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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 

《对宁夏西部创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年报问询函》 

相关事项的专项说明 

 

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管理部：  

根据贵所《关于对宁夏西部创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年报问询函》（公司部年报问询

函[2018]第 40 号）的要求，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简称“我们”）对

问询函中提到的宁夏西部创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部创业公司或公司”）年

报审查相关事项中需要会计师发表意见的问题进行了认真核查。现就相关事项说明如下： 

事项一： 

你公司年报“分季度主要财务指标”显示，你公司营业收入呈现大幅波动，第二季度

营业收入较第一季度下降 13.2%，而第四季度较第三季度增长 38%，请结合你公司运输业

务开展情况，说明呈现上述波动的原因。请会计师说明针对铁路运输收入波动的分析性复

核过程及结论，说明进行收入截止性测试所实施的审计程序及发现。 

收入波动原因： 

公司 2017 年分季度营业收入呈现大幅波动，主要是因铁路运量各季度大幅波动所致。

公司营业收入中 90%以上来源于铁路运输。铁路运输收入由运费、杂费、代维代管费构成，

运费收入与货物运量、运距（计价里程）、运价相关；杂费收费标准由宁夏回族自治区物

价局核定，根据实际发生的项目收取；代维代管费参照市场行情，由宁东铁路和客户签订

合同约定。在运价不变、运距基本稳定的情况下，运量变动对公司收入构成直接影响。公

司 2017 年各季度铁路运输收入和运量情况如下： 

项目 一季度 二季度 三季度 四季度 合计 

铁路运输量（万吨） 992.50 844.77 903.03 1,044.80 3,785.11  

铁路运输货物周转量（运量*运距）

（万吨公里） 
59,570.44 47,179.15 53,228.22 59,597.85 219,575.66 

铁路运输收入（万元） 13,798.98 11,488.05 15,218.66 19,551.82 60,057.51  

其中：运费收入（万元） 11,887.06 8,354.91 10,112.78 11,332.67 41,687.42  

      运杂费收入（万元） 1,770.22 2,882.13 2,488.26 3,857.65 10,998.26  

      代维代管等业务收入（万元） 141.70 251.01 2,617.61 4,361.51 7,371.83  

公司各季度营业收入、铁路运量之所以出现大幅波动，主要原因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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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受北方季节性气候因素影响，一、四季度为供暖期，煤炭需求量普遍高于二、

三季度，因此公司一、四季度的铁路运量较二、三季度偏高。 

（2）2017年 3 月鸳鸯湖电厂进行铁路专用线改造，2017年 6 月神华宁煤烯烃项目停

工检修，造成公司二、三季度铁路运量低于一季度。 

（3）2017年第四季度，随着鸳鸯湖电厂铁路专用线改造完成、神华宁煤煤制油项目

第二套生产线投产，煤制油化三区、中石化长城能化铁路运输线路的开通，公司第四季度

运量较第三季度出现较大幅度上升。 

（4）根据合同约定，公司为客户提供的铁路代维代管等业务，在双方确认服务量后

才能确定收入金额；由于服务量的确认及结算一般均在下半年，因而造成三、四季度此类

业务的收入增长较大。 

实施的审计程序： 

因铁路运输业务相关收入（包括铁路运输收入、运杂费收入、代维代管等业务收入）

占公司合并报表营业收入比例超过 90%，因此我们重点关注了铁路运输收入波动对公司营

业收入的影响。 

对于铁路运输业务收入，我们作为关键审计事项，实施了相关审计程序（详见审计报

告）；针对铁路运输业务收入波动的情况，我们实施的分析性复核程序如下： 

（1）按客户和业务类别对铁路运输量及相关收入进行比较分析，分析变动原因是否

正常，重点关注异常变动的原因是否合理。 

（2）比较本年各月铁路运输业务收入的波动情况，分析其变动趋势是否正常，并查

明重大波动的原因。 

（3）计算本年铁路运输业务的毛利率，分析比较本年与上年毛利率的变化情况，并

查清重大波动的原因。 

（4）获取业务系统中铁路运输量的数据，与财务系统确认的收入数据进行核对，确

认各月是否一致。 

针对收入截止性测试，我们实施的审计程序如下： 

（1）取得业务部门编制的并与客户核对后的月份货票统计表，与财务账面记录进行

核对。 

（2）从业务部门的铁路运输量的统计数据中随机抽取样本与公司账面记录进行比对；

又从账面抽取记账凭证中部分业务数据与业务部门的统计数据进行比对，并核对货票统计

表等以核实销售收入是否真实。 

（3）随机抽取了部分货运站 2017年 12 月 31日前后 5 天的货运单、发票开具记录，

与账面记录进行了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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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对于代维代管等业务收入等合同类收入，我们对合同执行进度进行了复核，根

据合同条款对本年收入确认的截止性、完整性进行了检查。 

（5）通过抽查核对营业收入的银行收款原始单据，并与银行对账单、营业收入明细

账、应收账款明细账进行核对，并对主要客户实施函证程序，以确认营业收入的真实性。 

审计结论： 

通过实施以上分析性复核程序和截止性测试，未发现收入确认存在异常的情况。 

事项二： 

经分析，你公司 2017 年四个季度毛利率波动较大，分别为 33.22%、41.51%、31.54%、

53.42%，请核实说明四个季度毛利率波动较大的原因及合理性。请会计师说明针对毛利所

采取的审计程序及结论。 

毛利率波动较大的原因： 

对西部创业公司毛利率影响最大的是铁路运输收入，还有其他业务中与铁路相关的收

入，这些业务主要由子公司宁东铁路经营。宁东铁路各季度毛利率变动情况如下： 

单位：元 

项目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137,989,803.20 114,880,482.45 152,186,585.02 199,741,222.77 

营业成本 91,536,078.23 64,364,927.19 103,644,691.43 86,792,334.34 

毛利 46,453,724.97 50,515,555.26 48,541,893.59 112,948,888.43 

毛利率 34.01% 44.95% 38.52% 74.36% 

宁东铁路主要成本构成项目如下： 

单位：元 

项目 金额 占比 

固定资产折旧 107,466,686.34 31% 

人员工资 86,919,820.19 25% 

能源费用 45,672,753.79 13% 

线路养护 31,661,499.57 9% 

车辆、设备维修费 18,510,272.99 5% 

联合机车牵引费 27,982,854.58 8% 

车辆整备、机车调车及运转 7,912,029.85 2% 

劳务费 7,747,891.55 2% 

固定资产更新改造 2,711,254.40 1% 

其他 9,970,453.65 3% 

合计 346,555,516.91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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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波动原因见本说明“事项一”，各季度成本变化的原因为： 

上述成本中，固定资产折旧按月计提计入相关成本，其他成本各季度变化的原因为： 

（1）公司 2017 年度完成铁路运量 3,785.11 万吨，但与年初预计的 4,300 万吨运量

存在一定差距。人员工资中的奖金部分原系按公司预计运量，在年初确定标准，以后每月

按标准计提；在年末，由于未达到预计运量，对相应多计提的部分，予以冲回。 

（2）能源费用（机车用燃料）随铁路运量的变动而相应变动。 

（3）联合机车牵引费一季度结算单价未确定，公司暂估联合机车牵引费。二季度单

价确定后，冲回了一季度多暂估的联合机车牵引费。第四季度则根据最终实现的运量，对

全年的暂估金额进行了修正。 

（4）公司在一季度根据上年费用发生情况暂估了线路养护费、车辆维修费；4 月份

经营计划获董事会批准后，第二季度按经营计划调整了预提的线路养护费、车辆维修费；

第四季度按当年实际完成的线路综合维修进度修正冲回了原按计划计提的相关费用。 

实施的审计程序： 

我们对各月收入、成本、毛利的变化，对其中波动原因进行了分析性复核。收入波动

原因及实施的审计程序见本说明“事项一”。对成本波动原因，我们实施了以下审计程序： 

（1）对固定成本按对应科目实施了重新计算程序，保证全年成本完整性、准确性。 

（2）对变动成本中与运量存在关联的能源费用、联合机车牵引费实施了分析性复核

程序，能源费用波动与运量波动一致；联合机车牵引费波动趋势与运量波动不一致的，我

们实施了细节测试，检查了合同、结算单，经检查联合机车牵引费成本已经完全计入。 

（3）变动成本中与运量不存在直接关系的线路养护费用、维修费等，我们实施了细

节测试。我们检查了年初制定的经营计划、合同、结算单，经检查线路养护费用、维修费

已经计入相关期间。 

审计结论： 

通过实施以上审计程序，我们认为，公司毛利率波动是合理的。 

事项三： 

你公司对电气化改造在建工程计提减值准备 1,368.35 万元，计提减值准备后，该工

程 2017 年期末账面价值为 557.74 万元。根据你公司披露的《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

告》，公司决定暂停电气化改造工程的实施。请你公司说明计提在建工程减值准备的具体

依据，剩余账面价值的内涵，请你公司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 

计提在建工程减值准备的说明： 

宁东铁路电气化改造工程项目，是适应宁东能源化工基地煤炭资源不断开发，以及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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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煤化工、煤制油、宁东到浙江及山东送电项目不断推进，实现区域路网电气化、与周

边铁路互联互通、统一牵引种类、提高牵引质量、提高运输效率、降低运输成本、节约能

源、减少环境污染的技术改造项目。项目计划总投资 12.7 亿元，通过自筹和银行贷款方

式解决。 

 

当前，该项目受多种因素影响处于暂停状态。（1）2017 年以来，受宁夏煤炭资源供

给方向的结构变化，铁路运输逐渐转变为围绕鸳鸯湖、配煤中心有限几个服务点为主，煤

炭外运数量大幅下降，公司营利结构发生了重大改变；（2）过去主要支持公司效益的大古

线长运距运量在 2017 年没有出现恢复性增长，电气化改造项目的成本效益出现了暂时性

不相匹配，实现铁路互联互通的进程受到阻滞。换言之，受当前煤炭市场结构变化，以及

按原方案实施电气化改造背离成本效益原则的制约，未来公司电气化改造的实施范围将有

待重新论证，目前已不完全具备按照原方案实施的条件，同时重启项目的时间亦不能清晰

确定。就目前所掌握的条件判断，该项目本身的收益长期不能实现，而且可实现期间不确

定，存在减值迹象。 

鉴于此，公司于 2017 年末对电气化改造项目进行了减值测试，其中： 

电气化改造项目中的新华桥、灵武车站站改项目（主要是房屋建筑物的扩建和更新改

造等）2017年末已验收并投入使用，因此将相应的资产支出 1,943.46万元予以转固。 

因电气化改造项目征用的土地，是新华桥车站、灵武车站、冯记沟车站线路改造的必

要条件，对于实现站线延长，改善当前列车会让条件，提高运营组织效率，具有重要经济

意义，是公司资产的有机组成部分，不可或缺，其效用的发挥具有持续性，是改善和提高

公司经济效益的重要基础，不存在减值迹象，故对该部分支出不计提减值准备。对已归集

的土地使用权及其相关税费 557.74 万元，待相关权证办妥后，且连同后续相关土地费用

一并计入无形资产。 

对电气化改造项目前期所发生的各类设计费用、评估费用以及可行性研究报告的编制

费用等 1,368.35 万元，由于已无法为公司带来收益，因此结合实施电气化项目相关工作

开展所对应的项目将其成本重置，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8 号—资产减值》计提在建工程

减值准备 1,368.35 万元，以公允地反映该项目的经济价值。 

实施的审计程序： 

我们获取了西部创业公司电气化改造在建工程计提减值准备的说明，对公司做出减值

测试的依据及结论进行了分析。 

（1）对公司电气化改造项目进行了实地查看，除新华桥、灵武车站站改项目及已取

得的土地外，无其他实物资产形成； 

（2）对账面归集的在建工程成本的相关合同、工程资料等原始凭证进行了检查，相

关业务与实际情况相符并取得了发票并支付了款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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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比较分析了公司目前及未来的经营计划，确认公司决定暂停电气化改造工程的

实施，相关前期费用已无法为公司带来收益，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 8 号—资产减值》中

相关减值情形的判断； 

（4）在年末对在建工程可收回金额低于账面价值部分计提减值准备的金额，进行了

复核，未发现金额不正确的情况。 

审计结论： 

我们认为，公司对电气化改造在建工程计提减值准备，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 8 号—

资产减值》的规定。 

事项四： 

你公司年报显示，你公司 2017 年存货原值约 8,295 万元，跌价准备期末余额 1,950

万元，期末存货账面价值 6,344 万元。请补充说明期末存货中原材料、在产品的品种结构

及占比；2017 年你公司仅实现葡萄酒销售收入 1680 万元，请结合报告期初期末库存量及

消化情况，销售周转率情况、销售价格，说明前述存货的可变现净值的确定是否合理、计

提金额是否准确。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 

公司对相关事项的说明： 

截止 2017年 12 月 31日，公司存货账面价值 6,344.41 万元，其中与葡萄酒业务相关

存货账面价值为 4,308.67 万元，占存货的 67.91%。葡萄酒业务相关存货的构成情况如下： 

单位：元 

项    目 
年末数 年初数 

占比 
账面余额 跌价准备 账面价值 账面余额 跌价准备 账面价值 

在途物资     -    18,803.42    18,803.42    

库存商品 4,406,620.50 301,536.27     4,105,084.23 4,036,060.95 301,536.27 3,734,524.68 9.53% 

在产品（原酒） 57,104,197.21 19,035,775.80  38,068,421.41 59,991,376.44  20,842,343.30  39,149,033.14  88.35% 

发出商品 158,457.29  16,272.87  142,184.42  202,496.37  58,977.97  143,518.40  0.33% 

加工商品 52,616.09  
 

52,616.09  7,444,264.06    7,444,264.06  0.12% 

包装物 478,710.79 
 

478,710.79 1,173,771.03  675,142.01  498,629.02  1.11% 

原材料 394,932.63 155,288.20  239,644.43  463,078.28 155,288.20  307,790.08  0.56% 

合计 62,595,534.51 19,508,873.14 43,086,661.37 73,329,850.55 22,033,287.75 51,296,562.80 100.00% 

存货计提跌价准备情况： 

单位：元 

项    目 期初余额 
本期增加金额 本期减少金额 

期末余额 
计提 其他 转回或转销 其他 

库存商品 301,536.27     301,536.27 

在产品（原酒） 20,842,343.30  2,133,245.18  1,468,472.01  5,408,284.69    19,035,775.80  



  

7 
 

项    目 期初余额 
本期增加金额 本期减少金额 

期末余额 
计提 其他 转回或转销 其他 

发出商品 58,977.97      42,705.10    16,272.87  

包装物 675,142.01      675,142.01       

原材料 155,288.20     155,288.20 

合计 22,033,287.75
  2,133,245.18  1,468,472.01  6,126,131.80    19,508,873.14 

2017 年葡萄酒销售情况： 

项    目 

销售情况 存货周

转率

（次） 

计量

单位 
销售数量 

销售 

均价 
销售金额(元) 销售收入（元） 

瓶装酒 瓶 214,606.00 34.62 7,429,824.08 6,345,905.24 0.56 

原酒 吨 1,557.69 5,917.51 9,217,647.74 8,232,095.65 0.16 

其他收入   
  

48,202.96 41,199.11 
 

基地出租收入   
  

2,299,500.00 2,190,000.11 
 

合计 
   

18,995,174.78 16,809,200.11 
 

公司库存商品、在产品和用于出售的材料等直接用于出售的商品存货，其可变现净值

按该存货的估计售价减去估计的销售费用和相关税费后的金额确定；用于生产而持有的材

料存货，其可变现净值按所生产的产成品的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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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聘请中和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的半成品（原酒）进行价

值评估。评估公司按照《以财务报告为目的的评估指南》的要求，确定评估结论的价值类

型为可变现净值。评估公司在对中国葡萄酒行业及市场进行了解和分析的基础上，首先对

原酒进行了盘点抽查，抽查比例达 70%；其次与生产技术部人员、宁夏大学葡萄酒教育部

工程研究中心专业人员对葡萄原酒进行质量品评，并形成品鉴记录；最后采用市场法，根

据公司定价原则和相关销售合同确定的售价减去相关税费后的金额确定其可变现净值。中

和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于 2018 年 1 月 29 日出具了“中和评报字（2018）第 YCV1019 号”、

“中和评报字（2018）第 YCV1020 号”存货减值测试项目资产评估报告，确定半成品（原

酒）扣除以前年度计提的跌价准备外，本年发生减值 2,133,245.18 元，本公司据此计提

存货跌价准备 2,133,245.18 元。 

综上，公司对葡萄酒业务相关存货计提跌价准备系评估机构评估结果进行的，存货可

变现净值的确定合理，计提金额准确。 

实施的审计程序： 

公司存货项目中自制半成品及在产品主要为葡萄酒原酒，年末公司委托评估机构对葡

萄酒原酒价值进行评估，并依据评估结果对葡萄酒原酒账面价值高于评估值部分补提存货

跌价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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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复核了公司存货的可变现净值的确定依据及方法，与以前年度进行了比较； 

（2）对存货资产评估报告中预计售价与公司销售合同确定的售价进行了比较； 

（3）对账面记录的数量、金额与减值测试的的数量、金额进行了比较。 

审计结论： 

我们认为，公司对存货计提跌价准备，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 1 号-存货》的规定。 

事项五： 

你公司对预付太中银铁路 1,683 万元款项全额计提减值准备，但向太中银铁路 1.7亿

元股权投资款未计提减值准备，我部曾对上述事项表示关注，你公司董事也曾因此对你公

司 2016 年年报等相关议案弃权表决。请你公司说明上述会计事项在本报告期内的变化情

况，关于太中银铁路的股权投资解决方案的推进情况。请会计师说明 2017 年年报审计中

就上述事项所采取的审计程序、获取的审计证据，说明该项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减值测试的

过程及结论。 

关于太中银铁路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投资解决方案的推进情况： 

2017 年 5 月 27 日，自治区政府第 92 次常务会议决定由宁夏国有资本运营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宁国运）出资 3.5 亿元收购宁夏宁东铁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东铁

路）持有的太中银铁路股权，并代表自治区政府持股太中银铁路。 

为尽快落实出资和股权转让工作，公司和宁国运就股权转让的具体事项与太中银铁路

进行了多次商谈，并就股权转让事项征询了太中银铁路其他股东的意见，但截止本回复提

交之日，各方尚未就有关事项达成一致。 

因自治区政府已对太中银铁路股权提出了处置方案，且该方案中宁东铁路已投入的

1.7 亿元未发生损失，因此，公司未对该笔投资计提减值准备。 

关于太中银铁路的股权投资及预付款减值情况的测试说明： 

2009 年，宁东铁路公司拟向太中银铁路投资 3.5 亿元，用于宁东客运站建设。2010

年度，因无力以自有资金出资，宁东铁路公司以在建的自筹项目置换贷款 1.7 亿元作为资

本金缴付给太中银铁路，剩余 1.8 亿元未支付。 

2008 年 5 月，神华宁煤集团通过签订《梅花井接轨站建设委托协议书》，委托太中银

铁路实施鸳鸯湖矿区铁路专用线与国铁太中银铁路梅花井接轨站工程并预付工程款 1,683

万元，随后，在宁东铁路公司组建过程中，神华宁煤集团将前述预付款权益转至宁东铁路

公司名下。后因接轨方案未获原铁道部批复，该工程一直没有实施。 

宁东铁路公司多次与太中银铁路协调退还预付款事宜，但对方以宁东铁路承担的太中

银铁路宁东客运站 3.5 亿元投资，只投入 1.7 亿元给太中银铁路，剩余 1.8 亿元一直未进

行支付为由不予退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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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度以前，宁东铁路公司将此预付款项 1,683 万元与投资 1.7 亿元，作为一揽

子事项申请自治区政府一起解决。 

2016 年，公司就以上事项继续向自治区政府提出申请。2017 年 5 月 27日，宁夏回族

自治区政府第 92 次常务会议决定，由宁夏国有资本运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出资收购宁东

铁路持有的太中银铁路股权。但解决方案中未提及预付账款 1,683 万元的问题。 

据此，公司认为，宁东铁路公司对太中银铁路的投资 1.7 亿元，由于政府相关部门已

提出方案进行处理，且该方案中投资 1.7 亿元未发生损失，因此，未发现该项投资出现减

值的情形，因而不计提减值准备。 

而对预付太中银铁路 1,683 万元往来款，由于自治区政府本年关于太中银铁路司的股

权投资解决方案中，未包含此事项；且未来对太中银铁路的股权投资置换后，宁东铁路公

司没有股权，对该款项的回收就更困难。因此，预计该款项无法收回的可能性非常大，经

董事会决议通过，公司于 2016 年全额确认减值损失。 

根据以上文件，由宁夏国有资本运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协议方式出资收购宁夏宁东

铁路有限公司持有的太中银铁路股权，因此该项投资不减值。 

实施的审计程序： 

（1）我们取得了太中银铁路经审计后近三年的财务报表进行了审阅，该公司近三年

持续盈利，未发现宁东铁路对其的投资出现减值的情形。 

（2）针对宁东铁路对太中银铁路的投资和预付款，我们进行了发函询证，并取得了

回函确认，未说明投资款存在减值的情形。 

（3）我们取得并分析了西部创业公司、宁国运公司、宁夏国资委等部门的相关股权

投资解决方案，该项投资可收回金额可以覆盖其账面价值，因此未发生减值。 

核查结论： 

基于所实施的程序，我们获取的证据可以支持西部创业公司对上述资产执行减值评估

过程中作出的判断。 

事项六： 

你公司对天津祥和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其他应收款 455 万元已挂账 1-2 年，为合同终

止执行形成的应收款。年报显示，对方仅于 2017 年 1 月偿还 20 万元，后续未支付余款，

大古物流已向法院提起诉讼。请结合上述情况，说明该笔应收款减值准备计提是否充分，

请会计师发表意见。 

应收款减值准备计提的说明： 

2018 年 3 月 2 日，大古物流诉天津祥和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煤炭贸易纠纷案在银川

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达成调解协议。依照 2018 年 3 月 22 日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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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民事调解书，被告天津祥和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于 2018 年 4 月 30 日前向原告退还款项

50 万元，6月 30 日前退还款项 150 万元，8 月 30 日前退还款项 150 万元，剩余部分 240.38

万元最迟于 2018 年 11 月 15 日前全部退还。截止本说明提交之日，天津祥和源国际贸易

有限公司未按约定退还款项。大古物流将依照调解协议约定，就全部款项（590.38 万元）

向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大古物流在对天津祥和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提起诉讼的同时申请了诉讼保全，并经宁

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宁 01 民初 740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冻结被申

请人天津祥和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在张家口中铁国电联合物流有限公司享有的到期债权，

期限为三年；冻结被申请人银行存款 608.4 万元。因对天津祥和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诉讼

保全的财产大于应收款项，不能收回风险较小，故按账龄组合方法计提坏账准备。 

核查结论： 

就此事项，我们向公司聘请的律师进行了发函询证并取得了回函，确认相关资产已做

保全并可以执行。鉴于对该笔款项已采取保全措施，因此，我们以为该笔应收款减值准备

计提是充分的，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及西部创业公司会计政策的相关规定。 

事项七： 

请说明报告期内大古物流涉嫌接受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事项的进展情况。根据你公

司 2017 年 7月 31 日《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的回复》公告，宁东国税稽查局目前正

在进行稽查工作，情况尚不确定。如果确定，大古物流面临缴纳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

1882.48 万元，该两笔税金将导致大古物流 2017 年第三季度和全年利润减少约 1,882.48

万元。由于大古物流目前为公司控制的子公司，缴纳这两笔税金后，将导致公司 2017 年

第三季度及全年合并利润总额减少约 1,882.48万元。 

请说明 2017 年年报对上述事项的会计处理情况及理由。请会计师说明对该事项所执

行的审计程序及结论，说明公司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会计准则及谨慎性的要求。 

2017 年年报对上述事项的会计处理情况及理由： 

2017 年 7 月，因宁夏大古物流有限公司（简称大古物流公司）在 2016 年 10 月份开

展煤炭贸易过程中涉嫌接受了北京美隆康元商贸有限公司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宁东国

税稽查局给大古物流公司出具了“税务检查通知书”（宁东国税稽检通一[2017]3 号），并

且自当日起对大古物流公司 2016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期间的贸易情况进行检查。大

古物流配合宁东国税稽查局对其 2016年 1月 1日至 2016年 12月 31日贸易情况进行现场

调查，并提供了相关资料。 

公司于 2018年 3月 7日至 9日委托税务师事务所对 2016年 5月至 2017年 12月大古

物流开展的煤炭贸易业务进行自查。自查后认为：大古物流煤炭贸易同时符合有真实的交

易，有真实的资金交付，开具了真实的发票，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纳税人对外开具增

值税专用发票有关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4 年第 39 号）的规定，大古物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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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不属于取得的虚开增值税发票，可以作为扣税凭证抵扣进项税。同

时，针对大古物流的涉税事项，税务师事务所出具了专项咨询意见。截止目前，公司尚未

收到税务部门最终的处理意见。 

基于以上判断，公司认为该事项对 2017 年度财务报表不构成重大影响。根据《企业

会计准则——或有事项》，公司 2017年年报对上述事项进行了披露。 

实施的审计程序： 

（1）检查了大古物流公司 2016 年度从事原煤贸易业务的相关合同、增值税专用发票

及在税务系统的申报及认证情况、货款的收支情况等。 

（2）获取了税务局对公司下达的检查通知书，查阅了公司与此事项相关的对外公告

（包括公司给深交所关注函（[2017]第 100 号）的回复）。 

（3）由于税务部门尚未对该事项出具最终意见，我们又到宁东国税稽查局进行了现

场沟通，了解到该事项仍在调查处理中，相关处理决定尚未下达。 

（4）与公司税务代理机构、法律顾问及外部税务专家进行讨论，分析此事项可能涉

及的法律法规及可能的结果。 

核查结论： 

根据上述实施的审计程序及获取的审计证据，我们认为公司的判断是恰当的，相关会

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或有事项》的规定。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2018年5月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