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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中银绒业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 
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部关注函[2019]第 99 号 

《关注函》的回复 
 

 

本公司管理人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宁夏中银绒业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以下简称“管理人”）于 2019 年 8 月 14

日收到贵所出具的《关于对宁夏中银绒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公司部关注

函[2019]第 99 号），该关注函针对宁夏中银绒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中银绒业”或“上市公司”）近日受到的税务行政处罚事项进行了问询。按照贵

所要求，现对关注函所列出的问题，回复如下： 

问题 1、请函询公司实际控制人马生国，要求其明确说明本次税务机关进一

步追缴的税款 10,231,254.53 元和罚款 120,330,654.53 元是否由其承担；如是，

请说明其履约的具体方式、时间和履约保障；如否，请说明相关依据及合理性，

是否违反其前期承诺，是否损害上市公司利益和中小股东合法权利。 

【回复】 

    管理人于 2019 年 8 月 15 日函询公司实际控制人马生国是否将按照前期承

诺对上市公司履行赔偿责任，2019 年 8 月 19 日，管理人收到马生国对上述询

证函的回函。回函内容如下： 

“宁夏中银绒业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 

2019 年 8 月 9 日，国家税务总局银川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向宁夏中银绒业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送达了《税务处理决定书》（银税一稽处〔2019〕



33073 号）及《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银税一稽罚〔2019〕33045 号）。税务

机关向公司追缴税款 10,231,254.53 元和罚款 120,330,654.53 元。管理人于

2019 年 8 月 15 日函询本人如下事项：“基于你前期已作出的相关承诺，对于本

次税务机关进一步追缴的税款 10,231,254.53 元和罚款 120,330,654.53 元理应

由你承担，请你说明履约的具体方式、时间和履约保障；如否，请说明相关依据

及合理性，是否违反你前期所做承诺，是否损害上市公司利益和中小股东合法权

利。”针对上述事项，本人作出如下说明： 

一、关于是否对本次税务机关进一步追缴的税款 10,231,254.53 元和罚款

120,330,654.53 元承担责任 

2016 年 12 月 26 日，在回复深交所公司管理部就涉税事项的关注函（公司

部关注函〔2016〕第 223 号）时，本人作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曾复函公司表示：“2012

年 2 月--2013 年 9 月期间，本人利用担任贵公司董事长和总经理的身份，以及

贵公司的出口退税资质，在未经贵公司内部审议等决策程序的情况下，伙同他人

假报出口，获得退税款约 1.2 亿元人民币，本人因此被人民法院以逃税罪追究刑

事责任。前述税款已由本人负责退还，上市公司不承担相应的税款补缴责任。如

果未来上市公司因此产生了相应的税款补缴责任，本人将替代上市公司承担该项

责任”。 

本人承诺将会履行上述承诺，替代公司承担本次税务机关进一步追缴的税款

10,231,254.53 元。关于罚款 120,330,654.53 元，由于公司已于 2019 年 7 月 9

日进入破产重整程序，请管理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若干

问题的规定》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依法认定上述罚款不属于破产债权，公司不应

承担缴纳上述罚款的责任，相应的本人也不应替代公司承担上述罚款责任。 

二、关于履约具体方式、时间和履约保障 

针对本次税务机关进一步追缴的税款 10,231,254.53 元，如公司在破产重整

程序中依法承担补缴责任的，本人承诺将以宁夏中银绒业国际集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中绒集团”）名下全部资产出具担保函作为履约担保，在 2019 年度内以



适当方式向公司完成赔偿，以避免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合法权益。” 

问题 2、请你公司说明如马生国对本次税务机关进一步追缴的税款

10,231,254.53 元和所处的罚款 120,330,654.53 元不承担缴纳责任，你公司是

否拟向马生国采取相关追讨措施；你公司对本次税务机关进一步追缴的税款

10,231,254.53 元和罚款 120,330,654.53 元的相关会计处理及对公司的具体影

响，如存在相关风险，请及时进行充分提示。 

【回复】 

一、关于如果马生国未依承诺承担税款缴纳责任的追讨问题。若马生国未依

上述回函承诺内容如期缴纳税款或者赔偿上市公司从而给上市公司造成损失的，

上市公司将向马生国进行追讨，具体措施包括但不限于依法追讨马生国名下持有

的宁夏中银绒业国际集团有限公司股权等各项资产。 

二、关于本次税务机关进一步追缴税款及罚款的相关会计处理及对公司的具

体影响。 

1、针对税务机关进一步追缴的税款 10,231,254.53 元，公司将根据谨慎性

原则，作为公司预计负债，具体会计处理如下： 

借：营业外支出 10,231,254.53 元 

贷：预计负债 10,231,254.53 元 

2、针对税务机关所处的罚款 120,330,654.53 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审理企业破产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下列债权不属于破产

债权：（一）行政、司法机关对破产企业的罚款、罚金以及其他有关费用……。”

税务机关所处的罚款 120,330,654.53 元依法不属于公司破产债权，预计不会给

公司带来经济利益流出，公司对税务机关所处的罚款 120,330,654.53 元将不进

行会计处理。 

问题 3、请你公司结合前期《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

书》（〔2016〕宁 01 刑初 18 号）以及本次国家税务总局银川市税务局第一稽查



局下发的《税务处理决定书》（银税一稽处〔2019〕33073 号）及《税务行政处

罚决定书》（银税一稽罚〔2019〕33045 号），说明上述涉税案件对你公司历年

财务数据和财务报表的具体影响；同时，说明你公司是否已对所有涉及的前期

会计差错进行了更正，以及是否对受影响的各期合并财务报表进行了追溯调整，

如是，请说明相关情况，如否，请说明尚未更正和/或追溯调整事项的具体情况

及公司已采取或拟采取的后续措施。 

【回复】 

针对公司实际控制人马生国涉税案件，公司在 2016 年 11 月末得知实际控

制人收到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中级

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16〕宁 01 刑初 18 号）的执行通知书后，立刻组织

人员对由相关司法机关取得的涉案出口 489 份报关单明细及附属资料进行了自

查，以涉案出口收入的调整为起点，结合该业务有关的资金流、相关记录、2016

年度存货清查情况等，通过检查、测算、分析等方法调整冲减与该业务有关的营

业成本、存货等相关项目。经公司自查，该事项的影响主要涉及营业收入、营业

成本、存货等科目，公司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

更和差错更正》的规定，于 2017 年 4 月 29 日对前期财务报表进行追溯调整，

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如下： 

（一）对合并资产负债表的影响 

单位：万元 

报表项目 
2012 年 12 月 31 日 

重述前金额 重述调整数 重述后金额 

应收账款 86,042.68 -2,257.66 83,785.02 

存货 232,105.81 -18,753.47 213,352.34 

资产总额 505,258.11 -21,011.13 484,246.98 

盈余公积 2,648.26 -1,685.55 962.71 

未分配利润 42,551.38 -19,325.58 23,225.80 

股东权益合计 171,743.92 -21,011.13 150,732.79 

负债及股东权益总计 505,258.11 -21,011.13 484,246.98 

报表项目 
2013 年 12 月 31 日 

重述前金额 重述调整数 重述后金额 



存货 330,196.69 -44,909.39 285,287.30 

资产总额 853,852.75 -44,909.39 808,943.36 

盈余公积 5,016.30 -4,053.58 962.72 

未分配利润 68,298.48 -40,855.81 27,442.67 

股东权益合计 196,938.17 -44,909.39 152,028.78 

负债及股东权益总计 853,852.75 -44,909.39 808,943.36 

报表项目 
2014 年 12 月 31 日 

重述前金额 重述调整数 重述后金额 

存货 361,866.69 -44,909.39 316,957.30 

资产总额 1,295,331.54 -44,909.39 1,250,422.15 

盈余公积 5,664.95 -4,490.94 1,174.01 

未分配利润 36,152.79 -40,418.45 -4,265.66 

股东权益合计 423,309.32 -44,909.39 378,399.93 

负债及股东权益总计 1,295,331.54 -44,909.39 1,250,422.15 

报表项目 
2015 年 12 月 31 日 

重述前金额 重述调整数 重述后金额 

存货 269,899.11 -44,909.39 224,989.72 

资产总额 1,356,317.28 -44,909.39 1,311,407.89 

盈余公积 5,664.95 -4,490.94 1,174.01 

未分配利润 -51,282.93 -40,418.45 -91,701.38 

股东权益合计 337,414.27 -44,909.39 292,504.88 

负债及股东权益总计 1,356,317.28 -44,909.39 1,311,407.89 

（二）对合并利润表的影响 

单位：万元 

报表项目 
2012 年度 

重述前金额 重述调整数 重述后金额 

一、营业收入 242,606.04 -34,908.56 207,697.48 

减：营业成本 181,996.29 -14,757.80 167,238.49 

资产减值损失 1,773.73 -118.82 1,654.91 

二、营业利润 23,710.16 -20,031.94 3,678.22 

减：营业外支出 30.03 4,089.28 4,119.31 

三、利润总额 32,289.73 -24,121.22 8,168.51 

减：所得税费用 4,353.26 -3,110.09 1,243.17 

四、净利润 27,936.48 -21,011.13 6,925.35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28,057.09 -21,011.13 7,045.96 

报表项目 
2013 年度 

重述前金额 重述调整数 重述后金额 



一、营业收入 311,065.20 -40,298.10 270,767.10 

减：营业成本 244,337.11 -14,919.30 229,417.81 

资产减值损失 921.25 118.82 1,040.07 

二、营业利润 19,167.69 -25,497.62 -6,329.93 

减：营业外支出 63.8 2,314.74 2,378.54 

三、利润总额 31,817.24 -27,812.36 4,004.88 

减：所得税费用 3,698.98 -3,914.10 -215.12 

四、净利润 28,118.26 -23,898.26 4,220.00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28,115.13 -23,898.26 4,216.87 

（三）对母公司资产负债表的影响 

单位：万元 

报表项目 
2012 年 12 月 31 日 

重述前金额 重述调整数 重述后金额 

应收账款 49,402.50 -2,257.66 47,144.84 

存货 151,668.09 -18,753.47 132,914.62 

资产总额 404,836.68 -21,011.13 383,825.55 

盈余公积 2,648.26 -1,685.55 962.71 

未分配利润 20,331.56 -19,325.58 1,005.98 

股东权益合计 149,229.30 -21,011.13 128,218.17 

负债及股东权益总计 404,836.68 -21,011.13 383,825.55 

报表项目 
2013 年 12 月 31 日 

重述前金额 重述调整数 重述后金额 

存货 184,489.76 -44,909.39 139,580.37 

资产总额 703,946.38 -44,909.39 659,036.99 

盈余公积 5,016.30 -4,053.58 962.72 

未分配利润 41,643.86 -40,855.81 788.05 

股东权益合计 172,909.62 -44,909.39 128,000.23 

负债及股东权益总计 703,946.38 -44,909.39 659,036.99 

报表项目 
2014 年 12 月 31 日 

重述前金额 重述调整数 重述后金额 

存货 153,376.85 -44,909.39 108,467.46 

资产总额 1,139,964.12 -44,909.39 1,095,054.73 

盈余公积 5,664.95 -4,490.94 1,174.01 

未分配利润 6,663.41 -40,418.45 -33,755.04 

股东权益合计 394,905.13 -44,909.39 349,995.74 

负债及股东权益总计 1,139,964.12 -44,909.39 1,095,054.73 

报表项目 
2015 年 12 月 31 日 

重述前金额 重述调整数 重述后金额 

其他应付款 97,661.75 44,909.39 142,571.14 



负债合计 765,848.72 44,909.39 810,758.11 

盈余公积 5,664.95 -4,490.94 1,174.01 

未分配利润 -7,155.69 -40,418.45 -47,574.14 

股东权益合计 381,086.03 -44,909.39 336,176.64 

（四）对母公司利润表重述情况 

单位：万元 

报表项目 
2012 年度 

重述前金额 重述调整数 重述后金额 

一、营业收入 142,409.18 -34,908.56 107,500.62 

减：营业成本 109,081.66 -14,174.63 94,907.03 

资产减值损失 1,137.67 -118.82 1,018.85 

二、营业利润 14,519.66 -20,615.11 -6,095.45 

减：营业外支出 19.48 3,506.11 3,525.59 

三、利润总额 19,785.62 -24,121.22 -4,335.60 

减：所得税费用 2,930.12 -3,110.09 -179.97 

四、净利润 16,855.49 -21,011.13 -4,155.64 

报表项目 
2013 年度 

重述前金额 重述调整数 重述后金额 

一、营业收入 172,097.16 -40,298.10 131,799.06 

减：营业成本 127,099.42 -14,204.07 112,895.35 

资产减值损失 -643.6 118.82 -524.78 

二、营业利润 18,690.69 -26,212.85 -7,522.16 

减：营业外支出 60.31 1,599.51 1,659.82 

三、利润总额 27,865.28 -27,812.36 52.92 

减：所得税费用 4,184.95 -3,914.10 270.85 

四、净利润 23,680.32 -23,898.26 -217.94 

根据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专项说明，作为公司 2012-2015 年度年

报审计机构，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认为公司就实际控制人涉税案件对公司财务

报表的影响情况进行的自查，其原则、依据和方法基本合理，未发现相关差错更

正重述金额存在重大不合理情形。 

管理人将继续严格遵循相关法律法规，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密切关注并

及时披露相关事项的进展，同时也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宁夏中银绒业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 

2019 年 8 月 2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