说明你公司截至回函日未能支付到期债务及部分职工工资的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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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包括但不限于涉及对象、事项进展、涉及本金、涉及罚息及违约金、支

付进展等，并分析说明该事项对你公司持续经营以及财务数据的影响，同时说

明你公司已采取或拟采取的应对措施（如有）； 

（6）自查你公司是否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诉讼、仲裁等事项。 

独立董事核查意见： 

我们审查了公司提交的涉诉案件、银行账户被冻结统计表、资产被强制执行

的材料以及公司无法支付到期债务及部分职工工资统计表等有关资料，结合我们

在公开媒体查询的资料，我们认为公司提供的资料是客观、完整的，这些事项对

公司的持续经营确实造成了一定的影响。我们认为此次启动预重整将有利于公司

尽快摆脱当前困境，缓解流动性压力，使公司走上健康发展之路。 

问题八：年报“承诺及或有事项”显示，你公司以自身名义为多名自然人

提供担保，担保金额合计16,921.19万元。年报“重大担保”显示，你公司及子

公司为36个合同养殖户、孙志山等134名合同养殖户提供担保，担保额度合计

21,900万元，实际担保金额15,500万元。你公司称前述为孙志山等134名合同养

殖户提供的11,900万元担保构成了违规担保，并已于2021年1月19日解决。 

请你公司： 

（1）详细说明你公司及子公司为上述自然人提供担保的原因及必要性、担

保方及其与你公司、你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股5%以上股东、实

际控制人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关联方之间是否存在一致行动关系、

关联关系或其他可能导致利益倾斜的关系，对应担保期限及你公司是否已履行

担保责任，有关的审议程序及信息披露情况（如适用）等，并逐笔说明相关担

保是否涉及诉讼或仲裁，如是，请说明详细情况及其对你公司的影响； 

（2）详细说明你公司年报“承诺及或有事项”与“重大担保”部分所披露

的担保内容存在差异的原因； 

（3）详细说明你公司认为上述违规担保事项已2021年1月19日解决的判断

依据，并提供相应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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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核查并说明你公司是否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担保事项，是否存

在其他违规担保情形。 

请你公司独立董事就上述问题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独立董事核查意见： 

我们之前对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以及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九次

会议审议的为公司合同养殖户提供担保事项已发表了相关独立意见。 

经对公司提供的上述事项相关的资料进行认真的检查和查验，对公司进行了

必要的核查和问询后，我们认为：公司能够对自查发现的违规担保事项积极进行

补救，上述违规担保事项补充审议通过后，公司不存在其他违规担保情形，不存

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担保事项。针对年报披露失误造成的差异，提示管理层

及时进行调整和更正，并加强审核，提高信披质量。 

问题九：年报“承诺及或有事项”显示，2020年6月17日，杭州金弘三鸟羽

绒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鸟羽绒”）将你公司控股子公司杭州华英新塘

羽绒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塘羽绒”）起诉至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请

求判令新塘羽绒交付《资产重组协议》项下涉及的房屋建筑物、土地使用权、

构筑物及设备资产，支付违约金并承担诉讼费、保全费等合计金额约27,220.38

万元（占你公司2020年经审计净资产的17.44%）。若新塘羽绒败诉，会发生大

额资产处置交易及产生违约金损失。截止到审计报告出具日，该案尚未宣判。 

请你公司： 

（1）补充披露三鸟羽绒的具体情况，包括企业性质、注册地、主要办公地

点、法定代表人、注册资本、主营业务、股权结构及实际控制人，并核查说明

三鸟羽绒与你公司、你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股5%以上股东、实

际控制人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关联方之间，是否存在一致行动关

系、关联关系或其他可能导致利益倾斜的关系； 

（2）补充披露上述《资产重组协议》的具体内容，并说明签署该协议的背

景、目的、时间、截至目前的履行情况、起诉原因及截至目前的进展、有关事

项履行审议程序及临时信息披露义务的情况（如适用），并说明相关事项与上

述你公司报告期收到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中收到出售购买固定资产款

项2.72亿元发生额之间有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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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结合对上述问题（1）（2）的回复，核查说明相关交易是否涉及向你

公司关联方输送利益的情形； 

（4）详细说明年报“重大诉讼、仲裁事项”未包含上述案件的原因及合规

性； 

（5）详细说明若新塘羽绒败诉对你公司生产经营及财务状况的影响，你公

司已采取或拟采取的应对措施（如有），涉及风险的请及时揭示。 

请你公司律师、独立董事就上述问题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独立董事意见： 

经我们审查公司提供的一系列资料及相应问题的说明，我们认为公司提供的

资料和说明是客观、完整，真实反应了该事项的实际情况。 

问题十：年报显示，你公司采用成本计量模式的生产性生物资产报告期末

账面价值合计为382.85万元，较期初账面价值下降92.84%，其中你公司报告期

内分别处置了账面原值为512.43万元、9,329.01万元以及3,013.14万元的祖代

种鸭、父母代种鸭和种鸡，处置比例与2019年相比有较大差异。 

请你公司： 

（1）说明你公司报告期内处置有关生产性生物资产的原因、时间、方式以

及处置比例同比有较大幅度提高的原因及合理性； 

（2）结合问题（1）的回复以及2020年行业整体的产量走势情况，详细说

明你公司报告期生产性生物资产期末账面价值有较大幅度下降的原因及合理性，

并核查说明是否存在因养殖不当或其他原因导致有关生产性生物资产批量死亡

的情形； 

（3）进一步说明你公司是否存在以往年度应计提减值而未计提的情形，是

否存在资产数量/金额记载不实的情形。 

请你公司独立董事、年审会计师就上述问题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独立董事核查意见： 

我们核查了公司提交的生物资产相关的数据、材料，分析了公司种鸭存栏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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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产蛋率、出雏率、饲喂量等相关指标，向公司相关人员问询及查询公开资料等，

我们认为公司对生产性生物资产进行处置，是公司防范系统性风险的有效手段，

符合近两年行业整体发展状况，不存在养殖不当或其他原因导致有关生产性生物

资产批量死亡的情形。计提减值测试过程合理，不存在应计提减值而未计提的情

形，不存在资产数量/金额记载不实的情形。 

问题十一：年报显示，你公司报告期内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

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金额为-3,997.58万元，其中生物资产处置损失

4,085.75万元；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的税收返还、减免金额为3,160.29

万元。 

请你公司： 

（1）详细说明上述生物资产处置损失所涉及事项的具体情况，包括但不限

于资产名称、处置原因、处置时间、损失的确定及其依据，在此基础上，进一

步核查说明是否存在以往年度资产数量/金额记载不实的情形； 

（2）详细说明上述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的税收返还、减免款项产生

的具体原因，返还或减免依据。 

请你公司独立董事就上述问题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独立董事核查意见： 

我们核查了公司生产性生物资产处置损失、上述政府补助相关的文件、资料，

向公司相关人员询问了解了相关事项，我们认为生物资产处置损失所涉及事项的

会计处理恰当，不存在以往年度资产数量/金额记载不实的情形；上述政府补助

是非经常性损益，具有偶发性，并不属于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的税收返还。 

问题十二：年报显示，你公司报告期内前五名客户合计销售金额与前五名

供应商合计采购金额分别为2.54亿元和4.06亿元，占年度总额的比例分别为

8.10%和11.40%。 

请你公司： 

（1）提供前五名客户及供应商的具体情况，包括但不限于名称、成立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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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年限、销售与采购内容、销售与采购价格、结算方式、股权结构、近三年

与你公司的交易情况等，并核查前五名客户和供应商与你公司、你公司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股5%以上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和关联方之间，是否存在一致行动关系、关联关系或其他可能导致利益

倾斜的关系，进一步论证说明你公司对前五名客户及供应商的销售和采购价格

是否公允； 

独立董事核查意见： 

我们核查了公司向我们提供的近三年的前五大客户及供应商资料、权威媒体

统计的产品价格趋势、以及无关联关系的承诺。经核查，我们认为关于前五大客

户及供应商资料和说明是客观、真实、完整的，前五名客户及供应商与公司、公

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股5%以上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和关联方之间，不存在一致行动关系、关联关系或其他可能导致利

益倾斜的关系，且公司销售和采购的价格较市场均价变化不大，我们认为公司对

前五名客户及供应商的销售和采购价格是公允的，反应了市场价格水平及公司的

议价能力。 

问题二十一：年报显示，你公司长期应付款中应付融资性售后回租租金的

期末余额为7.50亿元，同比增长40.98%。与此同时，你公司在对2019年年报问

询函（中小板年报问询函〔2020〕第363号）的回复中曾表示，你公司2019年应

付融资性售后回租租金余额同比增加的主要原因系你公司控股股东以上市公司

名义向各融资租赁公司开展融资性售后回租业务新增融资形成，并形成了非经

营性资金占用。 

请你公司说明报告期应付融资性售后回租租金的具体内容、产生原因、同

比继续有较大幅度增长的原因及合理性，进一步核查说明是否存在新增非经营

性资金占用的情形。 

请年审会计师、你公司独立董事就上述问题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独立董事核查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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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核查了公司提交的报告期应付融资性售后回租租金的相关资料，查阅了

公司对上述事项公开披露的信息，询问了公司管理层以及融资部、财务部相关人

员。经核查，我们认为华英农业报告期末应付融资性售后回租租金同比继续有较

大幅度增长的原因基本合理，实际新增余额未产生同等金额的现金流入，不存在

新增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的情形。 

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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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河南华英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对2020年年报问询函

相关事项独立意见之签署页） 

 

 

朱虎平                      武宗章                          叶金鹏 

 

 

 

河南华英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八月六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