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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金通灵流体机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媒体报道的澄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媒体报道简述  

2018年 1月 6日，有媒体刊登名为《金通灵高溢价并购谜团》的相关报道，

部分网站进行了转载，文中对江苏金通灵流体机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金通灵”或“公司”） 拟作价 7.85 亿元收购上海运能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上海运能”或“标的公司”）100%股权事项提出了质疑。公司在获悉上述报道后，

及时对相关情况进行了核查。 

二、关于报道的澄清说明 

（一）报道中提到： 

笔者仔细研究后发现，造成金通灵现金流在 2017 年上半年出现短缺的主要

原因就在于其应收账款回款能力的下滑。根据金通灵发布的 2017年半年报数据，

公司应收账款余额排名第二位的客户为“河北槐阳生物质热电有限责任公司”，

应收金额高达 3740 万元。从 2015 年报数据来看，这笔欠款形成时间应该是发

生在 2015年，当年其“按欠款方归集的期末余额前五名的应收账款情况”表中，

金通灵针对该客户的应收账款余额就达 3740万元。两年多时间过去，该数值无

任何变化，这意味着自 2015 年末以来，金通灵针对该客户的应收账款是没有收

回一分钱的。 

 澄清说明： 

经核查，公司 2017 年下半年共收到“河北槐阳生物质热电有限责任公司”

应收账款 100万元，截止 2017 年 12月末应收金额为 3640万元。 

由于国家对环保要求的提高，河北槐阳生物质热电有限责任公司对原来的工

艺进行了改造，影响该项目的最终达产，进而影响公司设备货款的回笼；公司为



此与业主就合同收款事项积极沟通，加大回款催收力度，争取尽早收回货款。公

司根据坏账准备计提政策，已根据账龄对该应收账款计提坏账准备，相关风险已

充分体现。 

（二）报道中提到： 

数据显示，“上海神农节能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 2017 年上半年末对

金通灵的欠款金额也高达 2176.44 万元，这笔欠款同样也是形成于 2015 年、当

年末的欠款总额为 2915.9 万元。从前后数据对比看，金通灵在这两年间对神农

股份也未收回多少钱。 

不仅如此，金通灵在其发布的 2016 年年报中还披露，截至当年末对“上海

神农节能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应收账款余额为 2380.73 万元，为此计提

的坏账准备金额为 230.97 万元、计提比例约为 10%，基于金通灵的账龄法坏账

计提的会计政策，这对应着这笔欠款的账龄基本上以 1~2年期为主。 

“上海神农节能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在新三板挂牌的公司，并按

照要求披露各年度年报，但是根据该公司发布的 2016 年年报显示，截止到 2016

年末时，该公司认定的对金通灵账龄为 1 年以上的欠款金额只有 1360.4 万元。

这与金通灵所披露的财务数据中列示的对“上海神农节能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的 2380.73 万元长期应收账款相比，相差了近千万元。那么在这两家公司

当中，究竟是神农股份隐瞒了负债，还是金通灵虚增了应收账款资产呢？ 

澄清说明： 

经核查，公司 2017年下半年共收到“上海神农节能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欠款 223.80 万元，开票 364.46 万元，截止 2017 年 12 月末应收账款余额为

2317.10万元，双方业务处于正常开展之中。 

公司于 2017年初收到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上海分所业务 24

部所寄往来账项询证函，其中索引号“F2202-901”往来账项询证函显示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上海神农节能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应付我公司账款金额为

2424.20万元、 “Z1123-912”往来账项询证函显示截至 2016 年 12月 31日“上

海神农节能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预付我公司账款金额为 43.47 万元，由于公

司会计核算未将应收账款与预收账款分开核算，全部在应收账款中列示，截至当

年末对“上海神农节能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应收账款余额为 2380.73万元”



与对方往来账项询证函的金额一致，不存在报道中所称的虚增了应收账款资产的

情形。 

（三）报道中提到： 

根据金通灵发布的 2016 年年报披露，上海运能是公司当年的第一大客户，

涉及销售金额高达 15797.04 万元，占金通灵同年销售总额的比重高达 16.7%，

远超同年排名第二位的客户，由此可见上海运能可谓是金通灵 2016年度的主要

收入来源。但是在此过程中需要注意的是，这一销售金额相比收购报告书中披

露的、上海运能 2016 年向金通灵采购金额 4224.92 万元，要多出 1.15 亿元，

即双方的购销交易金额存在差异巨大的矛盾。 

在正常的会计核算逻辑下，这只有一种可能，就是上海运能从金通灵采购

的部分设备并非用于产品加工，而是作为自己的固定资产，由此将这部分采购

项目并未列入到日常经营活动的主要供应商采购数据当中。 

然而，问题在于从上海运能的审计报告披露数据来看，上海运能 2016 年末

的固定资产原值仅为6763.81万元，相比2015年末的5234.17万元仅增加了1500

万元左右，完全不足以包含该公司所披露的采购金额，与金通灵披露的销售金

额相比存在高达 1.15 亿元的差异。 

不仅如此，从金通灵发布的 2016年年报披露的应收账款数据来看，当年末

主要欠款客户中并未包含上海运能，即金通灵在 2016 年末对上海运能的应收账

款余额不会超过其第五大应收客户的 2051 万元应收款，这进而意味着上海运能

针对其向金通灵的 1.85 亿元含税采购(17%增值税销项税额)几乎支付了全部的

采购款。 

但是从上海运能的审计报告数据来看，该公司 2016年度现金流量表中的“购

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科目，实际支出金额仅为 13711.76 万元，即便

全部支付给金通灵一家供应商，都不足以对应同年高达 1.85 亿元的含税采购。 

综合上述分析可以发现，在上海运能披露的采购数据和金通灵披露的销售

数据之间，存在着难以合理解释且差额巨大的矛盾，这非常令人担忧两家公司

所披露财务数据的真实性。如果以上海运能披露的采购数据为准，就意味着金

通灵涉嫌金额巨大的虚增收入；如果以金通灵披露的销售数据为准，就意味着

上海运能隐瞒了巨额采购。 



澄清说明： 

经核查，2016 年度公司按照建造合同确认上海运能山西高义项目收入

11,572.12 万元，根据我公司与上海运能签订的补充协议约定，山西高义钢铁有限

公司煤气发电综合改造工程项目中所有设备及系统的所有权在进入发电状态的

同时所有权由归我公司所有变更为归上海运能所有。目前，山西高义项目尚未竣

工并进入发电状态，故项目未进行结算，相关资产所有权归我公司所有，因此我

公司未确认应收账款，由此形成我公司确认 1.15 亿元收入，而未确认应收账款

之情形。 

山西高义项目相关投入所形成资产目前已在公司存货项下列示，如上海运能

确认在建工程，还将会导致资产的重复列示。待项目竣工结算，公司将工程交付

上海运能；届时，公司结转存货，而上海运能账面将会确认相应固定资产，因此

2016 年末上海运能未确认在建工程。报道中所称“双方的购销交易金额存在差

异巨大的矛盾”主要系我公司提供的建造合同服务根据合同约定为进行结算所

致。 

目前，山西高义项目进展顺利，预计本年初将实现发电，届时，我公司将及

时与上海运能结算，应收账款金额亦将予以体现，符合会计准则要求。 

（四）报道中提到： 

1、针对“秸秆气化发电技改项目设备成套及技术服务项目”这项业务，金

通灵及其子公司林源科技掌握着核心组件设备和最终的产品用途，其中核心组

件“空气分离设备”由金通灵提供，最终组装成的“秸秆气化发电技改项目设

备”则形成了林源科技的固定资产。 

如果这项业务未曾经过上海运能的“廉价”加工过程而由金通灵直接提供

相关设备给林源科技的话，则因林源科技是金通灵的子公司而构成母子公司之

间的内部交易，按照会计准则的规定，金通灵就不能针对这项资产转移确认销

售收入及利润。而仅仅是通过上海运能的简单加工过程，借助这个外部第三方

公司之手，金通灵及其子公司林源科技就得以在核心设备并未出现实际转移的

条件下，确认了相关销售收入及利润。 

换言之，金通灵及其子公司林源科技之所以借助上海运能之手进行简单加

工，同时还未针对这宗交易认定为外协加工业务，很可能是出于虚增该公司 2016



年度收入和利润的目的，且这样的财务操纵手段具备了相当高的隐蔽性。 

2、上海运能针对部分主要客户的销售回款也备受拷问，其中最引人关注的

就是针对金通灵子公司高邮市林源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根据审计报告披露，截

止到 2017 年 9 月末，上海运能对林源科技的应收账款余额高达 3890 万元，排

名第一位、占上海运能同期全部应收账款的五分之一以上；同时，上海运能对

此欠款计提坏账准备的比例为 10%，这对应着该宗欠款的账龄为 1~2年期，进而

意味着其对应形成的时间在 2016 年 10 月之前。 

根据收购报告书披露的数据显示，上海运能在 2016 年对林源科技的销售金

额仅为 3324.79 万元，考虑到 17%的增值税销项税额，含税销售额恰好为 3890

万元。也就是说，上海运能向林源科技销售产品对应的货款，在过了一年多时

间之后仍然未能收回一分钱，这样的赊销额度恐怕不是两家毫无关联的公司之

间所能拥有的吧！ 

事实上，林源科技拖欠上海运能的款项或是无奈之举。根据金通灵发布的

2017 年半年报披露，该公司合并口径下货币资金余额虽然高达 21931.1 万元，

但其中 19567.68 万元是金通灵母公司的货币资金，也即包括林源科技在内的金

通灵所有子公司，拥有的货币资金余额加起来仅为 2363.42 万元；那么归属于

林源科技的货币资金余额只可能更少，根本不足以支付所欠上海运能的设备采

购款。 

澄清说明： 

经核查： 

1、2015年7月，林源科技与上海运能签订合同，上海运能为其秸秆气化发电

项目提供设备成套与技术服务。 

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公司未直接向林源科技提供汽轮机设备并进行安装，而

是通过上海运能间接提供，主要原因如下： 

（1）鉴于上海运能在能源发电工程上的技术优势，双方约定，上海运能为项

目提供设备成套与技术服务，对整体项目的运行承担相应风险，履行相应义务，

以保证项目的最终顺利运行。 

（2）鉴于上海运能存在资金压力，且此项目最主要的设备汽轮机系由公司提

供，为使林源科技项目顺利进行，经协商，我公司出资按要求采购项目所需全部



设备，然后再将设备供应给上海运能，由上海运能结合自身技术优势，将设备进

行有效系统集成，并提供技术服务。 

由此可见，通过上海运能间接提供设备，主要是基于上海运能在项目中作为

设备成套与技术服务商的责任与义务的安排，同时能缓解上海运能资金压力，有

利于项目的顺利开展，具有商业上的合理性。 

2、公司供应给上海运能林源科技项目的相关设备中，尽管在单体层面，我

公司因向上海运能销售设备确认收入，林源科技从上海运能采购成套设备与技术

服务进行了相应账务处理；但基于商业实质判断，在公司2016年合并财务报表层

面对上述销售和采购行为进行了抵消处理。 

3、截止 2017 年 12 月末，上海运能对林源科技的应收账款余额为 230.11

万元。 

综上所述，通过上海运能间接提供设备是商业上的合理安排，并在合并报

表层面进行抵消处理，不存在出于虚增公司收入和利润的目的。 

（五）报道中提到： 

此外，根据收购报告书披露，上海运能的子公司上海工锅在生产过程中存

在固体废物、废水、废气以及噪音等少量污染物，2017 年 10 月 27 日因上海工

锅喷漆作业未在封闭空间中进行，该公司被上海市金山区环境保护局认定为违

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并处以 10 万元罚款。对此，金通灵在收

购报告书中认为“该行政处罚不属于重大违法违规行为”，但这一认为并非是

由上海市金山区环境保护局作出的，而是上海运能的单方面主观认定。 

客观来看，《行政处罚法》及相关法律中没有明确规定什么是重大违法违

规行为，重大违法违规也不是一个法律概念，需要自行判断是否属于重大违法

违规行为，但是在实践中律师一般都比较谨慎，需要企业到相关行政机关开具

行政处罚不属于重大违法违规的证明文件。 

以监管部门在审查企业上市、新三板挂牌是的工作流程为例，要求申报企

业开具的文件也趋向规范化、格式化，原则上凡被处以罚款以上行政处罚的都

视为重大违法行为，除非能够依法作出合理说明，且能够获得行政处罚实施机

关出具的不属于重大违法行为的证明文件。 

澄清说明： 



根据公司于 2017 年 12 月 15 日披露的《北京市海润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法律意见书》“五、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八)

环境保护/3、行政处罚”中关于上海工锅被上海市金山区环境保护局行政处罚的

事项并经本公司法律顾问核查，核查情况如下： 

2017年 10月 27日，上海市金山区环境保护局出具“第 2020170304 号”《行

政处罚决定书》，上海工锅对从事喷漆作业产生的含挥发性有机物废气未安装废

气收集治理设施，喷漆作业未在封闭空间中进行。上海市金山区环境保护局就上

海工锅上述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的行为处以 10万元罚款。 

2017年 11月 23日，上海工锅已缴纳上述罚款。 

本公司法律顾问对上海工锅生产负责人进行访谈以及罚款缴纳凭证，上海工

锅已按时、足额缴纳罚款并按要求进行了整改。根据对金山区环境保护局的咨询，

金山区环境保护局对上述行政处罚是否构成重大行政处罚不出具任何书面证明

文件。根据公司法律顾问对金山工业区管理委员会环保办的走访及对环保办副主

任的访谈，上海工锅本次行政处罚不构成重大行政处罚。 

综上所述，本公司法律顾问认为，上海工锅本次行政处罚不构成重大行政处

罚。 

三、其他说明  

1、关于本次重组事项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登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

息披露网站上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报告书（草案）》、《关于

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江苏金通灵流体机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重组问询函〉》

之回复》等公告文件。 

2、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公司

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和要求，认真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3、敬请广大投资者及时关注，谨慎、理性投资，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金通灵流体机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八年一月八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