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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7 年年报问询函的回复 

 

深圳证券交易所：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泰化学”、“我公司”、“公司”）

于 2018 年 6 月 1 日收到贵所《关于对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年报的

问询函》（中小板年报问询函【2018】第 376 号）后，按照贵所要求对问询函内

容进行了核实，现将有关问题回复如下： 

一、报告期内，你公司当期研发投入为 2.96 亿元，较上期增长 14.02%，其

中当期研发投入资本化的金额 597.99 万元，较上年减少 77.87%。 

1、报告期内资本化研发投入占研发投入的比例变动较大的原因，是否涉及

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资本化的研发投入主要涉及的研发项目、资本化是

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回复：  

公司2016年度和2017年度研发项目变化导致报告期内资本化研发投入占研

发投入的比例变动较大，具体如下： 

单位：元 

项   目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蓝天物流信息化平台建设项目 3,928,809.23 6,427,903.32 

9 万吨绿色制浆项目  20,470,877.69 

乙炔法氯乙烯合成的固定床无汞催化技术 1,920,000.00  

PVC 母液水处理回收技术开发 131,067.96 120,000.00 

合   计 5,979,877.19 27,018,781.01 

与 2016 年相比，2017 年资本化研发投入占研发投入的比例下降主要是进入

开发阶段的研发支出下降所致，2017 年公司研发项目处于研究阶段，能否形成



无形资产等具有不确定性，按照会计准则均予以费用化。资本化的研发投入主要

涉及的研发项目、资本化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2、请你公司说明当期研发费用资本化的详细情况，并对比同行业公司说明

研发投入资本化的确认时点、相关会计处理等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

关规定。 

回复： 

（1）公司研究开发支出会计政策 

公司的研究开发支出根据其性质以及研发活动最终形成无形资产是否具有

较大不确定性，分为研究阶段支出和开发阶段支出。 

研究阶段：为获取并理解新的科学或技术知识等而进行的独创性的有计划调

查、研究活动的阶段。 

开发阶段：在进行商业性生产或使用前，将研究成果或其他知识应用于某项

计划或设计，以生产出新的或具有实质性改进的材料、装置、产品等活动的阶段。 

（2）开发阶段支出资本化的具体条件 

内部研究开发项目开发阶段的支出，同时满足下列条件时确认为无形资产： 

①完成该无形资产以使其能够使用或出售在技术上具有可行性； 

②具有完成该无形资产并使用或出售的意图； 

③无形资产产生经济利益的方式，包括能够证明运用该无形资产生产的产品

存在市场或无形资产自身存在市场，无形资产将在内部使用的，能够证明其有用

性； 

④有足够的技术、财务资源和其他资源支持，以完成该无形资产的开发，并

有能力使用或出售该无形资产； 

⑤归属于该无形资产开发阶段的支出能够可靠地计量。 

开发阶段的支出，若不满足上列条件的，于发生时计入当期损益。研究阶段

的支出，在发生时计入当期损益。公司研发项目在满足上述条件，通过技术可行

性及经济可行性研究，形成项目立项后，进入开发阶段。已资本化的开发阶段的



支出在资产负债表上列报为开发支出，自该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之日转为无

形资产。 

（3）经了解确认，公司与同行业其他上市公司研究开发支出会计政策一致。 

（4）公司上述列表研发项目中，蓝天物流信息化平台建设项目 2017 年 3

月已经相关管理部门组织专家对项目一期验收通过，项目完成了物流平台的十一

大功能模块；9 万吨绿色制浆项目的纸改浆子项目于 2016 年基本完成；乙炔法

氯乙烯合成的固定床无汞催化技术、PVC 母液水处理回收技术在通过长期的小

试和中试开发以及研发结果的验证，已经初步具备产业化基础，委托科研机构进

入开发阶段。因此相关会计处理等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二、2015 年，你公司签订了针对巴州金富特种纱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

富纱业”）的《盈利预测补偿协议》，本次交易为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交易对方

承诺约定金富纱业 2016 年度至 2018 年度的盈利预测净利润数分别为 7,348.56

万元、7,929.77 万元、7,586.70 万元。金富纱业 2017 年度实际实现的扣非后净利

润数为 4,889.90 万元，未实现盈利预测。你公司对此未计提商誉减值准备。请

结合金富纱业所处行业状况、经营情况等就下列事项详细说明： 

1、金富纱业业绩未达到盈利预测的主要原因、业绩补偿的具体安排、业绩

补偿的会计处理以及是否存在影响本次业绩补偿实施的重大障碍； 

回复： 

金富纱业业绩未达到盈利预测的主要原因为：一是金富纱业配套募集资金项

目 130 万锭纱线二期和 20 万锭纱线于 2017 年 9 月达产，因此 2017 年度效益尚

未全部发挥；二是运费补贴有较大幅度下降，降低了金富纱业的利润。自治区政

府对以新疆地产棉花（含粘胶纤维）为原料生产并销往内地的纱线类产品，给予

出疆运输费用补贴。2015 年度及之前，根据新财建【2014】434 号文件之规定南

疆地区生产的 32 支以上(含 32 支)纱线类产品中央和自治区每吨补贴 1000 元，

南疆地区生产的 32 支以下纱线类产品中央和自治区每吨补贴 900 元。2016 年 11



月发布的新财建【2016】444 号文件确定，自 2016 年起，新的运费补贴标准为：

32支以下纱线类产品中央和自治区每吨补贴 720元，32支以上每吨补贴 800元，

分别下降 180 元/吨和 200 元/吨。 

根据中泰化学与交易对手签署的《盈利补偿协议》和《盈利补偿补充协议》，

金富纱业业绩补偿的具体安排为：交易对手方盈利补偿采用现金补偿，对盈利承

诺期内三个会计年度累积实现净利润数低于累积盈利承诺净利润数，则差额部分

由资产出售方按持股比例以现金补偿给中泰化学。 

金富纱业业绩补偿的会计处理为：按照《盈利补偿协议》和《盈利补偿补充

协议》的约定，金富纱业承诺净利润期间为三个会计年度累计实现净利润情况， 

如若 2018 年累计计算后，金富纱业未完成承诺净利润，交易对手方给予中泰化

学现金补偿，中泰化学将应该收到的补偿款计入当期损益。 

公司积极敦促交易对手方按照《盈利补偿协议》和《盈利补偿补充协议》要

求，履行盈利补偿安排。交易对手方已于 2018 年 6 月 8 日向公司出具《承诺函》，

若出现需要业绩补偿的情形，按照协议要求切实履行盈利补偿义务。 

2、你公司未对该商誉计提减值准备的原因、合理性及是否符合《企业会计

准则》的相关规定。 

回复： 

报告期末公司合并报表存在因收购金富纱业产生的商誉 1,859.05 万元，均为 

2014 年新疆富丽达收购金富纱业 51%股权时产生，2016 年发行股份购买金富纱

业 49%股权为公司收购控股子公司少数股权的行为，未产生商誉。2017 年末公

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8 号—资产减值》的基本方法，对商誉进行了减值测试，

结合行业发展状况和金富纱业未来发展计划，测算出的资产组可收回金额大于账

面价值和商誉之和，商誉未发生减值。因此，公司未对该商誉计提减值准备符合

《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三、报告期内，你公司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金额为 1.03 亿元，较 2016



年增长 3,575 万元。请说明你公司政府补助金额大幅增长的原因、是否已按相关

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相关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回复： 

与 2016 年相比，2017 年计入非经营性损益的政府补助金额增长的原因为公

司下属子公司新疆中泰化学阜康能源有限公司 2017 年度收到阜康市财政局社会

贡献奖专项补贴资金 6,345.00 万元，按照财政部新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2017 年修订）》相关规定计入“其他收益”科目核算，符合《企

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公司已按相关规定，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

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对上述政府补助情况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具

体为《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下属公司收到专项补贴资金的公告》（公

告编号：2018-002）。 

 

四、报告期内，你公司存货期末余额为 27.75 亿元，期初余额为 16.70 亿元，

存货跌价准备期末余额为 990.64 万元，期初余额为 164.63 万元。请说明报告期

内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是否充分合理。 

回复： 

报告期末公司根据《会计准则》的要求，对氯碱、纺织、贸易板块的存货进

行清查，分别计算可变现净值，对可变现净值低于账面成本的，计提存货跌价准

备，具体如下： 

氯碱板块存货为 8.39 亿元，较年初 5.05 亿元增加 3.34 亿元，主要是市场行

情持续向好，提前锁定原材料价格，年末产成品及原材料按照成本与可变现净值

孰低测算，未发生减值迹象，无需计提存货跌价准备，部分辅料按照成本与可变

现净值孰低测算，发生减值迹象，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117.54 万元； 

贸易板块存货为 3.07 亿元，较年初增加 2.21 亿元，年末按成本与可变现净

值孰低测算，均未发生减值迹象，无需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http://www.cninfo.com.cn/


纺织板块存货为 16.07 亿元，较年初增加 7.14 亿元，主要是提前锁定成本集

中采购原材料，其中浆粕、棉短绒价格处于上涨趋势年末库存 9.81 亿元，按成

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测算，未发生减值迹象，无需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纺织产成

品中新纳入合并范围的阿拉尔富丽达，由于复产后各项生产指标未彻底稳定，造

成生产成本偏高，年末按照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测算，发生减值迹象，计提存

货跌价准备 873.11 万元； 

存货中其他部分为 0.22 亿元，较年初减少，为子公司上海森辉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未销售房产，按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测算，未发生减值迹象，无需计

提存货跌价准备。 

因此，公司报告期内存货跌价准备计提充分、合理。 

 

五、报告期内，你公司长期待摊费用 1.02 亿元，期末余额增幅达 82.85%。

请说明长期待摊费用确认的依据、核算是否准确，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

的相关规定。 

回复： 

长期待摊费用主要用于核算企业已经发生但应由本期和以后各期负担的分

摊期限在一年以上的各种费用。公司长期待摊费用本期增加主要是融资租赁手续

费 2,400.00 万元、离子膜 4,605.18 万元、降膜管 1,076.92 万元，具体摊销方法按

直线法分期摊销，融资租赁手续费按融资租赁实际期限摊销，离子膜按受益年限

18-48 个月分期摊销，降膜管按受益年限 18-24 个月分期摊销。 

因此，公司长期待摊费用确认的依据、核算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

定。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八年六月十五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