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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密* 

中审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关于对山河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年报的问询函》 

（中小版年报问询函【2019】第 323 号）的回复 

 

深圳证券交易所： 

根据贵所出具的《关于对山河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报的问询函》

（中小版年报问询函【2019】第 323 号）的要求，中审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作为山河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河智能”）2018 年报审

计机构，我们对问询函中要求年审会计师回复的问题进行了认真讨论、核查，现

将相关问题回复如下： 

问题 1、公司 2018 年实现营业收入 57.55 亿元，同比增长 45.64%，实现净利

润 4.29 亿元，同比增长 170.84%；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为 3.99 亿元，同比

增长 389.81%，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6.53 亿元，同比增长 65.73%。 

（1）请公司说明经营业绩大幅增长的原因及合理性，与行业可比公司是否

存在较大差异。 

（2）说明公司 2018 年收入确认是否严谨，是否存在提前确认收入、确认不

符合条件的收入等情形。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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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1）山河智能经营业绩大幅增长的原因及合理性的说明如下： 

2018 年，工程机械行业受益于国家稳定向好的宏观经济和持续稳定的固定资

产投资，市场再现高速增长。 

表一：同行业营业收入情况 

单位：亿元 

公  司 行    业 
收  入 

2018 年 2017 年 同  比 

徐工机械 工程机械 444.10 291.31 52.45% 

三一重工 工程机械 543.36 376.57 44.29% 

中联重科 工程机械 267.23 179.21 49.12% 

柳    工 工程机械 178.73 118.45 50.89% 

山河智能 

工程机械 44.69 26.89 66.20% 

航空产业 9.77 10.90 -10.37% 

建筑及其他 2.17 1.24 75.00% 

合  计 56.63 39.04 45.06% 

（注：上述数据来源于 2018 年各上市公司年报，其中相关数据只选取工程机

械板块业务进行对比，下同） 

从上述数据可以看出,山河智能工程机械行业板块收入增长幅度略微高于同

行，主要原因：1)收入基数相对较小；2）山河智能的主要销售产品为桩工机械

及挖掘机械，主要用于工程施工中的桩基础施工和土方施工，对同一工程项目来

说，其销售是领先于泵送设备、塔吊及起重设备等其他工程施工设备，而对比的

同业上市公司其桩工及挖掘设备占比相对小于山河智能。 

表二：同行业净利润情况 

单位：亿元 

公   司 
净利润（亿元) 

2018 年 2017 年 同  比 

徐工机械 20.55 10.29 9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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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司 
净利润（亿元) 

2018 年 2017 年 同  比 

三一重工 63.03 22.27 183.03% 

中联重科 19.57 12.48 56.81% 

柳    工 8.41 3.69 127.91% 

山河智能 4.61 2.05 124.88% 

山河智能净利润增长，随营业收入的大幅增长而增长，但与同行业比较，处

于中等偏上水平，不存在重大差异。 

综上所述，山河智能业绩大幅增长与同业基本一致，不存在重大差异。 

（2）根据公司的会计政策，销售商品收入确认原则为： 

山河智能在已将商品所有权上的主要风险和报酬转移给购买方；既没有保留

与所有权相联系的继续管理权，也没有对已售出的商品实施有效控制；收入的金

额能够可靠地计量；相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企业；相关的已发生或将发生的

成本能够可靠地计量时，确认商品销售收入实现。 

具体收入确认时点及计量方法： 

通常情况下销售商品收入，根据内外销方式不同，收入确认的具体方法如下： 

① 国内销售：公司按照与客户签订的合同、订单发货，由客户验收后，公

司在取得验收确认凭据时确认收入。 

② 出口销售：公司按照与客户签订的合同、订单等的要求，装船并办妥报

关手续后，公司凭装船单及报关单确认收入。 

山河智能严格按照上述会计政策确认收入，收入的确认严谨，不存在提前确

认收入、确认不符合条件的收入等情形。 

我们执行了以下核查程序： 

① 了解、评价和测试与收入相关的关键内部控制设计的合理性和运行的有

效性； 

② 选取样本检查销售合同或订单，识别与商品所有权上的风险和报酬转移

相关的合同条款与条件，评价公司收入确认时点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复核相关会计政策是否适当且一贯地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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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执行分析性程序，包括分析收入、成本、毛利率月度间的变动情况以及

主要产品本期与上期收入、成本、毛利率的变化情况； 

④ 从销售收入的会计分录中选取样本，检查与收入确认相关的支持性文件，

包括销售合同、发票、出库单、签收单、报关单等支持性文件、首付款收取情况

等，评价相关收入确认是否符合公司的会计政策；  

⑤ 对本期重大销售和期末重大应收账款余额执行函证及替代测试程序；  

⑥ 从资产负债表日前后销售收入的会计分录中选取样本进行截止测试，检

查销售收入是否在恰当的期间确认。 

核查结论 

经核查，我们认为，截至 2018 年年末，山河智能收入确认严谨，不存在提

前确认收入、确认不符合条件的收入等情形。 

问题 3、2018 年末，公司应收账款账面余额为 35.68 亿元，公司计提坏账准

备 4.19 亿元，坏账准备整体计提比例为 11.73%。 

（1）对于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公司对客户一、客户三、客户四

应收账款的计提比例分别为 10.38%、30.00%、66.76%，请说明前述计提比例确定

的依据及合理性，坏账准备计提是否充分、谨慎。 

（2）请公司结合应收账款账龄变化以及主要客户还款情况，说明应收账款

坏账准备整体计提是否充分、谨慎，与行业可比公司是否存在较大差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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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复： 

（1）针对单项计提坏账比例确定依据及合理性说明如下： 

表三：山河智能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前五大客户情况 

单位：万元 

债务人名称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计提比例(%) 

客户一 12,775.78 1,326.57 10.38 

客户二 8,035.32 8,035.32 100.00 

客户三 4,360.33 1,308.10 30.00 

客户四 2,167.93 1,447.39 66.76 

客户五 2,042.43 2,042.43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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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客户一应收账款账面余额 12,775.78 万元，计提坏账准备 1,326.57 万元，

坏账计提比例为 10.38%；同时，该客户为山河智能飞机租赁客户，对该客户山河

智能计提并收取了飞机维修基金 7,075.30 万元（确认为一项对负债），这部分维

修基金用于对出租飞机的维修保养，于租赁期间分摊使用，不需退还给客户，另

外公司还收取了该客户保证金 990.76 万元，若抵消该笔维修基金及保证金后应收

净额为 4,709.72 万元，我们认为，单项计提的坏账准备可以覆盖坏账风险； 

客户三应收账款账面余额 4,360.33 万元，计提坏账准备 1,308.10 万元，坏账

计提比例 30%。山河智能正对该客户进行诉讼中，部分已取得一审判决胜诉，且

已冻结查封房产、门面等多项资产，预计冻结资产的可回收金额超过未计提减值

损失部分； 

客户四应收账款账面余额 2,167.93 万元，计提坏账准备 1,447.39 万元，坏账

计提比例 66.76%，山河智能正对该客户进行诉讼中，已查封冻结多套房产等，预

计冻结资产的可回收金额超过未计提减值损失部分。 

（2）针对应收账款账龄变化以及主要客户还款情况说明如下： 

表四：山河智能应收账款账龄对比变化 

单位：万元 

账  龄 2018 年 2017 年 

1 年以内 188,685.35 178,704.21 

1 至 2 年 61,210.88 29,490.84 

2 至 3 年 5,686.05 10,477.74 

3 至 4 年 5,416.87 7,194.54 

4 至 5 年 751.14 3,479.36 

5 年以上 3,592.26 2,413.97 

合  计 265,342.57 231,71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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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山河智能前五大客户的还款情况 

单位：万元 

客  户 期末余额 本期收款 

客户一 12,184.31 18,628.99 

客户二 24,200.24 18,497.37 

客户三 6,331.99 14,309.32 

客户四 3,387.23 12,775.78 

客户五 1,233.31 10,276.89 

 

表六：同行业坏账准备计提比较 

单位：亿元 

公  司 

2018 年 

应收账款 坏账准备 计提比例 核销金额 
核销占应收账款

的比例 

徐工机械 206.74 26.19 12.67 3.36 1.63% 

三一重工 226.87 25.54 11.26% 10.82 4.77% 

中联重科 289.2 59.76 20.66% 0.40 0.14% 

柳    工 42.29 6.96 16.46% 0.21 0.50% 

山河智能 35.68 4.19 11.73% 1.19 3.34% 

结合坏账准备及应收核销情况来看，山河智能坏账计提与同行业企业基本一

致。 

综合上述应收回款及坏账对比情况可以看出：山河智能应收账款增加部分主

要在 1 到 2 年内，同时 2 年以上应收基本逐年下降；同时，前五大客户回款情况

良好，再结合同业坏账计提及核销对比情况，山河智能坏账计提是充分严谨的。

核查程序： 

（1）了解并评价应收款项坏账准备计提相关的内部控制制度设计和运行的

有效性；   

（2）分析公司的客户主要类别、客户规模，评估客户信用风险程度及其公

司信用风险组合划分是否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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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分析公司应收账款的历史还款记录，发生坏账损失的频率和金额大小，

评估公司坏账准备计提比例是否适当充分； 

（4）对于管理层，按个别认定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了解客户基本信

息、资信以及与公司的往来情况，复核山河智能公司对客户的资信总体评价；向

客户进行访谈，了解客户经营情况和还款能力；了解抵押物状况，复核预计可回

收金额的准确性；评价管理层确定的坏账准备计提比例是否合理。对本期核销的

坏账，检查是否为年限长且经过催收程序确实无法收回的应收款项； 

（5）针对在单项减值测试中没有客观证据表明需要个别认定计提坏账准备

的应收账款，执行的审计程序包括：通过审阅公司明细账、检查原始单据，检查

管理层的账龄划分是否正确；通过重新计算，检查各账龄段的坏账准备计提金额

是否正确； 

（6）检查期后回款情况，复核管理层对坏帐计提的合理性。 

核查结论 

经核查，我们认为，截至 2018 年年末，山河智能应收账款坏账准备整体计

提充分、谨慎，与行业可比公司不存在较大差异，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

规定。 

问题 4、2018 年末，公司存货账面余额为 25.23 亿元，存货跌价准备为 0.92

亿元，跌价准备计提比例为 3.64%，其中库存商品账面余额为 9.16 亿元。请公司

结合存货的库龄和周转情况，说明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是否充分、谨慎、与同行业

可比公司是否存在较大差异。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回复：针对存货跌价准备计提问题说明如下： 

表七：山河智能 2018 年末存货跌价准备情况 

单位：万元 

项  目 
2018 年 2017 年 

账面余额 跌价准备 账面余额 跌价准备 

原材料 107,255.92 7,585.27 105,245.61 4,48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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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2018 年 2017 年 

账面余额 跌价准备 账面余额 跌价准备 

周转材料 1,419.57 - 933.18 - 

库存商品 91,603.42 1,596.03 53,089.35 2,078.29 

在产品 49,801.95 - 39,060.28 435.72 

发出商品 2,171.14 - 3,081.56 - 

合  计 252,252.01 9,181.30 201,409.98 6,998.97 

表八：同行业跌价准备计提比较 

单位：万元 

公  司  存货余额 跌价准备  计提比例  

 徐工机械  1,049,520.22 29,874.30 2.85% 

 三一重工  1,192,317.30 32,854.60 2.76% 

 中联重科  1,053,211.66 98,146.98 9.32% 

 柳    工  547,331.05 30,570.82 5.59% 

 山河智能  252,252.01 9,181.30 3.64% 

从上面两个表格可以看出： 

1)山河智能存货跌价准备计提的增加主要为原材料计提增加，山河智能对原

材料跌价计提是按分类计提的。首先判断该原材料是否后续机型生产使用，若后

续生产使用，则考虑生产机型的销售及毛利情况判断是否计提跌价准备；若判断

为后续不再生产使用的，就划分为呆滞存货。对呆滞存货，公司有专门部门对接

处置，其会积极进行销售处置，加快变现，到年末尚未处置完毕的则考虑跌价准

备计提。对呆滞存货考虑计提跌价准备时，会把呆滞存货分类为：进口件（主要

为液压件、马达及发动机等）、五金件、胶管类及电子类等。对进口件，其一般

比较保值并能较快销售，按经验规律可以以不超过 2 成的折价计提跌价准备；对

五金件，则一般按重量及废钢废铁价值考虑计提跌价准备；而胶管类及电子类等，

则直接按报废价值计提跌价准备； 

2）对库存商品计提跌价准备减少，主要因为本年度山河智能产销旺盛，大

部分呆滞及二手机均得到处置，跌价准备得已转销； 

3）从同业对比来看，山河智能跌价准备计提比例处于行业中游水平，不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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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重大差异。 

此外，山河智能存货总体周转次数为 1.76 次，周转天数为 207.94 天，由于加

拿大子公司 AVMAX 为飞机租赁业，导致山河智能存货周转次数较机械行业相比

下降，周转天数增加。剔除 AVMAX 业务后，山河智能存货周转率与行业基本一

致（见后附表十一）。 

表九：同行业存货周转率比较 

上市公司 存货周转率(次) 

徐工机械 3.78  

三一重工 4.03  

中联重科 2.27  

柳工 3.09  

山河智能（剔除 AVMAX 业务） 2.02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山河智能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是充分、谨慎的，与同行

业可比公司不存在重大差异。 

核查程序 

（1）将存货余额与现有的销售订单、资产负债表日后各期的销售额和下一

年度的预测销售额进行比较，以评估存货滞销和跌价的可能性；  

（2）比较当年度及以前年度存货跌价准备占存货余额的比例，并对比同行

业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比例，检查本期计提跌价准备的充分性和合理性；  

 （3）结合存货监盘，检查期末结存库存商品和在产品针对型号陈旧、产量

下降、生产成本或售价波动、技术或市场需求的变化情形，以及期后销售情况考

虑是否需进一步计提准备： 

① 对于残次、呆滞的存货查看永续盘存记录，销售分析等资料，分析当年

实际使用情况，确定是否已合理计提跌价准备； 

② 将上年度残次、呆滞存货清单与当年存货清单进行比较，确定是否需补

提跌价准备。  

（4）根据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的计价方法，库存商品和用于出售而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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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原材料等直接用于出售的存货检查是否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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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其可变现净值的确定基础。 

核查结论 

经核查，我们认为，山河智能货跌价准备计提充分、谨慎、与同行业可比公

司不存在较大差异。 

问题 5、公司 2018 年研发投入资本化的金额为 3,913 万元，2017 年不存在资

本化的研发投入。请公司结合研发项目情况，说明研发投入资本化政策是否符合

《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回复： 

针对研发投入资本化政策的问题说明如下： 

山河智能的研发投入在核算上主要分为项目投入和基础性研发投入，把项目

研发划分为研究阶段支出和开发阶段支出（以是否开始开发样机/样品为判断），

并规定如下： 

①项目研究阶段发生的支出，于发生时计入当期损益； 

②开发阶段发生的支出，通过项目核算先予归集，若样机/样品试制成功且

试用试销良好，判断具有较好的市场价值（准备批量生产），和专有技术价值或

专利价值，则该项目开发支出予以资本化待达到无形资产确认条件后转入无形资

产后续摊销；若样机/样品试制失败，或不具有市场价值和技术价值，则该部分

开发支出直接费用化进入损益。 

我们认为，研发投入资本化政策是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的。 

2018 年度以前公司研发支出全部费用化，2018 年，山河智能重点研发项目

共有 32 个，累计发生研发投入 16,263.55 万元，其中有 15 个研发项目进入样机试

制阶段（已达开发阶段）。累计投入 3,913.45 万元，予以资本化，因该支出尚处

于样机开发阶段，暂未转入无形资产或当期损益。 

核查程序 

（1）获取有关协议和董事会纪要等文件、资料，检查开发支出的性质、构成内

容、计价依据，检查其是否归被审计单位拥有或控制。 

（2）索取相关会议纪要、无形资产研究开发的可行性研究报告等相关资料，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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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研究开发项目处于研究阶段还是开发阶段；不同阶段的资本化和费用化处理是

否正确，会计处理是否正确。 

（3）检查研发费用明细表，抽查支出中的职工薪酬、折旧等费用，并与相关科

目核对。 

核查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山河智能研发投入资本化政策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

相关归定。 

 

 

中审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二〇一九年六月一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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