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江苏双星彩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报问询的专项核查说明 

 

众会字（2019）第 2825 号 

深圳证券交易所： 

 

我们接受委托，对江苏双星彩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3 月 15 日董事会审议批

准报出的 2018 年 12 月 31 日的合并及公司资产负债表， 2018 年度的合并及公司利润表、

合并及公司现金流量表和合并及公司所有者权益变动表以及财务报表附注进行了审计，出

具了众会字(2019)第 1374 号审计报告。根据贵所下发的《关于对江苏双星彩塑新材料股份

有限公司 2018 年年报的问询函》中小板年报问询函【2019】第 21 号的要求，年报会计师

对相关问题进行了专项核查，具体说明如下： 

 

本次回复中，为表述得更为清楚，采用了以下简称： 

双星新材、公司 指 江苏双星彩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年报会计师 指  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评估师 

指 

福建联合中和资产评估土地 

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 

江西科为、被收购方、子公司 指 江西科为薄膜新型材料有限公司 

横向或纵向平衡尾数差异为小数点后两位四舍五入所致。 

 

 

 



 

1、2015 年，你公司完成了对江西科为薄膜新型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西科为”）100%

股权的收购，交易对手方承诺江西科为 2015 年、2016 年、2017 年和 2018 年实现的净利

润分别不低于 4,000 万元、5,000 万元、7,000 万元和 10,000 万元，江西科为在 2016 年

至 2018 年三年承诺期内都未能完成业绩承诺，其中 2018 年仅实现净利润 205 万元。请补

充说明： 

（2）年报披露，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你公司尚未收到交易对手方因未完成 2017 年

业绩承诺需补偿的款项。请说明 2016 年业绩补偿款是否已收到，并结合交易对手方的财

务状况，说明其履约能力是否存在重大不确定性，以及你公司拟采取及已采取的应对措施

及有效性。 

（3）请说明江西科为 2016 年至 2018 年未完成业绩承诺相关业绩补偿的会计处理，并请

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 

 

年报会计师回复： 

一、 业绩承诺协议约定及实现情况概述 

 

1、根据协议，江西科为原自然人股东柯秋平及时招军对本次收购业绩承诺如下： 

江西科为原自然人股东柯秋平及时招军承诺期间业绩为 (即 2015 年、2016 年、2017

年及 2018 年)江西科为实现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4,000 万元、5,000 万元、7,000 万元和

10,000 万元。如江西科为在业绩承诺期间实际业绩未达承诺的，柯秋平及时招军将向公司

进行业绩补偿。 

 

2、2015 年业绩实现情况 

江西科为被收购日为 2015 年 7 月，根据业绩承诺，江西科为 2015 年下半年应实现净

利润为 2,000 万元。经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江西科为 2015 年下半年

净利润的实现数为 20,760,936.99 元，完成的比例为 103.80%；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江西

科为 2015 年度净利润的实现数为 20,466,242.17 元，完成的比例为 102.33%。江西科为 2015

年度完成了业绩承诺。 



 

3、2016 年业绩实现情况 

根据业绩承诺，江西科为 2016 年应实现净利润 5,000 万元。经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审计，江西科为 2016 年度净利润的实现数为 4,421,786.89 元，完成的比例为

8.84%；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江西科为 2016 年度净利润的实现数为 3,549,322.42 元，完

成的比例为 7.10%。江西科为 2016 年度未完成业绩承诺。 

 

4、2017 年业绩实现情况 

根据业绩承诺，江西科为 2017 年应实现净利润 7,000 万元。经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审计，江西科为 2017 年度净利润的实现数为 6,006,138.64 元，完成的比例为

8.58%；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江西科为 2017 年度净利润的实现数为：4,345,330.40 元，

完成的比例为 6.21%。江西科为 2017 年度未完成业绩承诺。 

 

5、2018 年业绩实现情况 

根据业绩承诺，江西科为 2018 年应实现净利润 10,000 万元。经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审计，江西科为 2018 年度净利润的实现数为：2,047,525.96 元，完成的比例

为 2.05%；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江西科为 2018 年度净利润的实现数为：402,827.54 元，

完成的比例为 0.40%。江西科为 2018 年度未完成业绩承诺。 

 

二、 未完成业绩承诺相关业绩补偿的会计处理 

1、业绩补偿资金到账情况 

江西科为 2016 年至 2018 年均未完成业绩承诺，其中 2016 年度应实现净利润 5,000 万

元，经本所审计，净利润的实现数为 4,421,786.89 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的实

现数为 3,549,322.42 元，缺口为 46,450,677.58 元，依据协议，应当由柯秋平及时招军将向

公司进行业绩补偿。 

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该部分业绩补偿款已分三次资金到账。其中 2800 万由原承

诺人支付缴入双星银行账户内，剩余 18,450,677.58 元由双星新材实际控制人吴培服存入双

星银行账户内。 



 

收款情况具体如下： 

    宿迁市启恒投资有限公司（银行账户“1116************656”）于 2015 年 7 月 7 日收

到由柯秋平（银行账户“6222************121”）汇入的 1800 万现款。 

    江苏双星彩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银行账户“11160*************820”）于 2017

年 9 月 29 日收到由宿迁市启恒投资有限公司（银行账户“1116************656”）汇入的

1800 万现款，摘要为业绩补偿款。 

    江苏双星彩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银行账户“1046**********108”）于 2017 年 11

月 27 日收到由彭泽县人民法院通过中国农业银行（银行账户“1434**********163”）汇入

的 1000 万现款，摘要为领案款。 

吴培服委托金叶（身份证号 321302198701090020）于 2017 年 12 月 21 日 16:30 分 自

中国工商银行宿迁分行营业部提取现金 18,450,677.58 元，银行账户名：吴培服（银行账号

“ 6222************888 ”）。 江 苏 双 星 彩 塑 新 材 料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银 行 账 户

“1116************820”）于 2017 年 12 月 21 日 16:31 分 收到由吴培服以现金方式缴存

资金 18,450,677.58 元，摘要为 2016 年业绩补偿款。 

 

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除上述 2016 年业绩补偿款 46,450,677.58 元资金到账外，公

司未收到其他的业绩补偿款。 

 

2、业绩补偿的会计处理 

江西科为 2016 年至 2018 年均未完成业绩承诺，其中 2017 年已收到 2016 年度的业绩

补偿款 46,450,677.58 元，公司已依据上述银行资金入账单据进行了会计处理，其中，由原

承诺人缴付的资金 2800 万元借记银行存款、贷记营业外收入，记账凭证号分别为 2017 年

9 月记 762 号和 2017 年 11 月记 712 号凭证；由实际控制人吴培服缴存的 18,450,677.58 元

借记银行存款、贷记资本公积。记账凭证号为 2017 年 12 月记 472 号凭证。 

2017、2018 年的业绩补偿款公司均未收到，未在财务报表中予以确认。 

 

 



 

三、 《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并购业务中所约定的业绩承诺补偿属于衍生

金融工具，以被收购公司未来净利润作为一项财务指标，会计科目应分类为以公允价

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损益的衍生金融工具。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损益的衍生金融工具初始确认应当符合以下几项

条件：1）预计未来现金流量很大可能性会流入；2）金融工具的公允价值可以可靠计

量。江西科为 2016 至 2018 年均未完成业绩承诺，除 2016 年的业绩补偿款通过双方

协商得以收回补偿款，截止目前，公司尚未收到原承诺人柯秋平、时招军就 2017 年

度、2018 年度业绩补偿事项给付的相关资金，且尚未与江西科为柯秋平、时招军就业

绩补偿事宜达成一致意见，据此，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损益的衍生金融工具

预计未来现金流入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尚不符合确认条件。 

 依据《2016 年上市公司年报会计监管报告》中（二）权益性交易的认定与处理

存在误区的指引：“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和相关规定，对于控股股东直接或间接代公司

偿债、债务豁免或捐赠的行为，经济实质上属于控股股东对公司的资本性投入，应作

为权益性交易处理。年报分析发现，个别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代为承担其已发生的税

款、担保支出等费用，实质上属于控股股东对该公司的资本性投入，但上市公司将该

笔投入作为利得计入损益，而未作为权益性交易计入所有者权益（资本公积）。”公司

将实际控制人交付的 18,450,677.58 元计入资本公积。 

四、 年报会计具体核查程序 

1、 已取得上述资金到账 46,450,677.58 元的股权收购补充协议、银行进账单、银

行对账单、记账凭证及柯秋平付款指令单和业绩承诺补偿金额确认书、实际

控制人代为偿付说明。 

2、 由项目组直接至银行柜台打印相应款项的流水（有银行章），查验相关协议原

件，获取了现场签字照片并对相关人员进行了访谈记录。 

3、 已对资金到账 46,450,677.58 元寄发银行函证并确认金额一致。 

4、 已针对 2017 年业绩补偿事项寄发律师函证确认公司截止目前的追偿进度，同

时获得该事项的情况分析说明。 



 

五、 年报会计师核查结论 

江西科为 2016 年未完成业绩承诺，2016 年业绩补偿 46,450,677.58 元已收款到账，双

星新材于 2017 年实际收到由柯秋平确认并支付的 2016 年度业绩补偿款 2800 万元，计入营

业外收入，于 2017 年实际收到由实际控制人吴培服支付的代为偿付款 18,450,677.58 元计

入资本公积。年报会计师认为，2017 年确认业绩补偿款到位的会计处理是谨慎、合理的，

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及相关解释指引的规定。 

江西科为 2017 年和 2018 年业绩承诺未实现，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尚未收到

原承诺人柯秋平、时招军就 2017 年和 2018 年业绩补偿事项给付的相关资金，且尚未与柯

秋平、时招军就业绩补偿事宜达成一致意见，鉴于预计未来现金流入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业绩补偿款未在财务报表中予以确认，年报会计师认为，是谨慎、合理的，符合《企业会

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5、报告期末，你公司存货账面余额为 14.47 亿元，较期初增长 32.84%，未计提跌价准备。

请补充披露存货可变现净值的具体计算过程，并据此说明未计提跌价准备的合理性。请年

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减值测试的具体说明 

双星新材母公司 2018 年末产成品库存情况及可变现净值如下表所示：  

数量 金额

膜类 72,951,030.80   702,682,578.32                              10.42                                10.08                  9.63 否

其他 145,476,571.77       

合计 1,550,841,728.40    

是否减值项目
2018年12月31日

2019年1-2月平均

销售单价（不含

税）

扣除销管费用后的售价

（销管费用率3.15%）
存货单位成本

 

 

双星新材母公司 2018 年末主要原材料库存情况及可变现净值如下表所示：  

数量 金额

主要原料 64,888.35           439,633,601.55       7404.77                           6,775.23 否

是否减值项目
2018年12月31日 2019年1-2月产成

品销售价格扣除生

产中发生的成本后

存货单位成本

 

由上表可知，产成品截止于 2018 年 12 月 31 日期末库存单位成本均低于 2019 年 1 月

至 2 月的平均销售单价，公司管理层据此判定存货不存在减值迹象，无需计提存货跌价准

备。公司存货跌价准备的测试方法是依照《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而进行的。 

 

 

 

 

 

 

 

 

 



 

二、年报会计师具体核查程序 

 

1、对存货跌价准备相关的内部控制的设计与执行进行了评估。 

2、对存货监盘底稿进行重新复核，检查存货的数量、状况及产品有效期等。 

3、获取产品跌价准备计算表，复核存货减值测试，检查是否按公司相关会计政策执行，

检查以前年度计提的存货跌价本期的变化情况等，分析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是否充分。 

4、复核管理层对于存货跌价准备的计算过程是否符合相关《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测算所依赖的重要财务数据是否合理合法充分并公允。 

5、检查存货跌价准备是否已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在财务报表中作出恰当列报和披

露。 

 

三、年报会计师核查情况 

 

公司管理层于每个资产负债表日将每个存货项目的成本与其可变现净值逐一进行比

较，按较低者计量存货公允价值，并且按成本高于可变现净值的差额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根据公司披露的会计政策，存货中库存商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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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情况下，产

成品经测试不存在减值迹象的，则可以确认原材料亦不存在减值迹象。 

经复核，双星新材在期末对所有存货进行了全面的减值迹象分析，期末存货均处于正

常周转状态，产成品截止于 2018年 12月 31日期末库存单位成本均低于期后实际销售单价，

管理层据此判定存货不存在减值迹象，无需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的结论是符合《企业会计准

则》相关规定的。 

 

四、年报会计师核查意见 

综上所述，年报会计师认为，双星新材管理层对存货的跌价准备及账面价值的计算是

合理、充分的，未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6、报告期末，你公司按公允价值计量的可供出售权益工具账面余额为 4.03 亿元。请说明

可供出售权益工具的具体构成、会计处理依据及合规性。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

见。 

 

回复： 

一、可供出售权益工具的构成 

 

二、会计处理依据 

依照财政部等监管部门关于金融工具新老准则的衔接规定，公司将于 2019 年 1 月 1

日起全面执行 2017 年 3 月发布的新金融工具准则，2018 年度仍然执行老金融工具准则。 

 

 

1、江苏苏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3.98 亿元 投资比例 9.95% 

依据江苏苏宁银行发起人协议以及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中国银监会关于

筹建江苏苏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批复》（银监复[2016]419 号）中规定，该股权存在以下

几条约束条款： 

A、尊重江苏苏宁银行的自主经营权，在公司治理框架内规范行使股东权利，不干预

江苏苏宁银行的日常经营事务，不向江苏苏宁银行施加不当的指标压力，不与江苏苏宁银

行发生违规关联交易，按照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相关规定实施关联授信管理。 

B、自入股之日起 5 年内不转让所持有江苏苏宁银行股份，到期转让股份及受让方的

股东资格应取得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同意。按照有关商业银行股权管理的法律法规、规章

和规范性文件、江苏苏宁银行章程等规定，实施股权质押和转让。 

C、自入股之日起五年内不分红。 

 



 

综上，公司依照《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并结合发起人协议中的约束条款确定，

该项投资是对被投资单位不具有控制、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并在活跃市场中无报价、公

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的股权投资。据此，公司对江苏苏宁银行的投资归类为可供出售金融

资产核算，采用第三层次的公允价值计量，即采用估值模型来确定该项投资的公允价值。 

 

鉴于苏宁银行自设立起 5 年内限制股权交易，无法获取到最近融资价格；五年内限制

分红，无法获取明确收益；完整运营未满 2 个会计年度，公司还处于发展阶段，运用市场

估值模型对 P/E、P/B 数据进行测算出的苏宁银行的测算值与苏宁银行本身实际经营情况可

能存在较大差异，基于谨慎性考虑，公司最终采用了资产基础法作为估值模型的方法来测

算。 

依据取得的 2018 年度苏宁银行未经审计财务报表显示：总资产为 324 亿元，净资产为

40.06 亿元，营业收入为 4.5 亿元，净利润为 106 万元。折算双星新材 9.95%持股比例之后，

归属于双星新材的净资产为 3.99 亿元，归属于双星新材的净利润为 10.55 万元。据此，公

司管理层认为，经资产基础法估值方法估算得出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与账面价值

不存在重大差异，由于估值模型的测算难度较大，不同参数对测算结果影响较大，基于谨

慎性考虑，公司确认公允价值与账面价值一致。 

 

2、江苏宿迁民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519.42 万元 投资比例 1.2322% 

公司依照《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该项投资公司拟长期持有，以获取年度分红

为主要持有目的，持股比例较低，对被投资单位不具有控制、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并在

活跃市场中无报价、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的股权投资。据此，公司对民丰银行的投资归

类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核算，采用第三层次的公允价值计量，即采用估值模型来确定该项

投资的公允价值。 

公司从公开市场上可以获取同行业相关数据，运用市场估值模型，在公开市场上选取

同一行业的可比公司样本，每股收益即每股盈利（EPS）作为乘数倍数，并考虑流动性折

扣，经测算对此项投资估值得出的公允价值约为 523 万元，由于估值模型的测算难度较大，

不同参数对测算结果影响较大，基于谨慎性考虑，公司确认公允价值与账面价值一致。 



 

三、年报会计师意见 

年报会计师核查了相关发起人协议，银监会批准投资设立批复、股金证、历年分红决

议等文件，对被投资公司进行了股权函证并回函确认一致。年报会计师认为，公司对两家

银行的投资比例较低，未委派董事或参与经营决策，对被投资银行不存在重大影响，按照

《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归入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核算是恰当合理合规的。被投资公司股

权在活跃市场中无报价，属于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的股权投资，公司采用第三层次的公

允价值计量。公允价值经估值模型测算后确认其公允价值与账面价值不存在重大差异，基

于谨慎性考虑，公司确认账面价值即为公允价值。年报会计师认为，公司估值模型测算方

法符合股权投资实际情况和公司持有意图，参数相对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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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上海                                        二〇一九年三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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