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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585        证券简称：双星新材       公告编号：2017-032 

江苏双星彩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6 年年报问询函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苏双星彩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

下发《关于对江苏双星彩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年报的问询函》（中小板

年报问询函【2017】第 372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针对问询函中提出的问题，

公司进行了认真的自查，现就问询函的回复公告如下： 

1、2015 年，你公司使用部分募集资金收购江西科为薄膜新型材料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西科为”）100%股权并增加注册资本。根据

股权转让协议，转让方承诺江西科为 2015 年度、2016 年度、2017 年

度及 2018 年度实现的经审计的净利润不低于人民币 4,000 万元、5,000

万元、7,000 万元和 10,000 万元。根据《关于江西科为薄膜新型材料有

限公司 2016 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的公告》，江西科为 2016 年度净利

润实现数为：4,421,786.89 元，完成的比例为 8.84%；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实现数为：3,549,322.42 元，完成的比例为 7.10%。 

回复： 

江苏双星彩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15 年收购了江西科

为薄膜新型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西科为”）100%股权，江西科为成为公司

全资子公司。公司收购江西科为的目的是缩短公司光学膜系列产品中窗膜市场的

推广时间，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益。同时，为充分利用好江西科为原有资源，保

持江西科为生产经营的延续性和稳定性，根据收购协议约定，公司授权江西科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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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产经营权仍由江西科为原自然人股东柯秋平经营管理。2016 年度是收购后的

第一个完整会计年度，年内国家加大对企业的环保、安全的治理要求，当地政府

从 2016 年 5 月起要求江西科为对厂区消防系统进行改造。江西科为落实消防改造

期间影响一部分生产；收购后，规范管理带来人工成本增加，同时新产品开发、

新市场推广，使得管理费用及销售费用增加。此外，授权管理人柯秋平未能按协

议约定有效落实好管理职责、做好企业整体经营以达预期效益，江西科为从单一

私营企业收购而来，对其收购后在企业文化、经营管理、人力资源整合等方面还

需对接磨合。针对发现上述问题，公司从 2017 年初开始增派管理人员，加强企业

治理，完善企业内控制度，围绕既定目标大局开展工作。 

公司收购江西科为符合公司整体战略布局，基于战略的发展规划，没有改变

长远发展目标。 

公司后续工作将重点对接磨合因授权经营而存在的薄弱环节，继续加强全面

内控管理。授权经营下完善企业经营管理，健全完善各项制度，在逐步建立资产

管理、监督、营运体系和机制的同时，继续抓好新产品、新技术开发研究、生产

销售，继续抓好市场推广，提质增效，以达收购整合目的。 

江西科为 2016 年度未完成业绩承诺。我部对此高度关注，请说明

以下问题： 

（1）请结合江西科为的经营情况，详细分析其未能完成业绩承诺

的具体原因。 

回复： 

    1、消防改造影响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生产运营计划执行 

2016 年全国加大了对企业的环保、安全的检查力度与频率，受此影响，当地

消防部门要求江西科为对厂区消防系统进行整改，江西科为于 2016 年的二、三季

度根据要求进行了消防改造，并对部分生产场地与车间在一定程度上进行了重新

的布置与规划，从而影响了江西科为生产运营计划及产品的生产。2016 年江西科

为的营业收入约为 1.6 亿元，同比下降了 4.72%。消防改造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生产

产品产量、生产经营秩序和合同交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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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规范管理带来人工成本增加和加大产品推广带来营销费用增加 

公司收购江西科为后，江西科为出于扩大规模的考虑增加了人员岗位，在增

加了员工人数的同时也增加了人工成本。另外，在人员使用与经营管理方面进行

了一定的规范，在按照规定为员工缴纳五险一金的同时也增加了人工成本。2016

年江西科为在册员工总数为 224 人，工资总额约为 1,200 万，同比增长约 376 万元。

此外，2016 年江西科为营销服务费用及研发投入合计增加了约 507 万元。 

3、授权经营人柯秋平经营决策不善 

公司收购江西科为时，各方约定江西科为的生产经营全权授权江西科为原自

然人股东柯秋平经营管理。公司对江西科为进行授权柯秋平经营管理的原因是基

于充分利用好江西科为已有的经营管理资源、生产资源、市场资源，同时与柯秋

平签订了 2016 年度目标责任状。柯秋平在实际企业经营管理中未能按协议约定，

存在违背协议约定的情况。2016 年度江西科为与包括柯秋平关联方在内的部分公

司发生了定制业务，该部分业务的发生影响了江西科为的正常经营，经了解，主

要系以下几家公司：  

名称 与柯秋平关系 股东情况 股东变更 

广州栢奇泰贸易发展有限公司 
许月连系柯秋平配偶

的姐妹 

许月连 99%、

李永川 1% 

2016-12-12 许月连

变更为陶彩云 

广州然邦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许月连系柯秋平配偶

的姐妹 

许月连 99%、

韩建 1% 

2016-12-12 许月连

变更为陶彩云 

广州木玛汽车用品有限公司 
柯小平、蔡少云系柯秋

平的兄弟及弟媳 

柯小平 90%、

蔡少云 10% 
 

广州科卫贸易有限公司 
许月连系柯秋平配偶

的姐妹 

许月连 99%、

陶汉生 1% 
 

深圳市三泰汽车用品有限公司 
柯卫平、陶兰香系柯秋

平的兄弟及弟媳 

柯卫平 50%、

陶兰香 50% 
 

九江市三泰新型材料有限公司 
柯卫平系柯秋平的兄

弟 
柯卫平 100%  

广州力达微晶新型材料科技有

限公司 
受柯秋平实际控制 

艾林霞 99%、

陶彩云 1% 
 

双星新材与上述企业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和关联交易。 

江西科为向上述公司采购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名称 2016 年度 2017 年 1-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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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江市三泰新材料有限公司 248,172.95 1,532,002.44 

广州栢奇泰贸易发展有限公司 2,096,650.17 - 

广州力达微晶新型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2,675,188.03    1,625,982.90 

合计 5,020,011.15 3,157,985.34 

江西科为向上述公司销售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名称 2016 年度 
2016 年毛

利率 
2017 年 1-5 月 

2017 年 1-5

月毛利率 

广州然邦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3,834,749.54 -53.21% 2,035,314.91 14.39% 

广州栢奇泰贸易发展有限公司 18,204,383.75 12.34% 8,619,877.64 18.89% 

广州科卫贸易有限公司  286,215.39 17.89% 1,266,052.99 18.14% 

深圳市三泰汽车用品有限公司 3,486,428.89 -3.48% 715,862.39 9.71% 

广州木玛汽车用品有限公司  -3,260,494.15  - - - 

九江市三泰新材料有限公司 - - 694,683.33 17.20% 

合计 22,551,283.42 0.53% 13,331,791.26 17.55% 

上述交易产品为根据客户要求定制的产品，定制产品总体产品的毛利率较低，

2016 年江西科为生产了部分定制产品，定制产品的生产影响了江西科为的正常生

产，也影响了其它产品的销量，因此江西科为的经营业绩下降。 

江西科为与上表所列公司的应收应付往来余额如下： 

项目名称 会计科目 2016 年 12 月 31 日 2017 年 5 月 31 日 

广州木玛汽车用品有限公司 应收账款 2,856,168.85   2,656,168.85 

广州然邦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应收账款 3,745,571.72 372,686.77 

广州栢奇泰贸易发展有限公司 应收账款 18,396,858.80  9,827,422.12 

广州科卫贸易有限公司 应收账款 334,872.00 -50,150.00 

深圳市三泰汽车用品有限公司 预收款项       105,932.20 3,859.00 

九江市三泰新材料有限公司 应收账款 - 63,439.00 

广州力达微晶新型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应付账款 1,197,200.00 409,923.08 

九江市三泰新材料有限公司 应付账款 90,386.35 557,860.00 

公司针对定制产品的情况下达了多项弥补修正措施，包括2017年初正式指派

了包括现场执行总监、副经理、总会计师、银行出纳等人员进行现场督导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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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2017年初下达了销售采购定价制度及重大价格浮动审批制度等。截止2017年5月

31日，江西科为上述销售货款已收回约为2268万元，回款情况良好。 

4、江西科为对接磨合制度建设需持续完善加强  

   江西科为是从单一私营企业收购而来，在其收购后成长中对企业文化、经营

管理、人力资源整合还需持续对接磨合。收购前，江西科为作为私营企业，存在

一定财务核算不规范的情况。收购完成后，江西科为根据发展需要逐步完善了财

务制度，财务系统建设正稳步优化改进，同时公司对于江西科为收购前存在的财

务方面薄弱环节进行了逐一排查和处理，内部控制制度已初步建设，现正稳步推

进运行中。 

针对上述问题，公司从 2017 年初开始增派管理人员，优化岗位，加强管理，

增派人员参与江西科为日常经营管理。从 2017 年初完善了销售采购定价制度及重

大价格浮动审批制度，以及完善资产管理制度。通过加强和完善企业内控管理，

尤其在目标成本核算、销售定价、销售合同评审，加强货款回笼，降低经营风险；

积极调动员工积极性，提高劳动生产率等。2017 年上半年江西科为生产运营较为

平稳，未来继续做好提质增效，防范风险，以达收购目的。 

（2）收购江西科为作为你公司定向增发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未能

达到预计收益，其项目可行性是否发生重大变化。 

回复： 

    1、收购概况 

公司于2015年6月9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拟

使用部分募集资金收购江西科为薄膜新型材料有限公司100%股权并增加注册资

本》，同意公司拟使用募集资金1.8亿元收购江西科为薄膜新型材料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江西科为”）100%股权并增加注册资本。 

根据签订的《江苏双星彩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与江西科为薄膜新型材料有

限公司、柯秋平、时招军关于江西科为薄膜新型材料有限公司股权转让与增资入

股之协议》（以下简称“协议”），公司以募集资金收购柯秋平持有的江西科为

99%股权及时招军持有的江西科为1%股权的价格合计为8,000万元。同时，公司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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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集资金向江西科为增加注册资本8,000万元，增资后，江西科为注册资本为

10,000万元。本次增资8,000万元的价格为人民币10,000万元，上述股权转让及增

资金额合计为1.8亿元。交易完成后，公司直接持有江西科为100%股份。本次收购

江西科为100%股份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

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江西科为于2015年7月7日完成工商变更登记，

完成工商变更后，公司持有其100%股权，江西科为成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2、收购原因 

公司以市场为导向，积极加快转型升级步伐，通过非公开募投项目的建设布

局光学聚酯薄膜及其应用产品，将有利于公司稳固在聚酯薄膜行业的地位和优势。 

通过收购江西科为，公司将更快的进入光学膜-窗膜市场，提前开展相关产品

的市场开拓，为后续公司非公开募投项目建设完成并生产的窗膜产品提供稳定的

销售渠道。 

江西科为太阳膜年产品生产能力 2000 多万米以上，“卡地亚”安全隔热膜是

国内首个高品质太阳膜全新自主品牌，在国内太阳膜品牌排名前三名。江西科为

从单一的太阳膜生产，逐步向中、高档太阳膜、建筑节能膜等研发生产，专业生

产中高档汽车太阳膜、建筑节能膜、特种专用膜及智能调光膜等产品，主要产品

系列包括磁控溅射膜系列、原色膜系列、IR 纳米陶瓷膜系列、树脂膜系列、脆胶

膜系列、智能调光膜产品系列等。通过了 ISO9001 管理体系认证，中国的 3C 认证，

欧盟的 UL 认证。 

江西科为有众多的产品的销售渠道，全国 600 多家产品代理商、批发商、品

牌产品销售商，400 多家汽车 4S 专卖店等，为客户提供产品及技术人员的培训，

专门为客户培训贴膜技术人员。 

江西科为已建立了成熟的车膜生产及销售体系，收购江西科为对公司非公开

发行募投项目中窗膜的生产销售能起到积极的作用，通过江西科为的生产及销售

体系，公司能提前布局车膜及窗膜市场，加快优化公司产品结构。 

     



7 

3、符合公司规划 

江西科为具有研发设计能力、运营管理能力和稳定的客户群，因此，收购符

合公司的战略规划，成功进入高端车膜及窗膜市场。寻找符合公司战略规划的优

质标的进行外延式并购是公司发展战略的一部分，公司将始终围绕公司的发展战

略，持续深化产品研发、形成各产线联动，高效协同，稳步发展。公司与江西科

为在供应链、生产、管理等方面形成协同效应，使江西科为参与到更大范围的市

场竞争中，并快速缩短与国际先进同行的差距。公司将形成对光学膜项目产品群

细分市场——窗膜，从光学基膜、原色膜、高端太阳膜、磁控溅射膜等全产业链

布局，全新的市场消费理念。 

综上所述，公司收购科为整体符合公司战略，江西科为 2016 年度当期未完成

业绩承诺，但项目可行性未发生重大变化。未来公司将通过加强管理，努力实现

效益。 

（3）你公司未对江西科为的相关商誉与长期股权投资计提减值准

备，请说明减值测试的具体情况，并结合江西科为的持续盈利能力，

说明未计提减值准备的原因与合理性，以及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

的相关规定。请年审会计师发表专项意见。 

回复： 

    1、商誉确认情况 

根据万隆（上海）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于 2015年 6月 8日出具的“江苏双星彩

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江西科为薄膜新型材料有限公司 100%股权涉及的江

西科为薄膜新型材料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报告”（文号：万隆评报字

（2015）第 1213 号），经收益法评估，江西科为于评估基准日的股东全部权益价

值评估值为大写人民币壹亿捌仟壹佰陆拾伍万元整（RMB18,165 万元）。公司在购

并日取得的被购买方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为-4,899,044.39 元，公司收购成

本与购并中取得的被购买方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之间差额为

84,899,044.39元，作为商誉确认。 

http://www.cpp.com.cn/
http://www.cpp.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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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商誉减值情况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企业合并所形成的商誉，至少应当在每年年

度终了进行减值测试。由于商誉难以独立产生现金流量，应当结合与其相关的资

产组或者资产组组合进行减值测试。计提减值后的资产组合账面价值不得低于以

下三者之中最高者：该资产的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该资产预计未来

现金流量的现值和零。 

公司资产组合确定为江西科为股东全部权益，确定依据为其构成独立资产组

专营生产并销售光学窗膜产品。公司将商誉与江西科为股东全部权益归集为一项

资产组合，在此基础上进行减值测试。 

公司测算江西科为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为 2.5115亿元，具体测算数据如下表

所示： 

 

公司聘请专业评估机构开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江西科为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日整体股东全部权益进行估值，采用收益法分析估值结果为 2.5亿元。 

综上，公司董事会认为：江西科为股东全部权益的公允价值为 2.5 亿元，未

来现金流量的现值为 2.5115 亿元，均高于江西科为截止于 2016 年 12 月 31 日净

资产 1.2 亿元与合并商誉 0.85 亿元之和 2.05 亿元，故不存在减值迹象，无需计

提商誉减值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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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未计提减值准备的原因 

1）、财务数据分析 

江西科为 2015年度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1.67亿元，2016年度为 1.60亿元，主

要产品为汽车太阳膜；2015年下半年实现净利润 2,076万元，2016年度实现净利

润 442万元。 

2016年较 2015年利润降幅较大主要原因系 1）消防改造影响企业常规生产秩

序，2016 年度销售收入较 2015 年度减少约为 800 万元；2）规范管理导致人工成

本增加约 376万元，加大产品推广导致营销费用增加约 507万元；3）授权管理人

经营管理不善；江西科为 2016 年度存在较多因经营管理不善导致的非正常支出，

据此，江西科为 2015年度的财务数据相对更符合其实际的经营状况，公司预测江

西科为未来经营财务数据以 2015 年财务数据为基础来分析。 

2）、江西科为未来利润及现金流量预测分析 

公司预测江西科为未来五年经营财务数据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项目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 

以后 

年度 

营业收入 18,880.61 21,902.31 25,027.14 27,006.61 27,619.65 27,619.65 

销售毛利率 22.04% 24.75% 25.75% 22.64% 24.36% 24.36% 

净利润 2,034.48 3,120.51 4,054.94 3,815.06 4,282.22 4,282.22 

所得税率 15.00% 15.00% 15.00% 15.00% 15.00% 15.00% 

现金流量净额 2,319.79 2,658.92 3,397.88 3,028.58 3,986.25 4,567.53 

（1）公司预测江西科为 2017 年营业收入较 2015 年增长 12.50%。收购江西科

为完成之后，公司已在产业链职能上做充分布局考虑。2016 年下半年，公司光学

膜一期募投项目投产后，江西科为成为公司光学膜产业链延伸的重要布局，公司

生产的光学基膜由江西科为进行加工后生产出高档汽车太阳膜，建筑节能膜、特

种专用膜及智能调光膜产品并对外销售。预期未来江西科为将会有较大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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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带来一定的经济效益。综合以上因素，营业收入预测确定为增长 12.50%。 

（2）公司预测江西科为 2017 年净利润较 2015 年有所下降，主要原因是综合

考虑了光学膜市场竞争压力，新产品市场开拓需要较大的营销费用投入，故较 2015

年有所下降。 

（3）公司预测江西科为 2018 年及以后年度的财务数据系基于 2017 年预测数、

公司对其未来战略规划及光学膜整体市场经济发展规律综合确定。 

（4）公司采用的折现率为 15.10%，系采用了国际上通常使用 WACC 模型进

行计算。在分析基准日符合选择标准的国债平均到期收益率为 4.1154%，以此作为

无风险收益率。以 2005 年至 2016 年共十二年的几何平均收益率的均值 11.84%与

同期剩余年限超过 10 的国债到期收益率平均值 4.05%的差额 7.79%作为市场风险

溢价，即市场风险溢价（ERP）为 7.79%。 

3、未计提减值准备的合理性分析 

公司以募集资金投资江西科为初始投资成本为 1.8 亿元，于 2015 年 7 月收购

完成后至 2015 年 12 月共计实现净利润 0.2 亿元，2016 年全年实现净利润 0.04 亿

元，连续计算的长期投资累计投资成本共计 2.04 亿元。江西科为截止于 2016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净资产约为 1.2 亿元，同时按照公司编制的江西科为未来经营财

务数据预期实现的现金流按照 15.10%的折现率折现为 2.50 亿元，据此，江西科为

股东全部权益当前处置净值现金净流入约为 3.70 亿元，远高于连续计算的长期投

资累计投资成本，未计提减值准备是合理的。 

4、会计师专项意见 

年报会计师认为，公司商誉减值测试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公

司所编制的未来盈利预测和现金流量预测符合江西科为实际经营状况，是合理、

谨慎的。公司相关会计处理真实、合规。因此，年报会计师认为，江西科为股东

全部权益的公允价值为 2.5 亿元，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为 2.5115 亿元，均高于江

西科为截止于 2016 年 12 月 31 日净资产 1.2 亿元与合并商誉 0.85 亿元之和 2.05 亿

元，不存在减值迹象，无需计提商誉减值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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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请说明你公司与补偿方就补偿实施的具体协议与约定条款，

以及截至目前的执行情况，是否符合协议的相关约定。 

回复： 

根据协议约定：公司应当在业绩承诺期间的每年年度报告中单独披露江西科

为的实际净利润数与承诺数的差异情况，并应当由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

务所出具关于利润预测承诺的专项审计报告，净利润差额以专项审计报告为准。 

依据双方共同聘请的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江西科为 2015 年、

2016 年、2017 年及 2018 年度实际净利润数与利润承诺数差异情况的《专项审计

报告》：如果江西科为业绩承诺期间各会计年度实际净利润数不低于利润承诺数，

则柯秋平、时招军无需对公司进行业绩承诺补偿；如果江西科为业绩承诺期间各

会计年度实际净利润数低于利润承诺数，则双方依据本协议约定及其补充协议（如

有）将利润不足部分由柯秋平、时招军以现金方式补偿给公司，并在《专项审计

报告》出具之日起 3 个工作日内，由柯秋平、时招军将利润不足部分以现金方式

补偿给公司。 

2017年 4月 27日，公司公告了由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

《江西科为薄膜新型材料有限公司 2016 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的鉴证报告》（以

下简称“鉴证报告”），江西科为 2016 年度净利润的实现数为 4,421,786.89 元，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江西科为 2016年度净利润的实现数为 3,549,322.42元。 

    江西科为实现的净利润（扣非后）与承诺净利润差额为 46,450,677.58 元，

因此，柯秋平、时招军需以现金方式补偿给公司人民币 46,450,677.58 元，根据

协议约定，鉴证报告出具的三个工作日内，柯秋平、时招军应将利润不足部分以

现金方式补偿给公司。但经公司多次与其联系沟通，柯秋平至今尚未确认该补偿

金额，公司不排除采取法律手段维护公司利益，公司正在积极向业绩承诺人追偿，

公司追偿符合双方协议约定。 

（5）请说明上述业绩补偿款的具体金额、对公司业绩的影响与会

计处理情况，以及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请年审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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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师发表专项意见。 

回复： 

一、 业绩承诺协议约定及实现情况概述 

1、根据协议，江西科为原自然人股东柯秋平及时招军对本次收购业绩承诺如

下： 

江西科为原自然人股东柯秋平及时招军承诺期间业绩为 (即2015年、2016年、

2017 年及 2018 年)江西科为实现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4,000 万元、5,000 万元、

7,000 万元和 10,000 万元。如江西科为在业绩承诺期间实际业绩未达承诺的，柯

秋平及时招军将向本公司进行业绩补偿。 

2、2015 年业绩实现情况 

江西科为被收购日为 2015 年 7 月，根据业绩承诺，江西科为 2015 年下半年

应实现净利润为 2,000 万元。经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江西

科为 2015年下半年净利润的实现数为 20,760,936.99元，完成的比例为 103.80%；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江西科为 2015 年度净利润的实现数为 20,466,242.17 元，

完成的比例为 102.33%。江西科为 2015年度完成了业绩承诺。 

3、2016 年业绩实现情况 

根据业绩承诺，江西科为 2016年应实现净利润 5,000万元。经众华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江西科为 2016年度净利润的实现数为 4,421,786.89

元，完成的比例为 8.84%；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江西科为 2016 年度净利润的实

现数为 3,549,322.42元，完成的比例为 7.10%。江西科为 2016 年度未完成业绩承

诺。 

二、 公司对于业绩承诺的会计处理 

根据协议约定，江西科为原自然人股东柯秋平、时招军应当按照业绩承诺的

5,000 万元与实际实现的净利润之间的差额以现金方式进行业绩补偿。截止 2016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尚未收到原自然人股东柯秋平、时招军就业绩补偿事项给付

的相关资金，且尚未与江西科为原自然人股东柯秋平、时招军就业绩补偿事宜达

成一致意见，业绩补偿款未在 2016年度财务报表中予以确认。按照协议约定的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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偿方式，公司如在 2017年获得现金业绩补偿款，将计入公司当期损益。 

三、 《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并购业务中所约定的业绩承诺补偿属于

衍生金融工具，以被收购公司未来净利润作为一项财务指标，会计科目应分类为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损益的衍生金融工具。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损益的衍生金融工具初始确认应当符合以下几

项条件：1）预计未来现金流量很大可能性会流入；2）金融工具的公允价值可以

可靠计量。截止 2016年 12月 31日，公司尚未收到原自然人股东柯秋平、时招军

就业绩补偿事项给付的相关资金，且尚未与江西科为原自然人股东柯秋平、时招

军就业绩补偿事宜达成一致意见，据此，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损益的衍

生金融工具预计未来现金流入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尚不符合确认条件。 

四、 会计师专项意见 

综上所述，公司将业绩补偿或有对价划分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损

益的衍生金融工具，截止 2016年 12月 31日，公司尚未收到原自然人股东柯秋平、

时招军就业绩补偿事项给付的相关资金，且尚未与江西科为原自然人股东柯秋平、

时招军就业绩补偿事宜达成一致意见，鉴于预计未来现金流入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业绩补偿款未在 2016年度财务报表中予以确认，年报会计师认为，是谨慎、合理

的，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按照协议约定的补偿方式，公司如在 2017年获得现金业绩补偿款，年报会计

师认为，应当计入公司当期损益。鉴于预计未来获得补偿的方式具有重大不确定

性，公司将视具体入账方式、入账时间等条件并结合《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

进行会计处理。 

2、根据年报披露，你公司应收票据期末余额比期初余额增加

13,843 万元，增长比例 229%。请说明增长原因。 

回复： 

公司应收票据期末余额较期初余额增加 13,843万元，增长比例 229%。主要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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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一方面随着新产品的陆续推出，为了做好市场营销，结算方式中部分采取承

兑汇票方式，导致本期销售货物收到的承兑汇票有所增加；另一方面下游客户资

金周转较为紧张，为了提高资金回笼速度，本期销售货物以承兑汇票方式结算较

上年同期大幅增加。 

3、根据年报披露，你公司其他应付款期末余额比期初余额增加

3,963.37 万元，增长比例 58%。请说明增长原因。 

回复： 

公司其他应付款期末数比期初数增加 3963.37元，增加比例 58%。主要原因系

本期在建工程转固后剩余尚未支付的质保款等尾款挂账所致。 

4、根据年报披露，合并财务报表项目注释中销售费用与管理费用

均未披露明细情况，请补充披露。 

回复： 

1、销售费用明细 

单位：元 

项目名称 2016 年度 2015 年度 

工资 5,240,825.86 4,094,345.91 

差旅费 4,625,361.31 3,484,742.27 

运费 36,589,683.07 24,464,513.60 

外销运费 11,593,778.46 12,208,503.51 

广告费 1,268,834.61 873,128.98 

宣传展销费 4,525,256.72 892,028.82 

业务招待费 1,357,187.41 839,730.31 

交通费 625,907.02 602,566.94 

邮电通讯费 150,476.44 148,122.83 

折旧费 191,642.85 207,850.92 

办公费 440,297.66 52,566.42 

其他销售费用 276,236.04 188,970.44 

合计 66,885,487.45 48,057,07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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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管理费用明细 

单位：元 

项目名称 2016 年度 2015 年度 

工资 6,208,183.21 4,408,834.20 

研究开发费用 80,133,544.05 74,634,605.01 

折旧费 9,102,332.10 7,633,943.31 

社会保险费 7,071,542.25 5,994,451.82 

福利费 2,534,277.94 2,289,804.19 

绿化环保费 2,322,269.36 1,777,601.62 

无形资产摊销费 2,288,619.51 2,243,121.37 

差旅费 992,061.57 568,108.84 

办公费及其他 1,725,469.15 3,184,971.54 

零星修理费 1,161,568.41 977,062.10 

中介及服务费 1,311,488.00 3,303,253.56 

水电费 958,473.01 1,121,043.10 

车辆费 959,980.17 368,917.47 

公积金 884,430.00 651,771.57 

招待费 487,674.88 205,365.00 

职工教育经费等 490,657.58 484,494.91 

税金 - 7,207,166.02 

邮电通讯费 221,060.02 210,079.03 

管理费用 118,853,631.21 117,264,594.66 

 

特此公告 

江苏双星彩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7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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