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准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Zhongzhun Certified Public Accountants                   
 

关于对通化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事后审核问询函的回复说明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监管一部： 

根据贵部下发的关于对通化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18 年年

度报告的事后审核问询函（上证公函【2019】0546 号）所述内容，我所组织相关人

员，结合 2018 年度财务报表审计情况，严格按照要求对贵部问询函中提出的问题，

进行认真、详细分析与核查，现就相关问题答复如下： 

问题 1： 

关于上游供应商情况。年报披露,公司电商平台采购成本达 8.26 亿元, 前五名供

应商采购额 7.77 亿元，占年度采购总额的 90.22%。请公司：（1）结合订单、运输、 

货品入库及价款结算等因素，补充披露九润源电商平台的采购模式；（2）补充披露

电商平台前十大供应商的名称，并分别列示主要供应产品、采购金额及占比、结算

及资金往来情况等；（3）核实确认电商平台的采购订单信息、供应商发货单、物流

单、入库情况等信息是否一致。 

公司回复： 

（2）公司 2018 年电商平台前十大供应商采购情况见下表 

序号 供应商 主要产品 
采购金额（不含

税） 
占比 

结算金额及资

金往来 

1 
江苏蓝色梦想电子商务有限

公司(苏酒集团全资子公司) 
洋河 413,592,852.71 50.06% 420,739,511.72 

2 贵州习酒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习酒 235,802,218.21 28.54% 238,713,341.44 

3 
安徽古井云商电子商务有限

公司 
古井 67,063,861.25 8.12% 91,075,037.00 

4 湖北劲牌皇宫酒业有限公司 劲酒 35,667,161.02 4.32% 40,508,585.04 

5 北京京星泰商贸有限公司 红星 24,864,399.51 3.01% 23,899,323.14 

6 
樟树市四特东方韵酒业有限

公司 
四特 18,405,587.34 2.23% 21,938,496.00 



 

                                                 

 

7 上海健特酒业有限公司 黄金酒 6,505,080.91 0.79% 9,032,574.00 

8 上海西凤酒销售有限公司 西凤酒 5,837,182.96 0.71% 4,947,365.00 

9 泸州老窖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泸州老窖 2,747,714.76 0.33% 1,345,320.00 

10 
苏州市阳澄湖三家村蟹业有

限公司 
礼品券 1,200,000.00 0.15% 440,000.00 

  合计   811,686,058.67 98.24% 852,639,553.34 

九润源上游供应商一般要求采取先付款后发货方式，九润源与上游供应商除采购

货款的资金往来外无其他资金往来。 

会计师核查意见： 

结合年度审计，我们对公司提供的九润源公司前十大供应商进行了核查，主要核

查并抽取了相关采购合同、发票、入库单、运输单据、付款凭证等相关基础资料，对

相关采购金额、比重进行了复核与加计，经核实，公司提供的上述前十大供应商信息

与账簿记录一致。 

 公司回复： 

（3）经公司自查核实，相关采购订单、供应商发货单、物流单、入库情况等相关

信息一致。九润源采购商品时在系统中提交订单后，系统自动生成采购订单；采购商

品到货后，与发货单及物流单进行核对并进行验收；经验收入库后，仓库管理员将入

库单等信息录入系统。 

会计师核查意见： 

结合年报审计，我们复核了对相关采购供应商的测试记录，再次对相关采购订

单、供应商发货单、物流单、入库情况进行了核对，经核实，相关信息一致。 

问题 2： 

关于下游客户情况。 年报披露,公司电商平台实现营业收入 9.67 亿元，九润源电

商平台的主要客户为京东、 天猫超市、苏宁易购等多家电商网站，同时九润源通过

酒街网公司在各大主流的电子商务平台上经营白酒品牌旗舰店,进行相关酒水类的网

络零售，请公司：（1）结合订单,运输及价款结算等因素，补充披露电商平台的具体

销售模式；（2）列示九润源电商平台下游前十大客户的名称，销售金额及占比、结

算情况等；（3）补充说明九润源与酒街网公司的具体业务合作模式，以及九润源通



 

                                                 

 

过酒街网公司在主流电商平台上经营白酒品牌旗舰店的具体模式及销售金额；（4）

区分客户类型，补充披露九润源对下游客户的信用销售管理情况及平均回款周期。 

公司回复： 

（2）2018 年电商平台下游销售的前十名客户和销售收入见下表 

序号 经销商 金额 占比 

1 北京京东世纪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785,901,771.35 81.23% 

2 浙江天猫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38,802,258.67 4.01% 

3 
苏宁易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苏宁采购中

心 
33,395,034.25 3.45% 

4 深圳市顺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3,709,214.39 0.38% 

5 唯品会（中国）有限公司 3,423,423.32 0.35% 

6 亚马逊（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3,211,101.90 0.33% 

7 中粮海优（北京）有限公司 1,636,651.15 0.17% 

8 北京康益泉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903,507.75 0.09% 

9 酒仙网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 344,728.20 0.04% 

10 杭州优卖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268,959.33 0.03% 

  合计 871,596,650.31 90.09% 

 

九润源向销售平台销售商品结算方式为按结算账期付款 ，合同约定结算期为

30-60 天，实际回款未超过结算期。 

会计师核查意见： 

结合年报审计，我们对公司提供的 2018 年电商平台下游销售的前十名客户销售

收入进行了核实，我们核查了相关销售合同、发票、出库单、运输单、收款凭证等相

关依据，对相关销售数据进行了复核加总。结合客户欠款账龄分析，对欠款期限进行

复核。经核查，我们认为公司对本问题的回复无误。 

公司回复： 

（3）具体业务合作模式：酒街网是九润源的全资子公司，也是九润源下游客户之

一，是对九润源主营业务的补充，酒街网在京东、猫超、苏宁等主流电商平台上开设

网络旗舰店（包括专营店、专卖店等网店）进行零售，销售的产品仅一小部分由酒街



 

                                                 

 

网自行采购，其余大部分产品由九润源按酒街网的需要采购以后销售给酒街网。 

店铺经营具体模式：酒街网在取得上游酒厂的产品授权后可以在授权平台上开设

店铺，上架销售，并根据酒厂指导的价格体系进行售卖。酒街网在京东、猫超、苏宁

等主流电商平台上开设网络旗舰店（包括专营店、专卖店等网店）进行零售，直接对

象是终端消费者，双方并未签订购货的合同，是终端消费者自主在网络店铺内下订单，

随时发生，收到消费者订单后由酒街网仓库发货或者由委托的第三方仓库发快递至终

端消费者，消费者收到产品以后由终端消费者与店铺进行结算并回款。 

2018 年度九润源通过酒街网公司在主流电商平台上经营白酒品牌旗舰店的名称

及店铺销售金额见下表 

店铺名称 金额（元） 

猫超平台-洋河江锦源专卖店 12,704,804.08 

猫超平台-江锦源酒类专营店 28,323,172.40 

京东平台-京东酒街网旗舰店 28,179,466.98 

猫超平台-通化旗舰店 2,008,844.29 

其他店铺 1,306,114.78 

合计 72,522,402.53 

会计师核查意见： 

本期九润源通过子公司北京酒街网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利用在网络平台设立店铺

模式直接对客户进行销售的金额占公司销售总额比重较小，仅为 7.06%。我们对相关

销售数据进行了核查，与公司回复问题中所述信息一致。 

公司回复： 

（4）下游主要客户信用期及平均回款周期情况见下表 

主要客户名称 
 2018 年度  

信用期  平均回款周期 

北京京东世纪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30-60 天 28.43 天 

浙江天猫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30-45 天  25 天 

九润源下游主要客户为京东，其销售占比为 81.23%，京东平均回款周期为 28.43

天，平均回款周期在信用期内；其他下游客户所占比重较小，平均周转期在 6 个月以



 

                                                 

 

内，历史上未发生过坏账损失。 

会计师核查意见： 

我们对主要客户北京京东世纪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浙江天猫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销售合同进行了查阅，公司提供的其与京东约定的结算期为 30-60 天；与浙江天猫约

定的结算期为 30-45 天，此信息与相关合同记录一致。我们结合对京东、浙江天猫审

计核对后的应收账款余额，对相关应收账款周转天数进行复算，与公司提供的信息一

致。 

问题 3： 

关于保理融资的业务模式。年报披露，公司收到，支付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

的现金分别为 10.27 亿元，4.07 亿元，对象均为上海邦汇商业保理有限司，深圳市前

海现在商业保理有限司，苏宁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三家保理公司。请公司：（1）列示

公司与上述保理公司之间资金往来的明细情况，包括具体金额及业务背景等；（2）

补充披露上述保理公司与公司、九润源或公司下游客户是否存在关联关系；（3）区

分不同保理公司，结合业务合同条款以及有无应收账款质押、有无追索权等权利义

务因素，补充披露保理融资的具体类型模式及相应金额；(4)补充披露不同类型保理

业务的具体会计处理及依据。 

公司回复： 

（1）九润源的保理业务是将其现在或将来的基于其与买方订立的货物销售/服务

合同所产生的应收账款转让给保理商，保理商在保留追索权的前提下，向其提供资金

融通的综合金融服务方式。 

九润源是一家主要面向电商平台的商品流通公司，存货及资金流动性较大，一般

平台结算回款周期为 30-60 天，对于大促、节日期间备货量大，上游厂商又先款后货

的结算方式，为满足公司运营需求，公司与平台下属保理公司签订协议，以对平台销

售形成的应收账款偿还融资款方式，向保理公司借款用来补充资金周转，借此抓住市

场机遇、扩大市场份额，在审慎比较财务成本与资金使用效率的机会成本后，采用融

资保理方式以盘活存量资本。 

目前，九润源的保理业务主要通过上海邦汇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深圳市前海现



 

                                                 

 

在商业保理有限公司、苏宁商业保理有限公司实现。 

九润源与上述保理公司之间资金往来的明细情况如下 

项     目 本期融资金额 本期偿还金额 

苏宁商业保理有限公司  46,733,490.56   25,191,770.54  

深圳市前海现在商业保理有限

公司 
96,140,096.01 96,140,096.01 

上海邦汇商业保理有限公司  884,566,000.00   823,257,646.52  

合     计  1,027,439,586.57   944,589,513.07  

 

会计师核查意见： 

通过查阅相关保理合同，我们了解到，九润源的保理业务是将其销售所产生的应

收账款转让给保理商，保理商在保留追索权的前提下，向其提供融资的模式。我们对

本期公司与保理公司之间融资借款与还款进行了核查，主要核查了公司保理账户的明

细融资与还款情况，经核查，公司提供的信息无误。 

公司回复： 

（3）九润源保理融资全部为带追索权的应收账款保理融资。根据九润源与各保

理公司签定的保理合同约定，公司需将针对电商平台销售产生的应收账款转让给保理

公司，并向保理公司申请有追索权的保理融资业务。九润源与各保理公司保理往来金

额见本条回复（1）。 

会计师核查意见： 

结合年报审计，我们重新查阅了相关保理合同，据合同记录，九润源的应收账款

保理业务全部为带有追索权的保理业务类型。相关保理融资金额核查情况见本问题

（1）的回复意见。 

公司回复： 

（4）润源合作的保理公司有上海邦汇商业保理有限公司、苏宁商业保理有限公

司、深圳市前海现在商业保理有限公司，同为有追索权的保理类型。因应收账款回款



 

                                                 

 

路径不同会计处理略有不同，上海邦汇商业保理所做的是京东平台的保理业务，京东

回款会先回到保理公司，自动偿还保理融资款；苏宁商业保理所做的是苏宁平台的保

理业务，苏宁回款会先回到保理公司，自动偿还保理融资款；深圳市前海现在商业保

理所做的是中粮、亚马逊等其他电商平台的保理业务，其他电商平台回款会回到九润

源，需要公司主动提起偿还保理融资款业务，具体会计处理如下： 

上海邦汇及苏宁保理的会计处理 

1、 将商品发给京东、苏宁 

借：发出商品 

贷：库存商品 

2、 收到京东、苏宁收货结算单，确认收入 

借：应收账款 

贷：主营业务收入 

贷：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 

3、 从上海邦汇和苏宁保理融资 

借：银行存款 

贷：其他应付款 

4、 京东、苏宁回款，还融资款 

借：其他应付款 

    财务费用 

贷：应收账款 

深圳前海保理融资的会计处理 

1、 将商品发给其他电商平台 

借：发出商品 

贷：库存商品 

2、 收到其他平台收货结算单，确认收入 

借：应收账款 

贷：主营业务收入 

贷：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 

3、 从前海保理公司融资 

借：银行存款 

贷：其他应付款 

4、 其他平台回款 

借：银行存款 

贷：应收账款 

5、偿还前海保理融资款 

借：其他应付款 

    财务费用 

贷：银行存款 

会计师核查意见： 



 

                                                 

 

针对公司的有追索权的保理业务类型，我们查阅了相关准则及指南依据，根据

“《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财政部财会[2006]3 号）第二十

五条及《企业会计准则第 23 号—金融资产转移》应用指南（财政部财会[2006]18 号）

第一条规定，保留追索权的金融资产转让不满足终止确认条件。”九润源对初始用于

保理融资的应收账款不终止确认，待客户电商平台将应收货款回款至保理公司后，公

司再核销应收账款与所欠保理融资款。我们认为，公司的相关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

准则相关规定。 

问题 4： 

关于保理借款情况。年报披露 ,公司期末其他应付款 2.86 亿元，同比增加 

37.87%，主要系九润源保理借款增加所致； 保理借款期末余额 2.65 亿元，请公司

补充披露保理借款的明细情况，分别列示借款对象名称，金额，期限，利率及对应

保理融资类型等。 

公司回复： 

九润源保理借款期末余额为 265,373,272.62 元，是由上海邦汇商业保理有限公

司、深圳市前海现在商业保理有限公司、苏宁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亳州安信小额贷款

有限责任公司构成。保理融资利率为年化 8-12%，因平台回款会自动偿还保理公司融

资余额，公司也可以主动发起提前还款，所以融资期限应为放款时间至回款日，已过

到期日未回款的融资期限为放款日期至到期日。具体明细如下： 

名称 期末融资余额 年利率（%） 借款日期 到期日 类型 

上海邦汇商业保

理有限公司 
222,817,644.69   8-12% 

2018 年 10 月

-2018 年 12 月 

2019 年 10 月

-2019年12月  

有追索权保

理融资 

深圳市前海现在

商业保理有限公

司 

11,113,907.91 8-12% 
2018 年 10 月

-2018 年 12 月 

2019 年 1 月

-2019 年 3 月  

有追索权保

理融资 

苏宁商业保理有

限公司 
23,441,720.02  8-12% 

2018 年 10 月

-2018 年 12 月 

2019 年 1 月

-2019 年 3 月  

有追索权保

理融资 

亳州安信小额贷

款有限责任公司 
8,000,000.00 8-12% 2018 年 9 月 2019 年 3 月 定向借款 



 

                                                 

 

合计 265,373,272.62        

我们的核查意见： 

我们获取了公司保理业务明细账、保理合同，对期末公司与各保理公司的保理融

资余额进行了核查，核查了各保理公司融资放款金额、利率、放款时间、到期日及保

理融资类型，我们认为公司提供的回复信息无误。 

问题 5： 

关于保理融资的融资成本情况。年报披露，报告期内公司财务费用 1205.99 万元，

较上年增加 479 万元，增加 65.9%,系九润源保理业务增加导致利息支出增加所致；

2017 年年报问询函回复披露，上海邦汇为京东旗下保理公司，专门对京东的应收账

款提供保理服务，九润源在保理额度内随借随还并按日计息，请公司：（1）补充披

露报告期内九润源向各保理公司融资的财务费用情况，包括支付利息的利率水平及

具体金额，说明融资成本是否合理；（2）说明公司向应收账款欠款方旗下保理公司

支付利息的商业合理性。 

公司回复： 

（1）2018 年度资产融资利率和财务费用如下表 

融资渠道 利率 财务费用 

上海邦汇商业保理有限公司 8-12% 10,547,393.81 

深圳市前海现在商业保理有限公司 8-12% 1,231,888.39 

苏宁商业保理有限公司 8-12% 236,479.54 

合     计  12,015,761.74 

以京东为例，京东确认收到商品后，按照合同规定，根据商品货值和信用额度安

排上海邦汇商业保理有限公司给予相应的保理额度，并按照保理合同约定的利率，按

日计算利息，融资成本较为合理。 

（注：日利率=年利率/360，保理融资利息＝保理融资本金×实际融资天数×日利

率） 

会计师核查意见： 

我们获取了公司与上海邦汇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深圳市前海现在商业保理有限公



 

                                                 

 

司、苏宁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三家公司保理合同、保理业务明细账，对公司本期与上述

三家公司保理融资产生的财务费用进行了复算，复算结果与公司提供的信息一致。 

问题 6： 

关于保理融资与应收账款间的会计处理情况。2017 年年报问询函回复中称，公

司保理融资部分通过直接冲销九润源对主流电商平台应收款项来归还，使得应收账

款回款产生的“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和“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

金”同时减少。请公司：（1）说明本年度是否存在直接冲销应收账款以偿还保理融资

的情形，并补充披露直接冲销的应收账款规模，列示每笔冲销的应收账款金额及对

应欠款方、保理融资偿还金额及对应保理公司等；（2）补充披露冲销应收账款以偿

还保理融资的具体会计处理及依据，说明应收账款终止确认的时点；（3）补充披露

直接冲销应收账款以偿还保理融资的方式是否存在保理公司再次向公司追偿等风

险；（4）补充披露除直接冲销应收账款外，是否存在其他针对保理公司融资及偿还

的会计处理方式，解释说明采取不同会计处理的原因以及合规、合理性。 

公司回复： 

（1）九润源本年度存在直接冲销应收账款以偿还保理融资的情况。客户京东、

苏宁按约定将所欠九润源应收账款回款至上海邦汇商业保理有限公司和苏宁商业保

理有限公司时，公司将应收账款回款与所欠保理融资款同时冲销。应收账款回款与所

欠保理融资款冲销明细如下： 

2018 年度冲销北京京东世纪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应收账款明细 

月份 
应收账款 其他应付款 

欠款方 金额 保理公司 金额 

2018/2/27 
北京京东世纪信息技

术有限公司 
41,013,964.07 

上海邦汇商业保

理有限公司 
41,013,964.07 

2018/3/31 
北京京东世纪信息技

术有限公司 
1,330,903.91 

上海邦汇商业保

理有限公司 
1,330,903.91 

2018/4/2 
北京京东世纪信息技

术有限公司 
2,538,981.02 

上海邦汇商业保

理有限公司 
2,538,981.02 

2018/4/2 
北京京东世纪信息技

术有限公司 
20,936,878.01 

上海邦汇商业保

理有限公司 
20,936,878.01 

2018/5/3 
北京京东世纪信息技

术有限公司 
1,598,059.00 

上海邦汇商业保

理有限公司 
1,598,059.00 



 

                                                 

 

2018/5/16 
北京京东世纪信息技

术有限公司 
873,266.49 

上海邦汇商业保

理有限公司 
873,266.49 

2018/5/31 
北京京东世纪信息技

术有限公司 
10,874,379.25 

上海邦汇商业保

理有限公司 
10,874,379.25 

2018/6/30 
北京京东世纪信息技

术有限公司 
29,800,688.71 

上海邦汇商业保

理有限公司 
29,800,688.71 

2018/8/31 
北京京东世纪信息技

术有限公司 
385,016.93 

上海邦汇商业保

理有限公司 
385,016.93 

2018/8/31 
北京京东世纪信息技

术有限公司 
2,401,439.53 

上海邦汇商业保

理有限公司 
2,401,439.53 

2018/9/30 
北京京东世纪信息技

术有限公司 
36,371,086.17 

上海邦汇商业保

理有限公司 
36,371,086.17 

2018/10/31 
北京京东世纪信息技

术有限公司 
567,473.57 

上海邦汇商业保

理有限公司 
567,473.57 

2018/10/31 
北京京东世纪信息技

术有限公司 
44,249,648.24 

上海邦汇商业保

理有限公司 
44,249,648.24 

2018/11/30 
北京京东世纪信息技

术有限公司 
35,329,969.59 

上海邦汇商业保

理有限公司 
35,329,969.59 

2018/12/31 
北京京东世纪信息技

术有限公司 
1,127,816.59 

上海邦汇商业保

理有限公司 
1,127,816.59 

2018/1/31 
北京京东世纪信息技

术有限公司 
3,096,977.81 

上海邦汇商业保

理有限公司 
3,096,977.81 

2018/3/26 
北京京东世纪信息技

术有限公司 
15,787,590.66 

上海邦汇商业保

理有限公司 
15,787,590.66 

2018/3/31 
北京京东世纪信息技

术有限公司 
81,790,575.53 

上海邦汇商业保

理有限公司 
81,790,575.53 

2018/5/30 
北京京东世纪信息技

术有限公司 
16,684,968.94 

上海邦汇商业保

理有限公司 
16,684,968.94 

2018/5/31 
北京京东世纪信息技

术有限公司 
6,323,770.52 

上海邦汇商业保

理有限公司 
6,323,770.52 

2018/6/30 
北京京东世纪信息技

术有限公司 
11,581,629.79 

上海邦汇商业保

理有限公司 
11,581,629.79 

2018/7/31 
北京京东世纪信息技

术有限公司 
17,213,828.83 

上海邦汇商业保

理有限公司 
17,213,828.83 

2018/8/31 
北京京东世纪信息技

术有限公司 
11,623,267.45 

上海邦汇商业保

理有限公司 
11,623,267.45 

2018/9/30 
北京京东世纪信息技

术有限公司 
19,655,282.59 

上海邦汇商业保

理有限公司 
19,655,282.59 

2018/10/31 
北京京东世纪信息技

术有限公司 
72,153,477.55 

上海邦汇商业保

理有限公司 
72,153,477.55 

2018/11/30 
北京京东世纪信息技

术有限公司 
32,877,819.11 

上海邦汇商业保

理有限公司 
32,877,819.11 



 

                                                 

 

合计：   518,188,759.86   518,188,759.86 

 

2018 年度冲销苏宁易购集团有限公司苏宁采购中心应收账款明细： 

月份 
应收账款 其他应付款 

欠款方 金额 保理公司 金额 

2018/6/15 
苏宁易购集团有限公

司苏宁采购中心 
7,900,000.00 

苏宁商业保理有

限公司 
7,900,000.00 

2018/6/30 
苏宁易购集团有限公

司苏宁采购中心 
1,294,256.10 

苏宁商业保理有

限公司 
1,294,256.10 

2018/10/31 
苏宁易购集团有限公

司苏宁采购中心 
1,952,359.27 

苏宁商业保理有

限公司 
1,952,359.27 

2018/11/30 
苏宁易购集团有限公

司苏宁采购中心 
4,179,339.69 

苏宁商业保理有

限公司 
4,179,339.69 

2018/12/31 
苏宁易购集团有限公

司苏宁采购中心 
2,686,817.49 

苏宁商业保理有

限公司 
2,686,817.49 

2018/12/31 
苏宁易购集团有限公

司苏宁采购中心 
1,241,279.98 

苏宁商业保理有

限公司 
1,241,279.98 

合计：   19,254,052.53   19,254,052.53 

注：对深圳市前海现在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不存在直接冲销应收账款的情况。 

会计师核查意见： 

我们获取并核查了公司与上海邦汇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深圳市前海现在商业保理

有限公司、苏宁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三家公司保理业务明细账，对因客户回款冲销应收

账款以偿还保理融资的款项明细进行了核对，并对明细款项进行了加计复核。经核实，

公司提供的回复信息与我们的核查结果一致。 

公司回复： 

（2）如“问题 3（4）”所述，依据规定，九润源在收到保理公司的融资款项时，

不对保理融资的应收账款终止确认，待客户电商平台将应收货款回款至保理公司后，

公司核销应收账款与所欠保理融资款，此时公司终止确认应收账款。 

会计师核查意见： 

如“问题 3（4）”核查意见所述，依据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因用于保理的

应收账款不满足终止确认条件，在初始用于保理时不终止确认，待客户电商平台将应



 

                                                 

 

收货款回款至保理公司后，公司核销应收账款与所欠保理融资款，此时公司终止确认

应收账款。 

公司回复： 

（4）除直接冲销应收账款外，九润源存在以现款方式直接偿还保理公司欠款的

情况。在保理融资欠款到期前且在电商平台尚未将货款支付给保理公司的前提下，公

司在资金充足时会提前偿还融资款，以减少支付给保理公司的融资费用，降低公司融

资成本。 

会计师核查意见： 

经我们核查，九润源存在以现款方式直接偿还保理公司欠款的情况。在保理融资

欠款到期前且在电商平台尚未将货款支付给保理公司的前提下，为降低融资成本，公

司在资金充足时存在以现款方式直接偿还保理公司欠款的情况。公司会计处理方式是

减少货币资金，同时核销其他应付款中所欠保理融资款，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问题 7： 

关于应收账款情况。年报披露，公司期末应收账款余额 1.86 亿元，同比增加

157.16%，主要系九润源业务增长所致。请公司：（1）列示九润源期末应收账款的具

体明细情况，包括欠款方、 金额及业务背景等；（2）补充披露九润源最近三年的应

收账款坏账计提和实际发生情况，结合账龄及对应客户，说明电商平台的结算模式

及应收账款回款是否存在风险，以及坏账准备计提是否充分。 

公司回复： 

（1）九润源期末应收账款明细 

欠款方 期末余额 业务背景 

北京京东世纪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116,610,574.67 销售货款 

苏宁易购集团有限公司苏宁采购中心 16,161,134.23 销售货款 

猫超平台-江锦源酒类专营店 2,620,890.73 销售货款 

亚马逊（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1,428,632.20 销售货款 

中粮海优（北京）有限公司 1,010,054.32 销售货款 

京东平台-酒街网旗舰店(FBP) 968,235.73 销售货款 

猫超平台-洋河江锦源专卖店 835,528.02 销售货款 



 

                                                 

 

猫超平台-华素旗舰店 437,280.03 销售货款 

其他 4,175,117.02 销售货款 

合计 144,247,446.95  

会计师核查意见： 

结合 2018 年年度审计，我们核查了公司相关客户往来明细账，对相关客户销售

合同、发票、运输单据、收款凭证等进行了核实，并将客户明细账与总账、报表进行

了核对。经核实，公司提供的上述应收账款明细数据无误。 

公司回复： 

（2）九润源最近三年的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情况 

账龄 
2018 年末余额 

应收账款 坏账准备 计提比例 

1-6 个月 141,800,247.26    

7-12 个月 1,664,742.46 83,237.13 5% 

一至二年 376,207.78 37,620.78 10% 

二至三年 246,940.94 37,041.14 15% 

三年以上 159,308.51 159,308.51 100% 

合计 144,247,446.95 317,207.56  

 

账龄 
2017 年末余额 

应收账款 坏账准备 计提比例 

1-6 个月 25,449,818.31     

7-12 个月 996,049.78 49,802.49 5% 

一至二年 412,809.45 26,830.89 10% 

二至三年 142,500.31 21,375.05 15% 

三年以上 153,686.33 153,686.33 100% 

合计 27,154,864.18 251,694.76  

 

账龄 
2016 年末余额 

应收账款 坏账准备 计提比例 

1-6 个月 18,049,461.75                                 

7-12 个月 1,671,555.53 83,577.78 5% 



 

                                                 

 

账龄 
2016 年末余额 

应收账款 坏账准备 计提比例 

1-6 个月 18,049,461.75                                 

一至二年 199,027.40 19,902.74 10% 

二至三年 33,018.61 4,952.79 15% 

三年以上 120,667.72 120,667.72 100% 

合计 20,073,731.01 229,101.03  

九润源主要客户为京东、苏宁等电商平台，2018 年末上述两家公司应收账款余

额占九润源全部应收账款余额比例为 92.04%，其中应收京东账款占比为 80.84%。 

九润源每年与京东、天猫超市等电商平台签订框架合作合同，约定结算、运输方

式、售后服务等相关销售事宜，于购销业务实际发生时电商平台下达具体采购订单，

九润源按照客户的具体订单进行备货、安排发货事宜。商品发往客户指定的仓库后，

经客户验收确认无误确认为发出商品相应减少库存商品。同时，根据合作合同约定的

结算账期，各电商平台出具结算单，九润源将结算单上的订单编号及价格与前述的客

户订单进行核对，核对无误后按照结算单上金额进行结算。 

九润源应收账款账龄主要集中在 1-6 个月内，公司已根据制定的应收款项会计政

策相应计提了坏账准备。公司在与京东、天猫超市等电商平台历史合作过程中，未发

生过应收账款坏账损失。 

会计师核查意见： 

我们查阅了公司相关与电商的销售合同，对其中的结算方式、运输方式等条款进

行了核查，公司在回复中所述的结算模式与合同规定相符。 

结合近 3 个会计年度对九润源审计的相关情况，我们对公司应收账款账龄划分及

坏账准备计提进行了复核。经核查，九润源应收账款账龄主要集中在 1-6 个月内，公

司已根据制定的应收款项会计政策相应计提了坏账准备。结合以往年度审计，我们未

发现公司在与京东、苏宁等电商平台因核算模式在历史合作过程中发生过应收账款坏

账损失情况，公司坏账准备的计提方法和计提比例保持了合理的谨慎性，符合企业会

计准则的规定。 

问题 8： 



 

                                                 

 

关于受限应收账款情况。年报披露,应收账款期末余额中有 1.44 亿元为办理保理

融资而使用受限。请公司：（1）结合具体保理融资模式，补充披露受限应收账款的

具体情况，包括应收账款对应欠款方及金额、保理公司名称等；（2）补充披露 1.44

亿元应收账款因保理产生的贴现折让或财务费用，以及扣除相应折让或费用后的实

际可收回金额，说明是否已将相应财务费用计入 2018 年当期损益以及对公司利润的

影响情况。 

公司回复： 

（1）九润源的保理业务是市场上典型的应收账款保理业务模式，是卖方将其现

在或将来的基于其与买方订立的货物销售/服务合同所产生的应收账款转让给保理

商，保理商在保留追索权的前提下，向其提供资金融通的综合金融服务方式。公司保

理的应收账款，客户直接回款至保理公司，保理公司收到货款后，公司核销应收账款

与所欠保理融资款。保理的应收账款实际上已质押给相关保理公司，属于使用权受限

资产。 

九润源 2018 年末应收京东货款余额为 116,610,574.67 元，由上海邦汇商业保理

有限公司提供保理业务；九润源 2018 年末应收苏宁货款余额为 16,161,134.23，由苏

宁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提供保理业务；九润源对其他一些电商平台的应收账款，如深圳

市顺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纽海信息技术（上海）有限公司、浙江菜鸟供应链管理有

限公司、中粮海优（北京）有限公司、亚马逊（中国）投资有限公司等，由深圳市前

海现在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提供保理业务。 

会计师核查意见： 

我们对相关保理合同、对应保理的应收账款明细进行了核实，包括保理公司名称、

欠款客户名称及保理金额、保理合同主要条款等事项。经核实，公司期末应收账款中

因保理受限的应收账款，保理公司对公司存在追索权；公司在本问题回复中披露的上

述受限应收账款余额无误。 

公司回复：  

（2）九润源与保理公司约定，自融资款实际发放之日起，保理公司与公司按日

计算利息，按实际使用天数结算利息。公司已按规定相应计算了保理借款利息，并对

期末未结算的利息进行了计提。截止 2018 年末，1.44 亿元应收账款因保理产生财务



 

                                                 

 

费用为 375,889.93 元，实际可回收金额 143,895,818.97 元，公司已计入当期损益，影

响公司净利润金额 281,917.45 元。 

客户 1.44 亿欠款余额 占款天数 年利率(%) 利息 

京东 116,610,574.67  6-8 天 8-12% 230,670.46  

苏宁 16,161,134.23  7-25 天 8-12% 53,494.38 

其他 11,500,000.00  11-68 天 8-12% 91,725.09 

合计 144,271,708.90      375,889.93  

会计师核查意见： 

结合年度审计，我们对 1.44 亿元应收账款因保理而产生的财务费用，根据日利

率及占用天数进行了复算。经核实，截止 2018 年末，1.44 亿元应收账款因保理产生

的财务费用为 375,889.93 元，扣除所得税后，对当期净利润的影响金额为 281,917.45

元，公司已计入当期损益。 

问题 9： 

关于其他应收款情况。年报披露，公司其他应收款账面余额 7792.59 万元，账面

价值 3943.73 万元；其中一年以内的其他应收款合计 3340.13 万元，三年以上的其他

应收款合计 3659.79 万元，占其他应收款账面余额的 46.97%；欠款期末余额前五名

的其他应收款合计 1888.63 万元。请公司：（1）补充披露期末余额前五名的其他应

收款欠款方往来款项的形成原因及具体商业性质；（2）列示其他应收款的具体明细

情况，包括欠款方名称、金额及占比、往来款项性质、对应的坏账计提情况等；（3）

说明公司是否对欠款方的偿付能力进行审慎判断并积极采取有关措施收回款项；（4）

说明公司针对其他应收款事项是否具有完备的内控制度，内控制度的执行是否有效。 

公司回复： 

（2）2018 年末其他应收款明细 



 

                                                 

 

债务人名称 款项性质  期末余额  

 占其他

应收款期

末余额合

计数的比

例(%)  

 坏账准备期

末余额  

长春祖生升商贸有限公司 销售渠道建设借款 6,075,000.00 7.8 303,750.00 

南关区泰利酒专卖店 销售渠道建设借款 5,953,000.00 7.64 297,650.00 

吉林省祥满商贸有限公司 销售渠道建设借款 3,000,000.00 3.85   

四平市钢管厂 

以前年度形成的经

营借款，按公司政

策已全额计提坏账 

1,982,647.18 2.54 1,982,647.18 

北京玛珂瑞琳商贸有限公

司 

以前年度形成的经

营借款，按公司政

策已全额计提坏账 

1,875,620.00 2.41 1,875,620.00 

广东省深圳市润明贸易有

限公司 

出售控股子公司形

成的往来款 
1,800,000.00 2.31 400,000.00 

白山三达玻璃瓶厂 

以前年度形成的经

营借款，按公司政

策已全额计提坏账 

1,620,526.55 2.08 1,620,526.55 

哈尔滨丰润塑料厂 

以前年度形成的经

营借款，按公司政

策已全额计提坏账 

1,397,458.56 1.79 1,397,458.56 

天津惠光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 
购货订金 1,295,755.00 1.66 194,363.25 

北京创意堂商贸有限公司 品牌建设借款 1,162,117.03 1.49 174,317.55 

陈某某 代理费 1,149,298.05 1.47 1,149,298.05 

北京加盟诚信广告有限公

司 

以前年度形成的经

营借款，按公司政

策已全额计提坏账 

986,263.00 1.27 986,263.00 

孙某 区域招商费用 969,039.59 1.24 969,039.59 

广东省深圳市品味贸易有

限公司 

出售控股子公司形

成的往来款 
880,000.00 1.13 483,600.00 

吉林玻璃瓶厂 

以前年度形成的经

营借款，按公司政

策已全额计提坏账 

856,309.20 1.1 856,309.20 

李某某 平台招商借款 822,475.10 1.06 759.75 

刘某某 平台招商借款 775,401.58 1 96,738.81 

高某某 平台招商借款 767,570.03 0.99   

张某某 平台招商借款 716,608.75 0.92   

臧某某 平台招商借款 705,656.00 0.91 3,000.00 



 

                                                 

 

通化市社会医疗保险管理

局 
医保款 687,145.48 0.88   

张某某 物流费借款 656,651.55 0.84   

铁路专用线 

以前年度形成的经

营借款，按公司政

策已全额计提坏账 

647,420.01 0.83 647,420.01 

都某某 社保款 623,769.80 0.8 623,769.80 

宋某某 区域招商费用 616,102.50 0.79 616,102.50 

李某 平台收货借款 604,778.59 0.78   

杭州经典包装制品有限公

司 

以前年度形成的经

营借款，按公司政

策已全额计提坏账 

600,000.00 0.77 600,000.00 

王某某 库房租金借款 593,122.99 0.76 130 

康某某 区域招商费用 580,441.23 0.74 580,441.23 

张某某 购货订金借款 559,216.38 0.72 65,798.73 

杜某某 购货订金借款 543,180.42 0.7   

梅河口五交化站前经销处 

以前年度形成的经

营借款，按公司政

策已全额计提坏账 

498,245.85 0.64 498,245.85 

通化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

局 
社保款 490,097.07 0.63   

北京京星泰商贸有限公司 保证金 450,000.00 0.58   

市职工旅行社 

以前年度形成的经

营借款，按公司政

策已全额计提坏账 

448,400.00 0.58 448,400.00 

贾某 房租借款 417,373.00 0.54   

市纸箱厂 

以前年度形成的经

营借款，按公司政

策已全额计提坏账 

407,010.85 0.52 407,010.85 

秦某某 区域招商费用 402,528.94 0.52 402,528.94 

招远林海化工有限公司 

以前年度形成的经

营借款，按公司政

策已全额计提坏账 

363,505.00 0.47 363,505.00 

沟里民用电 

以前年度形成的经

营借款，按公司政

策全额计提坏账 

359,315.20 0.46 359,315.20 



 

                                                 

 

市鹏程五交化商场 

以前年度形成的经

营借款，按公司政

策已全额计提坏账 

354,000.00 0.45 354,000.00 

樊某 展位借款 353,256.02 0.45   

代扣所得税 往来 338,821.48 0.43 16,096.83 

宋某 差旅费 328,482.00 0.42 328,482.00 

大连嘉得商贸有限公司 购货订金 310,000.00 0.4 15,500.00 

王某某 差旅费 300,798.54 0.39 300,798.54 

通化建设局 

以前年度形成的经

营借款，按公司政

策已全额计提坏账 

300,000.00 0.38 300,000.00 

万某 购货订金借款 292,000.00 0.37   

长春万科溪之谷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 
往来 285,674.00 0.37 28,567.40 

汪某 库房租金借款 277,495.28 0.36 19,149.53 

孙某 备用金 274,824.98 0.35 22,191.46 

职工食堂 备用金 272,671.28 0.35 27,267.13 

于某 差旅费 270,265.89 0.35 270,265.89 

证券公司 中介服务费 268,645.44 0.34 268,645.44 

三建公司 

以前年度形成的经

营借款，按公司政

策已全额计提坏账 

261,471.63 0.34 261,471.63 

李某某 差旅费 260,397.33 0.33 260,397.33 

李 某 差旅费 255,037.24 0.33 255,037.24 

长春市极草商贸有限公司 

以前年度形成的经

营借款，按公司政

策已全额计提坏账 

252,780.00 0.32 252,780.00 

市政管理处 

以前年度形成的经

营借款，按公司政

策已全额计提坏账 

250,000.00 0.32 250,000.00 

邱某某 差旅费 240,941.47 0.31 240,941.47 

保障性公租房租金 垫付员工房租 230,825.76 0.3   

吉林一玻 

以前年度形成的经

营借款，按公司政

策已全额计提坏账 

228,399.00 0.29 228,399.00 

李某 差旅费 224,583.24 0.29 224,583.24 

覃某某 差旅费 222,012.00 0.28 222,012.00 



 

                                                 

 

李某某 差旅费 220,009.58 0.28 118,525.33 

农行环城社 

以前年度形成的经

营借款，按公司政

策已全额计提坏账 

220,000.00 0.28 220,000.00 

李某某 备用金 215,115.13 0.28 93,167.55 

徐 某 备用金 214,831.90 0.28   

湖北劲酒皇宫酒业有限公

司 
保证金 200,000.00 0.26 100,000.00 

四特酒有限责任公司 保证金 200,000.00 0.26 115,000.00 

上海销售公司 

以前年度形成的经

营借款，按公司政

策已全额计提坏账 

198,318.60 0.25 198,318.60 

江锦源酒类专营店 保证金 190,000.00 0.24 164,500.00 

许某某 备用金 188,830.50 0.24 28,324.58 

天猫 保证金 188,706.22 0.24 188,706.22 

毕某某 差旅费 187,615.55 0.24 187,615.55 

岳某某 差旅费 185,489.42 0.24 185,489.42 

于某某 差旅费 179,219.10 0.23 179,219.10 

李某某 差旅费 177,573.05 0.23 177,573.05 

腾某某 平台收货借款 174,013.24 0.22   

姜  某 差旅费 173,174.02 0.22 173,174.02 

天猫四特旗舰店 保证金 172,500.00 0.22 110,000.00 

泸州老窖柒泉原浆酒销售

有限公司 
保证金 170,000.00 0.22 127,500.00 

市医保 

以前年度形成的经

营借款，按公司政

策已全额计提坏账 

170,000.00 0.22 170,000.00 

天猫华素愈创旗舰店 保证金 170,000.00 0.22 25,500.00 

陈某 备用金 169,519.82 0.22 6,311.06 

樊某 备用金 168,071.59 0.22 168,071.59 

防水工程公司 

以前年度形成的经

营借款，按公司政

策已全额计提坏账 

159,700.00 0.2 159,700.00 

刘某某 差旅费 159,664.84 0.2 159,664.84 

集安海关 

以前年度形成的经

营借款，按公司政

策已全额计提坏账 

158,000.00 0.2 158,000.00 



 

                                                 

 

祝某 差旅费 156,519.14 0.2 156,519.14 

薛某某 备用金 153,626.82 0.2 674.15 

朱劭宣毅 备用金 152,143.00 0.2 15,214.30 

吉祥大酒店有限公司吉祥

饭店分公司 
购货垫款 150,920.00 0.19 

 

吉林省翰德人才咨询有限

公司 
外埠人员工资 149,475.25 0.19   

通化路桥建设有限公司 往来 149,316.30 0.19 149,316.30 

邓某 差旅费 148,284.86 0.19 148,284.86 

行政科家属楼 往来 148,207.17 0.19 148,207.17 

孟某某 差旅费 145,527.80 0.19 145,527.80 

李某某 差旅费 140,599.26 0.18 140,599.26 

抚宁纸箱厂 

以前年度形成的经

营借款，按公司政

策已全额计提坏账 

140,000.00 0.18 140,000.00 

洋河江锦源专卖店 保证金 140,000.00 0.18 114,500.00 

张某某 差旅费 139,085.60 0.18 139,085.60 

梁某某 差旅费 126,792.65 0.16 126,792.65 

刘某某 差旅费 125,340.03 0.16 125,340.03 

徐某某 差旅费 124,955.67 0.16 124,955.67 

于某某 差旅费 124,298.54 0.16 124,298.54 

曲某某 差旅费 122,877.83 0.16 122,877.83 

艾某某 差旅费 122,756.89 0.16 122,756.89 

张某某 备用金 122,500.00 0.16   

北京京东世纪贸易有限公

司 
保证金 120,000.00 0.15 12,000.00 

吉林省祥盛装饰装潢有限

公司 
装修借款 118,000.00 0.15 11,800.00 

姜某某 差旅费 117,572.09 0.15 117,572.09 

四川古蔺郎酒销售有限公

司 
购货订金借款 115,958.43 0.15 25,958.43 

酒街网旗舰店(FBP) 保证金 112,000.00 0.14 101,800.00 

李某某 差旅费 109,000.00 0.14 109,000.00 

高某某 差旅费 108,153.42 0.14 108,153.42 

北京经略明则物业管理有

限公司 
物业借款 107,017.00 0.14 16,052.55 



 

                                                 

 

 

会计师核查意见： 

我们对公司列示的其他应收款明细情况，包括欠款方名称、金额及占比、往来款

项性质、对应的坏账准备计提情况进行了核查。结合本次年审情况，我们复核并抽查

颜某某 购货订金借款 106,530.00 0.14   

宋某某 差旅费 105,604.50 0.14 105,604.50 

王某某 差旅费 105,193.90 0.13 105,193.90 

张某某 差旅费 105,182.88 0.13 105,182.88 

国网吉林省电力有限公司

通化供电公司 
预交电费款 102,469.69 0.13   

北京爵士汇商贸有限公司 购货订金 102,344.00 0.13 10,234.40 

吴某某 差旅费 102,179.56 0.13 102,179.56 

徐州迅达车辆有限公司 租金 100,114.54 0.13   

阿里巴巴零售通 保证金 100,000.00 0.13 5,000.00 

安徽古井云商电子商务有

限公司 
保证金 100,000.00 0.13 10,000.00 

常某 备用金 100,000.00 0.13 3,000.00 

河北中衡云商电子商务股

份有限公司 
保证金 100,000.00 0.13 5,000.00 

劲牌九润源专卖店（京东） 保证金 100,000.00 0.13   

京东习酒旗舰店 保证金 100,000.00 0.13 15,000.00 

九润源酒类专营店（FBP） 保证金 100,000.00 0.13 5,000.00 

九润源酒水专营店（SOP） 保证金 100,000.00 0.13   

君之坊酒类专营店 保证金 100,000.00 0.13 5,000.00 

上海健特酒业有限公司 保证金 100,000.00 0.13 10,000.00 

上海轩名食品有限公司 往来 100,000.00 0.13 100,000.00 

四特旗舰店（京东） 保证金 100,000.00 0.13 15,000.00 

苏酒集团贸易股份有限公

司 
保证金 100,000.00 0.13 5,000.00 

西藏纳曲青稞酒业有限公

司 
保证金 100,000.00 0.13   

支付宝 保证金 100,000.00 0.13 100,000.00 

其他往来（金额 10 万以下）   15,302,535.07 19.61 9,319,033.18 

合计   77,925,867.51 100 38,488,591.74 



 

                                                 

 

了其他应收款明细账及相关明细单位的收付款凭证与内容；核查了其他应收款明细账

龄划分情况、坏账准备计提情况，经核查，我们认为公司在本问题回复中列示的其他

应收款明细无误。 

公司回复： 

（3）公司法务部门已在付款前对债务单位的信用情况进行了评估和判断，针对

新发生的其他应收款项公司要审查欠款方的资质，包括但不限于审查对方的经营范

围、诚信记录、经营状况、财务状况及现金流的等情况。 

（4）公司已根据《企业会计准则》、《会计基础工作规范》、《企业内部控制基本

规范》、《企业内部控制配套指引》等国家制度及公司实际情况建立符合公司实际的内

部控制制度。内部控制执行有效。 

会计师对上述问题（3）、（4）公司回复的核查意见： 

针对公司对欠款方偿还能力判断、收款采取措施；相关内控制度完备与否及执行

有效性问题回复，我们执行的主要程序如下： 

1、了解和测试与其他应收款相关的关键内部控制设计的合理性及运行的有效性；

2、对公司法务部门进行访谈，了解其对欠款单位信用的判断及收款措施；3、对公司

其他应收款账龄进行分析，检查有无异常账龄，如存在差异查明原因并进行调整；4、

按照抽样原则，选择部分欠款单位，检查相关合同、付款审批手续、付款凭证及相关

银行流水、询证其他应收款余额。 

经核查，我们认为公司的上述回复信息与我们的测试结论相符。 

问题 10： 

关于存货情况。年报披露公司存货期末余额 3.83 亿元，其中库存商品 1.67 亿元，

发出商品 1.48 亿元。请公司：（1）补充披露库存商品的明细情况，包括但不限于酒

的具体类型、货龄及减值风险等；（2）补充披露大额发出商品的具体情况及原因，

包括交易对象、业务模式，结算安排等；（3）结合收入确认政策和有关交易安排说

明发出商品的确认依据。 

公司回复： 

（1）库存商品主要品种明细情况 



 

                                                 

 

名称或类别 金额 货龄/年 

洋河系列 42,908,626.20 0－1、1－2 

习酒系列 24,043,746.61 0－1、1－2、2－3 

古井贡系列 12,221,024.90 0－1、1－2 

双沟系列 6,100,325.93 0－1、1－3 

劲酒系列 4,536,064.57 0－1、1－3 

四特系列 3,987,929.46 0－1、1－2、2－3 

其他白酒系列 13,776,995.61 1－2、2－4 

通化葡萄酒干酒系列 10,463,625.60 0－1、1－2、3－4 

通化葡萄酒甜酒系列 31,406,922.58 0－1、1－3 

通化葡萄酒起泡酒系列 5,083,842.90 0－1、1－2、3－4 

通化葡萄酒其他系列 12,140,163.84 2－3、3－5 

合计 166,669,268.20   

公司主要经营白酒与葡萄酒，白酒除保健酒外没有保质期要求，葡萄酒一般保质

期为十年。目前公司白酒存货的货龄为 0－4 年不等、保健酒存货的货龄为 0－3 年不

等、葡萄酒存货的货龄为 0－5 年不等；公司按照规范要求对库存酒品进行保管与储

存，公司年底对库存商品进行盘点、减值测试，不存在减值风险。 

会计师核查意见： 

公司经营的主要库存商品为白酒与葡萄酒，白酒没有保质期要求，葡萄酒一般保

质期为十年。我们在审计过程中，对存货执行了计价测试（包括采购测试、发出计价

测试、期末结存计价测试、存货跌价测试等）、盘点等审计程序。盘点过程中，我们

未发现库存商品毁损、破损等迹象，也未发现过期的酒类商品，同时，我们抽取资产

负债表日后的销售合同，按照商品的生产/采购成本加上估计的销售费用以及相关税

费后的金额是否高于产品/商品售价来判断产品/商品是否存在跌价迹象。经测试，未

发现售价低于成本价格的情况，未计提库存商品的存货跌价准备。 

（2）与（3）公司回复： 

大额发出商品是由于九润源与电商平台公司业务模式及结算安排形成的，是公司

发出商品至电商平台收货确认与结算期间产生的。截止 2018 年末，因与电商合作业

务模式与结算安排原因，公司对主要客户京东发出商品余额为 110,042,212.20 元；对

苏宁发出商品余额为 17,182,013.33 元。 

九润源每年与各电商平台签订框架合作合同，约定结算、运输方式、售后服务等



 

                                                 

 

相关销售事宜，于购销业务实际发生时电商平台下达具体采购订单，九润源按照客户

的具体订单进行备货、安排发货事宜。商品发往客户指定的仓库后，经客户验收确认

无误公司确认为发出商品相应减少库存商品。同时，根据合作合同约定的结算账期，

各电商平台出具结算单，九润源将结算单与前述的客户订单进行核对，核对无误后按

照结算单上金额进行结算，开具发票并确认收入。 

会计师核查意见： 

我们核查了相关九润源与电商平台的销售合同，对相关收发货与结算安排进行了

查阅，根据九润源与电商平台的业务模式及结算安排，各电商平台收到货物后，确认

收货并出具结算单，九润源将结算单上的订单编号及价格与前述的客户订单进行核

对，核对无误后按照结算单上金额进行结算，开具发票并确认收入。公司对出库至电

商平台收货确认与结算期间的商品确认为发出商品。结合年度审计，我们对因此产生

的发出商品余额进行了核对，经核查，公司对主要客户京东发出商品余额为

110,042,212.20 元；对苏宁发出商品余额为 17,182,013.33 元，与公司对本问题回复信

息一致。 

问题 11： 

关于营业收入与经营性现金流的匹配情况。年报披露，2018 年和 2017 年公司实

现营业收入金额分别为 10.27 亿元、9.20 亿元，而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分

别为 5.21 亿元、4.62 亿元。请公司补充说明连续两年营业收入与销售商品、提供劳

务收到的现金之间存在巨大差异的原因及合理性。 

公司回复： 

公司连续两年营业收入与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之间存在巨大差异，主

要是由于九润源针对京东、苏宁等电商平台销售应收账款采用保理融资导致的。公司

保理的应收账款，客户直接回款至保理公司，保理公司收到货款后，公司核销应收账

款与所欠保理融资款。2018 年客户直接回款至保理公司的应收账款回款为 5.37 亿元；

2017 年客户直接回款至保理公司的应收账款回款为 5.71 亿元。由于用于保理融资的

应收账款在转让时不满足企业会计准则规定的终止确认条件，公司未将这部分回款归

类为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如果将这两部分回款归类为销售商品、提供劳

务收到的现金，与营业收入之间将不会出现巨大差异。 

公司电商平台业务集中在子公司九润源，九润源是一家主要面向电商平台的商品



 

                                                 

 

流通公司，其供应商购货要求以预付货款方式，使得日常经营活动对资金需求较大，

同时其主要客户京东、苏宁等电商平台在收货、结算、付款等方面存在一定时间间隔，

导致九润源的销售现金流不能及时流入。为盘活资产，加速应收账款周转，九润源利

用电商平台从事保理融资的信息优势，针对电商平台应收账款，与电商平台下属保理

公司达成协议，采用保理融资以取得经营所需现金流。 

会计师核查意见： 

九润源的保理业务是将其现在或将来的基于其与买方订立的货物销售/服务合同

所产生的应收账款转让给保理商，由保理商向其提供资金融通的综合金融服务方式。

而根据九润源与保理公司双方合同约定，保理公司对保理的应收账款保留了追索权。

依据相关企业会计准则及指南规定（见下段），公司已保理的应收账款不满足终止确

认条件，且因与保理公司约定，保理应收账款客户直接回款至保理公司，据此公司未

将这部分回款归类为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2018 年客户直接回款至保理

公司的应收账款回款为 5.37 亿元；2017 年客户直接回款至保理公司的应收账款回款

为 5.71 亿元。将这两部分回款归类为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2018 年、2017

年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分别为 10.58 亿元、10.33 亿元，与营业收入是匹配

的。 

依据：一、《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财政部财会[2006]3

号）第二十五条 金融资产满足下列条件之一的，应当终止确认： 

（一）收取该金融资产现金流量的合同权利终止。 

（二）该金融资产已转移，且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 23 号——金融资产转移》

规定的金融资产终止确认条件。 

终止确认，是指将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从企业的账户和资产负债表内予以转销。 

依据二、《企业会计准则第 23 号—金融资产转移》应用指南（财政部财会

[2006]18 号）一、金融资产终止确认（一）根据本准则第七条规定，企业终止确认某

项金融资产，是指将该金融资产从其账户和资产负债表内予以转销。 

以下例子表明企业保留了金融资产所有权上几乎所有风险和报酬，不应当终止确

认相关金融资产：1. 企业采用附追索权方式出售金融资产。 

问题 12： 



 

                                                 

 

关于经营活动现金流情况。年报披露，母公司现金流量表中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净额 8865.35 万元，九润源电商平台的经营活动现金流量为-3078.32 万元，较上

年-5.52 亿元大幅增加，而合并现金流量表中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5.73 亿元，

请公司：（1）说明母公司及电商平台的经营活动现金流净额与合并报表中数据是否

匹配；（2）补充披露九润源经营活动现金流的流入与流出明细情况，说明经营活动

现金流量较去年大幅增加的原因。 

公司回复： 

（1）经查公司年报数据输入有误。2018 年度九润源电商平台的经营活动现金流

量净额应为-5.68 亿元，而非-3078.32 万元。母公司现金流量表中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净额为 8865.35 万元，其他子公司产生的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为-0.94 亿

元，合并报表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为-5.73 亿元，母公司及电商平台的经营活

动现金流净额加其他子公司经营活动现金流净额与合并报表中数据相匹配。 

会计师核查意见： 

我们核查了九润源及其下属公司经营活动现金流量编制的基础资料及编制过程，

对各项基础数据进行了复核加计，经核实，2018 年度九润源的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

额为-5.68 亿元。上市主体母公司现金流量表中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为 8865.35

万元，其他子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为-0.94 亿元，合并报表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净额为-5.73 亿元。母公司及电商平台的经营活动现金流净额加其他子公司

经营活动现金流净额与合并报表中数据相匹配。 

公司回复： 

（2）九润源 2018 年度经营活动现金流入与流出明细情况如下 

项目 金额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462,904,181.10 

    收到的税费返还   

   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95,014,860.65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557,919,041.75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934,712,108.80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23,904,127.98 



 

                                                 

 

    支付的各项税费 35,407,659.93 

   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32,121,119.39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126,145,016.1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68,225,974.35 

综上，经查实公司经营活动现金流量未出现较去年大幅增加的情况。 

会计师核查意见： 

我们对九润源及其下属公司经营活动现金流量编制的基础资料及编制过程进行

了核对，对各项基础数据进行了复核加计。经核实，上述公司编制的九润源合并体的

现金流的流入与流出明细情况与基础资料一致。更正因失误错误录入数据后，公司经

营活动现金流量未出现较去年大幅增加的情况。 

问题 14： 

关于年报数据前后期一致性的问题。本年年报披露营业收入、营业总成本，营

业成本的上年同期数分别为 9.20 亿元、8.76 亿元、7.59 亿元，而 2017 年年报相应科

目披露数据分别为 9.41 亿元、8.98 亿元、7.81 亿元。请公司说明上述数据存在差异

的原因。 

公司回复： 

经查，2018 年年报中上年同期比较数据营业收入、营业总成本、营业成本的输

入有误。 

导致错误的原因为：2018 年公司自查发现，子公司北京九润源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 2017 年度财务报表在进行合并内部成本分摊时，由于工作人员疏忽，导致利润表

项目分类错误，造成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同时少计入 2,179.49 万元，该事项不影响净

利润、净资产、总资产。2018 年 6 月公司已对该会计差错进行更正，同时调整了公

司 2017 年度财务报表数据。中准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18 年 6 月 8

日出具了《通化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7 年度财务报告会计差错更正事项的审

核报告》（中准专字[2018]2217 号）。根据上述审核报告，更正前的 2017 年度营业

收入、营业总成本、营业成本数据为：9.20 亿元、8.76 亿元、7.59 亿元，更正后的数

据为：9.41 亿元、8.98 亿元、7.81 亿元。本期公司披露 2018 年年报同期比较数据时，

误将更正前的数据录入，应当录入的 2017 年营业收入、营业总成本、营业成本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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