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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367        简称：东方网力         公告编号：2020-024 

 

东方网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的回复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东方网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年 1月 23日收到深

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公司管理部下发的《关于对东方网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关

注函》（创业板关注函【2020】第 84 号）（以下简称“关注函”），要求公司

对函中问题做出书面说明并对外披露。收到关注函后，公司及董事会高度重视，

立即组织相关部门开展《关注函》的回复工作，对关注函中涉及的问题进行逐条

落实和回复。现对《关注函》涉及的有关事项回复说明如下： 

一、2020 年 1 月 23 日，你公司披露《2019 年度业绩预告》，预计 2019 年

亏损 26.62 亿元至 26.67 亿元，主要原因为对应收账款、存货、金融资产合计

减值约 18 至 20 亿元，其中拟对应收账款计提坏账准备 16 至 17 亿元，对子公

司动力盈科实业（深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动力盈科”）、广州嘉崎智能科

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崎智能”）计提商誉减值约 2.7 亿元至 2.81 亿元。

我部对此表示关注，请你公司认真核查并就以下事项做出说明： 

1．结合 2019年以来公司所属行业环境及客户信用等方面发生的重大变化，

说明本次计提坏账的应收账款对应的客户、销售金额与账龄等情况，计提的原

因和合理性，相关收入和应收账款的确认是否真实，以前年度有关坏账计提是

否充分、合理，是否存在利润调节的情形。请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1、2019 年以来公司所属行业及客户信用等方面发生的重大变化 

（1）安防行业发生的重大变化 

2019 年安防市场景气度不如预期，国家财政政策收紧，经济继续去杠杆，

严控地方债务和土地经济，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地方政府可支配收入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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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防项目受到挤压，多个地区规划内的安防项目延期招标或实施，政府付款节奏

明显放缓，大量项目均要求垫款，垫款周期甚至长达 3-5 年。AI 技术最容易实

现产业化的领域就是安防行业，阿里巴巴、华为等云服务巨头、众多 AI独角兽、

创业企业聚焦安防行业扎堆汇聚，加剧了安防行业竞争烈度。 

（2）客户信用发生的重大变化 

由于地方政府可支配收入的减少，推迟甚至终止部分拟规划的安防项目，完

工项目的款项支付节奏慢于预期。安防行业普遍存在垫资开工的特点（尤其是大

型项目），安防项目的推迟以及终端客户付款节奏放缓，导致安防行业企业（尤

其是下游集成商）存货积压、现金流十分紧张，支付能力收到影响，信用隐忧不

断加剧。同时，2019 年以来，银行严控信贷业务，安防行业企业融资难问题加

剧，进一步削弱了业务开展和支付能力。仅公司 2019 年净偿还银行贷款近 10

亿元。 

2、本次坏账计提的情况 

（1）根据新会计准则，公司对应收账款计提坏账准备的政策如下： 

在新金融工具准则下，企业对于《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所规定的、

不含重大融资成分（包括根据该准则不考虑不超过一年的合同中融资成分的情况）

的应收款项和合同资产，应当始终按照整个存续期内预期信用损失的金额计量其

损失准备。 

对于存在客观证据表明存在减值，以及其他适用于单项评估的应收账款，单

独进行减值测试，确认预期信用损失，计提单项减值准备。对于不存在减值客观

证据的应收账款或单项金融资产无法以合理成本评估预期信用损失的信息时，企

业依据信用风险特征，将应收款项划分为若干组合，在组合基础上计算预期信用

损失。 

对于划分为组合的应收账款，本公司参考历史信用损失经验，结合当前状况

以及对未来经济状况的预测，编制应收账款账龄与整个存续期预期信用损失率对

照表，计算预期信用损失。 

（2）2019年应收账款及坏账计提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合并口径应收账款余额 26.94 亿元，共涉及

超过 500 家客户，账龄主要分布在 1-3 年。根据上述会计政策，2019 年公司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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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计提坏账准备约为 16-17亿元，公司收入和应收账款的确认真实、坏账计提合

理。坏账计提主要有以下原因：客户违反合同条款，逾期未履行合同义务；受行

业变化影响客户处于停业或半停业状态，恢复经营时间不确定；公司已因应收账

款事项对客户提起诉讼；客户被其他方提起较多笔诉讼/较大额诉讼，预计无偿

付能力；受行业变化影响，客户大单项目做完后，经营的项目规模大幅缩减，已

无偿付公司款项的能力；客户因自身项目质量问题无法收到终端用户款项，导致

无支付公司的能力等。 

因涉及客户家数较多、梳理核对工作量较大，且疫情期间外部梳理核对工作

进度受到较大影响，具体客户及销售规模、账龄情况回复，待公司进一步梳理核

对后，预计于 2月 28日前及时补充回复。 

 

3、以前年度有关坏账计提是否充分、合理 

（1）根据原会计准则，公司对应收账款计提坏账准备的政策如下： 

①坏账准备的确认标准 

本公司在资产负债表日对应收款项账面价值进行检查，对存在下列客观证据

表明应收款项发生减值的，计提减值准备：债务人发生严重的财务困难；债务人

违反合同条款（如偿付利息或本金发生违约或逾期等）；债务人很可能倒闭或进

行其他财务重组；其他表明应收款项发生减值的客观依据。 

②坏账准备的计提方法 

a.单项金额重大并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坏账准备的确认标准、计提

方法 

公司将金额为人民币 100 万元以上的应收款项确认为单项金额重大的应收

款项。 

公司对单项金额重大的应收款项单独进行减值测试，单独测试未发生减值的

应收款项，包括在具有类似信用风险特征的金融资产组合中进行减值测试。单项

测试已确认减值损失的应收款项，不再包括在具有类似信用风险特征的应收款项

组合中进行减值测试。 

b.按信用风险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的确定依据、坏账准备计提方法 

信用风险特征组合的确定依据：本公司对单项金额不重大以及金额重大但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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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测试未发生减值的应收款项，按信用风险特征的相似性和相关性对金融资产进

行分组。这些信用风险通常反映债务人按照该等资产的合同条款偿还所有到期金

额的能力，并且与被检查资产的未来现金流量测算相关。 

根据信用风险特征组合确定的坏账准备计提方法：按组合方式实施减值测试

时，坏账准备金额系根据应收款项组合结构及类似信用风险特征（债务人根据合

同条款偿还欠款的能力）按历史损失经验及目前经济状况与预计应收款项组合中

已经存在的损失评估确定。 

不同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计提方法： 

项目 计提方法 

账龄 账龄分析法 

其中：1年以内 账龄分析法 

      1至 2年 账龄分析法 

      2至 3年 账龄分析法 

      3至 4年 账龄分析法 

      4年以上 账龄分析法 

 

账龄 半年以内 半年至 1年 1至 2年 2至 3年 3至 4年 4年以上 

计提比例 0%、5% 5% 10% 20%、30% 50% 80、100% 

c.单项金额虽不重大但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 

对单项金额不重大但个别信用风险特征明显不同，已有客观证据表明其发生

了减值的应收款项，按账龄分析法计提的坏账准备不能反映实际情况，本公司单

独进行减值测试，根据其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低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确认减值损

失，并据此计提相应的坏账准备。 

（2）公司以前年度关于应收账款坏账计提的情况 

2018年应收账款的坏账计提情况： 

类别 

期末余额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价值 

金额 比例(%) 金额 计提比例(%) 

单项金额重大并单项计提坏账准备

的应收账款 

2,600,000.00 0.09 2,600,000.00 100.00  

按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 2,969,806,706.16 99.91 261,654,287.82 8.81 2,708,152,418.34 

其中：以账龄作为信用风险特征组合 2,969,806,706.16 99.91 261,654,287.82 8.81 2,708,152,41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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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期末余额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价值 

金额 比例(%) 金额 计提比例(%) 

单项金额虽不重大但单项计提坏账

准备的应收账款 

     

合计 2,972,406,706.16 100.00 264,254,287.82  2,708,152,418.34 

 

（续上表） 

类别 

期初余额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价值 

金额 比例(%) 金额 计提比例(%) 

单项金额重大并单项计提坏账准备

的应收账款 

     

按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 1,966,363,979.70 100.00 148,351,317.30 7.54 1,818,012,662.40 

其中：以账龄作为信用风险特征组合 1,966,363,979.70 100.00 148,351,317.30 7.54 1,818,012,662.40 

单项金额虽不重大但单项计提坏账

准备的应收账款 

     

合计 1,966,363,979.70 100.00 148,351,317.30  1,818,012,662.40 

2017年应收账款的坏账计提情况： 

类别 

期末余额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价值 

金额 比例(%) 金额 计提比例(%) 

单项金额重大并单项计提坏账准备

的应收账款 

     

按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 1,966,363,979.70 100.00 148,351,317.30 7.54 1,818,012,662.40 

其中：以账龄作为信用风险特征组合 1,966,363,979.70 100.00 148,351,317.30 7.54 1,818,012,662.40 

单项金额虽不重大但单项计提坏账

准备的应收账款 

     

合计 1,966,363,979.70 100.00 148,351,317.30  1,818,012,662.40 

 

（续上表） 

类别 

期初余额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价值 

金额 比例(%) 金额 计提比例(%) 

单项金额重大并单项计提坏账准备

的应收账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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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期初余额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价值 

金额 比例(%) 金额 计提比例(%) 

按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 1,318,612,859.99 100.00 68,864,357.73 5.22 1,249,748,502.26 

其中：以账龄作为信用风险特征组合 1,318,612,859.99 100.00 68,864,357.73 5.22 1,249,748,502.26 

单项金额虽不重大但单项计提坏账

准备的应收账款 

     

合计 1,318,612,859.99 100.00 68,864,357.73  1,249,748,502.26 

2016年应收账款的坏账计提情况： 

类别 

期末余额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价值 

金额 比例(%) 金额 计提比例(%) 

单项金额重大并单项计提坏账准备

的应收账款 
     

按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 1,318,612,859.99 100.00 68,864,357.73 5.22 1,249,748,502.26 

其中：以账龄作为信用风险特征组合 1,318,612,859.99 100.00 68,864,357.73 5.22 1,249,748,502.26 

单项金额虽不重大但单项计提坏账

准备的应收账款 
     

合计 1,318,612,859.99 100.00 68,864,357.73  1,249,748,502.26 

 

（续上表） 

类别 

期初余额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价值 

金额 比例(%) 金额 计提比例(%) 

单项金额重大并单项计提坏账准备

的应收账款 
     

按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 734,376,195.67 100.00 27,042,224.60 3.68 707,333,971.07 

其中：以账龄作为信用风险特征组合 734,376,195.67 100.00 27,042,224.60 3.68 707,333,971.07 

单项金额虽不重大但单项计提坏账

准备的应收账款 
     

合计 734,376,195.67 100.00 27,042,224.60  707,333,97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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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按照应收账款坏账政策执行对应收账款进行单项坏账准备认定并进行

计提，以前年度坏账计提充分、合理，符合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并经过会计师事

务所审计，公司不存在利用计提坏账准备调节利润调节的情形。 

 

2. 本次计提存货跌价准备以及金融资产减值准备的具体情况，包括计提依

据、相关资产存在减值迹象的时点、具体减值测算过程等，说明相关资产是否

真实，资产减值过程中会计估计判断和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

规定。请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1）存货跌价准备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规定，企业应当在期末对存货进行全面清查，如由于存货

毁损、全部或部分陈旧过时或销售价格低于成本等原因，使存货成本高于可变现

净值的，应按可变现净值低于存货成本部分，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当存在下列情况之一时，应当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① 市价持续下跌，并且在可预见的未来无回升的希望； 

② 企业使用该项原材料生产的产品的成本大于产品的销售价格； 

③ 企业因产品更新换代，原有库存原材料已不适应新产品的需要，而该原

材料的市场价格又低于其账面成本； 

④ 因企业所提供的商品或劳务过时或消费者偏好改变而使市场的需求发生

变化，导致市场价格逐渐下跌； 

⑤ 其他足以证明该项存货实质上已经发生减值的情形。 

当存在以下一项或若干项情况时，应当将存货账面价值全部转入当期损益：

1）已霉烂变质的存货；2）已过期且无转让价值的存货；3）生产中已不再需要，

并且已无使用价值和转让价值的存货；4）其他足以证明已无使用价值和转让价

值的存货。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公司财务部、生产部组成盘点小组，对存货进行统一

盘点；盘点过程中，对重要存货的数量、状态进行检查，经与存货保管人员沟通，

部分存货因项目变化及产品技术迭代影响，预计无法销售，本着谨慎性原则，经

公司总经办会议确定，公司预计计提存货减值损失约 4,700万元。实际金额需依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B4%A6%E9%9D%A2%E6%88%90%E6%9C%AC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D%BF%E7%94%A8%E4%BB%B7%E5%80%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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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后数据进行确定。 

 

（2）金融资产减值准备 

公司已聘请会计师事务、第三方评估机构对金融资产减值准备的具体情况进

行梳理、评估、确认，由于相关工作量较大且受当前疫情的影响，梳理、评估工

作尚未完成，会计师亦无法按时出具核查意见。公司将结合中介机构的工作进展，

预计于 2月 28日前及时补充回复计提金融资产减值准备的相关内容。 

 

3.说明动力盈科、嘉崎智能 2019 年业绩情况，是否出现业绩下滑。如是，

请详细说明原因及出现商誉减值迹象的具体时点，你公司是否及时进行减值测

试并提示相关风险，并说明以前年度商誉减值计提是否充分，是否符合《会计

监管风险提示第 8 号——商誉减值》的有关规定，本年度集中计提大额商誉减

值的原因及合理性，是否存在利用商誉减值进行盈余管理的情形。请会计师核

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2019 年，受研发能力减弱、市场销售及公司管理人员流失、业务全面收缩

等影响，动力盈科和嘉崎智能两家子公司营业收入降低，经营业绩下滑严重。动

力盈科及广州嘉崎 2019年业绩情况如下： 

动力盈科 2018 年 2019 年 

营业收入（万元） 19,523.87 2,440.50 

营业利润（万元） 6,968.63 -35,534.23 

 

广州嘉崎 2018 年 2019 年 

营业收入（万元） 9,303.46 190.05 

营业利润（万元） 3,092.82 -16,027.13 

注：2019年数据未经审计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8号——资产减值》的规定，公司应当在资产负债表

日判断是否存在可能发生资产减值的迹象。对企业合并所形成的商誉，公司应当

至少在每年年度终了进行减值测试。 

如上表所示财务数据，2018 年，动力盈科及广州嘉崎整体经营情况良好，

未出现减值迹象。2019 年，受经济下行，人员结构调整，管理层变化等多方面

的影响，动力盈科和嘉崎智能经营规模逐步下滑，经营亏损严重，经营业绩远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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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收购时的预期，按照审慎性原则，公司判断上述商誉存在减值迹象。经公司财

务部门与评估师、会计师初步沟通，对动力盈科和嘉崎智能未来可收回金额进行

初步测算，商誉所在资产组的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低于该资产组的账面价值，在此

基础上，我们根据谨慎性原则，分别预计动力盈科计提商誉减值准备 1.07亿元，

预计嘉崎智能计提商誉减值准备 1.50 亿元。本次计提商誉减值准备符合《会计

监管风险提示第 8号——商誉减值》的有关规定，公司不存在利用商誉减值进行

盈余管理的情形。公司已聘请第三方评估机构进行减值测试，实际商誉减值金额

需依据评估机构出具的商誉减值测试评估报告及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后数据进行

确定，公司将在确定减值相关事项后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截至 2019 年末，你公司违规担保及远期受让义务事项涉及未偿还金额

约 13.5 亿元，请说明你公司是否针对上述事项充分计提了预计负债。请会计师

核查并发表意见。 

回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 13 号——或有事项》规定，确认为预计负债应该满足

的条件是：（1）该义务是企业承担的现时义务；（2）履行该义务很可能导致经济

利益流出企业；（3）该义务的金额能够可靠地计量。预计负债应当按照履行相关

现时义务所需支出的最佳估计数进行初始计量。 

2019 年末，公司内部逐个梳理违规担保及远期受让义务涉及的法律事项，

前述两项涉及的金额约为 134,659.28万元。根据公司 2020年 2月 7日发布的《关

于公司部分银行账户被冻结及违规担保、资金占用事项的进展暨风险提示公告》，

公司剩余未偿还违规担保总额为 97,323.87万元。经核查，剩余违规担保总额中，

有东方网力董事会决议的违规担保有 2 项，涉及金额 15,100.00 万元；其余 9

项违规担保无董事会决议，涉及金额 82,223.87万元。截至目前，公司已于 2020

年 1 月收到一审法院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出具的此前涉诉担保案件（2019）

京 03民初 39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上市公司负有清偿责任的比例为债务人不

能清偿部分的三分之一。前述案件所涉违规担保属于存在董事会决议的违规担保。

因前述案件与另一项有董事会决议的违规担保相类似，参考前述案件一审法院出

具的判决书，基于谨慎性原则，公司初步认为 5,033.33 万元为有董事会决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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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规担保涉及赔偿金额的最佳估计数。虽然公司不服前述案件判决已经递交上诉

状，但现已有一审判决，故该等赔偿发生的可能性较大。关于无董事会决议的违

规担保的部分，公司认为因担保权人明知公司法定代表人超越权限签订保证合同

或出具担保书，保证合同或担保书应为无效，公司对于保证合同或担保书无效无

过错，公司不应承担保证合同或担保书无效后的民事责任。 

综上，结合目前各方面实际情况，公司认为针对上述事项已充分计提了预计

负债。实际金额需依据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后数据进行确定。 

 

关于会计师的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的部分，鉴于会计师核查工作量较大，尤

其是应收账款、金融资产相关方面须会计师履行函证甚至实地走访、面谈等程序，

需要大量时间精力，加上目前疫情严重，与往年工作进度相比，外部核查程序具

有难度较高、耗时较久的特点，会计师核查意见于 3 月 15 日前出具后将及时回

复。  

 

特此公告。 

 

东方网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 2 月 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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