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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证券交易所： 

贵部《关于对深圳华控赛格股份有限公司的问询函》（公司部年报问询函〔2020〕第 79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已收悉，作为深圳华控赛格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

“华控赛格”）2019 年财务报表审计的注册会计师，根据问询函的要求，在审慎复核的基础

上答复如下： 

问题 3. 年报显示，你公司应收账款期末账面余额为 29,715 万元，其中，按单项计提

坏账准备为 7,851.44 万元，计提坏账准备为 6,955.13 万元，计提比例为 88.54%；按账龄

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为 21,863.83 万元，坏账准备余额仅为 1,129.55 万元，计提

比例为仅 5.17%。 

（2）你公司 3 年以上应收账款为 14,590 万元，占比 49.03%，5 年以上应收账款为

5,651.47 万元，占比 19.02%。请你公司说明按账龄计提坏账准备的充分性。请会计师核查

并发表意见。 

回复：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按账龄的应收账款及坏账准备如下： 

单位：万元 

账龄 
期末余额 

应收账款 坏账准备 计提比例（% ） 

1 年以内         8,719.98  --- --- 

1－2 年  6,842.02 647.76 9.47 

2－3 年  6,868.76 1,135.18 16.53 

3－4 年  617.47 187.93 30.44 

4－5 年  1,015.56 503.55 49.58 

5 年以上 5,651.48 5,606.57 99.21 

合计 29,715.27 8,080.99 27.19 

公司 3 年以上应收账款为 7,284.51 万元，占比 24.51%，5 年以上应收账款为 5,65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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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占比 19.02%。3 年以上应收账款计提坏账准备 6,298.05 万元，其中单项计提坏账准

备 6,051.44 万元，按账龄组合计提坏账准备 246.61 万元。 

按坏账准备计提方法分类如下：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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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项计提预期信用损失的

应收账款 
7,851.44 26.42 6,951.44 88.54 900.00 

按组合计提预期信用损失

的应收账款 
21,863.83 73.58 1,129.55 5.17 20,734.28 

其中：账龄组合 21,863.83 73.58 1,129.55 5.17 20,734.28 

合计 29,715.27 100 8,080.99 27.19 21,634.28 

公司单项计提坏账准备 6,951.44 万元，计提比例为 88.54%。按账龄组合计提坏账准备

1,129.55 万元，计提比例为 5.17%。 

公司按账龄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 2019 年末余额为 21,863.83 万元，主要为中建

三局集团有限公司、政府事业单位的技术咨询规划服务款，以及同方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清

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等关联方交易往来款项。公司对于划分为账龄组合的应收账

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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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属于大

型央企，公司三个 PPP 在建项目对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有大额应付款项，政府事业单位、

关联方等的应收款预期信用损失较低，报告期末信用风险未发生显著变化，公司按账龄计提

坏账准备，具备充分性。 

核查程序： 

1、我们对与应收账款日常管理及可收回性评估相关的内部控制的设计及运行有效性进

行了解和评估； 

2、我们对公司上下年度主要客户业务的变化和应收账款的变动情况进行了解、评估和

核实； 

3、我们复核管理层在评估应收账款的可收回性方面的判断及估计，关注管理层是否充

分识别已发生减值的项目； 

4、我们对管理层按照期末单项计提预期信用损失的应收账款进行了单独的了解和减值

测试，并向管理层询问应收账款未收回的原因并对其可收回性进行了解和评估； 

5、我们对管理层按照账龄组合计提预期信用损失的应收账款进行了减值测试，评价管

理层坏账准备计提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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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我们对相关客户的业务往来和应收债权情况执行了函证程序； 

7、我们抽样检查了期后回款情况，以核实应收账款的真实性。 

核查结论： 

华控赛格公司按账龄计提应收账款坏账准备是充分的。 

问题 4. 年报显示，截至 2019年 12 月 31 日，你公司在建工程为 20.4 亿元，占总资产

比例 53.88%。在建工程中，迁安海绵城市建设、遂宁海绵城市建设、玉溪海绵城市建设账

面价值分别为6.8亿元，6.4亿元，6.8亿元，占在建工程比例分别为33.33%，31.37%，33.33%，

工程进度分别为 65.21%，97.65%，52.73%。 

（2）请你公司结合行业环境、生产经营和建设情况、减值测试的具体过程，以及玉溪

PPP 项目总投超限等情况，补充说明主要在建工程是否存在减值迹象，减值准备计提是否充

分，是否存在费用不当资本化情形。请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回复： 

公司报告期末主要在建工程是海绵城市 PPP 项目，即迁安项目、遂宁项目、玉溪项目，

报告期末主要在建工程不存在减值迹象，主要体现在： 

1）海绵城市是国家政策支持的环保项目，这个基本面没有改变。 

2）迁安项目已通过住房城乡建设部、财政部、水利部（以下简称“三部委”）验收考核、

遂宁项目在三部委组织的建设绩效评估考核中多次名列前茅、玉溪项目 2019 年也通过三部

委组织的建设绩效评估考核，未发现导致价值降低的重大变化。 

3）PPP 项目按照与政府签订的《PPP 项目合同》执行，工程完工后按合同约定由政府付

费，未发现对价值产生不利影响的事项。 

4）未发现在建工程过时陈旧或实体损坏的情形。 

5）内部测算资产的经济效益达到预期（详见 2018 年年报问询函回复，公告编号：

2019-30）。 

6）在建工程不存在已经或将被处置、终止使用或计划提前处置的情形。 

7）玉溪项目系国家层面 PPP 项目整改导致玉溪地方政府投资总额超限，从而影响公司

的玉溪项目。现阶段玉溪项目公司是按调减后的项目总投组织建设，不存在约定范围外投资

的行为。 

综上所述，公司主要在建工程不存在减值迹象，未计提减值准备的会计处理是恰当的。 

此外，公司在建工程不存在费用不当资本化情形，具体如下： 

在建工程按实际成本计价，实际成本由建造该项资产达到预计可使用状态前发生的所有

必要支出构成。达到预计可使用状态后，相关支出不再资本化，计入当期损益。迁安海绵城

市、玉溪海绵城市项目目前仍在建设期，所有子项目均未达到转运营条件，因此相关支出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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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在建工程。遂宁海绵城市项目已经完工的子项目，相关成本费用支出计入当期损益，不再

资本化；未完工的子项目的支出计入在建工程。 

核查程序： 

1、我们对华控赛格公司与在建工程的确认相关的内部控制的设计及运行有效性进行了

解、评估及测试； 

2、复核管理层对各项成本费用归集的正确性； 

3、获取公司管理层判断工程施工进度所使用的资料，并与公司管理层讨论该等资料是

否能够对应年末在建工程的进度； 

4、现场访谈施工单位相关人员，了解年末在建工程的进度情况； 

5、对重大在建工程的施工合同进行检查； 

6、对重大在建工程的年末进度情况向施工方进行函证； 

7、评估管理层在财务报表中对在建工程账面价值的披露是否恰当。 

核查结论： 

经核查，未发现华控赛格公司主要在建工程存在减值迹象，未发现存在费用不当资本化

情形。 

问题 7.《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的专项说明》显示，2019 年，你公司与

控股股东华融泰产生 4700 万元非经营性往来款项，往来形成原因为“投资意向金”。 

（2）请你公司结合投资意向金付及归还的具体时间及相关合同条款，说明该往来款是

否存在控股股东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的情形。请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回复： 

该投资意向金的支付时间为 2019 年 2 月 26 日，收回时间为 2019 年 3 月 18 日。 

2019 年 2月 25 日，公司、湖北巨龙股东及华融泰三方签署了《投资意向书》。 

《投资意向书》中约定，意向书签订之日起 5 日内，公司支付 4,700 万元投资意向金由

华融泰代管，则至 2019 年 3 月 31 日止，公司享有就本项目合作谈判的独家排他权利，在排

他期内，湖北巨龙股东不得与除公司以外的任何投资者洽谈与本项目相关的事宜。除非在此

期间内公司书面通知湖北巨龙股东终止合作。 

综上所述，公司认为该往来款不存在控股股东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的情形。 

核查情况： 

1、我们核查了公司支付投资意向金相关的背景和标的情况；  

2、我们对公司支付投资意向金相关的内控审批流程进行了核查；  

3、我们核查支付及收回投资意向金的资金流水情况。 

核查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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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核查，华控赛格公司与控股股东华融泰 4700 万元非经营性往来款项，项目终止后

及时收回，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与控股股东华融泰非经营性往来余额为 0，不存在控股

股东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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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北京 

 （项目合伙人） 张朝铖 

 中国注册会计师：  

  刘国平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五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