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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杭州杭氧股份有限公司 

年报问询函中有关财务事项的说明 

天健函〔2017〕428号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 

由杭州杭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氧股份公司或公司）转来的《关于对

杭州杭氧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年报的问询函》（中小板年报问询函[2017]第 304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奉悉，我们已对问询函中需我们回复的事项进行了审慎核

查，现汇报如下。 

 

一、报告期，你公司非经常性损益中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

目发生额为 4,645 万元，主要是处置子公司产生的收益，请核实你公司在“第

四节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之“六、重大资产和股权出售”部分提及出售广西

杭氧金川新锐气体有限公司 51%股权对公司无影响是否准确，并请说明处置子公

司的基本情况、定价依据以及相关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并

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问询函第 4 条） 

(一) 杭氧股份公司所处置子公司的基本情况 

广西杭氧金川新锐气体有限公司系由杭氧股份公司、广西金川有色金属有限

公司、浙江新锐空分设备有限公司共同投资设立，于 2011年 8月 19日在广西防

城港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注册,注册资本 135,000,000.00元。股权结构如下： 

                                                       单位：元 

投资者名称 投资额 持股比例(%) 

杭州杭氧股份有限公司 68,850,000.00 51.00 

广西金川有色金属有限公司 45,900,000.00 34.00 

浙江新锐空分设备有限公司 20,250,000.00 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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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计 135,000,000.00 100.00 

广西杭氧金川新锐气体有限公司主要经营范围：氧气、中压氧气、液氧、氮

气、液氮、液氩的生产（有效期至 2017 年 9 月 29 日）；空分设备的维修；空分

设备的技术服务及咨询；通用机电设备配件销售。 

2016 年 9 月 20 日，经杭氧股份公司 2016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了《关于转让广西杭氧金川新锐气体有限公司 51%股权暨处置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的议案》，并以杭州市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转让的方式处置该子公司。 

(二) 定价依据 

杭氧股份公司以 2016年 4 月 30日为基准日，委托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和坤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分别对广西杭氧金川新锐气体有限公司进行

了专项审计和评估，其分别出具《专项审计报告》（中汇会审[2016]3720号）和

《资产评估报告》（坤元评报〔2016〕号 352号）。根据上述《资产评估报告》之

评估结果，杭氧股份公司持有的广西杭氧金川新锐气体有限公司 51%的股权价值

为 8,499.68 万元，公司以此价格作为公开挂牌底价，通过竞价确定最终交易价

格。 

2016 年 11 月 18 日挂牌期满，杭氧股份公司根据公开挂牌竞价结果，最终

以 8,500万元的价格与广西金川有色金属有限公司签署《股权转让协议》。 

(三) 相关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杭氧股份公司对处置广西杭氧金川新锐气体有限公司的账务处理 

(1) 杭氧股份公司个别财务报表会计处理：将转让价格与投资成本的差额作

为处置长期股权投资产生的投资收益计入当期损益。 

(2) 杭氧股份公司合并财务报表会计处理：由于在处置前杭氧股份公司对广

西杭氧金川新锐气体有限公司存在固定资产内部交易形成的未实现利润，处置后

该内部交易已对外实现，故将上述未实现利润一次性计入处置子公司当期合并财

务报表的投资收益。 

(3) 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

益（2008）》（证监会公告〔2008〕43 号）对“非经常性损益”的定义, 非经常

性损益是指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直接关系，以及虽与正常经营业务相关，但由

于其性质特殊和偶发性，影响报表使用人对公司经营业绩和盈利能力做出正常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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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的各项交易和事项产生的损益。处置子公司股权不属于正常业务活动，具有偶

发性，故本次公司处置广西杭氧金川新锐气体有限公司股权产生的投资收益符合

非经常性损益的定义。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杭氧股份公司关于处置广西杭氧金川新锐气体有限公

司 51%股权的定价依据合理，相关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二、报告期末，你公司 5 年以上账龄应收账款为 2.11亿元，较上年末增加

270%，请说明 5 年以上应收账款较上年末大幅增长的原因、截至回函日的回款

情况、预计款项收回是否存在较大风险、坏账准备计提是否充分，并请年审会

计师对坏账准备计提的合理性和充分性发表意见。（问询函第 7 条） 

(一) 杭氧股份公司计提坏账准备的依据 

1. 单项金额重大并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 

单项金额重大的判断依据或金

额标准 

占应收账款账面余额 5%以上（其他应收款账面余

额 10%以上）的款项。 

单项金额重大并单项计提坏账

准备的计提方法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根据其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低

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计提坏账准备；经单独测试

未发生减值的，包括在具有类似信用风险特征的

应收款项组合中计提坏账准备。 

2. 按信用风险特征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 

(1) 具体组合及坏账准备的计提方法 

按信用风险特征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计提方法 

账龄组合 账龄分析法 

(2) 账龄分析法 

  账  龄 
应收账款 

计提比例(%) 

其他应收款 

计提比例(%) 

1年以内（含，下同） 4 4 

1-2年 8 8 

2-3年 20 20 

3-5年 50 50 

5年以上 100 100 

3. 单项金额不重大但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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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理由 

应收款项的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与以账龄为信用

风险特征的应收款项组合的未来现金流量现值

存在显著差异。 

坏账准备的计提方法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根据其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低

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计提坏账准备；经单独测试

未发生减值的，包括在具有类似信用风险特征的

应收款项组合中计提坏账准备。 

对应收票据、应收利息、长期应收款等其他应收款项，根据其未来现金流量

现值低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计提坏账准备。 

(二) 杭氧股份公司计提坏账准备的合理性和充分性 

1. 明细情况 

(1) 类别明细情况 

                                                         单位：元 

种  类 

2016.12.31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价值 

金额 比例(%) 金额 计提比例(%) 

按信用风险特征组合

计提坏账准备 
2,321,838,215.60 99.99 496,810,377.00 21.40 1,825,027,838.60 

单项金额不重大但单

项计提坏账准备 
300,000.00 0.01 300,000.00 100.00  

合  计 2,322,138,215.60 100.00 497,110,377.00 21.41 1,825,027,838.60 

(续上表) 

种  类 

2015.12.31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价值 

金额 比例(%) 金额 计提比例(%) 

按信用风险特征组合

计提坏账准备 
2,250,961,056.73 99.87 299,694,860.81 13.31 1,951,266,195.92 

单项金额不重大但单

项计提坏账准备 
2,842,725.96 0.13 2,842,725.96  100.00  

合  计 2,253,803,782.69 100.00 302,537,586.77 13.42 1,951,266,195.92 

(2) 组合中，采用账龄分析法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 

                                                         单位：元 

账  龄 
2016.12.31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计提比例(%) 

1 年以内 752,075,436.00  30,083,017.45  4.00 

1-2 年 679,993,872.39  54,399,509.80  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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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年 460,725,670.94  92,145,134.20  20.00 

3-5 年 217,721,041.51 108,860,520.79 50.00 

5 年以上 211,322,194.76  211,322,194.76  100.00 

小  计 2,321,838,215.60  496,810,377.00  21.40 

(续上表) 

账  龄 
2015.12.31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计提比例(%) 

1 年以内 1,262,843,067.55 50,513,722.71 4.00 

1-2 年 541,882,291.69 43,350,583.34 8.00 

2-3 年 152,920,880.95 30,584,176.20 20.00 

3-5 年 236,136,875.98 118,068,438.00 50.00 

5 年以上 57,177,940.56 57,177,940.56 100.00 

小  计 2,250,961,056.73 299,694,860.81  13.31 

截至 2017 年 6 月 10 日，2016 年末账龄 5 年以上应收账款期后累计回款

8,337,550.00元，占 2016年末账龄 5年以上应收账款的 3.95%。 

杭氧股份公司 2016年末账龄 5年以上应收账款较上年末增长 270%，主要系

公司产品专业性强、技术复杂以及行业惯例等原因所致。公司产品到货后的安装、

调试周期本身就较长，产品运行后所约定的质保期也普遍较长，从而导致发货后

的结算款、质保金的回收周期较长。2016 年度受下游行业不景气的影响，杭氧

股份公司回款周期较以前年度均有所延长，特别是部分长账龄的结算款、质保金

未回款，导致应收账款账龄增加，坏账准备的计提也随之相应增加。 

2. 在审计中我们获取了应收账款的原始证据，包括合同、发票、产品发运

记录、发货签收单等资料，复核了应收账款余额账龄明细表，同时与公司销售部

门记录的应收账款余额、账龄进行核对，并对公司按照其制定的会计政策和会计

估计计提的坏账准备余额进行了复核与计算，未见异常。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杭氧股份公司本期计提的坏账准备是合理的、充分的。 

 

三、报告期，你公司对库存商品新增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5,054 万元，请结

合报告期产品价格波动情况等说明库存商品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的原因以及是否

充分计提，并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问询函第 8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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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杭氧股份公司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的依据 

资产负债表日，公司对存货采用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计量，按照单个存货

成本高于可变现净值的差额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直接用于出售的库存商品按该库

存商品的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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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进一步加工的原材料、在产品则按生产完成后产成品的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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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同一类存货，则区分有合同价格约定的存货和未有合同价格约定的存货，分

别确定其可变现净值，并与其对应的成本进行比较，确定存货跌价准备的计提金

额；对于已解除销售协议的存货，则按已发生的成本减去可收回的补偿来确定存

货跌价准备的计提金额。 

(二) 杭氧股份公司本期对库存商品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的原因 

1. 原公司之子公司长沙杭氧气体有限公司已于 2015年清算注销。截至 2016

年 12月 31日，公司账面尚有原值 2,795.19万元的长沙杭氧气体项目对应存货，

根据该存货的市场公允价值和受拆除影响，经减值测试后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1,677.12万元，其中 2016年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1,058.32万元。 

2. 公司之子公司贵州杭氧气体有限公司所建设的空分项目因用气单位主体

项目审批延迟而处于暂停状态。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公司账面尚有原值

11,503.74万元的贵州杭氧气体项目对应存货，根据该存货的市场公允价值和后

续改造利旧成本，经减值测试后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4,148.89 万元，其中 2016

年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2,811.74 万元。 

3. 原预投公司之子公司富阳杭氧气体有限公司 4 套氮压机，富阳杭氧气体

有限公司自行建设完成后该 4 套氮压机预计不再使用。截至 2016 年 12月 31日，

该 4 套氮压机账面原值为 2,367.46 万元，根据该型号氮压机的市场公允价值和

后续保养、改造情况，经减值测试后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1,183.73 万元，其中 2016

年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1,183.73 万元。 

上述三个项目本期合计计提库存商品存货跌价准备 5,053.79 万元。 

（三）针对公司存货跌价准备是否充分、合理，我们主要实施了如下程序： 

1. 现场了解公司生产经营情况，了解产品特性、生产加工过程、仓储情况。 

2. 了解空气分离设备行业整体经营情况、产能情况，分析公司产能利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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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判断公司存货跌价准备计提金额的总体合理性。 

3. 对期末存货执行监盘程序，并结合存货监盘，观察存货外观形态，判断

其物理形态是否正常。 

4. 获取公司本期账面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的清单与依据，对存货跌价准备计

提进行复核、重新计算。 

5. 获取期末存货结存清单，并与公司账面成本进行核对；根据公司存货核

算特点，对期末库存商品核算的每个项目，通过检查项目生产情况、库存账龄情

况，并按照公司存货跌价准备计提的会计政策，进行存货减值测试。 

通过执行以上审计程序以及获取的审计证据，我们认为：杭氧股份公司对库

存商品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系按照公司制定的会计政策执行，计提金额充分、合理。 

 

四、报告期末，你公司因可抵扣亏损确认的递延所得税资产余额为 4,927

万元。请你公司说明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的具体依据以及合理性，并请年审会

计师发表意见。（问询函第 10 条） 

杭氧股份公司期末因可抵扣亏损确认的递延所得税资产余额 4,927 万元由

三个单位构成，分别如下： 

                                                       单位：元 

单位名称 与本公司关系 
因可抵扣亏损确认的递

延所得税资产金额 

杭氧股份公司  45,117,391.30 

杭州杭氧透平机械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1,021,353.38 

山东杭氧气体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3,129,242.08 

合 计  49,267,986.76  
 

公司确认的可抵扣亏损系按照税法规定计算确定准予用以后年度的应纳税

所得弥补的亏损。 

其中，杭氧股份公司和杭州杭氧透平机械有限公司本期因下游行业钢铁、化

工等行业持续压缩过剩产能，煤化工行业投资明显放缓等因素的影响，导致销售

订单不足而亏损。2016 年第四季度以来，随着国内钢铁、化工等行业产业结构

调整，去产能的深化，空分设备行业市场情况有所回暖，杭氧股份公司新增多套

大型空分设备订单，空分设备销售合同总额大幅增加，空分设备销售收入呈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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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势；杭州杭氧透平机械有限公司主要为公司生产配套设备，随着公司订单的增

加、收入的增长，其销售业务也呈上升趋势。故公司预测未来期间能够产生足够

的应纳税所得额来弥补已发生的亏损。 

山东杭氧气体有限公司成立时间较短，前期因处于投资期而亏损较大，未确

认因可抵扣亏损引起的递延所得税资产。但随着 2015年、2016 年连续两个会计

年度实现盈利，山东杭氧气体有限公司预测未来期间能够产生足够的应纳税所得

额来弥补已发生的亏损。 

针对上述情况，并考虑公司期末因可抵扣亏损确认的递延所得税资产主要由

杭氧股份公司自身产生，故我们获取了杭氧股份公司 2017-2020 年度的业绩预测

报表以及预测所依据的已签销售合同清单，并抽取部分新增大额订单进行核对；

对相关预测数据的合理性进行复核、分析，并计算其准确性。通过执行以上审计

程序以及获取的审计证据，公司预测未来期间可以通过正常生产经营活动产生足

够的应纳税所得额用来弥补已发生的亏损是合理的，故认可其确认的递延所得税

资产。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杭氧股份公司期末因可抵扣亏损确认的递延所得税资

产依据充分，金额合理。 

 

专此说明，请予察核。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杭州  中国注册会计师： 

 

  二〇一七年六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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