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光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我们”或“普华永道”)接受委

托，对国光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国光电器”)编制的 2018 年度财

务报表(“财务报表”)包括 2018 年 12 月 31 日的合并及公司资产负债表，2018 年度

的合并及公司利润表、合并及公司现金流量表、合并及公司股东权益变动表以及财

务报表附注进行审计。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规定执行了审计工作，

并于 2019 年 3 月 28 日出具了普华永道中天审字(2019)第 10069 号审计报告。 

 

我们收到并阅读了深圳证券交易所于 2019 年 6 月 28 日出具的《关于对国光电器

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报的问询函》(中小板年报问询函[2019]第 422 号)(以下简

称“问询函”)，作为国光电器 2018 年度财务报表的审计机构，我们仅以所执行的审

计工作为依据，就国光电器对问询函中的相关问题的答复，提出我们的意见，详见

附件。本说明仅供国光电器用于回复问询函中的问题时参考，不得用作其他用途或

向除深圳证券交易所及广东证监局上市公司监管处之外的其他第三方提供。 

 

 

附件：普华永道对《关于对国光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报的问询函》相关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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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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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询函问题 10 

 

2018 年你公司存货期末余额为 5.31 亿元，与去年基本持平，存货跌价准备期末余

额为 8,104 万元，报告期你公司针对原材料、库存商品、周转材料等存货都计提了

存货跌价准备。本期转回存货跌价准备 1.04 亿元。 

 

(1)请结合你公司各产品、销售量等情况说明存货余额较大的原因，是否与产品销

售收入变动幅度相匹配，是否出现产品滞销的情形； 

(2)请从产品分类、产品价格、原材料采购价格的变动情况等方面，具体说明存货

跌价准备计提的依据及充分性； 

(3)请补充说明报告期内转回大额存货跌价准备的存货类型，跌价准备的计提时间，

转回的原因及合理性。 

 

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公司的回复： 
 
(1)公司结合各产品、销售量等情况说明存货余额较大的原因，是否与产品销售收

入变动幅度相匹配，是否出现产品滞销的情形： 

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的存货余额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账面余额 跌价准备 账面价值 

原材料 21,915 5,782 16,133 

在产品 5,778  -    5,778 

库存商品 31,895 2,282 29,613 

周转材料 495 40 455 

委托加工材料 1,165  -    1,165 

合计 61,248 8,104 53,144 

 

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存货余额为人民币 5.31 亿元，其中原材料余额为人

民币 1.61 亿元，库存商品余额为人民币 2.96 亿元。 

公司存货余额较大，主要是公司采取以销定产的经营模式，在日常经营过程中结合

客户需求预测及产品生产周期提前备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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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目前，公司均已按照客户订单的实际执行情况对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止的

相关存货安排发运，且 2019 年一季度主营业务成本约为人民币 6.40 亿元，大于

2018 年末存货余额。2019 年一季度销售明细和 2018 年 12 月 31 日存货余额的比

较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18 年 12 月 31 日

存货余额 

2019 年第一季度 

主营业务收入 

2019 年第一季度 

主营业务成本 

音箱、扬声器及其他 51,497 69,022  61,722  

电池 1,647 3,208  2,242  

合计 53,144 72,230  63,964  

 

因此，公司存货余额与销售收入是相匹配的，且除已计提跌价准备之外的存货不存

在产品滞销的情形。 

(2)存货跌价准备计提的依据及充分性：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及其应用指南的有关规定以及公司会计政策的相关规定，公

司针对存货采用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计量，对存货可变现净值低于成本的部分，

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关于可变现净值的确认，对用于生产而持有的生产材料，其可

变现净值按所生产的产成品的估计售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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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直接用于出售的商品存货，其可变现净值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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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在资产负债表日，

公司以上述计量方式为基础，根据存货类别，结合存货账龄、产品特征、销售等情

况，分析计算计提跌价准备。 

2018 年度，公司严格按照上述计提依据，分析并计算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约人民币

1.20 亿元 (原材料计提存货跌价约人民币 5,315 万元，库存商品计提约人民币

6,641 万元)，主要包括： 

1)公司结合存货库龄、预计售价、现有订单等情况综合分析后，对于存货成本高于

其可变现净值的部分，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2)其中，受市场因素影响，公司一主要客户在 2018 年度的实际订单数量少于原预

测，公司认为与该订单相关的存货可能出现呆滞。对于与该主要客户订单相关的存

货，公司根据存货的库龄和预计产品订单情况判断呆滞存货的可使用数量和预计销

售价格，估计可变现净值，对存货成本高于其可变现净值的部分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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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公司亦复核了上述已计提跌价准备的存货的期后订单情况及价格变化等信息，

与计提跌价准备时的预期是相符的。约人民币 1.02 亿的存货跌价准备的计提与此

事项相关。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止期间公司存货跌价准备金额的计提

是合理、充分的。           

 

(3)报告期内转回大额存货跌价准备的存货类型，跌价准备的计提时间，转回的原

因及合理性： 

2018 年度，公司的存货跌价准备增减变动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期初余额 本期计提 

 

本期转回 本期转销 期末余额 

原材料 4,092  5,315  - 3,625  5,782  

库存商品 2,430  6,641  - 6,790  2,282  

周转材料 40  -    - -    40  

合计 6,562  11,956  - 10,415  8,104  
 

 2018 年度公司转回或转销的存货跌价准备人民币 1.04 亿元均为存货跌价准备的转销，其

中原材料人民币 3,625 万元，库存商品人民币 6,790 万元。该转销的跌价准备 1.04 亿元

按存货类型及计提时间分析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18 年度 2017 年及以前年度 合计 

原材料 131 3,494 3,625 

库存商品 6,173 617 6,790 

合计 6,304 4,111    10,415 

 

2018 年公司转销的人民币 1.04 亿元存货跌价准备，主要原因为公司管理层根据产

品市场情况及预计使用情况，判断原已计提跌价的存货再无市场需求及其他使用价

值，决定对相应存货进行报废处置，并通过内部审批后执行相应流程，转销相应存

货原计提的跌价准备。 

因此，公司 2018 年度转销的存货跌价准备是合理的。 

普华永道的回复：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规定对国光电器2018年度财务报表执行了审

计工作，旨在对国光电器2018年度财务报表的整体发表意见。我们将国光电器对

本问题的回复与我们在审计国光电器2018年度财务报表时从国光电器获取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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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解释及取得的审计证据进行了比较，我们没有发现在所有重大方面存在不一致之

处。 

 

针对国光电器存货跌价准备的计提和转销，我们执行的程序主要包括： 
 

(1)我们了解、评价并测试了国光电器确定存货可变现净值及计提和转销存货跌价

准备的关键内部控制的有效性； 
 

(2)我们评估了国光电器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政策的合理性； 
 
(3) 我们在国光电器对 2018 年 12 月 31 日的存货执行了全面盘点的基础上执行了

监盘程序，并在监盘过程中关注了呆滞存货的完整性； 

(4)我们通过询问并检查了国光电器对于 2018 年 12 月 31 日的存货的可变现净值及

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的计算依据和过程并核对至相关的支持性文件(包括订单和预测

销售情况、比较期后实际销售和价格变化信息等)及测试了存货库龄的准确性；  

(5)国光电器 2018 年度存货跌价损失金额为人民币 1.2 亿元，其中的一个主要原因

是受市场因素的影响，国光电器的一个主要客户的实际订单数量少于原预测，因此

管理层认为与该订单相关的存货很有可能出现呆滞。对于与该主要客户订单相关的

存货，我们执行了如下程序： 

 我们通过询问国光电器管理层对于未来销售订单预计的依据及检查国光电器

与客户的往来函件，对预计销售情况及呆滞存货的可使用数量和金额的合理

性进行评估； 
 

 采用抽样的方法对于呆滞存货的数量、金额和库龄，我们通过盘点、询问国

光电器并检查了有关支持性文件以评估呆滞存货清单的完整性及存货库龄的

准确性； 
 

 获取国光电器计算预计无法使用的存货的数量和金额的计算表，检查计算是

否准确； 
 

 我们复核了期后该客户的订单情况及价格变化等信息来验证国光电器的估计

是否合理。 
 

(6)针对国光电器 2018 年度存货跌价准备的转销，我们获取了国光电器 2018 年度

存货报废及对应的跌价准备转销的清单，了解存货报废及跌价准备转销的依据，并

检查了国光电器管理层对于存货报废的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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