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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关于对江苏九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报问询函的专项核查说明 

  

信会师函字[2019]第 ZA356 号  

   

深圳证券交易所：  

  

贵所《关于对江苏九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报问询函》

（中小板年报问询函【2019】第 286 号）（以下简称“年报问询函”）

已收悉，作为江苏九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鼎新材”或

“公司”）的审计机构（以下简称“会计师”或“我们”）根据贵所年报问

询函的要求对相关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现将核查情况说明如下：  

（除特殊注明外，本报告金额单位均为人民币元）  

 

问题 1、报告期末，你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0.71 亿元，同比上升

7.7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以下简称“净利润”）1,860.38

万元，同比上升 684.10%。 

（1）第一季度至第四季度，你公司分别实现营业收入 2.23 亿元、

2.59 亿元、2.55 亿元、3.35 亿元，实现净利润 241.07 万元、278.00

万元、224.56 万元、1,116.75 万元。请你公司结合行业特点、公司业

务模式等，说明第四季度营业收入和净利润较前三季度显著提高的原

因及合理性，收入和利润是否存在跨期确认问题。请年审会计师核查

并发表明确意见。 

 

【企业回复】  

公司各季度财务报表和相关财务注释均按照会计准则及会计政

策要求编制。报告期内，我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0.71 亿元，净利润

1,860.38 万元，第一季度至第四季度分别实现营业收入 2.23 亿元、2.59

亿元、2.55 亿元、3.35 亿元，实现净利润 241.07 万元、278.00 万元、

224.56 万元、1,116.75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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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公司第四季度收入较前三季度显著提高，主要原因如下： 

a.第四季度玻璃钢制品销售收入大幅增加：主要是因为玻璃钢模

板、化工环保烟囱、贮罐等产品生产周期较长，交货期多集中在第四

季度，公司按双方约定时间交货后并于当期确认销售收入。 

b.第四季度其他业务收入大幅增加，主要是因为： 

ⅰ玻璃钢模板、化工环保烟囱、贮罐等项目的合同标的包含为项

目配套的外购商品，按约定此类商品由我公司采购后与公司生产的产

品配套出售； 

ⅱ公司出售了位于如皋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投资性房地产，在第四

季度完成了资产过户并确认转让收入。 

②公司第四季度净利润较前三个季度显著提高，主要原因如下： 

a.第四季度收入相比前三个季度增加较大； 

b.第四季度美元平均记账汇率为 6.9353，而前三季度平均值为

6.4976，上升 6.74%。 

 

【会计师核查意见】  

（一）核查程序  

我们在审计过程中主要执行了如下程序： 

1、对公司管理层执行了询问程序，了解了公司的业务流程及经

营状况，特别是收入确认相关的关键内部控制； 

2、收集了公司分地区、分季度的信息，并与收入发生额进行了

复核，与上年度比较，结合客户增长变动情况分析变动原因，将收入

发生额与纳税申报记录核对； 

3、根据公司的收入模式和实际情况判断收入的确认方式、确认

条件是否合理，前后季度是否一致； 

4、获取了公司 2018 年度分季度销售明细，抽查了重要客户，

获取销售合同、海关报关单、收货签收单、销售发票及销售收款凭证

等单据，判断销售收入的发生、准确性、截止性是否存在重大异常情

况； 

5、执行了营业收入的函证程序，取得了外部证据，查验交易数

据的真实性及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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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会计师对分月对费用进行分析性比较复核，确定是否存在费

用科目大幅波动的情况，了解产生费用变动的原因。  

 

（二）核查结论  

经复核，公司第四季度营业收入和净利润较前三季度显著提高的

原因主要是部分业务如玻璃钢制品等业务在第四季度进行交货且确

认收入；汇率上升造成该类收益上升。其相关收入及净利润的确认是

合理性，收入和利润是不存在跨期确认的情况。 

 

问题 2、年报显示，你公司应收南通东泰新能源设备有限公司

1,003.36 万元，报告期末已对其全额计提减值。 

（1）请你公司说明上述款项的形成时间、形成原因、你公司与

南通东泰新能源设备有限公司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以及全额计提减值

的原因及合理性。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企业回复】  

南通东泰新能源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通东泰”）是一家以

生产销售风力发电机组叶片为主业的企业，其大股东为湘电新能源有

限公司，经对照《股票上市规则（2018 年修订）》第 10.1.3 条的规

定，南通东泰与我公司无关联关系。 

我公司于 2014 年底开始与南通东泰进行合作，向其供应玻纤经

编布等叶片套材。2014 年实现含税销售额 286.36 万元，当期收到货

款 288.59 万元；2015 年度、2016 年度、2017 年度分别实现含税销售

额 942.99 万元、477.14 万元、715.75 万元。2018 年 2 月 11 日最后一

次收到该公司货款后，账面应收账款余额为 1,003.58 万元。 

2017 年四季度，公司发现南通东泰因产品质量问题与湘电风能

有限公司产生经济纠纷，南通东泰运行风险增加，公司即暂停了与南

通东泰的业务，并启动法务程序催讨货款，2018 年 7 月，公司向法

院提起诉讼，2018 年 10 月 24 日，法院出具（2018）苏 0682 民初 7842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南通东泰偿还公司 1,003.58 万元并承担逾期利

息，之后公司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同时，公司出于谨慎原则，根据

会计准则和会计政策对南通东泰应收款全额计提了坏账准备。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352986828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352986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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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师核查意见】  

（一）核查程序  

我们在审计过程中对该客户坏账情况主要执行了如下程序：  

1、审核公司计提依据及公司的认定是否合理、充分； 

2、核查该客户资料，确认其与公司的关系； 

3、查阅相关资料（包括但不限于公司提供的诉讼材料，网上公

开信息资料等）；、 

4、复核该客户本期应收账款发生及期后收款情况及查阅该客户

的上期应收账款发生及审核情况；  

 

（二）核查结论  

经核查，公司与南通东泰新能源设备有限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公司全额计提减值的原因是该公司无法按约履行付款，公司管理层认

为其所欠应收账款存在全部无法收回的可能，其计提是合理的。 

 

问题 3、年报显示，库存商品的期末账面余额为 1.44 亿元，计提

跌价准备1,384.46万元；期初余额为为1.56亿元，计提跌价准备584.46

万元。请结合你公司产品价格走势、产品销售和库存情况等，说明公

司库存商品账面余额下降，但计提的跌价准备大幅上升的原因及合理

性，并说明你公司报告期及以前年度存货跌价准备的计提是否合理、

充分。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企业回复】  

报告期内，公司各大类主营产业的销售收入、毛利率较上年同期

均有增长，主要数据如下表： 

单位：万元 

产品大类 

2018 年 2017 年 同比增长 

销售收入 毛利率 销售收入 毛利率 销售收入 毛利率 

玻璃纤维及制品   74,588.23  23.38%    74,516.70  19.95% 0.10% 3.43% 

玻璃钢制品   22,570.24  27.97%    18,987.35  27.68% 18.87% 0.29% 

主营业务合计   97,158.47  24.44%    93,504.05  21.52% 3.91% 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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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积极更新产品工艺，如采用池窑工艺替代坩埚工艺、无碱配

方替代中碱配方、二元组分替代三元组分等，提升了产品市场竞争力；

推进优化产品结构，退出土工格栅、坩埚纱布等市场，将资源向砂轮

网片、玻璃钢等产品倾斜，保证了主要产品的生产能力。在经营管理

提升的过程中，存货期末账面余额较年初均有所下降，对比情况如下

表：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 年末余额 2018 年初余额 

账面余额 跌价准备 账面价值 账面余额 跌价准备 账面价值 

原材料 3,429.57 59.68 3,369.90 3,498.43   3,498.43 

在产品 2,788.93   2,788.93 3,693.87 37.49 3,656.38 

库存商品 14,401.18 1,384.46 13,016.71 15,601.69 584.46 15,017.23 

周转材料       8.80   8.80 

委托加工物资       83.46   83.46 

合计 20,619.68 1,444.14 19,175.55 22,886.26 621.95 22,264.31 

 

报告期内，库存商品跌价准备金额增加 800 万元。主要品种跌价

准备计提情况如下表： 

单位：万元 

库存商品 2018 年末跌价准备 2018 年初跌价准备 跌价准备增加额 

坩埚、中碱纱布 363.80  363.80 

土工格栅产品 39.41  39.41 

高硅氧产品 320.48 32.94 287.54 

玻璃钢制品 317.23 218.69 98.54 

其他产品 343.54 332.83 10.71 

合计 1,384.46 584.46 800.00 

    

公司依据相关会计准则及会计政策，对期末各库存商品进行减值

测试，对于结存成本高于可变现净值部分计提了跌价准备。具体情况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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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坩埚、中碱纱布：继公司无碱池窑项目投产，通过近几年

市场推广，砂轮网片市场已逐渐接受和适应了公司用无碱池窑纱生产

的砂轮网片，而对坩埚、中碱纱布的使用需求已逐渐缩小，同时在对

外直接销售库存的坩埚、中碱纱布也因市场竞争等因素影响愈加艰

难，依据谨慎性原则，公司在测算了库存坩埚、中碱纱布可变现净值

后，计提了跌价准备 363.80 万元。 

（2）土工格栅产品：为发展高性能玻璃纤维等产品，近年来，

公司将资源向高性能产品倾斜，至 2018 年公司已基本退出了土工格

栅产品市场，但 2018 年末公司仍有小批量土工格栅产品库存，产品

存量已无法满足单一工程需求，按市价较难销售，依据谨慎性原则，

公司在测算了库存土工格栅产品可变现净值后，计提了跌价准备

39.41 万元。 

（3）高硅氧产品：2018 年下半年，公司二元组分的高硅氧产品

以略低的价格及更优的质量进入市场后，高硅氧产品市场价格下降，

依据谨慎性原则，公司在测算库存高硅氧产品可变现净值后，计提了

跌价准备 287.54 万元。 

（4）玻璃钢制品及其他产品：该类产品系因市场价格波动等因

素影响，发生跌价迹象，依据谨慎性原则，公司在对该类库存商品测

算可变现净值后，计提跌价准备 109.25 万元。 

 

【会计师核查意见】  

（一）核查程序  

    我们在审计过程中主要执行了如下程序：  

1、了解公司对资产减值的相关的内控要求，了解计提存货跌价

准备的依据、方法是否前后一致； 

2、对照公司计提标准，对已识别的减值核查公司管理层对其减

值的认定的相关依据； 

3、获取公司计提的明细进行复核，确认计提依据是否充分合理,

复核其计算是否正确； 

4、检查分析存货是否存在减值迹象（包括但不限于存货监盘

等），以判断被审计单位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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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检查存货跌价准备的计算和会计处理是否正确，本期计提或

转销是否与有关损益科目金额核对一致；  

6、对从合并范围内部购入存货计提的跌价准备，关注其在合并

时是否已作抵销。 

 

（二）核查结论  

经核查，公司报告期及以前年度存货跌价准备的计提政策未发生

变动，本期计提的跌价准备大幅上升的原因主要是部分库存商品存在

因公司生产工艺等更新而出现存货减值迹象，经公司管理层认定计提

相应的存货跌价准备，公司对存货跌价准备的计提是合理、充分。 

 

问题 5、年报显示，2018 年 12 月 27 日，你公司出售位于如皋经

济技术开发区的土地使用权及厂房、地上附着物给如皋市慧勤服装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慧勤服装”）。本次交易产生投资收益 448.84 万元，

占报告期你公司净利润的 24.13%。请你公司结合交易协议的内容、

土地、房产过户的时间、收到转让款的时间等，说明你公司在 2018

年度确认上述投资收益的原因及合理性。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

确意见。 

 

【企业回复】  

公司原位于如皋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土地使用权及厂房、地上附着

物系公司早期为开发土工格栅产品而在如皋经济技术开发区（位于如

城镇北端）建设的，2004 年前后，为响应如皋市政府的“退城进郊”

号召，公司整体（包括土工格栅生产线）搬迁至如皋市如城街道东部

工业园区（公司现生产经营所在地，位于如城镇东端），此后，该资

产一直未再用于公司的产品生产线建设，而是对外商业出租。为了提

高资产使用效率、优化资产结构、降低管理成本，经 2018 年 12 月

25 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将公司位于如皋

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土地使用权及厂房、地上附着物以评估价值 925.68

万元出售给慧勤服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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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12 月 26 日，公司与慧勤服装签订了转让合同；2018 年

12 月 27 日，公司向慧勤服装开具了不动产销售发票并依法向税务部

门预缴了税金；2018 年 12 月 28 日，经如皋市不动产登记中心登记，

完成了上述不动产的过户登记手续，同日，公司收到慧勤服装支付的

转让款 925.68 万元。 

该业务内容清晰，相关手续均在 2018 年 12 月 31 日前完成，公

司在 2018 年 12 月确认了对该业务的收入和收益，符合会计准则和会

计政策的规定。 

 

【会计师核查意见】  

（一）核查程序  

我们在审计过程中主要执行了如下程序：  

1、获取本次交易的转让协议资料等，确定交易的购入方及相关

交易价格的约定； 

2、确认交易购入方，复核是否系本公司的关联方； 

3、获取本次交易的评估资料，复核其评估依据及方式，确定评

估资产是否和账面及权证列示资料一致，公司交易价格是否和评估价

值一致； 

4、核查与本次交易相关的会计处理及核算金额是否正确（包括

但不限于相关土地及房屋建筑物的结转金额计算，相关税费的缴纳，

相关出售资产的收入核算等）； 

5、了解原相关权利证书的注销情况。 

 

（二）核查结论  

经核查，公司出售该物业的相关资料及手续完备，其财务处理符

合企业会计准则及法律法规等相关规定。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二〇一九年六月十一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