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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雾环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半年报问询函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神雾环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8年9月

20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公司管理部

下发的《关于对神雾环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半年报问询函》（创业

板半年报问询函【2018】第94号）（以下简称“问询函”）。 

公司及董事会在收到上述函件后高度重视，经过认真积极准备，

关于深交所2018年半年报问询函的回复内容详见附件。 

特此公告。 

 

神雾环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 9 月 28 日 



附件： 

 

神雾环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 2018 年半年报问询函的回复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公司管理部： 

贵部于 2018 年 9 月 20 日向神雾环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神雾环保”或“公司”）发出了《关于对神雾环保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的半年报问询函》（创业板半年报问询函【2018】第 94 号），公

司董事会对此高度重视，现就相关问题回复如下： 

问题一、2017 年，会计师以“无法判断上述预付款项的实际用

途和对财务报表的影响，以及公司与该等公司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为

由对你公司的 2017 年报出具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截至 2018 年 6

月，你公司对湖北大道天成商贸有限公司的预付账款从 54,530 万元

上升至 82,916 万元。 

（1）请详细说明截至目前你公司对消除该事项的影响所采取的

具体措施及效果，并说明预计消除影响的可能性及时间。 

回复： 

大额预付账款的产生主要是由于乌海项目化产段业主工艺方案

调整导致已发货的设备退回加工改制及已完工的施工分包工程量暂

停结算所形成的。就这部分采购及施工分包已完成的工程量，我司分

别与供应商、分包商以及业主进行了充分沟通并已分别与之达成共

识。业主的优化方案具体事项一经确定，供应商将按照优化后的工艺



方案加工改制并重新交付设备；分包商着重处理好已完成工程的二次

利用，并按照优化后的工艺方案施工，继续履行合同义务，保障项目

开展。 

另外，虽然工艺调整方案已基本确定，但工艺调整方案涉及的土

建整改及设备改制增加的成本以及由此造成的后续赔偿事宜还在与

业主、相关供应商及分包商进行商讨中，待达成一致意见后，随着项

目进度的推进，上述预付账款将逐步转为项目成本，与之相关的收入

及项目进度也将得到确认。预计待项目复工后 3—4 个月，大额预付

账款事项将得到有效消除。 

（2）请补充说明报告期内对湖北大道天成商贸有限公司新增预

付账款的支付时间、具体采购内容，结合合同具体条款说明是否符合

相关约定，结合公司报告期收入规模、业务拓展情况等说明继续新增

大额预付账款的合理性，并报备相关合同全文。 

回复： 

对湖北大道天成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北大道”）新增的

预付账款 28,386 万元，是我公司基于与其签订的乌海化产项目采购

合同（合同编号：HSIF-G1708-PO-077），在 2018 年 1 月向对方支付的

采购合同款。鉴于该时点，湖北大道已按合同向我公司供货，部分材

料设备已验收，我公司按合同约定向其支付货款。 

2018 年 3 月，我公司接到业主工艺方案优化调整的通知，因为

工艺方案调整，乌海项目化产段部分已制造完成的设备需生产厂家重

新按照新的工艺方案再加工改制、部分土建工程施工方案需调整。



2018 年 4 月业主方又发来通知，对上述设备及土建分包成本形成的

项目完工进度在 2017 年暂不予以确认。公司出于谨慎性原则，主动

调减与湖北大道相关的乌海化产段成本，在报告期内未对相关设备材

料确认成本，因此支付的 28,386 万元全部列示在预付账款中，导致

湖北大道预付账款在 2017 年年度报告的基础上继续增加。 

向湖北大道支付上述采购款，采购内容主要为应用于乌海化产项

目的造粒系统、脱硫除尘系统、反应器、压缩机、钢结构、管材等设

备材料。2018 年 1 月付款时尚未接到业主关于工艺方案调整的通知，

当时项目尚在正常开展，我公司为保障项目进度，向对方支付该采购

款。这在当时项目正常开展的情况下，是合理的、也是保障项目按计

划进行而必须的举措，该款项支付也符合合同约定。 

（3）请说明你公司因业主方工艺调整确认的预付款项的进展情

况，在设备、工程改造等方面尚需支出的成本以及是否已开始优化调

整，并结合相关设备、工程已发生成本、尚需支出的成本以及最终售

价等因素说明是否需就预付款项计提资产减值。 

回复： 

目前因业主方工艺调整方案已基本确定，但由于工艺调整方案涉

及的土建整改及设备改制增加的成本以及由此造成的后续的赔偿事

宜还在与业主及相关的分包商、供应商进行商讨，实质性工作尚未展

开，故相关资金支出仍挂在预付账款中。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及我司一贯执行的会计政策，如有

确凿的证据表明预付账款的性质已经发生改变，或者因合同相对方破

http://www.so.com/s?q=%E6%80%A7%E8%B4%A8&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产、撤销等原因已经无望再继续履约的，应将原计入预付账款的金额

转入其他应收款，并按规定计提坏账准备。但我公司的预付账款均不

属于上述情况，且形成预付款的相关设备已加工定制以及工程量也已

基本完成，只是由于工艺调整原因暂停结算，因此不需要计提减值准

备，我司的相关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4）请说明与业主方就其工艺调整导致你公司损失的赔偿事宜

进行磋商是否有实际进展，如否，请说明具体原因及是否有利于保护

公司及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回复： 

目前业主方工艺调整方案已基本确定，但由于工艺调整方案涉及

的土建整改及设备改制增加的成本以及由此造成的后续的赔偿事宜

还在与业主及相关分包商、供应商进行商讨。因整改方案、赔偿金额

等相关事项涉及业主方、总承包商及分包商、供应商等各方的利益，

确认过程比较漫长，草率确认也是对各方不负责任的。我司在积极与

各方进行沟通、协商的过程中，尽可能避免和减少公司遭受重大损失，

尽量为公司争取最大的权益，从而切实保障我司及中小投资者的合法

权益。待赔偿方案和标准等相关事宜与业主达成一致后，我司将与业

主签署正式协议，以保障我司权益。 

问题二、报告期末，你公司其他应收款账面余额为 31,641 万元，

较期初增长 94%，其中对上海领程贸易有限公司、上海迅度实业有限

公司分别新增往来款 8,000 万元、7,800 万元。请补充说明上述公司

是否与你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监高等存在关联关系，该款

http://www.so.com/s?q=%E9%87%91%E9%A2%9D&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9%87%91%E9%A2%9D&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5%85%B6%E4%BB%96%E5%BA%94%E6%94%B6%E6%AC%BE&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5%9D%8F%E8%B4%A6%E5%87%86%E5%A4%87&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项的具体性质，是否履行相应审议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回复： 

上海领程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领程”)成立于2010年8月

16日，注册资本5000万元，经营范围：化工原料及产品(除危险化学

品、监控化学品、民用爆炸物品、易制毒化学品)、矿产品、日用百

货、通讯产品、电子元器件、五金交电、电器机械、装饰材料、塑料

制品、汽车零配件、办公用品、仪器仪表、建筑材料、包装材料、食

用农产品、金属材料、计算机及辅助设备、卫生洁具、机械设备及配

件、环保设备、黄金制品的销售,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企业

管理咨询,商务信息咨询。股东为徐巍，持股比例100%。 

上海迅度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迅度”）成立于2013年12

月20日，注册资本5000万元，经营范围：环保设备、机械设备，建筑

材料，机械配件,金属材料的销售等；股东为蔡蓉，持股比例100%。 

上海领程和上海迅度是公司控股股东神雾集团的战略合作供应

商。截至本回复函出具日，经工商查询、公司自查并经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吴道洪、董监高核查确认，上述两公司与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吴道洪、董监高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报告期内，公司新增的1.58亿元是与上述两公司的往来款，其中：

上海领程8000万，上海迅度7800万。 

问题三、报告期，你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8,469 万元，其中，工程

总承包业务实现收入 5,910 万元，合同能源管理项目效益业务实现收

入 2,501 万元。 



（1）请说明工程总承包业务确认收入的具体项目、报告期的完

工进度及其确认依据、相关应收款项期后的回收情况。 

回复： 

工程总承包业务收入情况明细表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订单金额  项目执行进度 
本期确

认收入  

 2018 年

1-6月回款

金额  

 截止报告

期累计回款

金额  

收入确认依

据 

内 蒙 港 原 6 ×

33000KVA 电石炉技

改年产 1 亿 Nm3LNG 

项目 PC 合同 

73,546 99.66% 0  475  50,807  

公司所承接

的总承包业

务项目周期

通常超过一

个会计年

度，按《企

业会计准则

第 15 号——

建造合同》

规定确认收

入。在建造

合同的结果

能够可靠估

计情况下，

于资产负债

表日根据完

工百分比法

确认当期合

同收入和合

同费用。报

新 疆 博 力 拓 5 ×

600t/d 石灰窑工程 
46,847 55.26% 239  - 20,000  

长焰煤分质利用化工

一体化示范项目40万

吨/年电石工程（二期

工程）密闭电石炉及

其配套炉气净化装置 

43,639 67.20% 2,908  - 13,064  

长焰煤分质利用化工

一体化示范项目40万

吨/年电石工程（二期

工程）PC 

241,520 45.14% 55  7,000  49,136  

乌海神雾 40 万吨/年

PE 多联产示范项目设

备买卖合同 

60,573 81.70% 1,027  - 18,000  

乌海神雾 40 万吨/年

PE 多联产示范项目
330,942 74.77% 313  10,000  90,500  



EPC 总承包 告期内合同

成本主要为

人工成本及

部分设备材

料成本。 

乌海神雾 40 万吨/年

PE 多联产示范项目

EPC 总承包（二期） 

594,749 3.10% 474  - 10,000  

包头博发新型电石法

乙炔化工 80 万吨/年

PE 多联产示范项目

(一期工程)PC 

385,866 10.93% 334  - 10,000  

内 蒙 古 双 欣 节 能

6X48MVA 蓄热式电石

生产线及副产尾气综

合利用项目 

310,000 0.30% 243  - - 

新疆能源集团托克逊

洁净能源多联产一期

工程热解项目 

296,620 0.78% 235  - 1,562  

360t/d 中水处理站改

造工程 
450 100.00% 80  70  340  

合计 2,384,752 
 

5,908 17,545 263,409   

（2）请说明合同能源管理项目效益业务实现收入的具体情况、

相关应收款项期后的回收情况。 

回复： 

公司 2016 年、2017 年、2018 年 1-6 月就港原化工节能技改项目

的节能效益确认的收入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年份 节能效益分享含税收入 节能效益收款金额 

2016 年   4,421 3,094 

2017 年   5,305  3,852 



2018 年 1-6月 2,651 0 

合计 12,377 6,946 

（3）请说明收入的确认是否遵循谨慎性原因、是否符合《企业

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如否，请说明具体情况。 

回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5 号——建造合同》的规定，收入的确

认依据如下：工程总承包业务按建造合同准则规定确认收入。工程总

承包业务的项目周期通常超过一个会计年度。在建造合同的结果能够

可靠估计情况下，于资产负债表日根据完工百分比法确认当期合同收

入和合同费用。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规定并结合公司业务特点，我公司遵循谨

慎性原则对成本收入进行确认，报告期内合同成本主要为实际发生的

人工成本及部分设备材料成本，我司严格按照完工百分比法确认收

入。 

我公司与业主方持续保持良好的沟通，在沟通中获悉，业主方正

积极通过项目融资以及引入外部资本金等方式来加强自身的现金流，

另外上海图世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也将分批以股权投资的方式

进入各项目公司，为后续项目建设提供资金保障。业主方对于我司已

经完成的工程无明显异议，且业主方有能力也有意愿对我方确认收入

的相关应收款项进行偿付，即相关经济利益很可能会流入我公司。故

上述收入确认政策与业务特点是相匹配的，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

规定。 

问题四、报告期，公司重大在建项目共 8 个，新疆胜沃项目、新



疆能源项目和内蒙古港原项目陆续复工，其他 5 个项目均未复工。 

（1）请说明公司新疆胜沃项目、新疆能源项目和内蒙古港原项

目具体的复工情况，是否与预期安排一致，如否，请说明具体情况。 

回复： 

因为资金未能按照预期到位，所以新疆胜沃项目、新疆能源项目

和内蒙古港原项目复工后的进度未能达到预期。具体如下： 

新疆胜沃项目：2#电石炉的安装工作已经完成，因受资金影响，

调试工作未能如期开展。 

新疆能源项目：工艺包采购的前期技术谈判工作已经完成，因报

批报建工作还在推进中，工艺包采购未定标，总体设计未完成。 

内蒙古港原项目：6 台电石炉已投产，受资金影响，原料处理部

分设备未到场，未能进行调试。 

（2）请结合公司目前的经营情况说明你公司持续经营能力是否

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如存在，请提示相关风险。 

回复： 

2018 年 3 月，神雾集团与部分战略投资者分别签署投资合作意

向书。2018 年 4 月 26 日，神雾集团与上海图世签订了《战略合作协

议书》和《增资协议书》。根据协议书内容，本次交易上海图世拟出

资 15 亿元认购神雾集团增发的相应股份及提供流动性支持，其中人

民币 3.5 亿元用于购买神雾集团新发行的股份，其余人民币 11.5 亿元

用于支持神雾集团及其子公司技术推广及业务开展。2018 年 5 月 17

日公司接到控股股东神雾集团通知，上海图世增资款项 3.5 亿元已全



部到位。 

2018 年 8 月 20 日，神雾集团、上海图世、青岛伯勒共同签订

了投资《合作框架协议》，协议约定由上海图世（募集资金规模为 15 

亿元）、青岛伯勒（募集资金规模为 35 亿元）双方对神雾集团及其

下属子公司或相关项目进行投资。其中：上海图世出资 3.5 亿元用于

对神雾集团增资扩股成为其第二大股东（资金已到位）。青岛伯勒出

资 4.032 亿元用于对神雾集团增资扩股成为其第三大股东。其余资

金将全部以增资扩股或股权转让等方式由上海图世、青岛伯勒按 3：

7 的比例共同投资于神雾集团下属子公司以及所涉及的项目公司。 

报告期内，公司控股股东神雾集团积极推进引进战略投资者工

作，并已成功引进战投资金约 4.1 亿元（含：增资款 3.5 亿元及战略

投资款 3490 万元、2500 万元），但公司资金紧张问题仍未解决，项

目未能按计划进行，项目进展缓慢，收入贡献较少，公司整体运营受

到很大影响，如第四季度资金紧张问题仍未解决，公司未来持续经营

能力可能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问题五、8 月 21 日，你公司控股股东神雾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及其实际控制人、上海图世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青岛伯勒

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共同签订《合作框架协议》，交易完成后上海

图世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青岛伯勒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成

为控股股东的第二大股东、第三大股东。根据协议约定，吴道洪仍是

神雾集团第一大股东、实际控制人。请结合交易完成后神雾集团的股

权结构、董事会的席位安排等说明神雾环保是否存在实际控制人变更



的情况，如是，请详细说明。 

回复： 

2018 年 8 月 20 日，神雾集团、上海图世、青岛伯勒共同签订

了投资《合作框架协议》，协议约定由上海图世（募集资金规模为 15 

亿元）、青岛伯勒（募集资金规模为 35 亿元）双方对神雾集团及其

下属子公司或相关项目进行投资。其中：上海图世出资 3.5 亿元用于

对神雾集团增资扩股成为其第二大股东（资金已到位）。青岛伯勒出

资 4.032 亿元用于对神雾集团增资扩股成为其第三大股东。 

按照上述《合作框架协议》约定，交易完成后，神雾集团的第一

大股东仍为吴道洪先生，第二大股东为上海图世，第三大股东为青岛

伯勒。上海图世有权提名 2 名神雾集团的董事席位，青岛伯勒有权提

名 2 名神雾集团的董事席位，吴道洪先生有权提名 5 名神雾集团的董

事席位。神雾集团旗下的各控股公司的董事会人选提名由神雾集团决

定。 

根据《合作框架协议》约定，吴道洪先生仍为神雾集团第一大股

东、董事长。因此，该交易完成后，吴道洪先生仍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问题六、截至期末，公司应收账款账面余额为 21.67 亿元，计提

坏账准备 3.36 亿元。请结合你公司具体催收工作、回款情况等说明

坏账准备计提的充分性，并说明是否存在期后事项表明公司的应收账

款存在较大不能回收的情形，如存在，请详细披露。 

回复： 

根据公司对主要客户考察及后续履约能力评估，按账龄分析法计



提坏账。 

2018 年 6 月末应收账款账龄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单位名称 

 1 年以

内  

 1-2 年   2-3 年   3-4 年   4-5 年  

 5 年以

上  

 账面余额  

2018 年

1-6 月回

款 

乌海洪远新能源科

技有限公司 

24,980 77,682         102,662 10,000 

包头博发稀有新能

源科技有限公司 

27,529           27,529   

新疆胜沃能源开发

有限公司 

13,603 10,787         24,390 8,270 

内蒙古港原化工有

限公司 

6,602 6,800 6,464 1,032 1,120   22,018 475 

新疆圣雄能源开发

有限公司 

      21,063     21,063 479 

其他客户 7,045 4,482 2,248 9 1,771 3,513 19,069 3,013 

合计 79,759 99,751 8,712 22,104 2,891 3,513 216,731 22,237 

注：新疆圣雄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按期末单项金额重大并单项计提坏账准备，计提比例 50%。 

根据上表，1 年以内应收账款占总应收账款的比重约为 37%，属

于一个正常营业周期内的应收账款，风险较低。 

一年以上应收账款比重约为 63%，是公司着重催收的重点，公司

专门成立了应收账款催款小组，采取了发送催款函及上门催款等方式

进行积极催收。对于个别极难收款项，公司法务部联合法律顾问，采

取法律手段进行催收，在 2018 年 1-6 月份收回 22,237 万元。 

根据公司对主要客户考察及后续履约能力评估，按账龄分析法计



提坏账，对于收回具有较大不确定性且金额重大的应收账款，已提高

坏账准备计提比例，坏账准备计提充分。 

在与业主方的持续沟通中我们获悉，业主方正通过项目融资以及

引入外部资本金来加强自身的现金流，上海图世投资管理中心（有限

合伙）也将分批以股权投资的方式进入各项目公司，为后续项目建设

提供资金保障，从而使得上述项目公司在款项偿付方面违约性较小，

截至目前未发现存在表明公司的应收账款存在较大不能回收情形的

期后事项。 


	问题一、2017年，会计师以“无法判断上述预付款项的实际用途和对财务报表的影响，以及公司与该等公司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为由对你公司的2017年报出具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截至2018年6月，你公司对湖北大道天成商贸有限公司的预付账款从54,530万元上升至82,916万元。
	（1）请详细说明截至目前你公司对消除该事项的影响所采取的具体措施及效果，并说明预计消除影响的可能性及时间。
	（2）请补充说明报告期内对湖北大道天成商贸有限公司新增预付账款的支付时间、具体采购内容，结合合同具体条款说明是否符合相关约定，结合公司报告期收入规模、业务拓展情况等说明继续新增大额预付账款的合理性，并报备相关合同全文。
	回复：
	向湖北大道支付上述采购款，采购内容主要为应用于乌海化产项目的造粒系统、脱硫除尘系统、反应器、压缩机、钢结构、管材等设备材料。2018年1月付款时尚未接到业主关于工艺方案调整的通知，当时项目尚在正常开展，我公司为保障项目进度，向对方支付该采购款。这在当时项目正常开展的情况下，是合理的、也是保障项目按计划进行而必须的举措，该款项支付也符合合同约定。
	（3）请说明你公司因业主方工艺调整确认的预付款项的进展情况，在设备、工程改造等方面尚需支出的成本以及是否已开始优化调整，并结合相关设备、工程已发生成本、尚需支出的成本以及最终售价等因素说明是否需就预付款项计提资产减值。
	回复：
	目前因业主方工艺调整方案已基本确定，但由于工艺调整方案涉及的土建整改及设备改制增加的成本以及由此造成的后续的赔偿事宜还在与业主及相关的分包商、供应商进行商讨，实质性工作尚未展开，故相关资金支出仍挂在预付账款中。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及我司一贯执行的会计政策，如有确凿的证据表明预付账款的性质已经发生改变，或者因合同相对方破产、撤销等原因已经无望再继续履约的，应将原计入预付账款的金额转入其他应收款，并按规定计提坏账准备。但我公司的预付账款均不属于上述情况，且形成预付款的相关设备已加工定制以及工程量也已基本完成，只是由于工艺调整原因暂停结算，因此不需要计提减值准备，我司的相关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4）请说明与业主方就其工艺调整导致你公司损失的赔偿事宜进行磋商是否有实际进展，如否，请说明具体原因及是否有利于保护公司及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回复：
	目前业主方工艺调整方案已基本确定，但由于工艺调整方案涉及的土建整改及设备改制增加的成本以及由此造成的后续的赔偿事宜还在与业主及相关分包商、供应商进行商讨。因整改方案、赔偿金额等相关事项涉及业主方、总承包商及分包商、供应商等各方的利益，确认过程比较漫长，草率确认也是对各方不负责任的。我司在积极与各方进行沟通、协商的过程中，尽可能避免和减少公司遭受重大损失，尽量为公司争取最大的权益，从而切实保障我司及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待赔偿方案和标准等相关事宜与业主达成一致后，我司将与业主签署正式协议，以保障我司权益。
	问题二、报告期末，你公司其他应收款账面余额为31,641万元，较期初增长94%，其中对上海领程贸易有限公司、上海迅度实业有限公司分别新增往来款8,000万元、7,800万元。请补充说明上述公司是否与你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监高等存在关联关系，该款项的具体性质，是否履行相应审议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回复：
	问题三、报告期，你公司实现营业收入8,469万元，其中，工程总承包业务实现收入5,910万元，合同能源管理项目效益业务实现收入2,501万元。
	（1）请说明工程总承包业务确认收入的具体项目、报告期的完工进度及其确认依据、相关应收款项期后的回收情况。
	回复：
	工程总承包业务收入情况明细表
	单位：万元
	（2）请说明合同能源管理项目效益业务实现收入的具体情况、相关应收款项期后的回收情况。
	回复：
	公司2016年、2017年、2018年1-6月就港原化工节能技改项目的节能效益确认的收入情况如下：
	（3）请说明收入的确认是否遵循谨慎性原因、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如否，请说明具体情况。
	回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5号——建造合同》的规定，收入的确认依据如下：工程总承包业务按建造合同准则规定确认收入。工程总承包业务的项目周期通常超过一个会计年度。在建造合同的结果能够可靠估计情况下，于资产负债表日根据完工百分比法确认当期合同收入和合同费用。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规定并结合公司业务特点，我公司遵循谨慎性原则对成本收入进行确认，报告期内合同成本主要为实际发生的人工成本及部分设备材料成本，我司严格按照完工百分比法确认收入。
	我公司与业主方持续保持良好的沟通，在沟通中获悉，业主方正积极通过项目融资以及引入外部资本金等方式来加强自身的现金流，另外上海图世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也将分批以股权投资的方式进入各项目公司，为后续项目建设提供资金保障。业主方对于我司已经完成的工程无明显异议，且业主方有能力也有意愿对我方确认收入的相关应收款项进行偿付，即相关经济利益很可能会流入我公司。故上述收入确认政策与业务特点是相匹配的，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问题四、报告期，公司重大在建项目共8个，新疆胜沃项目、新疆能源项目和内蒙古港原项目陆续复工，其他5个项目均未复工。
	（1）请说明公司新疆胜沃项目、新疆能源项目和内蒙古港原项目具体的复工情况，是否与预期安排一致，如否，请说明具体情况。
	回复：
	因为资金未能按照预期到位，所以新疆胜沃项目、新疆能源项目和内蒙古港原项目复工后的进度未能达到预期。具体如下：
	新疆胜沃项目：2#电石炉的安装工作已经完成，因受资金影响，调试工作未能如期开展。
	新疆能源项目：工艺包采购的前期技术谈判工作已经完成，因报批报建工作还在推进中，工艺包采购未定标，总体设计未完成。
	内蒙古港原项目：6台电石炉已投产，受资金影响，原料处理部分设备未到场，未能进行调试。
	（2）请结合公司目前的经营情况说明你公司持续经营能力是否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如存在，请提示相关风险。
	回复：
	2018年3月，神雾集团与部分战略投资者分别签署投资合作意向书。2018年4月26日，神雾集团与上海图世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书》和《增资协议书》。根据协议书内容，本次交易上海图世拟出资15亿元认购神雾集团增发的相应股份及提供流动性支持，其中人民币3.5亿元用于购买神雾集团新发行的股份，其余人民币11.5亿元用于支持神雾集团及其子公司技术推广及业务开展。2018年5月17日公司接到控股股东神雾集团通知，上海图世增资款项3.5亿元已全部到位。
	2018 年 8 月 20日，神雾集团、上海图世、青岛伯勒共同签订了投资《合作框架协议》，协议约定由上海图世（募集资金规模为 15 亿元）、青岛伯勒（募集资金规模为35 亿元）双方对神雾集团及其下属子公司或相关项目进行投资。其中：上海图世出资3.5亿元用于对神雾集团增资扩股成为其第二大股东（资金已到位）。青岛伯勒出资 4.032 亿元用于对神雾集团增资扩股成为其第三大股东。其余资金将全部以增资扩股或股权转让等方式由上海图世、青岛伯勒按 3：7 的比例共同投资于神雾集团下属子公司以及所涉及的项目公司。
	报告期内，公司控股股东神雾集团积极推进引进战略投资者工作，并已成功引进战投资金约4.1亿元（含：增资款3.5亿元及战略投资款3490万元、2500万元），但公司资金紧张问题仍未解决，项目未能按计划进行，项目进展缓慢，收入贡献较少，公司整体运营受到很大影响，如第四季度资金紧张问题仍未解决，公司未来持续经营能力可能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问题五、8月21日，你公司控股股东神雾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实际控制人、上海图世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青岛伯勒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共同签订《合作框架协议》，交易完成后上海图世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青岛伯勒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成为控股股东的第二大股东、第三大股东。根据协议约定，吴道洪仍是神雾集团第一大股东、实际控制人。请结合交易完成后神雾集团的股权结构、董事会的席位安排等说明神雾环保是否存在实际控制人变更的情况，如是，请详细说明。
	回复：
	2018 年 8 月 20日，神雾集团、上海图世、青岛伯勒共同签订了投资《合作框架协议》，协议约定由上海图世（募集资金规模为 15 亿元）、青岛伯勒（募集资金规模为35 亿元）双方对神雾集团及其下属子公司或相关项目进行投资。其中：上海图世出资3.5亿元用于对神雾集团增资扩股成为其第二大股东（资金已到位）。青岛伯勒出资 4.032 亿元用于对神雾集团增资扩股成为其第三大股东。
	按照上述《合作框架协议》约定，交易完成后，神雾集团的第一大股东仍为吴道洪先生，第二大股东为上海图世，第三大股东为青岛伯勒。上海图世有权提名2名神雾集团的董事席位，青岛伯勒有权提名2名神雾集团的董事席位，吴道洪先生有权提名5名神雾集团的董事席位。神雾集团旗下的各控股公司的董事会人选提名由神雾集团决定。
	根据《合作框架协议》约定，吴道洪先生仍为神雾集团第一大股东、董事长。因此，该交易完成后，吴道洪先生仍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根据公司对主要客户考察及后续履约能力评估，按账龄分析法计提坏账。
	2018年6月末应收账款账龄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注：新疆圣雄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按期末单项金额重大并单项计提坏账准备，计提比例50%。
	根据上表，1年以内应收账款占总应收账款的比重约为37%，属于一个正常营业周期内的应收账款，风险较低。
	一年以上应收账款比重约为63%，是公司着重催收的重点，公司专门成立了应收账款催款小组，采取了发送催款函及上门催款等方式进行积极催收。对于个别极难收款项，公司法务部联合法律顾问，采取法律手段进行催收，在2018年1-6月份收回22,237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