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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山东宝莫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年报问询函中有关财务会计问题的专项说明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 

贵部《关于对山东宝莫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的年报问询函》（中小板年报问询函

【2018】第 226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收悉。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以下简称“我们”）对问询函所提山东宝莫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莫股

份”或“公司”）财务会计问题做专项说明如下： 

问题 1、年报披露，2016 年 11 月，吴昊成为你公司新的实际控制人，2017 年你公司将

东营宝莫石油天然气勘探开发有限公司、宝莫国际（香港）有限公司、宝莫（北京）

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等三家子公司出售给原控股股东胜利油田长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确认处置投资收益 6,948 万元，2017 年你公司扣非后净利润为-5,661.02 万元，请补充说

明： 

（1）上述股权出售依据的评估价格是否公允，投资收益的确认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

则》的规定，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专项意见； 

回复： 

（一）核查情况 

1、2017年出售子公司基本情况及出售原因 

东营宝莫石油天然气勘探开发有限公司（“宝莫油气”），成立于 2015 年 11 月 25

日，注册资本为 10,000万元，主要从事石油、天然气勘探开发技术及相关工程业务。 

宝莫国际（香港）有限公司（“宝莫国际”），成立于 2014 年 3 月 28 日，注册资本为

3,525.00 万加币，宝莫国际为持股公司，仅持有 Rally Canada Resources Ltd. （“锐利能

源”）股权，锐利能源为宝莫国际控股子公司。锐利能源主要从事石油天然气的勘探

开发业务。 

宝莫（北京）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北京宝莫”），成立于 2011 年 10 月 31 日，注册

资本为人民币 5,000万元，主要从事石油化工产品销售及油气技术推广业务。 

受到国际油价下跌及市场不景气的影响，公司油气相关业务经营情况不佳，宝莫油

气、宝莫国际、北京宝莫均处于亏损状态。出售该等公司股权有助于进一步优化公司

产业布局，推动转型升级，提升业绩。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北京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 22号 

赛特广场 5层邮编 100004 

电话 +86 10 8566 5588 

传真 +86 10 8566 5120 

www.grantthornt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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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出售子公司评估价格的确定 

出售价格系依据出售基准日的评估价值确定。宝莫股份基于出售相关子公司目的，聘

请了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评估机构进行评估。评估机构及其经办评估师与公司、交易

对方、标的资产，除业务关系外，无其他关联关系，亦不存在现实的或预期的利益或

冲突。评估机构在本次评估工作中具备应有的胜任能力及独立性。 

评估机构根据评估基准日宝莫油气、宝莫国际、北京宝莫经审计的净资产按资产基础

法评估的结果如下：（单位 万元） 

项 目 

公司 
评估基准日 

基准日 

经审计净资产 

基准日 

评估价值 
评估增值 

增值率

（%） 

宝莫油气 2017年 6月 30日 8,958.39 9,687.98 729.59 8.14 

宝莫国际 2017年 6月 30日 8,169.66 8,169.66 -- - 

北京宝莫 2017年 11月 30日 7,051.56 11,561.75 4,510.19 63.96 

合  计  24,179.61 29,419.39 5,239.78 21.67 

如上表，宝莫油气评估增值主要是费用化的油气勘探支出；北京宝莫评估增值主要是

位于北京市海淀区高里掌路 1 号院的房产，包括：楼房 1 栋，建筑面积 1,934.91 平方

米；地下车位 13个，建筑面积 1,022.45平方米。 

3、宝莫股份对出售股权公司的会计处理 

《企业会计准则第 33 号-合并财务报表》第五十条规定：企业因处置部分股权投资等原

因丧失了对被投资方的控制权的，处置股权取得的对价与剩余股权公允价值之和，减

去按原持股比例计算应享有原有子公司自购买日或合并日开始持续计算的净资产的份

额之间的差额，计入丧失控制权当期的投资收益，同时冲减商誉。与原有子公司股权

投资相关的其他综合收益等，应当在丧失控制权时转为当期投资收益。 

根据上述规定，公司进行了相关判断及会计处理： 

（1）丧失控制权的判断 

根据相关协议、批准文件及处置价款收款、工商变更情况，宝莫股份确定宝莫油气、

宝莫国际的处置日为 2017年 9月 30日，北京宝莫为 2017年 12月 31日。 

（2）处置股权对价的确定 

本次宝莫股份转让所持有的宝莫油气、宝莫国际、北京宝莫 100%股权，转让后，宝莫

股份不再持有相关公司的股权。根据相关决议，本次股权转让价格按股权评估价值确

定，宝莫油气为 9,687.98 万元、宝莫国际 8,169.66 万元、北京宝莫 11,561.75 万元，均不

涉及或有对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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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计算处置投资收益 

处置日，宝莫油气自合并日开始持续计算的净资产为 7,738.45万元，处置对价 9,687.98

万元。公司在编制合并报表时按收取的对价与宝莫油气自合并日开始持续计算的净资

产的差额在合并报表确认投资收益 1,949.53 万元；北京宝莫自合并日开始持续计算的净

资产为 7,028.78万元，处置对价 11,561.75万元。公司在编制合并报表时按收取的对价与

宝莫油气自合并日开始持续计算的净资产的差额在合并报表确认投资收益 4,532.97万

元；宝莫国际自合并日开始持续计算的净资产为 6,703.01 万元，处置价格 8,169.66万

元，公司在编制合并报表时按收取的对价与宝莫国际自合并日开始持续计算的净资产

的差额确认投资收益 1,466.65万元，同时转出其他综合收益-1,000.84万元，合并报表合

计确认投资收益 465.81 万元。 

相关具体数据如下表：（单位 万元） 

公司名称 
合并报表层面享有该

子公司净资产份额 
出售价格 

其他综合收益

转出 
确认投资损益 

宝莫油气 7,738.45 9,687.98 -- 1,949.53 

宝莫国际 6,703.01 8,169.66 -1,000.84 465.81 

北京宝莫 7,028.78 11,561.75 -- 4,532.97 

合 计 
  

-1,000.84 6,948.32 

（二）核查程序 

1、评估价格公允性的确定 

（1）查阅并取得了评估师出具的评估报告； 

（2）了解并评价评估师所用估值方法的恰当性； 

（3）了解并评价在估值过程中估值参数，参数选择的合理性； 

（4）了解并评价管理层的专家的胜任能力、专业素质和客观性。 

2、投资收益的确定 

（1）了解及评价了与处置子公司相关的决策、审批的内部控制的设计有效性，并测试

了关键控制执行的有效性，包括检查相关会议记录和批准文件； 

（2）检查协议生效条件、处置价款收回情况、资产交割且不再享有相应的收益和承担

相应的风险的时点判断等确定处置日的相关条件； 

（3）复核了处置损益计算及合并财务报表编制的正确性。 

（三）核查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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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核查，我们认为，公司股权出售依据的评估价格公允，投资收益的确认符合《企业

会计准则》的规定。 

 

（2）上述股权出售是否对你公司核心竞争力及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影响，请年审会

计师对公司是否符合持续经营假设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核查情况 

宝莫股份专注于油田和水处理用聚丙烯酰胺及相关化学品研发、生产和销售，经过二

十多年积累，形成了较强的产品研发、生产制造和市场服务能力，成为行业领先的三

次采油及水处理化学品生产供应商。公司熟悉各市场领域的技术需求和发展方向，公

司是中石化长期稳定的战略合作伙伴，并与中石油、中海油及多家客户建立了长期合

作关系，产品和技术服务水平得到客户高度评价。宝莫品牌在行业内具有较高的知名

度和美誉度，具备良好的品牌形象和市场影响力，国内市场份额不断提高，有利于支

撑公司业务持续增长。 

宝莫股份具有较强的科技创新能力，为公司发展奠定技术支持。作为国家认定的高新

技术企业，公司始终坚持科技领先战略，持续进行研发投入，不断加强研发队伍建

设，实施产学研结合，建成省级企业技术中心、省级院士工作站、清华生物化学品联

合研究中心、环境工程研究室和博士后科研工作分站等多个科研平台，开展产品和技

术研发，形成了多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体系，具有较强的科技创新能力。 

宝莫股份为不断提升盈利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在做大做强化学品主营业务的基础

上，正在全力提升环保水处理项目能力。2017 年 11月，宝莫股份子公司新疆宝莫环境

工程有限公司（“新疆宝莫”）BOO（建设—拥有—运营）模式建造的胜利油田新春采

油厂春风油田含油污水资源化处理站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并于 2017 年形成收

入。 

宝莫股份出售上述股权，旨在推动公司产业布局调整，加快转型升级，增强公司持续

盈利能力，提升经营效益，更有利于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 

（二）核查程序 

1、我们取得了宝莫股份管理层对宝莫股份自 2017 年 12 月 31 日起 12 个月内的持续经

营能力的评估说明。 

2、我们对宝莫股份管理层作出评估的过程、依据的假设以及应对计划进行了评价，

取得了宝莫股份管理层有关应对计划的书面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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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核查结论 

经核查，我们认为，宝莫股份在编制 2017 年度财务报表时运用持续经营假设是适当

的。 

 

问题 4、报告期末，你公司应收账款中账龄为 6 个月以内、6 个月至一年、1 至 2 年、2

至 3 年、3 至 4 年的金额分别为 11,237 万元、180 万元、851 万元、553 万元、932 万

元，坏账计提比例分别为 0%、5%、10%、30%、50%，报告期内共转回坏账准备 1,514

万元，请结合你公司信用政策、客户资信、期后回款情况，尤其是四季度新增客户资

信和期后回款情况等，说明本期及以前期坏账准备计提的充分性和合理性，是否存在

跨期或未审慎计提的情形。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专项意见。 

回复： 

（一）核查情况 

1、公司信用政策、客户构成及资信情况 

宝莫股份的销售政策为：对于信用良好的客户给予一定的账期，对于其他客户为款到

发货。 

2017年末，公司前五名客户包括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物资供应处、中国石油化

工股份有限公司物资装备部、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胜利油田分公司石油工程技

术研究院、西安长庆化工集团有限公司、东营市盛聚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均为大中型

采油集团。这些客户资信较好，公司会给予一定账期。而对于资信一般的客户，公司

均要求对方预先支付采购款，款到发货。 

第四季度新增大客户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物资装备部，对该客户结算方式是给

予一个月的账期，确认销售的次月回款。 

2、期后回款情况 

截止 2018 年 4月 20 日（审计报告日），公司收到销售回款 1.42亿元，其中，收回 2017

年末应收账款 0.95亿元，收回第四季度新增客户回款 0.77亿元。 

3、近两年坏账计提与转回情况 

账  龄 
计提 

比例% 
2016 年末 坏账准备 2017 年末 坏账准备 

2017 年坏账准

备计提情况 

0-6个月 -- 185,384,005.64 -- 112,374,701.38 -- -- 

6-12个月 5 24,417,598.65 1,220,879.94 1,799,772.78 89,988.64 1,130,89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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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至 2年 10 87,207,381.58 8,720,738.16 8,506,287.67 850,628.77 7,870,109.39  

2至 3年 30 32,222,017.31 9,666,605.19 5,531,965.06 1,659,589.52 8,007,015.67  

3至 4年 50 56,000.00 28,000.00 9,318,201.85 4,659,100.93 -4,631,100.93  

4至 5年 80 184,465.64 147,572.51 -- -- 147,572.51  

5年以上 100 1,513,813.02 1,513,813.02 1,646,278.66 1,646,278.66 -132,465.64  

小 计 -- 330,985,281.84 21,297,608.82 139,177,207.40 8,905,586.52 12,392,022.30  

单项金额虽

不重大但单

项计提坏账

准备的应收

账款 

-- 2,744,389.43 2,744,389.43 -- -- 2,744,389.43 

合 计 -- 333,729,671.27 24,041,998.25 139,177,207.40 8,905,586.52 15,136,411.73 

如上表可见，本期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转回金额较大，主要是 2016 年末 6 个月至 3 年以

内账龄的应收账款收回较多及单项金额虽不重大但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坏账

准备转回。 

其中： 

（1）单项金额虽不重大但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主要为宝莫股份的境外客户美

国巴斯夫公司（“巴斯夫”）。因前期与巴斯夫就质量标准产生争议，无法收回货

款，故公司在 2016 年按相关应收款账面金额全额计提了减值准备。2017 年，公司与巴

斯夫多次沟通最终达成共识，争议事项消除，双方已恢复正常合作并已收回前述货

款； 

（2）2016 年末 6 个月至 3 年以内账龄的应收账款主要是应收天津博弘化工有限公司款

109,757,633.39元，其 2016年末账龄情况与坏账准备金额如下： 

账龄 应收账款余额 坏账准备金额 

0-6个月 11,207,737.11 -- 

6-12个月 13,828,317.24 691,415.86 

1至 2年 62,271,190.12 6,227,119.01 

2至 3年 22,450,388.92 6,735,116.68 

合  计 109,757,633.39 13,653,651.55 

天津博弘系宝莫股份与天津大港油田滨港集团博弘石油化工有限公司（“大港油

田” ）合资设立，其资金使用计划纳入大港油田预算，由大港油田统一安排。因受大

港油田资金使用计划影响，2016年底对天津博弘 10,975.76 万元销售款未及时收回。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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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莫股份积极协调，天津博弘承诺在 2017年及时偿还货款。至 2017年末，应收天津博

弘销售款已基本结清。 

4、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转回的合理性 

在各资产负债表日，公司均根据相关应收账款的具体情况，依据会计准则、公司会计

政策计提坏账准备。前期对巴斯夫、天津博弘化工有限公司等相关应收账款按单项或

账龄组合计提坏账准备，均系根据当期具体情况做出的适当的会计估计。相关款项在

2017年内收回，导致已计提的坏账准备转回，公司相关会计处理是合理的。 

（二）核查程序 

1、了解、评估并测试管理层在信用管理、应收账款回收及计提坏账准备层面相关内部

控制的设计和运行有效性； 

2、获取了管理层评估应收账款是否发生减值以及计提坏账准备所依据的资料，评价其

恰当性和充分性； 

3、复核了用于确认坏账准备的信息，包括检查账龄计算的正确性、客户财务能力、以

往付款历史及期后回款记录等； 

4、采用抽样方式，对应收账款进行函证，确认是否双方就应收账款的金额等已达成一

致意见； 

5、检查了期后回款，验证应收账款的真实性。 

（三）核查结论 

经核查，我们认为，宝莫股份本期及以前期坏账准备的计提是充分和合理的，不存在

跨期或未审慎计提的情形。 

 

问题 5、报告期末，你公司存货账面余额 4,503 万元，计提跌价准备 17 万元，请结合存

货构成、销售价格、原材料价格走势等情况补充说明存货减值损失计提是否充分，请

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专项意见。 

回复： 

（一）核查情况 

1、公司报告期末存货构成 

公司期末存货账面余额 4,503万元，具体构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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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金额 减值准备 净值 

库存商品 8,203,828.82 170,164.99 8,033,663.83 

原材料 17,967,754.76 -- 17,967,754.76 

发出商品 18,856,735.97 -- 18,856,735.97 

合 计 45,028,319.55 170,164.99 44,858,154.56 

2、公司报告期末存货跌价准备的计提情况 

宝莫股份库存商品及发出商品全部为公司产成品，主要为聚丙烯酰胺系列产品。本期

公司主要产品毛利率如下： 

产 品 期后产品毛利 

油田用化学品 1 18.20% 

油田用化学品 2 -0.80% 

油田用化学品 3 20.80% 

非油田用化学品 1 21.80% 

非油田用化学品 2 20.50% 

上表可见，宝莫股份除油田用化学品 2 以外的主要产品毛利基本在 20%左右，公司对

产品进行减值测试未发生减值。油田用化学品 2 本期毛利率为-0.8%，出现减值迹象，

公司期末对其进行了减值测试见下表： 

产品名称 

结存 

数量

（吨） 

账面余额 单位成本 

可变现净值 
计提跌价 

准备 期后售价 
估计的销

售费用 
可变现净值 

油田用化

学品 2  
    363.68     3,668,354.82    10,086.90     9,739.00       120.00     3,498,189.83     170,164.99  

油田用化学品 2 发生减值原因是公司本期产量下降，产能未能充足利用，单位产品分

摊的固定成本增加，造成油田用化学品 2 单位成本较高，经计算出现减值情形。油田

用化学品 2发生减值并非市场或工艺原因导致，公司基于谨慎性，仍对油田用化学品 2

计提减值准备。 

对于原材料，根据准则相关规定，因其主要产品未出现减值迹象，不存在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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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核查程序 

1、通过存货盘点程序，未发现存货存在减值迹象。 

2、检查主要产品销售合同、运输合同及期后销售价格，确认可变现净值高于账面价

值。 

3、复核管理层计提减值过程，账面处理及金额正确。 

4、函证发出商品，回函与账面相符。 

（三）核查结论 

经核查，我们认为，宝莫股份存货减值损失计提充分，符合准则要求。 

 

问题 7、报告期内，你公司参股公司东营力达医药有限公司亏损 580.48 万元、天津博

弘化工有限责任公司亏损 2,993.07 万元，你公司未对上述长期股权投资计提减值准

备。请补充说明参股公司亏损的详细原因，目前经营是否正常，并结合长期股权投资

减值测试的详细过程说明你公司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计提是否充分。请年审会计师

核查并发表专项意见。 

回复： 

（一）核查情况 

1、参股公司情况分析 

（1）东营力达医药有限公司 

东营力达医药有限公司（“力达医药”）主要从事创新药物的研发和产业化转化、药

用辅料的生产和销售等业务，是 2012 年东营经济技术开发区重点招商项目。力达医药

在创新药物研发方面，普莱单抗项目为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治疗性单克隆抗体，目前

已经完成了Ⅰ期临床试验研究工作，随着国家药监局对创新药物临床试验研究技术要

求的提高，公司正在积极推进项目进展和相关工作，并且针对新的适应症与合作伙伴

开展海外新药申请；在药用辅料方面，作为医药产业的关键性子产业，近几年来逐渐

成为监管部门和产业界的关注的热点领域。经过近 3 年的筹备、认证，力达医药相继

获得了药品生产许可证（注射用和口服制剂用）和药用乳糖的产品注册文号等经营资

质，于 2015 年 5 月开始正式生产销售。并积极推进弹性淀粉、多功能水凝胶、固体山

梨醇等高端药用辅料项目的产业化。2018 年，该公司计划引入战略合作伙伴，引进技

术领军人才，组建专业化研发、生产和经营团队，恢复药用辅料生产的同时，实施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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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新材料、单克隆抗体和小分子创新药物项目开发，并实施生产基地规模化扩张，全

面提升公司盈利能力和可持续发展水平。 

2017 年力达医药亏损 580.48 万元，亏损的主要原因是创新药业研发项目处于研发投入

期，尚未取得药物生产批件，因此未形成销售收入；药用辅料生产厂房搬迁停产，导

致公司未能按计划实现预期运营。 

（2）天津博弘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天津博弘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天津博弘”）主营业务为聚丙烯酰胺生产、销售，及

与所列产品相关的技术服务。公司自成立以来，经多方努力，逐步建立建成先进的产

品生产线，为提高效益打下良好的基础。2016 年 12 月，天津博弘聚丙烯酰胺生产线完

工并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天津博弘在稳固既有市场的同时，持续推进技术创新，形

成了不同领域的技术和产品储备，其中海上速溶聚丙烯酰胺已完成海上油田现场应用

评价，低分高粘聚丙烯酰胺完成试注实验，高温抗盐驱油用聚丙烯酰胺 PL-80 完成海外

油田先导实验，为进一步拓展国内外市场领域，提升盈利能力奠定了坚实基础。 

 2017 年天津博弘亏损 2,993.07 万元，亏损的主要原因是 2016 年末公司将完工验收的在

建工程转入固定资产，本期增加了折旧成本，相应的营业成本增加；新增生产线处于

初始阶段，开工率不足，产能未充分利用。以上原因发生的固定成本导致 2017 年出现

亏损。 

2、参股公司长期股权投资减值迹象的判断 

报告期内，力达医药出现亏损的原因及亏损金额符合现阶段经营状况。生物医药产业

由于经营许可的审批周期较长，业务受政府监管部门政策影响较大，起步难度大，但

形成一定的经营基础后，可实现盈利。力达医药在 2018 年将继续开展创新药物的研发

和产业化转化，并申请 PCT 专利。随着研发项目的顺利开展和药用辅料产品的市场份

额逐渐扩大，力达医药预计可实现预期的经济效益。 

报告期内，天津博弘出现亏损的原因为偶发事项。随着新生产线顺利投产和国内外采

油市场份额的逐渐扩大，天津博弘预计可实现预期经济效益。 

综上，力达医药、天津博弘长期股权投资不存在可能发生减值的迹象，未计提减值准

备。 

（二）核查程序 

1、了解并评价资产减值准备相关内控； 

2、取得并检查了联营、合营企业本期经营情况说明、预期经营情况说明； 

3、向管理层访谈并评价了对长期股权投资未出现减值迹象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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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核查结论 

经核查，我们认为，宝莫股份对相关参股公司长期股权投资是否存在减值迹象的判断

合理。 

 

问题 8、报告期内，你公司发生利息支出 598 万元，其中利息资本化 453 万元。请结合

相关资产的购建或生产情况说明利息资本化的依据、是否符合资本化的条件。请年审

会计师核查并发表专项意见。 

回复： 

（一）核查情况 

1、宝莫股份利息资本化项目情况 

2014 年 12 月，宝莫股份子公司新疆宝莫环境工程有限公司（“新疆宝莫”）中标中石

化胜利油田新春采油厂春风油田含油污水资源化处理站项目，该项目采用 BOO（建设

—拥有—运营）模式，业主系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胜利油田分公司新春采油厂。 

为保障项目建设进度，满足项目资金需求，新疆宝莫与昆仑银行克拉玛依分行于 2016

年 6月签订借款协议，借款金额 10,000万，该借款系 BOO 项目专门借款。 

2017 年 11 月，胜利油田新春采油厂春风油田含油污水资源化处理站项目试运行成功。

自开工建设至试运行，该项目未发生过中断情形。 

2、宝莫股份对利息支出的会计处理 

2017 年度，宝莫股份共发生利息支出 597.79 万元，其中新疆宝莫利息支出 488.50 万

元，全部为 BOO 项目专门借款产生的借款利息。该项目于 2017 年 11 月试运行成功，

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新疆宝莫将 2017 年 1-11 月的借款利息 453.14 万元资本化计入工

程成本，将 12月借款利息 35.36万元计入当期损益。 

（二）审计程序 

1、查阅并取得了借款协议； 

2、了解企业对在建工程转固定资产相关内控，符合审批流程。 

3、了解并复核了企业利息确认的时点、金额及会计处理，处理无误。 

4、了解并评价了企业对停止资本化时点的判断是否符合准则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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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检查了项目试运行资料、产品水合格证明并留存复印件。 

（三）核查结论 

经核查，我们认为，宝莫股份利息资本化的依据充分、符合资本化的条件。 

 

问题 9、报告期内，你公司化学原料及化学品制造业销售量为 28,925 吨，同比下滑

58.25%，同期你公司化学原料及化学品制造业营业成本中能源及动力成本为 2,291 万

元，同比下降 75.46%。请补充说明能源及动力成本下降幅度大于销量下滑幅度的原因

及合理性，相关成本核算是否准确，是否存在跨期确认问题。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

表专项意见。 

回复： 

（一）核查情况 

1、化学原料及化学品制造业能源及动力两期消耗情况 

宝莫股份化学原料及化学品制造业生产过程中耗费的能源及动力成本主要包括水、

电、煤、天然气及燃料油，该部分成本全部由自产产品分摊。2016、2017 年，公司化

学原料及化学品制造业生产成本中实际发生的能源及动力成本如下： 

项目 2017 年 2016 年 同比增减% 

能源及动力 22,847,681.37 57,480,548.10 -60.25 

占当期生产成本的比重 6.30% 14.72% -57.20 

公司化学原料及化学品制造业生产成本中能源及动力成本降幅较大的原因系 2017 年公

司多次临时性停工，同时为满足客户需求，公司停产期间领用产成品重新混料后出

售，该部分产品不产生能源及动力成本。 

宝莫股份年报中披露的能源及动力成本系为与销售口径一致，按当期实际耗用能源及

动力成本占生产成本比例计算的营业成本中的能源及动力成本金额，营业成本还包括

外购产成品销售的成本，与生产实际耗用的能源及动力成本存在计算口径上的差异。 

（二）核查程序 

1、对期末存货进行盘点，与账载数量一致。 

2、执行分析程序，分析公司主要产品产耗比、成本结构、产能利用率波动，与以前期

间基本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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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执行分析程序，分析并检查公司各月主要原材料及水电等能源的采购价格和采购数

量，并将变动趋势与市场相同或类似材料价格及走势比较，与市场走势相符。 

4、检查大额采购合同，确认入库单价及数量与合同记载一致。 

5、采用抽样方式，对采购进行函证，确认双方就应付账款的余额及交易金额达成一致

意见。 

（三）核查结论 

经核查，宝莫股份化学原料及化学品制造业中能源及动力成本下降较大主要系统计口

径的不同所致，公司成本核算准确，不存在跨期确认的情况。 

问题 10、报告期末，你公司账龄 1 年以上的预付款项金额为 1,995 万元，请补充说明上

述预付款项产生的原因、是否符合商业惯例、是否具备商业实质、是否存在减值风险

以及长期未结转的原因及合理性。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专项意见。 

回复： 

（一）核查情况 

2017 年末，公司预付款项余额 2,985.17 万元，其中账龄一年以上的预付款项 1,995 万

元。一年以上预付款主要系公司 2016 年预付北京宙恒佳科贸有限公司（“宙恒佳公

司”）聚丙烯酰胺采购款 1,928.59 万元。 

2015、2016 年公司中标海外客户 CAIRN INDIA LIMITED（“印度凯恩”）合计约 5万吨聚

丙烯酰胺采购合同。中标后公司产能不足以同时应对国内市场的增长和海外市场的集

中采购。为保障合同履约的及时性，公司一方面加大生产力度，另一方面向市场其他

供应商采购聚丙烯酰胺成品用作补充。因此公司需要一个长期、稳定的聚丙烯酰胺供

应商。 

公司与宙恒佳已合作多年，鉴于合作期间宙恒佳公司具有履约及时、质量稳定、供货

灵活等因素，故将其确定为保障海外市场聚丙烯酰胺主要供应商之一，与其签订聚丙

烯酰胺采购合同并预付采购款。报告期末，预付采购款余额为 1,928.59 万元。 

印度凯恩合同执行期间，结合现场使用情况，为保障产品品质，维护品牌形象，稳固

并提高市场占有率，公司决定进一步提升印度凯恩聚丙烯酰胺产品标准。经与宙恒佳

公司协商，该公司同意针对产品指标进行调整，调整期间暂缓供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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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 2月印度凯恩再次开展三次采油聚丙烯酰胺采购项目招标，由于采购价格因

素，公司未能中标。鉴于当时国际油价持续低迷以及与印度凯恩的前期合作情况，公

司认为 2017 年内仍有再次参与印度凯恩采购项目竞标的机会；同时，经过前期质量调

整，宙恒佳公司产品质量已达到公司的采购要求且具备价格优势，故未终止合作。

2017年末，公司海外市场未有明显突破，经双方沟通，同意宙恒佳公司以国内标准继

续供应聚丙烯酰胺，并计划于 2018年完成供货。公司期后已收到宙恒佳公司按计划供

应的 300吨聚丙烯酰胺并完成销售。 

综合以上，该预付款具备商业实质，符合商业惯例，公司认为该预付款不存在减

值风险。 

（二）核查程序 

1、了解并评价了大额采购合同签订的相关内控，符合审批流程。 

2、向管理层了解合同签订的合理性及必要性，确认存在商业实质。 

3、检查了采购合同并留存复印件。  

4、通过网络查询供应商是否正常经营，并确认供应商注册资本的合理性、营业范围的

相关性及不存在关联关系。 

5、向供应商函证上述交易金额，并取得供应商回函，回函无误。 

6、检查期后到货的凭证及验收单、入库单，记账无误。 

（三）核查结论 

经核查，我们认为，宝莫股份 2017 年末预付款项真实，不存在特殊的减值风险，长期

未结转的原因合理。 

 

问题 12、报告期末，你公司其他应付款为 6,218 万元，你公司按款项性质列示为外部

单位资金往来、关联单位资金往来、个人资金往来和其它，请以列表方式详细补充披

露其他应付款的项目、形成原因、应付对象、款项性质、利息或费用支出情况等，并

说明相关款项会计处理是否规范。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专项意见，并说明《关联

方资金占用专项审计报告》中未体现相关款项的原因。请公司进一步核实相关文件是

否存在需更正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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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一）核查情况 

2017年末公司其他应付款 6,218万元，明细如下： 

项  目 形成原因 应付对象 款项性质 金额 

外部单位资金往来 

 见注 1 
上海倬铮信息科

技有限公司 
往来款 24,000,000.00 

 
收购广东宝莫

40%股权款 

中联合信投资控

股有限公司 
股权收购款 10,000,000.00 

 
日常经营产生

的正常往来 
其他公司 往来款 1,589,914.58 

小  计 -- -- -- 35,589,914.58 

关联单位资金往来 

 

宝莫环境购买

北京宝莫的合

营企业天津博

弘全部股权 

北京宝莫 股权收购款 17,451,000.00 

 

宝莫股份收购

北京宝莫子公

司宝莫环境 

北京宝莫 股权转让款 8,335,200.00 

小 计 -- -- -- 25,786,200.00 

个人资金往来 离职后支付 公司员工 员工入职保证金 739,421.84 

其他 尚未支付 

东营市同兴人力

资源有限责任公

司 

应付社保款 61,960.23 

合 计 -- -- -- 62,177,496.65 

注 1：报告期内，公司与上海一曜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上海一曜”）签订股权转让

协议，以公司实际出资金额 2400 万作为对价依据，将公司持有的对力达医药股权全部

转让给上海一曜。2017 年 12 月，上海倬铮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倬铮”）代上海

一曜向公司支付了股权转让款。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因未提供相关受托支付法律

文书，且力达医药工商变更未完成，公司需与上海一曜重新协商股权转让款支付方式

及时间，并于 2018 年 1 月，向上海倬铮退回了相关款项。于 2017 年末，相关款项作为

其他应付款列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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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附录—会计科目和主要账务处理》规定：其他应付款核

算企业除应付票据、应付账款、预收账款、应付职工薪酬、应付利息、应付股利、应

交税费、长期应付款等以外的其他各项应付、暂收的款项。 

（二）核查程序 

1、检查大额应付款相关合同并留存复印件。 

2、对需要决议的事项检查相关事项的董事会决议和公告资料，符合交易决策流程。 

3、核查了公司的会计处理，金额及会计处理正确。 

4、对山东宝莫公司管理层编制并披露的资金占用表与我们审计山东宝莫公司 2017年

度财务报表时所复核的会计资料和经审计的财务报表的相关内容进行了核对，在所有

重大方面没有发现不一致。 

（三）核查结论 

经核查，我们认为，宝莫股份将非生产经营活动产生的各项应付、暂收款在其他应付

款核算，符合准则相关规定。 

根据证监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

知》（证监发[2003]56 号）及深圳交易所《信息披露工作备忘录》（2006 年第 2 号）的

规定，注册会计师需根据 56 号文规定，对上市公司存在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资

金的情况出具专项说明。宝莫股份 2017 年其他应付款中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

占用资金的情形，无需在专项说明中体现。 

问题 17、年报披露，你公司 2017 年预计负债为 0 元，2016 年为 1.35 亿元，请补充披露

2016 年预计负债的内容以及 2017 年预计负债减少的原因。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专

项意见。 

回复： 

（一）核查情况 

公司原子公司宝莫国际的控股子公司锐利能源于 2015 年 5 月收购了位于加拿大阿尔伯

特省中部地区 Bashaw 油区的在产油气资产，由此产生的油气资产弃置费义务。公司对

符合预计负债确认条件的油气资产弃置义务按现值提取矿区弃置费计入油气资产的成

本，同时确认预计负债。截止 2016年末，计提的预计负债为 1.35亿元。 

经 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公司通过公开挂牌方式出售持有宝莫国际 100%股

权，宝莫国际及其控股子公司锐利能源不再纳入合并范围，锐利能源的预计负债随之

转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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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核查程序 

1、查阅了相关董事会决议和公告资料，符合交易决策流程。 

2、检查了股权转让协议，与董事会决议内容相符。 

3、核查了公司处置子公司在合并报表中的会计处理，金额及会计处理正确。 

（三）核查结论 

经核查，宝莫股份 2017 年末预计负债减至 0，系处置宝莫国际股权相应转出锐利能源

预计负债所致。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二〇一八年六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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