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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华信（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关于重庆蓝黛动力传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前发生业

绩“变脸”或本次重组存在拟置出资产情形相关事项之 

专项核查意见 

 

 川华信综（2019）014 号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根据贵会 2016 年 6 月 24 日发布的《关于上市公司资产重组前发生业绩“变脸”

或本次重组存在拟置出资产情形的相关问题与解答》（以下简称“《问题与解答》”）的相

关要求，我们对重庆蓝黛动力传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蓝黛传动”或“公司”）

涉及的相关财务事项进行了核查，出具专项核查意见。 

一、最近三年的业绩真实性和会计处理合规性，是否存在虚假交易、虚构利润，

是否存在关联方利益输送，是否存在调节会计利润以符合或规避监管要求的情形，相关

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规定，是否存在滥用会计政策、会计差错更正或会计估

计变更等对上市公司进行“大洗澡”的情形，尤其关注应收账款、存货、商誉大幅计提

减值准备的情形等。 

本所对蓝黛传动 2015 年、2016 年和 2017 年财务报告分别出具了《审计报告》（川

华信审（2016）027 号、川华信审（2017）007 号、川华信审（2018）016 号），均为标

准无保留意见。 

同时，我们接受蓝黛传动的委托，对公司 2018 年财务报表进行审计。2019 年 2

月 20 日，蓝黛传动公告了《2018 年度业绩快报》，预计 2018 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较

上年同期下降 28.45%，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分别较上年同期下降 92.63%、93.90%，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下降 97.86%。 

2018 年度，公司预计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下降 28.45%，营业利润较上年同期下降

92.6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下降 97.86%，主要为报告期内，受

国际政治经济因素、国内宏观经济环境变化、下游汽车销售市场增速放缓的影响，公司

乘用车变速器总成、乘用车变速器零部件、汽配压铸产品以及外销收入有所下降；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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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客户产品结构调整、客户降价，以及受原材料成本上升、固定成本增加等因素影响，

部分产品毛利率较上年度有所下降；同时公司于报告期终止实施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限制性股票被公司回购注销支付费用一次性摊销金额较大；而公司研发的新产品在报告

期尚处于开发阶段，业绩贡献尚未显现，以上因素使得公司 2018 年度业绩同比降低。 

截止 2019 年 3 月 10 日，结合我们对 2018 年财务报表的审计情况，未发现公司 2018

年存在虚假交易、虚构利润的情形。 

在上述审计过程中，我们已对公司 2015、 2016 和 2017 年度真实性和会计处理合

规性， 是否存在虚假交易、虚构利润，是否存在关联方利益输送，是否存在调节会计

利润以符合或规避监管要求的情形，相关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规定，是否存

在滥用会计政策、会计差错更正或会计估计变更等进行“大洗澡” 的情形，尤其是对

应收账款、存货、商誉大幅计提减值准备等事项予以关注，并获取了充分、适当的审计

证据。 

（一）关于“是否存在虚假交易、虚构利润”的说明 

我们实施风险评估程序对公司财务报表可能存在重大错报的风险领域进行了识别，

将公司收入确认假定为具有舞弊风险，将重大交易评估为具有特别风险，并采取了特别

的应对措施。经审计，我们未发现收入确认、成本结转、费用确认、重大交易存在异常，

未发现存在虚假交易、虚构利润的情形。 

（二）关于“是否存在关联方利益输送”的说明 

我们对公司在财务报表附注中披露的关联交易完整性、公允性予以了关注。 

经核查，我们未发现存在关联方利益输送的情况。 

（三）关于“是否存在调节会计利润以符合或规避监管要求的情形，相关会计处

理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规定”的说明 

公司会计基础工作规范，会计处理严格按照会计准则和公司管理层制定的会计政

策执行，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不存在调节会计利润以符合或规避监管要求的情

形。  

针对公司 2015 年度、 2016 年度和 2017 年度的财务报告，本所均出具了标准无保

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川华信审（2016）027 号、川华信审（2017）007 号、川华信审

（2018）016 号）。针对公司 2015 年度、2016 年度和 2017 年度与财务报表相关的内部

控制有效性，本所出具了《内部控制鉴证报告》（川华信专(2016)044 号，川华信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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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10 号，川华信专(2018)135 号），公司在所有重大方面保持了与财务报表相关的

有效的内部控制。 

经核查，公司按照会计准则及管理层制定的会计政策执行，未发现存在调节会计

利润以符合或规避监管要求的情形。 

（四）关于“是否存在滥用会计政策、会计差错更正或会计估计变更等对上市公

司进行“大洗澡”的情形”的说明 

公司近三年重要的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估计变更如下： 

1、2017 年度重要的会计政策变更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备注 

财政部于2017 年5 月10 日发布《关于

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16 号-政府补

助〉的通知》（财会〔2017〕15 号），该

准则自2017 年6 月12 日起施行。 

相关会计政策变更

事项业经公司第三

届董事会第七次会

议审议通过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采用

未来适用法处理，该变更

对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

现金流量无重大影响 

财政部于 2017 年度发布《企业会计准

则第  42 号——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

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该准则自 2017 

年 5 月 28 日起施行。 

相关会计政策变更

事项业经公司第三

届董事会第七次会

议审议通过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采用

未来适用法处理，该变更

对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

现金流量无重大影响 

2、2016 年度重要的会计估计变更 

会计估计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开始适用

的时点 
备注 

近年来，由于公司加大产品研发投入和新客

户拓展，固定资产类别中其他设备压铸模具

品种类别增加，所对应生产的压铸产品品种

和客户均增加，所涉产品产量波动较大，造

成压铸模具的使用频率不均衡，公司原来采

用的固定资产的折旧方法不能准确反映目前

该类别资产（其他设备压铸模具）的经营状

况。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为了能

够更加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

经营成果，公司自2016年1月1日起对固定资

产类别中其他设备压铸模具折旧方法由年限

平均法变更为工作量法，以使该类别固定资

相关会计估

计变更事项

业经公司第

二届董事会

第十次会议

审议通过 

2016年 

1月1日 

根据《企业会计

准则第28号会计

政策、会计估计

变 更 和 差 错 更

正》的相关规定，

本次会计估计变

更采用未来适用

法 进 行 会 计 处

理，不追溯调整。

对公司以往各年

度财务状况和经

营成果不会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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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折旧与产量一致。 影响。 

公司自 2016 年 1 月 1 日起对固定资产类别中其他设备压铸模具折旧方法由年限平

均法变更为工作量法，以使该类别固定资产折旧与产量一致，2016 年至 2018 年适用一

致的会计估计政策；2017 年度根据财政部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42 号-持有待售的非

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的要求

对会计政策进行变更。除此之外，2015 年至今未发生其他会计政策变更，会计差错更正

和会计估计变更，未发现滥用会计政策、会计差错更正或会计估计变更等对上市公司进

行“大洗澡”的情形。 

（五）关于“应收账款、存货、商誉大幅计提减值准备”的说明 

公司近三年按照既定的会计政策计提各项资产减值准备，2015-2017 年度计提减值

准备情况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2015 年度 

坏账损失 335,891.80 9,479,869.68 -611,545.75 

存货跌价损失 4,118,813.08 7,146,789.77 1,958,856.97 

合计 4,454,704.88 16,626,659.45 1,347,311.22 

在审计过程中，我们对公司制定的资产减值准备计提政策进行了评估，在 2017 年

我们将应收账款坏账准备和存货跌价准备作为关键审计事项。 

对于坏账准备。我们对管理层按照账龄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选取样本

对账龄准确性进行测试。对主要的客户分析其经营状况，判断其是否具备付款能力，并

查阅历史交易和回款情况，评估管理层对上述客户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的合理性。 

对于存货跌价准备，对管理层计算的存货可变现净值所涉及的重要假设进行评价，

对公司的存货实施了监盘、函证等程序。 

我们认为公司近三年应收账款、存货等均按照公司会计政策进行减值测试和计提，

近三年的会计政策保持一致，减值测试和计提符合会计准则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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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正文，此页为签字盖章页） 

 

 

 四川华信(集团)会计师事务所                    中国注册会计师：赵勇军 

（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 ·成都                            中国注册会计师：谢洪奇 

 

2019 年 3 月 1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