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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关于对林州重机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报的问询函》的回复 

                                  

                                          

[2019]京会兴专字第 13000073号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 

贵部发来《关于对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年报的问询函》（中小

板问询函【2019】第 188号）收悉。根据贵部要求，现将有关问题回复如下： 

一、年审会计师对公司 2018 年财务报告出具了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保留

意见主要涉及年审会计师对公司三年以上预付账款 3,402.47万元的可收回金额

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无法对公司出售盈信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盈信保理”）全部股权相应交易的商业目的及款项可收回性进行确认。

请年审会计师说明针对保留意见所涉事项所实施的审计程序和获取的审计证据

情况，重点说明相关事项对财务报表的影响是否具有广泛性，出具该审计意见

依据是否充分恰当、是否符合审计准则的要求，是否存在以“保留意见”代替

“否定意见”“无法表示意见”的情形。 

    

 【回复】 

1、会计师针对长期挂账的预付账款，执行了以下程序： 

（1）会计师对管理层、经办人执行了询问程序，了解形成原因和款项性质

及目前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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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检查交易文件，包括银行付款回单、采购订单，检查业务内容、资金

流向等信息是否与账面记录一致。 

（3）查询了工商信息，关注交易对方是否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4）对重要账户执行了函证程序。 

（5）结合存货、在建工程以及固定资产的监盘结果和交易记录，确定预付

商品是否到货但未及时记录于账面。 

经审计，公司三年以上预付账款 3,402.47 万元对应的业务，目前状态主要

是交易对方未履行义务、合同纠纷或中止，公司仍尝试与对方交涉，催要商品、

劳务或回款，但尚无法提供证据证明交易继续执行或退还货款对应的可能性和金

额。由于三年以上预付账款的潜在错报不超过总资产的 0.45%，所以会计师认为

该事项对财务报表的影响不具有广泛性。 

 

2、针对公司出售盈信保理全部股权相应交易，会计师执行的程序如下： 

（1）会计师对林州重机的管理层执行了询问程序，了解盈信保理出售原因、

经营情况、交易对方的信息、对方回款期限和相关措施等内容。 

（2）会计师对盈信保理的负责人马刚进行了现场访谈，并对盈信保理的经

营地进行了实地走访。 

（3）获取交易合同、评估报告，检查交易是否公允、入账是否准确。 

（4）查询了工商信息，关注交易对手方是否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5）检查期后回款情况，关注资金来源和回款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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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审计，该交易价款的回款进度晚于股权转让合同约定期限，且公司未能提

供余款在未来期间可回收的充分证据。但根据公司已提供的催款安排和回款估计，

以及期后实际收款，会计师认为转让价款无法收回的可能性和金额明显低于审计

报告日披露情况，影响的财务报表特定要素、账户或项目不具有广泛性。  

所以就以上两项，发表的保留意见，符合审计准则的要求，不存在以“保留

意见”代替“否定意见”“无法表示意见”的情形。 

二、2018 年末，公司预付账款 2.32 亿元，其中账龄 1年以上的预付账款

9,250 万元，账龄 3 年以上的预付账款 3,802万元。 

（三）请公司说明 3 年以上预付账款 3,402.47 万元的形成原因、是否具有

商业实质、是否直接或者间接流入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是否构成实际控制

人及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请年审会计师、独立董事核查并发表意见。 

   

 【回复】 

1、3年以上预付账款 3,402.47 万元情况如下表： 

其中，3年以上主要供应商情况如下表： 

单位名称 性质 金额（万元） 

供应商 1 设备款 1,014.40 

供应商 2 材料款 340 

供应商 3 材料款 257.22 

供应商 4 材料款 195.07 

供应商 5 服务费 181.50 

合计 - 1,988.19 

款项性质 金额（万元） 
有无关联

方欠款 
形成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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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表可以看出，上述预付账款均为正常采购业务支付，收款方没有实际控

制人及其关联方，未发现实际控制人及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2、会计师核查意见 

经核查，3 年以上预付账款 3,402.47 万元均具有商业实质，未发现直接或

者间接流入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未发现实际控制人及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

用。 

五、2018 年末，公司在建工程账面余额 3.90 亿元，主要是锂电项目账面余

额 3.76 亿元，公司 2018 年对前述锂电项目在建工程计提减值准备 1.00 亿元。 

（一）请公司说明锂电项目的投资构成，实际投入金额是否真实、准确，

是否存在虚增在建工程、投入资金变相流入实际控制人及关联方的情形。请年

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回复】 

1、锂电池项目投资构成如下表：  

项目 金额（万元） 

机械设备类 

已安装到位设备 11,425.47 

未安装到位设备 19,500.00 

建筑物类 3,051.84 

材料款 1,592.32 无 合同中止；合同争议；合同延续执行 

设备、工程、固定资产 1,502.88 无 合同争议；项目未完成决算；合同延续执行 

服务费、软件费等 307.27 无 合同暂停；合同争议；合同延续执行 

合计 3,402.4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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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金额（万元） 

基础设施及其他 3,606.95 

合计 37,584.26 

2、会计师针对锂电项目，主要执行了以下程序： 

（1）会计师对管理层执行了询问程序，了解锂电项目的投资目的、交易对

方的信息及目前状态等内容。 

（2）检查了交易合同、银行付款回单等依据，了解交易内容，并检查入账

是否准确。 

（3）查询了供货商的工商信息和股东信息，关注交易对手方是否与公司存

在关联关系。 

（4）执行了监盘程序，关注存在情况及项目进度。 

3、会计师核查意见 

经核查，实际投入金额真实、准确，未发现虚增在建工程、投入资金变相流

入实际控制人及关联方的情形。 

（二）说明公司计提 1.00 亿元减值准备的依据和过程，减值准备计提金额

是否准确，减值准备计提是否充分、谨慎，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回复】 

1、在建工程减值准备的依据 

公司聘请了北京国融兴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就公司下属子公司林州朗

坤科技有限公司建设的“年产 30 亿瓦时锂电池”在建工程价值进行评估，并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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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3 月 20 日出具国融兴华咨报字[2019]第 080011 号评估报告。具体评估

结论如下： 

在建工程的账面价值为 37,584.27 万元，续建前提下的估值为 36,267.15

万元，减值额为 1,317.12万元，减值率 3.5%。 

在建工程的账面价值为 37,584.27 万元，不续建假设前提下的估值为

27,832.90万元，减值额为 9,751.37 万元，减值率 25.95%。 

参考评估结论，公司本着谨慎性原则，计提减值准备 1亿元。相关处理符合

《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2、会计师核查意见 

经核查，在建工程计提的 1亿元减值准备的依据充分、谨慎，符合《企业会

计准则》的相关要求。 

 

八、2018 年末，公司银行承兑汇票保证金 13.23 亿元，较期初增长 71%，

应付票据 21.66 亿元，较期初增长 22%，请公司说明前述二者变动幅度存在较大

差异的原因及合理性。另外，公司 2018 年末货币资金余额 13.86 亿元，流动负

债 42.72 亿元，请公司结合流动比率、资产负债率、财务费用等情况，分析公

司的偿债能力，说明公司是否面临较大的日常资金压力，说明公司对控股股东

及关联方财务资助是否存在重大依赖。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说明公司年末货币

资金、应付票据金额的准确性。 

 

【回复】 

1、银行承兑汇票保证金、应付票据变动原因分析 

银行承兑汇票保证金 2018 年末为 132,335 万元，比期初增加 71%，主要原

因：一是足额银行承汇票增加 4 亿元，保证金增加 4亿元；二是差额银行承兑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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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保证金比例提高，2018 年银行承兑汇票平均保证金比例为 61%，2017 年平均

保证金比例为 54%。 

2018 年末应付票据为 216,600 万元，比期初增加 22%，其原因是：差额银行

承兑汇票授信增加；部分银行业务形式改变，由流动资金贷款变为银行差额承兑

汇票；足额银行承兑汇票增加。 

2、公司偿债能力分析 

公司的流动比率为 99%，明显偏低，说明公司短期偿债能力不强。资产负债

率为 62.62%，稍微偏高；财务费用 14,908.23万元，占销售收入的 7.23%，说明

公司债务负担较重，流动资金有一定压力。 

综上，公司短期内对控股股东及关联方的财务资助有一定需求。 

3、会计师核查过程 

会计师针对货币资金及应付票据的准确性，进行的主要审计程序如下： 

（1）获取《已开立银行结算账户清单》、银行对账单及余额调节表、应付票

据登记簿等，核对账户信息、状态，以及 2018年末余额。 

（2）执行了银行函证程序，获取银行对公司银行存款、应付票据情况的回

复，并与账面记录核对。 

（3）对公司的库存现金、应付票据进行了监盘程序。 

4、会计师核查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已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可以确定年末货币资金、

应付票据金额的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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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2018 年末，公司其他应收款、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应收款账面余额分别

为 7.58 亿元、1.88 亿元，增长幅度均较大，请公司说明原因及合理性，并结合

款项形成原因、款项账龄、应收对象信用情况，说明坏账准备计提是否充分、

谨慎，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回复】 

1、公司其他应收款、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应收款增幅较大的原因 

（1）其他应收款 

2018 年末数为 7.58亿元，2017 年末数为 2.59亿元，增长 4.99亿元，增长

主要原因是：第一，盈信保理股权转让款年末余额为 45,807.48 万元，账龄为一

年内。第二，西安重装澄合煤矿机械有限公司 23.08%股权转让款年末余额

1,682.96 万元，账龄为一年内。此事项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十六次会议审议

通过，于 2018年 12月份完成。 

（2）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应收款 

2018 年末数为 1.88亿元，2017 年末数为 0.62亿元，增长 1.26亿元，增长

主要原因是：公司出售老厂区余款 1.85亿元。 

2、坏账准备计提分析 

盈信保理股权转让款年末余额为 45,807.48万元。公司在报表日后对此款项

做了催收安排，对方相对比较配合，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至审计报告日，累计收

回 17,000 万元。鉴于此情况，公司判断可以全部收回，故未计提坏账准备。会

计师对此持保留意见。 

西安重装澄合煤矿机械有限公司股权转让款年末余额 1,682.96 万元，账龄

为一年内，我们沿用以往年度资产减值的会计政策，暂未计提坏账准备。此款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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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欠款方是公司长期合作客户，属于大型国企，实力雄厚，信用等级高。根据公

司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会计政策，未计提坏账准备。 

公司出售老厂区余款 1.85 亿元，欠款方是林州红旗渠经济技术开发区汇通

控股有限公司，由林州市财政局直接控股，是国有独资企业，基于谨慎性原则，

公司对于单项重大的应收款项计提了坏账准备 966.80万元。 

3、会计师核查意见 

经核查，公司除转让盈信保理股权款的可回收性未能提供充分、适当的证据

外，其余各项坏账准备的计提满足充分、谨慎的原则，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

相关规定。 

十、2018 年，公司应收账款账面余额为 8.96亿元，公司计提坏账准备 1.94

亿元，请公司说明应收账款回款情况，结合应收账款账龄变化以及主要客户的

还款情况等，说明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是否充分、谨慎；说明单项金额重大

应收账款但未计提坏账的原因及合理性，以及对按关联方及内部员工组合的应

收账款未计提坏账的原因及合理性，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意见。同时，请公司说明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24.86%而

应收账款账面余额较期初下降 24.52%的原因及合理性。 

 

【回复】 

1、2018年度主要公司应收账款回款情况   

                                         

序号 回款单位 回款金额（万元） 

1 母公司 90,536.29 

2 林州重机林钢钢铁有限公司 136,204.32 

3 林州重机矿建工程有限公司 22,90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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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回款单位 回款金额（万元） 

4 林州重机铸锻有限公司 6,016.55 

5 成都天科精密制造有限责任公司 2,562.61 

- 合计 258,221.97 

2、应收账款账龄变化以及主要客户的还款情况 

应收账款账龄变化如下： 

账龄 2018 年末余额（万元） 2017 年末余额（万元） 比例变动 

1 年以内  40,254.37   69,426.50 -42.02% 

1－2 年  16,212.02   10,362.29  56.45% 

2－3 年  5,069.67  25,201.11 -79.88% 

3 年以上  28,104.17   13,771.04  104.08% 

合计  89,640.23  118,760.94 - 

2018 年度公司主要客户还款情况： 

序号 客户名称 金额（万元） 

1 客户 1 24,471.55 

2 客户 2 22,056.36 

3 客户 3 8,836.71 

4 客户 4 7,669.98 

5 客户 5 5,925.36 

- 合计 68,95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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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行业上市公司应收账款计提坏账准备情况： 

公司名称 应收账款账面余额（万元） 计提坏账准备（万元） 计提比例 

山东矿机（002526） 80,456.96 16,885.22 20.99% 

郑煤机（601717） 575,822.62 85,329.37 14.82% 

天地科技（600582） 1,235,634.33 245,271.11 19.85% 

林州重机（002535） 89,640.23 19,447.57 21.70% 

平均值 - - 18.52% 

从上表看出，公司 2018年底应收账款账面余额为 8.96亿元，计提坏账准备

1.94 亿元，计提比例为 21.70%，比 18.52%的同行业平均水平高出 3.18%，说明

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是充分、谨慎的。 

3、单项金额重大应收账款但未计提坏账的原因 

单项金额重大且未计提坏账情况 

单位名称 
应收账款 

余额（万元） 
未计提坏账原因 

客户 1 2,955.62 客户实力强，账龄 1 年内，且报表披露日前收回全部款项 

客户 2 4,360.41 客户实力强，账龄 1 年内，且报表披露日前收回全部款项 

客户 3 1,386.00 大型国企，账龄 1 年内，且报表披露日前收回部分款项 

客户 4 1,027.00 客户实力强，账龄 1 年内，有后续合作 

客户 5 5,616.62 客户实力强，账龄 1 年内 

客户 6 3,939.82 客户实力强，账龄 1 年内，且报表披露日前收回部分款项 

合计 19,285.4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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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关联方及内部员工组合的应收账款未计提坏账的原因 

2018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关联方及内部员工组合的应收账款账面余额为

12,918.85 万元，全部为公司参股子公司中煤国际租赁有限公司的设备采购货款。

中煤国际租赁公司购买公司的产品主要是为煤矿企业提供融资租赁，考虑其业务

具有回款周期长的特点，以及双方就账期和回款进度的协商，不存在特别（需单

项计提）的坏账风险，所以沿用一贯执行的坏账政策，对关联方及内部员工组合

的应收账款未计提坏账准备。 

5、应收账款下降的主要原因及合理性 

一方面，2018 年度公司上游煤炭企业的行业景气度较高，盈利水平上升，

资金比较充裕，对其设备供货商付款政策较为宽松，公司销售回款及以前年度应

收账款回收比例提高；另一方面，2018年度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现金 26.27

亿元，较 2018年度销售收入 20.63（不含税）亿元高出 5.64 亿元，说明应收账

款下降是必然的，也是合理的。 

6、会计师核查意见 

经核查，公司各项应收账款的减值测试和计提的坏账准备充分、合理，符合

《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十一、2017年，平顶山东联采掘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联公司”）

是公司持股 50.64%的控股子公司。2018年，公司因经营管理，不再对东联公司

拥有控制权，东联公司由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变更为参股公司。请公司结合东联

公司最近 2年财务业绩，说明放弃东联公司控制权的原因和合理性，是否对上

市公司利益造成损害，不再将东联公司纳入合并报表范围是否符合《企业会计

准则》的相关规定以及相关财务影响，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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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东联公司财务业绩及放弃控制权的原因 

东联公司是公司与平顶山煤业（集团）机电装备劳动服务公司等 6名股东共

同设立的一家公司，主要经营采煤机、掘进机等，其近 2年财务业绩如下： 

年度 营业收入（万元） 净利润（万元） 

2017 年 7,205.96 420.81 

2018 年 4,571.31 609.29 

通过上表可以看出，东联公司营业收入和净利润金额不大，对公司的合并报

表产生影响较小。 

2018 年 9 月，公司委派赵铁军担任东联公司董事长。由于东联公司业务主

要面对平顶山煤业（集团）机电装备劳动服务公司内部市场，为便于经营管理，

更好进行市场开拓和业务对接，主要工作由对方所派董事负责，新任董事长并不

直接负责东联公司的实际经营管理。同时，东联公司现有五名董事，公司占两名

席位，也不对东联公司构成控制，因此公司不再对东联公司拥有控制权。根据《企

业会计准则第 33号—合并财务报表》的相关规定，不再将其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仅按投资持股比例进行利润分配，确认投资收益。该事项的处理，对 2018 年财

务报表净利润没有影响，不会对上市公司利益造成损害。 

2、会计师核查过程 

会计师对公司丧失对东联公司控制权的相关事项，执行的程序如下： 

（1）对管理层执行了询问程序，了解变更控制权的原因，以及不再将东联

公司纳入合并范围的考虑。 

（2）获取管理层调整的董事会决议，确定相关调整对公司控制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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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检查合并报表的编制过程，检查合并数据是否包含东联公司经营管理

权变动的影响。 

3、会计师核查意见 

经核查，公司放弃东联公司控制权原因合理，未发现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迹

象，不再将东联公司纳入合并报表范围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以及相

关财务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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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关于对深圳证

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关于对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报的

问询函》的回复》之签章页） 

 

 

 

 

 

 

 

 

 

北京兴华                       中国注册会计师：   张砚东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项目合伙人）                   

 

 

 

中国·北京                     中国注册会计师：   郭学军 

二〇一九年六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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