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票简称：海南椰岛

股票代码：600238

编号：2018-001 号

海南椰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海南椰岛（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土地收储事项问询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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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椰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7 年 12 月 29
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海南椰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土地收储事项问
询函》（上证公函【2017】2498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现将《问询函》
中内容回复如下：
一、就 2016 年有偿收储事项，截至目前是否收到相应土地补偿金，若未收
到，请说明具体原因及公司拟（已）采取的收款措施。前述收款情况，是否影
响相应会计处理，是否涉及会计调整，请公司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
回复：
1、2016 年 12 月 30 日，鉴于澄迈县政府修建老城经济开发区规划道路的需
要，澄迈县国土资源局（以下简称“澄迈县国土局”）、海南老城经济开发区管
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老城管委会”）与公司签订《有偿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协
议书》
（以下简称“2016 年协议书”），有偿收回公司位于老城经济开发区工业大
道 4.5 公里处南侧 45.14 亩工业用地(剩余土地年限为 40.01 年)。土地及地上
附着物补偿金额共计人民币 1,105.82 万元，公司据此确认 2016 年收益 719.96
万元。截至目前，公司尚未收到上述土地及地上附着物补偿金，具体原因如下：
根据澄迈县人民政府【澄府函[2016]523 号】文件，政府将整合澄迈县老城
经济开发区美朗路周边约 78.53 亩土地用于工业项目建设（以下简称“项目用
地”）。根据 2016 年协议书，澄迈县国土局及老城管委会争取于 2017 年度将该
项目用地依法通过招拍挂方式公开出让，如公司通过公开竞价方式竞得上述项
目用地，并缴纳完全部土地出让金后，澄迈县国土局应于 10 个工作日内向澄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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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政府申请一次性将上述土地补偿金 1,105.82 万元支付给公司。若自 2016 年
协议书签订之日起一年内，澄迈县国土局及老城管委会未能将 78.53 亩项目土
地通过招拍挂方式公开出让，或者公司未能竞得该项目土地，则澄迈县国土局
应自一年期限届满之日(或公司未能竞得该项目用地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向澄
迈县政府申请一次性将上述土地补偿金 1,105.82 万元支付给公司。
鉴于公司生产经营需要，公司原计划通过招拍挂方式竞得上述78.53亩项目
用地用于建设食品厂，根据老城管委会2017年9月6日出具的《关于椰岛集团食
品厂土地分割的申请的复函》（海城管函【2017】399号），经老城管委会核实，
美朗路周边整合约78.53亩项目用地不符合澄迈县土地总体规划，现状为农用
地。待多规合一正式实施后，再依法依规办理供地手续。故澄迈县国土局和老
城管委会未能于2016年协议书签订之日起一年内将78.53亩项目用地通过招拍
挂方式公开出让。因此，根据2016年协议书约定，澄迈县国土局应自一年期限
届满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向澄迈县政府申请一次性将上述土地补偿金1,105.82
万元支付给公司。
2、公司已于2017年12月29日向澄迈县国土局递交了《关于请求尽快拨付收
储椰岛集团土地补偿款的申请》，并已安排专人与澄迈县政府相关部门进行协调
跟进上述1,105.82万元补偿款的收回工作，争取尽快收回上述补偿款。
3、公司认为: 2016 年 12 月 30 日澄迈县国土局、老城管委会与公司签
订了《有偿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协议书》, 2016 年 12 月 30 日澄迈县国土局
直接在公司土地证号为《老城国用（2010）第 1193 号》土地权证上注明收回
该宗地 45.14 亩并盖章确认,至此公司对该土地的使用权已灭失，且土地补偿金
支付安排亦在 2016 年协议书中约定，满足收入的确认原则。2017 年 12 月 29
日公司按 2016 年协议书的约定递交了《关于请求尽快拨付收储椰岛集团土地补
偿款的申请》，并持续推进上述补偿款的回收工作。公司认为该收款情况不影响
2016 年的会计处理，亦不涉及会计调整。
【会计师核查意见】
2016 年 12 月 14 日，澄迈县人民政府向老城管委会下发澄府函【2016】
523 号《关于海南椰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要求收回及整合美朗路周边地块
有关问题的批复》，批复同意将美朗路修建占用海南椰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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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45.14 亩土地有偿收回。
2016 年 12 月 30 日澄迈县国土局、老城管委会与公司签订了《有偿收回
国有土地使用权协议书》。
2016 年 12 月 30 日澄迈县国土局直接在公司土地证号为《老城国用（2010）
第 1193 号》土地权证上注明收回该宗地 45.14 亩并盖章确认。
根据上述内容，澄迈县人民政府的批复时间、合同签订时间及土地权证收
回时间均系 2016 年度，公司已经履行完了合同约定的义务，故会计师认为相关
资产上的主要风险和报酬在 2016 年度已转移，且土地补偿金支付安排亦在 2016
年协议书中约定，满足收入的确认原则，收款情况不影响相应会计处理，不涉
及会计调整。
二、就 2017 年有偿收储事项，说明后续交割及付款安排，说明本年度是否
就此确认收益，如是，请说明相关收益的计算过程及会计处理的依据，是否符
合会计准则要求。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
回复：
1、公司原有位于澄迈县老城开发区工业大道 4.5 公里处南侧 158,050.18
平方米（237.06 亩）土地使用权（老城国用（2010）第 1193 号）及地上 10970.20
平方米厂房所有权，因 2016 年 12 月 30 日澄迈县国土局和老城管委会有偿收回
其中 45.14 亩工业用地用于道路规划，导致公司该地块剩余约 191.78 亩土地被
道路分割成不相连且不规则的三宗地块，公司无法对该三宗地块进行整体开发，
故公司于 2017 年 8 月就上述剩余 191.78 亩土地及地上附着物收储相关事宜与
澄迈县国土局和老城管委会等相关部门进行协商，并于 2017 年 10 月 20 日收到
老城管委会《关于海南椰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美朗路地块收储事宜的复函》，
同意有偿收回公司老城国用（2010）第 1193 号地块中的 99.13 亩未开发建设用
地，同意将公司老城国用（2010）第 1193 号地块中 92.65 亩剩余项目用地重新
办证。公司据此已办理完成剩余未被收储的 92.65 亩（证载面积 92.63 亩，0.02
亩为实地测量差异）工业用地及 10970.20 平方米厂房不动产权证，拟作生产经
营用。2017 年 12 月 22 日，公司收到澄迈县人民政府《关于同意有偿收回海南
椰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66087.33 平方米国有土地使用权的批复》，同意澄
迈县国土局采取有偿方式收回公司位于海南老城经济开发区工业大道 4.5 公里
处南侧 66087.33 平方米国有土地使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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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此，2017年12月28日，澄迈县国土局、老城管委会与公司共同签订了
《有偿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协议书》
（以下简称“2017年协议书”），有偿收回公
司持有的位于澄迈县老城经济开发区工业大道 4.5 公里处南侧的99.13亩工业
用地【老城国用（2010）第1193号】(剩余土地年限为40年)，土地收回补偿价
格为人民币2306.4478万元，地上附着物补偿价格为人民币45.7243万元，共计
人民币2352.1721万元。2017年12月29日，公司已将[老城国用（2010）第1193
号]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交还澄迈县国土局予以注销并收到送达回执。
2、根据2017年协议书约定，澄迈县国土局应在协议签订后3个工作日内向
县政府提出申请，并督促政府在收到申请后30个工作日内一次性将上述
2352.1721万元补偿款支付给公司，故公司于2017年12月29日向澄迈县国土局提
交《关于请求尽快拨付收储椰岛集团土地补偿款的申请》，请澄迈县国土局积极
敦促相关单位立即支付有偿收储的款项。
3、澄迈县国土局、老城管委会和公司于2017年12月28日签订《有偿收回国
有土地使用权协议书》，2017年12月29日将[老城国用（2010）第1193号]国有土
地使用权证交还澄迈县国土局予以注销并收到送达回执，该土地涉及的风险和
报酬已转移，土地收储补偿价款和土地相关成本能够可靠计量、且土地补偿金
支付安排亦在2017年协议书中约定，故公司于2017年度确认该土地收储收益符
合企业会计准则要求。
公司预计本次有偿收回公司土地使用权将增加公司2017年度税后收益约
1190万元，具体计算过程如下：
税前收益=土地收储价格2352.1721万元- （土地原值933.43万元-累计摊销
191.56万元）-（地上附着物原值37.30万元-累计折旧12.63 万元）=1585.63万
元
税后收益=税前收益1585.63万元-所得税396.41万元 = 1189.22 万元
【会计师核查意见】
背景资料：上述收储土地涉及海南椰岛位于美朗路的地块，原总面积约
237.06 亩，用途为工业用地，该地块系于 2007 年拍卖取得，原拟用作建设椰
子汁生产工厂；2016 年，因政府规划修建的美朗路横穿上述地块，导致上述
地块扣除道路占地 45.14 亩外被分割成不规则的三宗地块，面积分别为 45.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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亩、
53.45 亩和 92.65 亩(道路占地面积与被分割的三宗地块面积合计为 236.92
亩,与原总面积 237.06 亩差异 0.14 亩系测量微差所致)。2016 年 3 月老城管
委会向公司发出《关于要求公司配合老城开发区修建美朗路的函》（海城管函
【2016】129 号），请公司积极配合其商谈土地补偿相关问题，并按规定给予
补偿。2016 年 12 月 30 日，澄迈县国土局、老城管委会与公司签订《有偿收
回国有土地使用权协议书》，有偿收回上述约 237.06 亩土地中道路占用的
45.14 亩，相应形成 2016 年收益 719.96 万元，剩余地块总面积约为 191.78
亩。
由于三宗地块不相连且不规则，公司已无法对该三宗地块进行整体开发，
且因美朗路周边规划已建设农药厂、饲料厂等，建设椰汁厂不符合食品安全及
环保要求，故公司于 2017 年 12 月 28 日与澄迈县国土局、老城管委会签订《有
偿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协议书》，由澄迈县国土局、老城管委会有偿收回公司
持有的位于澄迈县老城经济开发区工业大道 4.5 公里处南侧的 99.13 亩工业
用地。
上述两次收储涉及 144.27 亩，至此尚余 92.65 亩, 尚余土地上建有
10970.20 平方米厂房。目前，公司已办理了该 92.65 亩（证载面积 92.63 亩，
0.02 亩为实地测量差异）工业用地及 10970.20 平方米厂房不动产权证，经了
解尚余土地公司拟作生产经营用。
2017 年收储重要节点及内容如下：
2017 年 8 月公司就上述剩余约 191.78 亩土地及地上附着物收储相关事宜
与澄迈县国土局和老城管委会等相关部门进行协商，并于 2017 年 10 月 20 日
收到老城管委会《关于海南椰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美朗路地块收储事宜的
复函》，同意有偿收回公司老城国用（2010）第 1193 号地块中的 99.13 亩未
开发建设用地，同意将公司老城国用（2010）第 1193 号地块中约 92.65 亩剩
余项目用地重新办证。
2017 年 12 月 22 日，澄迈县人民政府向县国土资源局下发澄府函【2017】
432 号《澄迈县人民政府关于同意有偿收回海南椰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66087.33 平方米国有土地使用权的批复》，批复同意采取有偿方式收回海南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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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位于老城经济开发区工业大道 4.5 公里处南侧 66087.33
平方米国有土地使用权。
2017 年 12 月 28 日，澄迈县国土局、老城管委会与公司共同签订了《有
偿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协议书》。
2017 年 12 月 29 日公司已将[老城国用（2010）第 1193 号]国有土地使用
权证交还澄迈县国土局予以注销并收到送达回执。
《有偿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协议书》约定土地收回的补偿价格为人民币
2352.17 万 元 , 公 司 资 产 账 面 价 值 为 766.54 万 元 ， 公 司 确 认 收 益 为
2352.17-766.54=1585.63 万元。
税后收益=税前收益 1585.63 万元-所得税 396.41 万元 = 1189.22 万元
根据上述内容，澄迈县人民政府的批复时间、合同签订时间及土地权证收
回时间均系 2017 年度，公司已经履行完了合同约定的义务，故会计师认为相关
资产上的主要风险和报酬在 2017 年度已转移，且土地补偿金支付安排亦在协议
书中约定，满足收入的确认原则。故公司 2017 年度的会计处理符合会计准则要
求，我们将在 2017 年年审工作中持续关注后续回款情况,并及时向上海证券交
易所报告。
公司将对上述土地补偿款的收回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海南椰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 年 1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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