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关于对中航三鑫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报的问询函相关事项核查的 

专  项  说  明 

 

众环专字（2019）022404 号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 

贵部于 2019 年 4 月 15 日下发《关于对中航三鑫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报的问询函》（中小

板年报问询函【2019】第 53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以下简称“我们”）作为中航三鑫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航三鑫”或“企业”）2018

年年度报告的审计机构，对贵部在问询函中提出的财务会计问题进行了认真核查，现对有关事项

说明如下： 

问询函 1、2016 年至 2018 年，你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以下简称“扣非后净利润”）分别为 -723.11 万元、-2,624.98 万元、-4,107.11

万元。2018 年，你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以下简称“净利润”）3,264.8

万元，同比增长 433.88%；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52,668.34 万元。  

（1）请结合你公司业务的经营情况、收入和成本构成、费用等因素，说明近三

年扣非后净利润连续为负的原因。  

公司回复：2016 年-2018 年公司经营业绩收入稳步增长，其中幕墙产业重点发展政府公建、

高层建筑、城市公共大型设施等项目，在国内大型机场建设项目具有领先优势；光伏玻璃产业上

推进智能制造与生产线自动化改造，持续提高技术与质量水平，重点聚焦行业优质核心客户；玻

璃深加工业务上进行整合调整，聚焦核心资源提升经济效益，剥离亏损业务。经营主要项目指标

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项目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营业收入 448,306.72 460,417.66 477,678.23 

营业成本 385,645.53 403,998.07 430,199.11 

营业毛利 62,661.19 56,419.59 47,479.12 

期间费用 59,347.75 60,354.83 57,61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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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资产减值损失 5,669.47 1,805.82 1,097.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65.81 -977.84 3,264.80 

非经常性损益金额 888.92 1,647.14 7,371.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723.11 -2,624.98 -4,107.11 

公司近三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连续为负，主要原因是扣除非经营性损益前经营亏损

较多，且非经常性损益对净利润为正向影响所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经营性亏损较大的主要原

因是受部份主业玻璃原片制造毛利下滑、不能投产等影响严重，主要体现在海南中航特玻材料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南特玻”，三年亏损 2016 年：-22,355 万元；2017 年：-11,144 万元；2018

年 1-11 月：-17,451.78 万元）、中航三鑫太阳能光电玻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鑫太阳能”，三

年净利润 2016 年：8,244 万元；2017 年：1,605 万元；2018 年：-934 万元）财务费用高、折旧

费高、运输成本高、天然气成本涨价且热值低、光伏新政波动变化大等运营成本较高的影响因素。 

会计师意见：我们复核了企业的上述回复，同时与年度财务报表审计过程中获取的相关

证据进行了核对，我们认为企业对近三年扣非后净利润连续为负的原因解释是合理的。 

（2）请结合行业特点、产品类别、销售模式、收入确认政策和收款政策等说明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与扣非后净利润差异较大的原因。  

公司回复：公司主业从事幕墙与内装工程、光伏玻璃、特种玻璃技术及深加工行业，其中

60%以上收入来自幕墙与内装工程业务，即建筑装饰业，其工程承接方式一般是通过公开招标或

邀请招标方式进行承接，承接方式分两种，一种是由业主分别招标确定总包和分包企业，另一种

是由业主先确定总包再委托总包招标确定分包企业。幕墙企业中标后，以项目为管理单元、按工

程进度组织设计、采购、生产加工和施工。建筑装饰业具有周期性不明显、产业关联度高、行业

竞争激烈等行业特点。另，光伏玻璃产业受国家政策性影响较大，为规避行业风险重点目标客户

以海外市场为主，为行业领先客户配套光伏玻璃制品；玻璃深加工业务主要是为客户提供定制的

建筑玻璃加工产品，具有一定行业周期性。 

公司收入确认政策为：销售商品确认收入是在已将商品所有权上的主要风险和报酬转移给购

货方，既没有保留通常与所有权相联系的继续管理权，也没有对已售出的商品实施有效控制，收

入的金额、相关的已发生或将发生的成本能够可靠地计量，相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企业时，

确认收入；提供劳务是在完工进度能够可靠地确定，收入的金额、相关的已发生或将发生的成本

能够可靠地计量，相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企业时，采用完工百分比法确认收入；建造合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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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建造合同的结果能够可靠估计的情况下，于资产负债表日按照完工百分比法确认合同收入和合

同费用。 

应收账款信用期一般为 6 个月。 

公司报告期内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4,107.11 万元，经营活动现

金流量净额 52,668.34 万元，存在重大差异的主要原因如下： 

计入利润表的不涉及现金支出、不反映在经营活动部分和不计入利润表的经营活动部分的主

要项目金额有 56,692.87 万元。 

单位：万元  

项目 金额 

固定资产折旧 25,465.20 

财务费用-利息支出 14,223.47 

海南特玻增值税收返还 17,004.20 

合计 56,692.87 

会计师意见：我们复核了企业的上述回复，同时与年度财务报表审计过程中获取的相关

证据进行了核对，我们认为企业对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与扣非后净利润差异较大的原因

解释是合理的。 

（3）请结合各业务板块的实际经营情况、毛利率、期间费用、非经常性损益等

因素说明公司报告期内净利润大幅上升的具体原因及其合理性。  

公司回复：近三年公司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项目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营业毛利 62,661.19 56,419.59 47,479.12 

期间费用 59,347.75 60,354.83 57,613.99 

资产减值损失 5,669.47 1,805.82 1,097.72 

投资收益 446.61 317.35 6,306.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65.81 -977.84 3,264.80 

非经常性损益金额 888.92 1,647.14 7,371.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723.11 -2,624.98 -4,107.11 

2018 年公司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增加 4,242.64 万元，其中投资收益较上

年同期增加 5,989.22 万元，投资收益是造成公司净利润上升的主要原因，详情请见问询函 3。 

会计师意见：我们复核了企业的上述回复，同时与年度财务报表审计过程中获取的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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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据进行了核对，我们认为企业对报告期内净利润大幅上升的原因解释是合理的。 

问询函 2、报告期内，你公司将海南中航特玻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南特

玻”） 13%的股权通过挂牌的方式转让给海南新澳洋实业有限公司，本次转让完成后

海南特玻成为你公司的关联方，不再纳入你公司合并报表范围。你公司于 2018 年 7

月 18 日披露的《关于拟转让子公司海南特玻部分股权涉及关联交易的公告》称，海

南特玻承诺在未来两年内，其经营所得及资产处置获得资金可全额归还财务资助款

项。  

《2018 年度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的专项说明》中显示，报告期末，

海南特玻占用你公司资金 26,787.16 万元，在上市公司报表中体现为“其他应收款”，

性质为经营性往来。请年审会计师说明将该笔资金占用确认为经营性往来的原因及合

理性，是否符合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会计师回复：针对上述问题，我们进行了再次核查，发现前期对海南特玻往来款性质的

理解存在偏差。根据上市公司相关规范运作规定，我们修改了《中航三鑫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

及其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的专项说明》，该说明企业已于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上。 

问询函 3、报告期内，你公司投资收益为 6,306.57 万元，占净利润的 120.81%，

主要系本期处置海南特玻股权产生。请说明该股权处置中投资收益的会计处理原则，

并详细列示投资收益的计算过程。  

公司回复：公司本期因处置海南特玻 13%股权确认投资收益 6,487.12 万元。 

（1）处置原则：企业因处置部分股权投资等原因丧失了对被投资方的控制权的，在编制合

并财务报表时，对于剩余股权，应当按照其在丧失控制权日的公允价值进行重新计量。处置股权

取得的对价与剩余股权公允价值之和，减去按原持股比例计算应享有原有子公司自购买日或合并

日开始持续计算的净资产的份额之间的差额，计入丧失控制权当期的投资收益，同时冲减商誉。

与原有子公司股权投资相关的其他综合收益等，应当在丧失控制权时转为当期投资收益。 

（2）海南特玻股权处置投资收益明细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项目 金额 

 处置对价 3,894.38 

加： 剩余 27.44%股权的公允价值 5,558.60 

小计  9,452.98 

减： 海南特玻自合并日开始持续计算的 13%净资产的份额 6,56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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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金额 

加： 以前年度未实现内部交易损益中归属于母公司的部分 3,597.86 

加： 与原有子公司股权投资相关的资本公积 0.01 

合计  6,487.12 

会计师意见：我们复核了企业的上述回复，同时与年度财务报表审计过程中获取的处置

海南特玻股权的相关证据进行了核对，我们认为企业对投资收益确认的原则及计算过程是合理

的。 

问询函 5、报告期末，你公司对关联方的应收款项账面余额为 2,309.18 万元，对

关联方的其他应收款项账面余额为 27,137.16 万元。请说明关联方应收账款、其他应

收款对应的关联方名称、金额及形成原因，相关关联方的资产负债率、偿债能力、信

用情况，公司将关联方作为一个组合不计提坏账准备的原因及合理性，是否合理反映

关联方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面临的回收风险，是否符合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公司回复：关联方组合应收款项性质及期后收回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关联方 款项性质 期末余额 账龄 备注 

应收账款 宝利鑫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工程款 1,543.04 2 年以内 截至 3 月底已全部收回 

应收账款 海南中航特玻材料有限公司 货款 766.14 1 年以内 正常销售产品产生货款 

其他应收款 中国航空技术厦门有限公司 质保金 25.63 2-3 年 未到期质保金 

其他应收款 厦门君尚世纪投资有限公司 质保金 106.11 2-3 年 未到期质保金 

其他应收款 宝利鑫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质保金 45.83 1-2 年 截至 3 月底已全部收回 

其他应收款 
中国航空规划设计研究总院

有限公司 
质保金 19.74 1 年以内 未到期质保金 

其他应收款 中航国际租赁有限公司 保证金 150.00 1 年以内 未到期保证金 

其他应收款 海南中航特玻材料有限公司 往来款 26,787.16 2 年以内 
大股东承诺在 6 月 10 日

前协调解决 

其他应收款 中航通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 往来款 2.68 2-3 年 截至 4 月底已全部收回 

未计提坏账准备是否合理、谨慎、合规情况说明：关联方单位均履约情况良好，且同受中航

工业控制，产品销售形成应收账款已陆续回收，提供劳务形成应收账款尚未完成幕墙工程项目决

算，风险可控，不存在无法收回风险；保证金主要为工程质量保证金，比例通常为工程项目款的

5%，根据合同约定一般账期为 2 年，保修期内保证金不计提坏账准备，待保修期满后，按逾期

账龄计提坏账准备，或根据业主情况单项计提坏账准备；公司对海南特玻的财务资助款，已由大

股东承诺在 6 月 10 日前协调解决。且报告期末海南特玻以固定资产作为抵押担保，不存在无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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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回的风险。 

会计师意见：我们复核了企业的上述回复，同时对关联方的期后收款情况进行了核实，

我们认为企业对关联方应收款项组合的坏账计提政策是合理的。 

问询函 6、报告期末，你公司流动负债余额为 35.86 亿元，占负债总额的比重为

96.86%，其中短期借款余额为 12.84 亿元，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为 20.14 亿元，其他

应付款余额为 1.61 亿元。   

（1）请结合行业特征和同行业可比公司的基本情况，说明公司短期债务规模占

比较大的原因及合理性。  

公司回复：公司短期负债规模占负债总额比重与同行业对比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项目 中航三鑫 南玻 A 洛阳玻璃 方大集团 江河集团 

流动资产 306,700.73 492,810.82 146,538.93 433,882.58 2,166,432.43 

非流动资产 159,351.57 1,418,612.60 303,879.26 632,002.83 562,439.81 

资产总额 466,052.30 1,911,423.42 450,418.19 1,065,885.41 2,728,872.25 

流动负债 358,573.63 619,524.63 253,047.60 321,036.93 1,756,643.16 

其中：短期借款 128,420.43 292,267.96 85,188.84 20,800.00 301,010.64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201,413.23 131,500.93 98,315.51 154,749.53 1,115,466.76 

其他应付款 16,109.54 55,275.12 38,748.84 81,311.87 14,913.58 

非流动负债 11,634.92 346,955.54 62,836.48 225,329.72 84,016.10 

负债总额 370,208.55 966,480.17 315,884.08 546,366.65 1,840,659.26 

营业收入 477,678.23 1,060,996.30 140,274.82 304,868.02 1,603,726.17 

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 52,668.34 213,037.81 -8,022.09 38,710.27 140,859.67 

流动负债占比 96.86% 64.10% 80.11% 58.76% 95.44% 

资产负债率 79.43% 50.56% 70.13% 51.26% 67.45% 

流动比率 0.86 0.80 0.58 1.35 1.23 

速度比率 0.64 0.70 0.48 1.15 1.11 

注：以上企业数据摘自各公司公告。 

公司幕墙工程业务主要承接国家重点项目、大型展馆、机场、高层建筑等，由于工程项目具

有周期长，结算节点复杂等特殊性，与供应商和劳务公司签订的合同支付款项有 3-12 个月的账

期，因此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占比较大，公司的短期负债均按期、正常偿付，从未出现借款或利

息逾期偿还的情况，流动负债占负债总额比略高于同行业水平。为控制公司经营风险，提高管理

效率，公司将逐步降低有息负债规模，降低资产负债率。 

会计师意见：我们复核了企业的上述回复，同时与年度财务报表审计过程中获取的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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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据进行了核对，我们认为公司对短期债务规模占比较大的原因解释是合理的。 

（2）补充披露截至本问询函发出日，你公司短期负债的偿还情况。  

公司回复：2019 年 1-3 月，公司支付货款 101,085.02 万元，支付各项税费 4,002.01 万元，

偿还借款 17,154.00 万元，支付利息 1,712.60 万元。截至目前，公司短期负债均按期偿付，未出

现逾期贷款等情况。 

会计师意见：我们复核了企业的上述回复，同时对企业期后短期负债的偿还情况进行了

检查，未见重大不一致情形。 

（3）量化分析你公司目前的现金流量状况对公司的偿债能力和正常运营能力是

否存在影响。  

公司回复：公司本期实现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2,668.34 万元，与上年同期基本

持平，可足额偿付银行贷款利息，并按期偿付贷款。截至目前，公司未出现逾期贷款或利息，可

保证公司正常运营所需资金。 

会计师意见：我们复核了企业的上述回复，同时与年度财务报表审计过程中获取的相关证据

进行了核对，未见重大不一致情形。 

问询函 7、报告期末，你公司存货账面余额为 76,492.64 万元，计提的存货跌价

准备为 226.95 万元，存货账面价值为 76,265.69 万元。请结合你公司存货的具体类型、

存货的价格变动趋势、存货的计价方法、存货可变现净值的确认依据以及存货跌价准

备计提政策等，说明报告期内存货跌价准备计提的合理性和充分性，计提比例是否较

上一年度发生重大变化。  

公司回复：报告期末，公司存货余额为 7.65 亿元，其中已完工未结算资产 6.22 亿元，原

材料、库存商品等 1.43 亿元；存货跌价准备本期末较期初减少 1,239.68 万元，其中因海南特玻

期末不再纳入合并范围影响存货跌价准备减少 921.38 万元，若扣除海南特玻影响，存货跌价准

备计提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项目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账面余额 跌价准备 计提比例 账面余额 跌价准备 计提比例 

建造合同形成的已

完工未结算资产 
62,232.88 

  
67,439.76 

  

其他存货 14,259.75 226.95 1.59% 18,389.57 469.45 2.55% 

合计 76,492.64 226.95 0.30% 85,829.33 469.45 0.55% 

注：表中年初余额扣除海南特玻影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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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司已完工未结算资产 6.22 亿元，占存货总额的 81.36%，为幕墙工程项目。依据《企

业会计准则第 15 号-建造合同》（以下简称“建造合同准则”）规定，期末结果能够可靠估计的建

造合同按照完工百分比法确认收入及成本，合同完工进度按累计实际发生的合同成本占合同预计

总成本的比例确定，以经业主或总包方确认的工程形象进度确认应结算金额。期末 6.22 亿元已

完工未结算资产为累计发生合同成本及合同毛利之（工程施工）和与累计应结算金额（工程结算）

的差额，符合建造合同准则的要求，真实、完整的反映了本公司期末存货金额。 

当项目预计总收入小于预计总成本时，差额乘以未完工百分比确认存货跌价准备。本公司项

目预计总收入均大于预计总成本，相应的存货跌价准备不需要计提。 

（2）公司原材料、库存商品等 1.43 亿元，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1 号-存货》（以下简称“存

货准则”）规定，对存货采用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计量，存货成本高于其可变现净值的，计提

存货跌价准备，计入当期损益。可变现净值按照在正常经营过程中，存货的估计售价减去估计完

工成本及销售所必须的估计费用后的价值确定。根据这一政策，公司在报告期末根据产成品及其

相关原材料、周转材料的可变现净值与存货成本对比情况计提了存货跌价准备 281.44 万元，已

按市场价格水平充分计提减值。报告期末，公司存货跌价准备账面余额为 226.95 万元，占其存

货账面余额的 1.59%，较年初余额减少了 84.53%，主要原因是存货已实现销售或已生产领用以

及海南特玻不再纳入公司合并范围，存货跌价准备减少所致。 

会计师意见：我们复核了企业的上述回复，同时与年度财务报表审计过程中获取的相关

证据进行了核对，我们认为企业报告期内存货跌价准备计提的比例是合理的。 

问询函 8、报告期末，你公司在建工程账面余额为 19,611.01 万元，未计提减值

准备。请你公司详细列示主要在建工程的主要内容和减值的测算过程，并对比 2017

年度相关资产的减值测算过程说明主要在建工程是否存在重大减值风险、资产减值准

备计提是否充分。  

公司回复：报告期末，公司在建工程余额为 19,611.01 万元，其中中航三鑫太阳能光电玻

璃有限公司在建工程余额 16,204.03 万元，占在建工程总额的 82.63%， 

2018 年度，基于谨慎性原则，为了更加准确地反映期末的资产状况和财务状况，公司聘请

评估机构对三鑫太阳能的生产线进行了减值专项评估，评估方法为收益法，评估结果如下： 

超白压延玻璃生产线（250T/D+650T/D）资产组（合）（含固定资产和在建工程部分），账面

原值合计 64,747.09 万元，账面净值为 32,222.23 万元。可回收金额 34,913.35 万元，评估增值

2,691.56 万元，增值率 8.35%。截至评估基准日，通过对该资产组可收回金额进行测算，可收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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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额高于账面净值，故未计提减值准备。 

会计师意见：我们复核了企业的上述回复，报告期末我们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9 号-资

产减值》的规定对资产组进行了减值测试，同时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421 号-利

用专家的工作》的规定对评估师的胜任能力和工作进行了评价与复核，我们认为企业在建工程减

值准备的计提比例是合理的。 

问询函 9、报告期内，你公司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合计 3,845.78 万元，占净

利润的 117.8%。请说明主要的政府补助款收到的时间、项目内容及具体会计处理。  

企业回复：报告期内，公司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合计 3,845.78 万元，其中主要的政府

补助包括子公司三鑫太阳能收到蚌埠市龙子湖区政府发放的“314 供电线路补贴资金”242.1 万

元（2018 年 6 月收到）、子公司深圳市三鑫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分别收到深圳市财政委员会发放的

“幕墙技术研发项目补贴”312.00 万元（2018 年 4 月收到）和财政部发放的“电费补贴”1,035.98

万元（2018 年 11 月收到）。上述政府补助均为与收益相关，收到时直接计入当期损益。 

会计师意见：我们复核了企业的上述回复，同时对上述三项政府补助款收到的时间、项

目内容及具体会计处理进行了核对，未见重大不一致情形。 

 

 

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武汉    二〇一九年五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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