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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林海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年度报告的事后审核问询函 

中有关需年审会计师回复事项的说明 

 

大华核字[2019]003988号 

 

上海证券交易所： 

由林海股份有限公司转来贵所发来的《关于对林海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

度报告的事后审核问询函》（上证公函[2019]0475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奉悉，

我们已对问询函中提及的林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林海股份”或“公司”）2018

年年度报告涉及的有关年审会计师回复事项进行审慎核查，现回复如下： 

问题 2 年报显示，公司一至四季度营业收入分别为 1.27 亿元、1.34 亿元、

1.09 亿元、1.57 亿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为 3.33 万元、18.51 万

元、-1.10 万元、244.04 万元。其中，第四季度营业收入占全年比重为 29.80%，

但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占比高达 92.17%。请公司：（1）结合所处行业

特点及自身实际经营情况，说明公司业绩是否具有明显的季节性特征；（2）结合

主要产品的销量、毛利率情况，说明报告期内各季度营业收入相对均衡，但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差异较大，尤其是第四季度净利润增幅远超营业收

入增幅的原因及合理性；请公司年审会计师事务所发表意见。 

公司回复： 

（1）公司四大业务板块，其中消防机械、农业机械板块的季节性较强，特

种车辆、摩托车板块季节性特征不明显。消防机械板块中消防泵、消防车产品，

因四季度属于林业防火季节，订单较多，具有明显的季节性特征；由于水稻季节

性播种作业所致，公司农业机械板块中主要产品插秧机一季度和四季度订单较多，

属于销售旺季，具有明显的季节性特征。 

（2）公司2018年四季度利润增幅超过营业收入增幅的主要原因为：消防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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械板块中的消防泵、消防车产品四季度属于销售旺季；农业机械板块中的主要产

品插秧机一季度和四季度属于销售旺季；对公司全年的利润贡献较大。 

由于公司每期一季度均按国机集团下发的额度计提绩效薪金，未在各月间进

行分配，拉低了一季度净利润，凸显四季度净利润相对其他季度净利润较高。 

公司消防泵、消防车、插秧机收入和毛利情况表                 

单位：万元 

项目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消防泵 
收入 484.33 377.61 587.77 1,406.31 

毛利 110.38 92.56 172.32 345.83 

消防车 
收入 816.89 1135.5 482.34 1,468.98 

毛利 129.87 77.81 58.39 142.07 

插秧机 
收入 1,985.01 261.07 468.18 1,466.49 

毛利 240.09 63.56 64.46 241.92 

会计师核查意见： 

消防机械板块中消防泵、消防车产品四季度属于销售旺季；农业机械板块中

主要产品插秧机一季度和四季度属于销售旺季，具有季节性特征。我们取得相关

资料并进行了复核，我们认为公司做出的相关回复是合理的。  

问题 3 年报显示，公司主要采用以销定产的生产经营模式，同时根据市场需

求适度备货。报告期末，公司存货余额 1.25 亿元，占总资产的 21.07%，同比增

加 46.56%，主要是四季度生产备料增加所致。请公司：（1）补充披露生产备料

的具体种类，结合在手订单情况、具体生产安排，说明加大生产备料规模的原

因及合理性；（2）说明各主要产品库存量差异较大的原因，不同种类产品的生产

经营模式是否存在差异；（3）结合摩托车、消防机械库存量较大的实际情况，说

明公司对生产经营模式的披露是否准确。请公司年审会计师事务所发表意见。 

公司回复： 

（1）生产备料增加原因为：①产品结构调整，期末新产品植保机械（打药

机）备料 400 台；②特种车辆备料较多，原因为应对中美贸易谈判的不确定因素，

按客户要求集中在 2019 年一季度出货，美国市场 2019 年一季度订单较去年同期

增加 527 辆；③因配套单位（如浙江三阳机车工业有限公司、湖州振健液压制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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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有限公司、浙江双环传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弘正科技有限公司、浙江金

浪动力有限公司等）2019 年春节放假时间比以往年度长，故公司备料提前准备。 

（2）公司产品均实行以销定产、适当备货的生产经营模式，但不同板块之

间由于市场需求不同，库存量有差异。公司特种车辆属于正常库存；摩托车产品

由于报告期末有约 700 台摩托车（雅格系列）出口订单，已完成生产，但未到合

同交货期，库存有所增长；消防机械产品（消防泵、消防车、风力灭火机等）为

应急产品，适当备货保证应急采购所需，由于报告期末，有约 2700 台消防机械

配套动力（SPE160/200）出口订单，已完成生产，但未到合同交货期，造成消防

机械产品库存量同比上升；农业机械产品四季度属于销售旺季，报告期末所有成

品均已销售。 

（3）消防机械产品库存量同比上升，是由于报告期末，有约 2700 台消防机

械配套动力（SPE160/200）出口订单，已完成生产，但未到合同交货期；摩托车

库存量同比上升，是由于报告期末，有约 700 台摩托车（雅格系列）出口订单，

已完成生产，但未到合同交货期。公司产品均实行以销定产、适当备货的生产经

营模式。 

会计师核查意见： 

我们取得林海股份四季度销售订单和生产计划，并对期后对外销售情况进行

了抽查，我们认为林海股份做出的回复符合公司实际状况。 

问题 5 年报显示，报告期内公司农业机械销量同比增长 215.25%、消防机械

销量同比下降 64.56%，对应营业收入分别同比增长 31.84%、下降 13.15%。其中，

农业机械行业整体处于调整期，但细分领域差距明显，冷热不均；消防机械行

业产品市场需求属于上升期，行业发展前景较好。请公司：（1）结合农业机械、

消防机械各自的产品类别、价格信息，量化说明其营业收入变动比例与销量不

匹配的原因及合理性；请公司年审会计师事务所就问题（1）发表意见。 

公司回复： 

（1）农业机械营业收入变动比例与销量不匹配的主要原因：报告期内，一

方面，手扶式插秧机整机销量同比上升 216.09%，但由于价格下调以及型号差异，

对应的销售收入同比上升 155.45%；另一方面插秧机配件销售收入下降 44.93%，



                                            大华核字[2019]003988 号 

第 4 页 

因此综合二者因素造成农业机械销量同比增长 215.25%，对应的营业收入同比仅

增长 31.84%。 

消防机械营业收入变动比例与销量不匹配的主要原因：报告期内，公司单位

价格高的消防泵、消防车的销量同比上升 22.48%，收入同比增长 32.09%；单位销

售价格低的油锯、风力灭火机等同比销量下降 38.87%，收入同比下降 23.61%；

SPG/SPE 小动力同比销量下降 80.47%，收入同比下降 62.97%。 

公司农业机械与消防机械主要品种见下表： 

项目 2018 年 2017 年 同比（± %） 原因 

插秧机 

销量（台）  3,477.00   1,100.00  216.09 

整机售价调
整，配件销售
收入下降。  

整机收入（万元）  3,080.56   1,205.93  155.45 

配件收入（万元）  1,100.19   1,997.67  -44.93 

销售收入小计 4,180.75 3,203.60 30.50 

SPG/SPE 小动
力系列 

销量（台）  8,101.00  41,471.00  -80.47 产品结构变
化。  收入（万元）    853.82   2,305.98  -62.97 

油锯/割灌机/
风力灭火机 

销量（台）  8,056.00  13,178.00  -38.87 产品结构变
化。  收入（万元）    957.29   1,253.09  -23.61 

消防车/消防
泵系列 

销量（台）  4,309.00   3,518.00  22.48 智能泵增长
幅度较大。  收入（万元）  8,322.32   6,300.49  32.09 

消防机械配
件销售 

收入（万元） 2,407.53  4,581.05  -47.45% 
配件销售收
入下降。 

会计师核查意见： 

我们取得相关资料并进行复核比较分析，林海股份对农业机械和消防机械营

业收入变动比例与销量不匹配的原因回复是合理的。 

问题 6 年报显示，公司报告期内关联销售收入为 2.56 亿元,占公司全年营业

收入的 48.73%,同比增加 9.54 个百分点。请公司：（1）分产品列示报告期内关

联交易和非关联交易的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和毛利率，对于同类产品关联交易

毛利率和非关联交易毛利率存在差异的，说明相关交易是否公允；（2）说明公司

是否具有独立完整的销售系统，是否存在依赖关联方开展经营活动的情况；（3）

说明公司增强业务独立性的具体举措并充分提示经营风险。请公司年审会计师

事务所发表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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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回复： 

（1）关联交易和非关联交易对比表                      单位：万元 

项目 
同类产
品数量
（辆） 

同类产品收入 同类产品成本 
毛利率

(%) 

特种车辆 关联 13,083 23,016.38 21,197.74   7.90  

摩托车 
非关联 34,189    6,052.38  5,367.73 11.31 

关联 8,135     2,754.54  2,588.17 6.04 
消防机械（消
防车、消防
泵） 

非关联 4,309 8,322.32     6,951.63  16.47 

农业机械（插
秧机） 

非关联 3,477 3,080.56 2,595.10 15.76 

报告期内，公司销售给关联方的主要产品为特种车辆、摩托车。 

特种车辆销售均为关联交易，经过公司与江苏扬州、泰州等地外贸公司（非

关联方潜在合作方）洽谈，其对同类产品的报价不优于公司与江苏林海动力机械

集团有限公司成交价格；且其不能对应收账款提供有效的保证措施，存在较高的

经营风险。故公司选择将产品销售给江苏林海动力机械集团有限公司，由其进行

对外出口。 

摩托车销售包含关联方和非关联方销售，毛利率存在差异：尽管非关联交易

（国内市场）销售毛利率较高，但是公司需承担市场开拓维护等相关的销售费用，

而关联交易（国际市场）的开拓维护均由销售商负责，相关销售费用由其自行承

担，公司无需额外承担销售费用。 

公司摩托车国内、国际市场销售对比表                          单位：元 

项目 2018 年 

国内市场 
摩托车 

收入 60,523,803.52 

毛利率（%） 11.31 

销售费用 2,830,738.13 

销售利润率 6.67 

国际市场 
摩托车 

收入 27,545,410.74 

毛利率（%） 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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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以上分析，考虑到销售费用的影响，公司关联交易毛利率和非关联交易

毛利率基本相近。 

公司与关联方销售定价是在符合市场原则的基础上的协议价，公司通过合作

共盈的模式，充分利用关联方的销售网络，促进了国际市场业务的增长，同时减

少了公司在海外市场开拓、售后服务、人才队伍建设等市场开发方面的投入和规

避了相关风险。 

（2）公司拥有完整的销售系统，国内市场以直销模式为主，国际市场采用

代理商模式，通过江苏林海动力机械集团有限公司进行产品的外贸出口，在国际

市场存在着一定的依赖性。 

（3）公司增强业务独立性的具体措施：探索通过业务整合、寻求非关联方

合作伙伴等方式，增强公司业务的独立性。 

相关风险：业务整合及非关联方合作伙伴关系的建立，能否达到预期，存在

一定的不确定性。 

会计师核查意见： 

我们通过抽查关联销售合同，并对公司提供的相关资料进行复核，我们认为

林海股份做出的相关回复符合公司实际状况。 

问题 8 据近三年年报，2016 年至 2018 年公司存货期末余额分别为 6305.32 

万元、8496.14 万元、1.25 亿元，当期存货跌价准备增加金额分别为 28.89 万元、

21.67 万元、40.03 万元。报告期内，公司仅对期末余额为 938.36 万元的库存商

品计提跌价准备，未对期末余额合计达 1.16 亿元的原材料、在产品等其他存货

计提相应跌价准备。请公司：（1）补充披露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的主要考虑、计提

依据及涉及产品类型；（2）结合具体存货类型、价格波动趋势，说明未对原材料、

在产品等存货一并计提减值的原因及合理性；（3）结合同行业存货跌价准备计提

情况，说明公司存货跌价准备的计提是否充分。请公司年审会计师事务所发表

意见。  

公司回复： 

（1）公司于每个报告期期末在对存货进行全面清查后，按存货成本与可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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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净值孰低提取或调整存货跌价准备。 

各类存货期末可变现净值的确认方法如下： 

存货类别 可变现净值确定方法 

期末为执行销售合同而持
有的直接用于出售的商品
存货 

以合同价格减去估计的销售费用和相关税费后的金
额确定 

期末持有的常规直接用于
出售的商品存货 

以一般销售价格减去估计的销售费用和相关税费后
的金额确定 

需要经过加工及处于加工
过程在产品及材料存货 

以合同价格（或一般销售价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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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存货跌价准备涉及产品类型及计提情况如下：                  单位：元 

分
产
品 

项目 账面余额 
期末跌价 
准备 

报告期内
计提跌价 

账面价值 

特
种
车
辆 

产成品 1,385,620.86 39,695.73   1,345,925.13 

原材料、在产品 82,343,167.02 77,861.17   82,265,305.85 

摩
托
车 

产成品 6,094,104.02 616,339.82 400,263.17 5,477,764.20 

原材料、在产品 16,503,896.06    16,503,896.06 

农
业
机
械 

产成品      

原材料、在产品 6,733,831.33    6,733,831.33 

消
防
机
械 

产成品 1,903,877.24 509,461.12   1,394,416.12 

原材料、在产品 10,456,748.31     10,456,748.31 

低值易耗品 403,981.75 58,515.09   345,466.66 

合计 125,825,226.59 1,301,872.93 400,263.17 124,523,353.66 

特种车辆：以前年度经减值测试，已对公司库存样机计提了跌价准备。报告

期末，公司对存货进行了减值测试，上述样机无持续减值迹象；其他存货均为按

照订单生产的待出库产品，存货管理严格按照先进先出原则，存货状态良好，经

测试不存在减值迹象。 

摩托车：报告期末，因国4新规即将实施，公司对期末结存的国3标准的摩托

车进行重新计量，通过向多家经销商进行询价的方式，以各产品的最低报价作为

可变现净值进行跌价测试，计提依据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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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存货名称或类别 
数量
（辆） 

单位成本 
市场最 
低售价 

计提跌价金
额 

摩托车 LH100T-11（V 火）     5   3,380.77    2,586.21  3,972.81 

摩托车 LH100T-11（V 影）     1  3,376.58    2,586.21  790.37 

摩托车 LH400T-B(神舟）     8  10,545.98    6,465.52  32,643.73 

摩托车 LH125T-C（极光）   106   4,498.63    3,017.24  157,026.90 

摩托车 LH100T-12（U 雅）    59   3,507.83    2,586.21  54,375.96 

摩托车 LH110T（小金刚）    38   3,105.15    2,155.17  36,099.03 

摩托车 LH100T-19（启程）     5   2,709.11    1,293.10  7,080.01 

摩托车 LH110T-2（U 逸）    34   3,124.65    2,586.21  18,306.99 

摩托车 LH100T-12（U 雅）电喷     3   3,916.22    1,724.14  6,576.24 

摩托车 LH125T-11（尚雅）     9   3,025.02    1,293.10  15,587.23 

摩托车 LH100T-5D     6   4,393.16    1,724.14  16,014.14 

摩托车 LH100T-18    10   3,965.81    1,724.14  22,416.74 

摩托车 LH125T-C（极光）电喷
款 

   12   4,879.92    2,586.21  27,524.51 

摩托车 LH125     1   3,572.65    1,724.14  1,848.51 

合计 400,263.17 

消防机械：部分老产品由于改型换代，以前年度经减值测试，已计提了跌价

准备。报告期末，公司对存货进行了减值测试，上述产品无持续减值迹象；其他

存货状态良好，经测试不存在减值迹象。 

（2）公司采取“以销定产、适当备货”的经营模式，对常用规格产品保持一定

的库存量，根据销售订单下达生产计划按生产进度安排进行材料采购，期末处于

生产过程中的原材料和在产品，公司按订单价（或一般销售价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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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可变现净值。

期末其可变现净值高于存货成本，故未对此部分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公司各板块具体情况如下： 

特种车辆：公司库存样机对应的原材料，以前年度经减值测试，已计提了跌

价准备。报告期末，公司对原材料进行了减值测试，不存在减值迹象。 

摩托车：摩托车原材料库存，系按照新的国4标准购进的原材料，经测试不

存在减值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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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机械：农业机械产品为公司新产品，其原材料为新采购，经测试不存在

减值迹象。 

消防机械：报告期末，库存原材料均为正常备货，经测试不存在减值迹象。 

另外，因公司销售订单分布广，产品品种多（如：特种车板块共计29个品种，

摩托车板块共计26个品种），导致各类产品、各区域客户的配件需求呈现多样化。

按照《部分商品修理更换退货责任规定》，为满足市场零部件的需求，保证在产

品停产后五年内继续提供符合技术要求的零部件，公司适当备货，期末原材料中

包含一部分可直接用于出售的零配件。2018年整体配件销售的毛利率约为7%，公

司按销售价格减去销售发生的相关税费后的金额确定其可变现净值。期末其可变

现净值高于原材料成本，故未对此部分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3）参照同行业对比分析，公司存货跌价准备占期末存货的比例略低。期

末存货占比最大是原材料其增加的主要原因是为新产品进入量产、特种车美国订

单集中、春节放假提前备货。公司结合在手订单和一般销售价审慎核算确定期末

存货可变现净值，除已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的存货外其他存货期末可变现净值均高

于存货成本，公司存货跌价准备计提充分。 

同行业计提情况                                           单位：万元 

类别 

春风动力 钱江摩托 力帆 

账面

余额 

跌价

准备 

账面

价值 

计提比

例(%) 

账面

余额 

跌价

准备 

账面 

价值 

计提比

例(%) 

账面 

余额 

跌价

准备 

账面

价值 

计提比

例(%) 

原材料 16,371 941 15,430  5.75  17,713 958 16,754   5.41  38,066 668 37,398   1.75  

库存商品 17,923 515 17,408  2.87  49,735 5,797 43,938  11.66  119,585 31,618 87,967  26.44  

在产品 671  671   -    6,198 89 6,109   1.44  24,912 74 24,838   0.30  

类别 

新大洲 林海股份 

账面

余额 

跌价

准备 

账面

价值 

计提比

例(%) 

账面

余额 

跌价

准备 

账面 

价值 

计提比

例(%) 

原材料 3,768 1 3,767   0.03  8,332 8 8,325   0.10  

库存商品 11,864 3,691 8,173  31.11  938 117 822  12.47  

在产品     3,271  3,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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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机械为公司新进入行业，为扩大市场销售份额，公司调整销售策略，虽

然售价有所下调，但整体销量上升，毛利率仍然保持在15%左右，相关零部件库

存不存在跌价。 

会计师核查意见： 

通过对公司在手销售订单及期后销售合同抽查，并复核期末存货跌价准备的

计提，我们认为公司期末存货跌价准备的计提是充分的。 

问题 9 年报显示，报告期末公司应收账款及应收票据余额为 9,561.36 万元，

其中对关联方应收账款余额为 1,487.87 万元，未计提坏账准备；应收商业承兑

票据余额为 852.71 万元，较期初增长 40.06%。请公司：（1）结合相关关联方的

经营情况、信用情况、偿债能力、是否提供足额担保、期后回款和历史账款回

收情况等，说明未对关联方应收账款计提坏账准备的原因及合理性；（2）补充披

露报告期内商业承兑汇票是否类同应收账款计提坏账准备，若未计提，说明原

因及合理性。请公司年审会计师事务所发表意见。  

公司回复： 

（1）公司基于以往应收关联公司款均能在信用期内回款，历史上无坏账记

录并且关联公司经营正常，无失信行为，财务状况良好，在风险特征组合计提坏

账准备的应收账款会计政策中将应收关联方款单独作为组合，对此部分不计提坏

账。截止回复日公司期末大额应收关联方款已全部回款。 

公司期后关联方回款情况    

单位：万元 

主要关联方 与本企业关系 期末应收
账款余额 总资产 资产负债

率（%） 
江苏林海动力机
械集团有限公司 

同一母公司控制的其
他企业 1,373.32  115,135.25   43.56 

中国福马机械集
团有限公司 母公司    21.50  68,520.47   18.21 

江苏林海雅马哈
摩托有限公司 

同一母公司控制的其
他企业的合营企业    13.90  33,120.52  18.78 

合 计  1,408.72    
 
  

主要关联方江苏林海动力机械集团有限公司近三年销售及回款情况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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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销售 9,631.45 12,160.39 20,862.96 

回款 10,077.33 13,360.13 22,866.25 

（2）商业承兑票据出票方（贵州众友摩托车有限公司、北京明睿杰智科贸

有限公司、佛山市南海区大沥东辉隆摩托车商行、南宁市迅雅商贸有限公司、章

贡区龙海摩托车行、合肥汉骏商贸有限公司、湘潭市岳塘区聚福摩托车销售部、

南京金城机械有限公司、济南新本经贸有限公司）共计 9 家单位，为林海股份摩

托车销售的长期合作伙伴，信誉良好，多年来未有失信行为，并且对方已提供相

关保证，票据期限 2 个月，在信用期内已全部回款，公司对商业承兑汇票类同应

收账款计提坏账准备，以上 9 家单位出具的商业承兑汇票采用个别认定法，公司

认为此部分无坏账风险，故未计提坏账准备。 

会计师核查意见： 

通过对期末关联方应收款项和应收商业承兑汇票期后回款情况进行检查，上

述款项在信用期内全部收回，无坏账风险。 

问题 10 据近三年年报，2016 至 2018 年公司研发支出资本化率分别为 

47.91%、72.85%、28.73%。其中，2016 年、2017 年资本化的研发支出金额超过当

期归母净利润。2018 年公司研发支出合计 698.43 万元，其中资本化金额 200.63 

万元。请公司：（1）补充披露 2016 至 2018 年各年度的具体研发项目名称及成

果；（2）补充披露公司研发投入会计处理的具体依据，并结合相关研发成果，说

明近三年研发费用资本化率差异较大的原因；（3）结合同行业研发费用资本化情

况，说明公司研发费用的资本化率是否合理。请公司年审会计师事务所发表意

见。 

公司回复： 

（1）补充披露 2016至2018 年各年度的具体研发项目名称及成果； 

单位：万元 

项目起始年份 新品名称 至报告期末实现收入 

2016 年 
M550 5,720.44 

M150 2,764.11 

2017 年 

M750 685.55 

LH40DA 43.6 

全地形车 410 49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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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起始年份 新品名称 至报告期末实现收入 

手扶插秧机 7,384.35 

2018 年 

全地形车 400 518.34 

全地形车 500 657.23 

全地形车 550 2,658.14 

全地行车 750 101.3 

摩托车 LH155T 1,394.38 

打药机 427.72 

高速插秧机 开发中 

（2）公司近三年研发投入金额如下表：                    单位：元 

项目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研发总投入 4,613,455.99 9,867,335.44 6,984,331.04 

资本化金额 2,210,139.30 7,188,444.23 2,006,303.51 

资本化率（%） 47.91 72.85 28.73 

2017年，公司研发费用资本化率较高，主要原因为当年新品模具、箱体加工

中心的投入较多，共计682.43万元。 

2018年，公司按照研发投入的信息披露要求，披露本期资本化研发投入金额

为200.63万元。 

根据会计准则关于企业内部研究开发项目开发阶段的支出予以资本化的条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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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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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管理层将研发高速插秧机项目的设计图样完成评审并进行方案样机试

制，作为研究阶段和开发阶段的划分节点，认为此项目开发阶段的支出同时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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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资本化的确认条件，资本化开始时点为2018年1月。截止2018年12月31日，项

目工程样机通过专家初步鉴定处于测试试验阶段。 

（3）参照同行业对比分析，公司2018年研发费用资本化率略高。主要原因

为公司高速插秧机项目投入，满足开发阶段支出资本化的确认条件，资本化开始

时点为2018年1月，截止2018年12月31日，项目工程样机通过专家初步鉴定处于试

验阶段。 

同行业研发费用资本化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宗申动力 林海股份 

资本化金额 1,671.77 200.63 

研发投入金额 15,508.12 698.43 

资本化研发投入占研发投入的比例 10.78% 28.72% 

总资产 826,192.66 59,088.80 

收入 602,629.34 52,609.14 

净利润 41,554.52 264.78 

会计师核查意见： 

2018 年公司资本化研发投入金额为 200.63 万元，我们已将其作为需要审计报

告中沟通的关键审计事项予以关注，基于我们执行审计程序和取得的审计证据公

司管理层对高速插秧机项目研发投入资本化确认所做出的评估和判断是合理的。 

问题 11 年报显示，公司银行承兑票据期末终止确认金额为 1.11 亿元。请公

司补充披露报告期内大额应收票据贴现或背书的具体情况，并结合应收票据的

业务模式及是否具有追索权条款分别说明上述贴现或背书的应收票据是否满足

终止确认条件，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请公司年审会计

师事务所发表意见。  

公司回复： 

公司银行承兑票据无贴现的情况，公司大额应收票据均为信用较好的金融机

构签发并承兑的银行承兑汇票，不存在到期无法兑付风险。公司通过背书转让已

将票据所有权的几乎所有的风险和报酬转让给转入方，满足终止确认条件，会计

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截止报告期期末公司已背书且在资产负债表日已到期、单张票面金额超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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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的应收票据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元 

票号 出票日期 到期日 票面金额 使用情况 

16732077 2018-3-1 2018-9-1 2,360,000.00 背书转让 

17572753 2018-3-27 2018-9-27 2,000,000.00 背书转让 

18650100 2018-4-25 2018-10-25 3,000,000.00 背书转让 

19811479 2018-5-23 2018-11-23 2,600,000.00 背书转让 

20467579 2018-6-6 2018-12-6 2,650,000.00 背书转让 

20541128 2018-6-7 2018-12-7 2,000,000.00 背书转让 

合 计 14,610,000.00   

截止报告期期末公司已背书且在资产负债表日尚未到期、单张票面金额超 100

万的应收票据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元 

票号 出票日期 到期日 票面金额 使用情况 

23083628 2018-7-9 2019-1-9 2,209,900.00 背书转让 

24083646 2018-7-18 2019-1-18 3,000,000.00 背书转让 

23754309 2018-8-13 2019-2-13 3,000,000.00 背书转让 

22343089 2018-7-16 2019-1-16 2,000,000.00 背书转让 

25766693 2018-9-19 2019-3-19 2,000,000.00 背书转让 

25667551 2018-9-18 2019-3-18 3,000,000.00 背书转让 

25664002 2018-9-18 2019-3-18 3,400,000.00 背书转让 

28050627 2018-10-31 2019-4-30 5,228,500.00 背书转让 

29920807 2018-11-30 2019-5-30 3,000,000.00 背书转让 

29920145 2018-11-30 2019-5-30 3,000,000.00 背书转让 

30833425 2018-12-19 2019-6-7 1,030,000.00 背书转让 

合 计 30,868,400.00   

会计师核查意见： 

我们取得林海股份应收票据备查登记表，通过对已背书转让的大额应收票据

进行抽查，我们认为公司应收票据背书转让满足终止确认条件，会计处理符合《企

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问题 12 年报显示，公司预付款项期末余额为 1465.00 万元。请公司具体列

示报告期内预付账款的对象、金额和用途，并说明预付对象与公司是否存在关

联关系。请公司年审会计师事务所发表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