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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德智慧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深交所问询函（创业板问询函【2019】第 195 号）的回复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公司管理部： 

2019 年 6 月 24 日，贵部向我司下发了《关于对松德智慧装备股份有限公

司的问询函》（创业板问询函〔2019〕第 195 号），现就问询函的问题具体回复

如下： 

2017 年 6 月，你公司将全资子公司中山松德印刷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松德印机”）100%股权转让给中山市松德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松德

实业”），交易价格 27,900 万元。根据《股权转让协议》，松德实业已支付第一期

股权转让款 14,000 万元，剩余 13,900 万元在 2019 年 6 月 30 日前支付。在股权

转让之前，松德印机对公司有 6,920 万元欠款，约定在 2020 年 6 月 30 日前支付。

公司 2018 年年报显示，公司于 2018 年度对上述两笔应收款项分别计提坏账准备

13,900 万元和 3,460 万元。2019 年 6 月 11 日，公司与松德实业、松德印机签署

了《展期协议》，松德实业、松德印机自 2019 年至 2022 年分四期以现金或等价

价值的资产分期偿还上述欠款，并按照年利率 4.75%计提利息，同时郭景松、张

晓玲承担无限连带责任。 

我部高度关注，请你公司核实并回复以下情况： 

1.你公司与松德实业、松德印机筹划《展期协议》的具体决策过程，包括

协商时间、协商参与人、协商内容等。 

【回复】 

（1）2018 年 12 月至 2019 年 1 月，佛山市公用事业控股有限公司收购郭景

松及其一致行动人（张晓玲、中山市松德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持有的公司股份时，

委派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金杜（广州）律师事务所、立信会计师事

务所等中介机构对公司进行尽职调查，佛山公控与郭景松先生就松德实业、松德

印机的欠款问题进行了沟通，郭景松先生向佛山公控表明其以当时实际经济情况

按期偿还的可能性极小。 

（2）2019 年 1 月及 2019 年 2 月，公司披露 2018 年度业绩预告及业绩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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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鉴于公司经过与郭景松先生沟通及核查，郭景松夫妇的实际情况不具备债务

偿还能力，公司决定对该笔欠款计提坏账准备。公司董事长郭景松先生、原财务

总监胡卫华先生，就该欠款计提坏账事宜，与佛山公控进行了两次沟通。郭景松

先生表示，虽然其目前无法偿还欠款，但如果未来其资产状况有所好转，会尽力

偿还该欠款。 

（3）2019 年 4 月，公司 2018 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期间，公司董事长郭景松

先生、原财务总监胡卫华先生与佛山公控委派副董事长王贵银先生、委派财务总

监陈刚先生及佛山公控其他领导，就该欠款计提坏账及未来展期进行了多次沟通。

并于 2018 年度董事会、2018 年度股东大会召开日前，公司将该议案向佛山公控

进行了报备。 

（4）2019 年 6 月，该欠款即将到期，经副董事长王贵银先生、常务副总经

理胡卫华先生、副总经理兼财务负责人陈刚先生、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胡炳明

先生一同与郭景松先生再次确认，表示目前确无偿还能力。公司综合考虑，为最

大限度保障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公司与郭景松先生沟通商讨，郭景松先生表示

只要有还款能力，会在第一时间向公司支付欠款，并于 2019 年 6 月 11 日，公司

与松德实业、松德印机签署展期协议，郭景松夫妇承担连带责任，同时召开了董

事会、股东大会审议该议案。董事会召开前，公司将该议案向佛山公控进行了报

备。与此同时，公司会采取合法合规手段，积极督促郭景松先生在其具备偿还能

力时第一时间偿还公司欠款。 

 

2. 结合问题 1的情况说明你公司 2018年度对上述两笔应收款项计提大额坏

账准备的合理性。 

【回复】 

（1）计提大额坏账准备的会计依据 

《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第四十条规定：企业应

当在资产负债表日对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以外的

金融资产的账面价值进行检查，有客观证据表明该金融资产发生减值的，应当计

提减值准备。 

《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第四十一条规定：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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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资产发生减值的客观证据，是指金融资产初始确认后实际发生的、对该金融

资产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有影响，且企业能够对该影响进行可靠计量的事项。金

融资产发生减值的客观证据，包括“发行方或债务人发生严重财务困难”。  

截至 2018年 12月 31日，松德实业和松德印机的基本财务状况如下（万元）： 

项目 松德实业 松德印机 

流动资产-货币资金 20.58 166.93 

其他流动资产 29,086.95 37,381.34 

非流动资产 23,394.85 16,179.94 

资产总计 52,502.38 53,728.21 

流动负债 40,585.63 26,939.95 

其他非流动负债 17,838.02 
 

负债合计 58,423.65 26,939.95 

净资产 -5,921.27 26,788.26 

松德实业及松德印机财务报表未经审计。松德实业和松德印机的资金已经极

度短缺，流动资产主要系郭景松及其投资相关企业的欠款。松德实业的非流动资

产主要系对外投资，对外投资的企业已无偿还能力；松德印机非流动资产为土地

和房产已经抵押。因此，松德实业和松德印机的偿还能力取决于郭景松的偿还能

力。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郭景松夫妇资产偿还能力出现较大困难，已经出

现其他对外债务不能按时偿还的情况，因此公司计提减值准备是合理的，也是符

合企业会计准则的。 

 

（2）公司在 2018 年度对上述两笔应收款项计提大额坏账准备后，仍与松

德印机、松德实业签署脱离其实际偿还能力的《展期协议》，主要是经公司综合

考虑，为最大限度保障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公司与郭景松先生沟通商讨，郭景

松先生表示只要有偿还能力，愿在第一时间向公司支付欠款。但根据郭景松及其

一致行动人目前的资产负债状况，其根据《展期协议》偿还该欠款的可能性极小。 

 

3.根据展期还款安排，请说明是否需要调整前期会计处理，如否，请说明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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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及合理性，并说明签订本次《展期协议》对公司 2019 年的业绩影响，是否存

在不当会计调节情形。 

【回复】 

（1）不需要调整前期会计处理 

1）计提特别坏账的依据 

《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第四十条规定：企业应当

在资产负债表日对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以外的金

融资产的账面价值进行检查，有客观证据表明该金融资产发生减值的，应当计提

减值准备。《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第四十一条规定：

表明金融资产发生减值的客观证据，是指金融资产初始确认后实际发生的、对该

金融资产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有影响，且企业能够对该影响进行可靠计量的事项。

金融资产发生减值的客观证据，包括“发行方或债务人发生严重财务困难”。 

为偿还对外债务，在 2018 年 12 月及 2019 年 1 月，郭景松及其一致行动人

将约 1亿股转让给佛山公控，本次的股权转让款已全部用于偿还高风险债务。本

次股权转让后，郭景松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智慧松德的股票数量减少至 1.3亿股，

股价降至约 5 元/股，而其尚有债务约 17 亿元（未包含对上市公司的 2.08 亿欠

款），且已经出现部分违约情况。由于郭景松及其一致行动人在 2018年 12月 31

日出现严重的财务困难，公司根据郭景松及其一致行动人的净资产、资产抵押等

情况，对于松德实业和松德印机的欠款计提了特别坏账。 

2）签署《展期协议》的原因 

松德实业和松德印机预计不能按期偿还欠款以及公司对于应收款项计提特

别坏账是基于偿还能力而非偿还意愿。基于松德实业、松德印机和郭景松夫妇的

实际情况，经与各方协商，公司与松德实业、松德印机就即将到期的应收款项签

署展期协议，郭景松夫妇就上述债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根据目前的股价以及郭

景松对外融资能力，在 2019年 12 月 31日按期偿还的可能性极小。 

综合 1）、2）项，虽然公司与松德实业、松德印机、郭景松夫妇签署了《展

期协议》，但是郭景松基于债务人的义务和责任做出的，在做出该计划时，其财

务状况和偿还能力没有好转且在持续恶化，按照目前的情况判断，郭景松夫妇在

2019年 12月 31日偿还该欠款的可能性极小。因此不需要调整前期会计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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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说明签订本次《展期协议》对公司 2019 年的业绩影响，是否存在不

当会计调节情形。 

如果根据《展期协议》约定，2019年公司收到了 3,500万元还款，需要将

计提的特别坏账准备 3,500万元全额冲回，会增加公司 2019 年度净利润 3,500

万元，同时需要对剩余应收款项的可收回性进行评估，并且判断剩余应收款项坏

账准备余额的合理性。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号 —

—非经常性损益（2008)》的规定，“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

回”属于非经常性损益。此外，股权转让协议里已经约定了，如果不能按期支付

欠款，公司对逾期欠款将收取利息。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利息收入在预计

可以收到的情况下才能计提。如果 2019年，该项欠款不能按期偿还，虽然公司

保留了收取利息的权力权利，但是财务上不能作为收入入账，需要在实际收到的

时候才能确认利息收入。 

但松德实业、松德印机、郭景松夫妇目前的财务状况和偿还能力没有好转且

在持续恶化，按照目前的情况判断，郭景松夫妇在 2019年 12 月 31日偿还该欠

款的可能性极小。因此不需要调整前期会计处理。 

 

4.请说明松德印机欠公司 6,920 万元的形成原因、背景，是否存在资金占用

情形。 

【回复】 

（1）松德印机欠公司 6,920 万元的形成原因、背景 

在股权转让之前，子公司松德印机欠公司 6920 万元属于母子公司的欠款，

股权转让之后变更为关联方欠上市公司的资金。形成过程详见下表： 

摘要 金额（元） 

因股权转让，松德股份将应收账款按账面净值转给松德印机 82,689,789.41 

因股权转让，松德股份将预付账款转给松德印机 2,068,071.49 

因股权转让，松德股份将存货按净值转给松德印机 2,078,000.50 

因股权转让，松德股份将其他应收账款转给松德印机 340,000.00 

因股权转让，松德股份将预收账款转给松德印机 -21,630,162.95 

转松德股份代松德印机加工费用 3,654,344.36 

合计 69,200,04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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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是否存在资金占用情形 

该欠款是在股权转让之前形成，且于 2020 年 6 月 30 日到期，不存在资金占

用情形。 

 

5.请说明目前松德实业、松德印机的还款能力，你公司是否进行充分调查、

采取相关保障措施，并充分提示风险。 

【回复】 

（1）目前松德实业、松德印机的还款能力 

截至 2019 年 3 月 31 日，松德实业和松德印机的基本财务状况如下（元）： 

项目 松德实业 松德印机 

流动资产-货币资金 188,781.51 3,380,134.38 

其他流动资产 10,000.00  

非流动资产 192,902,464.13 159,805,457.48 

资产总计 386,548,696.24 533,971,880.40 

流动负债 286,303,867.03 271,854,271.49 

其他非流动负债 128,379,200.00  

负债合计 414,683,067.03 271,854,271.49 

净资产 -28,134,370.79 262,117,608.91 

松德实业及松德印机财务报表未经审计。松德实业和松德印机的资金已经极

度短缺，流动资产主要系郭景松及其投资相关企业的欠款。松德实业的非流动资

产主要系对外投资，对外投资的企业一直处于亏损,无土地和厂房；松德实业无

经营,已经资不抵债,净资产为-28,134,370.79 元。松德实业持有的智慧松德股份也

已经质押。 

松德印机非流动资产为土地和房产已经抵押，松德印机 100%股权处于质押

状态。故松德实业和松德印机不具备还款能力。 

 

（2）你公司是否进行充分调查、采取相关保障措施，并充分提示风险 

针对松德实业、松德印机的还款能力，公司核查了其财务报表及相关抵/质

押协议，目前不具备偿还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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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松德实业、松德印机名下资产全部处于抵/质押状态，且其抵/质押资产的

价值目前不能覆盖其对应的债务。若通过司法程序，上市公司不具备优先清偿权，

且可能会引起其他债权人恐慌而全面起诉、轮候冻结，反而不利于郭景松先生将

主要精力用于公司生产经营，故公司选择与其签署《展期协议》，争取让公司经

营取得更好效益，增加市场信心，促进股价上涨，同时可以提升郭景松的资产实

力，增加偿债能力。 

公司已于 2018 年度报告中，针对该欠款计提了坏账准备，作为关键审计事

项予以提示，并披露了《关于 2018 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 

 

6.2017 年 6 月 1 日披露的《关于转让全资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显示，出售松德印机股权预计对公司 2017 年净利润的影响金额为 589.84 万元。

你公司《2018 年年报问询函回复》显示，2017 年出售松德印机确认了投资收益

2,753.94 万元。请详细说明前述影响金额产生差异的原因及合理性，是否存在不

当会计调节情形。 

【回复】 

公司2017年6月1日披露的《关于转让全资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显示，出售松德印机股权预计对公司 2017 年净利润的影响金额为 589.84 万元，

而在 2017 年年报时出售印机公司实际确认投资收益为 2753.94 万元，差异主要

原因是： 

2017 年 6 月 1 日披露时只考虑了交易对价与 2017 年 5 月 30 日松德印机账

面净资产的差额，没有考虑公司用不动产对松德印机增资时的评估增值、存货内

部交易的未实现利润、及松德印机 6 月份经营损益的影响。若考虑上述因素影响，

其差异主要由三部分形成：①公司在 2017 年将自用厂房及土地使用权向松德印

机增资，评估增值部分属于内部未实现损益，在出售松德印机股权实现，该部分

对投资收益影响金额 1,651.67 万元；②存货内部交易未实现损益 101.10 万元于

松德印机股权出售时实现，在合并报表层面增加投资收益 101.10 万元；③在 6

月 1 日公告后松德印机继续经营亏损等产生差异 411.33 万元，在合并报表层面

增加投资收益 411.33 万元，合计差异金额为 2164.10 元。上述差异不存在不当

会计调节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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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你公司《2018 年年报问询函回复》称“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经公

司管理层核查，郭景松及其一致行动人资产状况良好，具备债务偿还能力”。请

详细说明“公司管理层”的具体成员、“核查”的具体方式、时间、核查结果，

“郭景松及其一致行动人资产状况良好，具备债务偿还能力”的具体情况。 

【回复】 

（1）“公司管理层”的具体成员包括： 

时任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胡卫华、时任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齐文晗； 

 

（2）“核查”的具体方式、时间： 

2017 年度业绩预告披露之前（2018 年 1 月 22 日-2018 年 1 月 30 日），时任

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胡卫华先生、时任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齐文晗女士带领财

务经理张雯女士，查看了郭景松及其一致行动人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名下房

产证、土地证，通过公开市场计算其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上市公司股票市值，统

计其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非上市公司股权投资额，及查看主要投资企业财务报表

等方式核查其资产状况。 

通过统计其质押股票融资金额及向其他非金融机构借款方式核查其负债总

额。 

上述资产及负债情况均和郭景松及其一致行动人当面确认核对。 

 

（3）核查结果： 

通过上述核查测算，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郭景松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

的资产总额（包括房产、土地、有价证券）约为 24 亿元。其中，通过直接或间

接持有上市公司股票的市值约为 21亿元，通过持有不动产权的市值约为 3亿元。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郭景松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负债合计金额为 21

亿元。此外，公司及大股东判断，公司股价已经处于阶段性的底部，进一步下跌

的可能性较小，下跌空间不大。 

综上，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管理层判断“郭景松及其一致行动人

资产状况良好，具备债务偿还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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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德智慧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7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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