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江苏双星彩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注函的专项核查说明 

 

众会字（2017）第 6461 号 

深圳证券交易所： 

 

我们接受委托，对江苏双星彩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 4 月 25 日董事会审议批

准报出的 2016 年 12 月 31 日的合并及公司资产负债表， 2016 年度的合并及公司利润表、

合并及公司现金流量表和合并及公司所有者权益变动表以及财务报表附注进行了审计，出

具了众会字(2017)第 2491 号审计报告。根据贵所下发的《关于对江苏双星彩塑新材料股份

有限公司的关注函》中小板关注函【2017】第 207 号的要求，年报会计师对相关问题进行

了专项核查，具体说明如下： 

 

本次回复中，为表述得更为清楚，采用了以下简称： 

双星新材、公司 指 江苏双星彩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年报会计师 指  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评估师 指 开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江西科为、被收购方、子公司 指 江西科为薄膜新型材料有限公司 

业绩承诺人、原自然人股东 指 柯秋平、时招军 

实质控制人 指 吴培服 

横向或纵向平衡尾数差异为小数点后两位四舍五入所致。 

 

 



 

 

5、请你公司补充披露调整业绩补偿的相关会计处理，并请会计师发表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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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16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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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17 年业绩承诺的会计处理 

 

（1）柯秋平支付的业绩承诺银行收款情况概述     

    宿迁市启恒投资有限公司（银行账户“111*************656”）于 2015 年 7 月 7 日收

到由柯秋平（银行账户“6222************121”）汇入的 1800 万现款。 

    江苏双星彩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银行账户“111*************820”）于 2017 年 9

月 29 日收到由宿迁市启恒投资有限公司（银行账户“111*************656”）汇入的 1800

万现款，摘要为业绩补偿款。 

    江苏双星彩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银行账户“104***********108”）于 2017 年 11

月 27 日收到由中国农业银行（银行账户“143***********163”）汇入的 1000 万现款。 

 

（2）柯秋平支付业绩承诺的会计处理概述 

    公司已依据上述银行资金入账单据进行了会计处理，借记银行存款、贷记营业外收入。 

记账凭证号分别为 2017 年 9 月记 762 号和 2017 年 11 月记 712 号凭证。 

 

 

 

（3）吴培服支付的业绩承诺银行收款情况概述     



 

 

    吴培服委托金叶（身份证号 321*************20）于 2017 年 12 月 21 日 16:30 分 自

中国工商银行宿迁分行营业部提取现金 18,450,677.58 元，银行账户名：吴培服（银行账号

“622*************888”）。 

    江苏双星彩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银行账户“111*************820”）于 2017 年

12 月 21 日 16:31 分 收到由吴培服以现金方式缴存资金 18,450,677.58 元，摘要为 2016 年

业绩补偿款。 

（4）吴培服支付业绩承诺的会计处理概述 

    公司已依据上述银行资金入账单据进行了会计处理，借记银行存款、贷记资本公积。

记账凭证号分别为 2017 年 12 月记 472 号凭证。 

 

三、 会计处理相关文件规定 

    依据《2016 年上市公司年报会计监管报告》中提到“（二）权益性交易的认定与处理

存在误区。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和相关规定，对于控股股东直接或间接代公司偿债、债务豁

免或捐赠的行为，经济实质上属于控股股东对公司的资本性投入，应作为权益性交易处理。

年报分析发现，个别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代为承担其已发生的税款、担保支出等费用，实

质上属于控股股东对该公司的资本性投入，但上市公司将该笔投入作为利得计入损益，而

未作为权益性交易计入所有者权益（资本公积）。” 

 

四、 会计师核查过程 

年报会计师针对上述事项核查了柯秋平支付 2800 万元的银行进账单、银行对账单及会

计记账凭证；柯秋平委托宿迁市启恒投资有限公司付款 1800 万元指令单以及柯秋平通知双

星收款单等文件。 

年报会计师针对上述事项核查了吴培服支付 18,450,677.58 元的银行进账单、银行对账

单、会计记账凭证、吴培服《关于代为偿付江西科为 2016 年业绩补偿款的说明》等文件。 

经核查，双星新材于 2017 年实际收到由柯秋平确认并支付的 2016 年度业绩补偿款

2800 万元，计入营业外收入；双星新材于 2017 年实际收到由吴培服确认并支付的 2016 年

度业绩补偿款 18,450,677.58 元，计入资本公积。 

五、 会计师核查结论 



 

 

 

双星新材 2016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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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双星新材已收到由柯秋平确认并支付的 2016 年度业绩补偿款 2800 万元，计

入营业外收入，已收到由吴培服确认并支付的 2016 年度业绩补偿款 18,450,677.58 元，计

入资本公积，年报会计师认为，2017 年确认业绩补偿款到位的会计处理是谨慎、合理的，

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及其相关规定。 

基于 2017 年度审计的预审现场工作已完成（截止于 2017 年 9 月 30 日），年报会计师

认为，公司目前财务核算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对公司 2017 年度报表的影响

在年度审计时将针对审计结果结合具体审计情况做进一步的判断。 

 

 

 

 

 

 

 

 

 

 

 

 

 

 

 

 

 



 

 

 

（本页无正文） 

 

 

 

 

 

 

 

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上海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