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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关于 

对深圳市艾比森光电股份有限公司年报问询函的 

专项核查说明 

 

大华核字[2020]005441 号 

 

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管理部： 

贵部《关于对深圳市艾比森光电股份有限公司的年报问询函》已收悉，本所

作为深圳市艾比森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艾比森” 或“公司”）的 2019 年

度的年报审计服务机构，根据贵部要求，本所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对贵部在审核意

见中提出的涉及会计与审计问题进行了认真核查，现对有关事项答复如下： 

一、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1.81 亿元，同比增长 9.76%，实现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7 亿元，同比下降 55.43%。  

1. 公司约 75%的收入来自海外，请分别列示境内、境外近两年前五大客户

销售具体情况，包括客户名称、客户主营业务、是否为关联方、合作年限、销

售内容、销售金额、销售回款情况等，请年审会计师说明就公司营业收入、尤

其是境外收入真实性、准确性所实施的审计程序情况及审计结论。 

（1） 公司境内、境外近两年前五大客户销售具体情况 

1) 2018 年境外前五大客户销售情况 

单位：万元 

客户
名称 

客户主营业务 

是否

为关
联方 

合作
年限 

销售内容 
2018 年确认
收入金额 

截至 2020年 5

月 25日销售回
款比例 

客户 1 
提供户外广告显示的解决方

案和销售 LED 显示屏 
否 2-3 年 LED 显示屏   11,732.00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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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

名称 
客户主营业务 

是否

为关

联方 

合作

年限 
销售内容 

2018 年确认

收入金额 

截至 2020年 5

月 25日销售回

款比例 

客户 2 

展位集成的解决方案，主要
包括展位的结构、声、光、

电等组合设计，并提供灯光

和 LED 显示屏的租赁业务 

否 2-3 年 LED 显示屏 5,162.58 100% 

客户 3 销售 LED 显示屏 否 8-9 年 LED 显示屏 4,715.76  100% 

客户 4 销售 LED 显示屏 否 3-4 年 LED 显示屏 4,384.53  100% 

客户 5 

提供系统集成的解决方案，
主要包括 LCD 和 LED 显示

产品的销售、安装和维护业

务 

否 8-9 年 LED 显示屏 4,327.62  100% 

2) 2018 年境内前五大客户销售情况 

单位：万元 

客户名

称 
客户主营业务 

是否

为关

联方 

合作

年限 
销售内容 

2018 年确认

收入金额 

截至 2020年 5

月 25日销售回

款比例 

客户 1 

LED 显示屏、LED 照明灯

具的研发、生产、销售、
安装、技术服务及租赁 

否 4-5 年 LED 显示屏 1,094.76  100% 

客户 2 

销售灯具，照明器材，机

电产品，工程灯、路灯的

加工、生产及销售 

否 1-2 年 LED 显示屏 1,062.21 100% 

客户 3 活动策划 否 1-2 年 LED 显示屏   977.57  52% 

客户 4 建筑施工 否 1-2 年 LED 显示屏   927.34  95% 

客户 5 

光电产品的研发，计算机

及辅助设备、电子产品的

销售 

否 8-9 年 LED 显示屏   902.52  100% 

3) 2019 年境外前五大客户销售情况 

    单位：万元 

客户名
称 

客户主营业务 
是否为
关联方 

合作
年限 

销售内容 
2019 年确认
收入金额 

截至 2020年 5

月 25日销售回

款比例 

客户 1 销售 LED 显示屏 否 3-4 年 LED 显示屏 4,987.14 96% 

客户 2 

展位集成的解决方案，主

要包括展位的结构、声、

光、电等组合设计，并提

供灯光和 LED 显示屏的租

赁业务 

否 2-3 年 LED 显示屏 4,180.61 100% 

客户 3 生产和销售节能产品 否 3-4 年 LED 显示屏 4,000.21 100% 

客户 4 
销售 LED 显示屏及相关配

件 
否 1-2 年 LED 显示屏 3,288.79 100% 

客户 5 租赁户内外 LED 显示屏 否 4-5 年 LED 显示屏 2,863.08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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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019 年境内前五大客户销售情况 

单位：万元 

客户名

称 
客户主营业务 

是否为

关联方 

合作年

限 
销售内容 

2019 年确认

收入金额 

截至 2020年 5

月 25日销售回

款比例 

客户 1 通信设备 否 1-2 年 LED 显示屏 2,446.34 100% 

客户 2 

光电产品的研发，计算机

及辅助设备、电子产品的

销售 

否 8-9 年 LED 显示屏 1,286.55 63% 

客户 3 

LED 显示屏、LED 照明灯
具的研发、生产、销售、

安装、技术服务及租赁 

否 4-5 年 LED 显示屏 1,271.57 83% 

客户 4 

主要经营范围为信息技术

管理咨询服务，通讯工程
施工 

否 
1 年
以内 

LED 显示屏 1,103.65 53% 

客户 5 销售建材、花卉苗木 否 1-2 年 LED 显示屏 1,095.50 69% 

（2） 针对公司 2019 年公司营业收入的真实性、准确性，我们实施的审计

程序如下： 

1) 我们评估了与收入确认相关的会计政策，并且对相关内部控制设计和运

行情况进行了评价。向管理层、治理层询问，评价管理层诚信及舞弊风险，确定

其可依赖性； 

2) 我们就本年确认销售收入的项目，选取样本，检查销售合同、销售订单、

销售出库单、客户验收单、出口报关单、海关电子口岸系统信息、货运提单等资

料以评价相关销售收入是否已按照艾比森的收入会计政策确认； 

3) 我们向重要客户实施了函证程序，询证本期发生的销售金额及往来款项

余额，并检查了本期客户回款情况及期后银行流水，确认收入的真实性； 

4) 我们通过查询客户的工商资料等程序，确认客户与公司是否存在关联关

系；了解本期主要客户的变动情况，对新增及重要客户背景信息进行核查，检查

双方签订的重大销售合同，了解双方的合同执行情况等信息： 

5) 对收入和成本执行分析程序，包括：本期各月度收入、成本、毛利波动

分析，主要产品本期收入、成本、毛利率与上期比较分析等分析程序； 

6) 对资产负债表日前后确认的产品销售收入，核对出口报关单、电放/货运

提单、客户验收单、客户对账单等文件，评估产品销售收入是否计入正确的会计

期间； 

7) 针对境外销售收入，除上述审计程序外，我们还执行了以下核查程序： 

a) 我方审计人员在公司财务人员的陪同下，由公司在连网状态下从中国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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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口岸和出口退税申报系统导出 2019 年 1-12月份的出口明细表和免抵退税清单，

并与收入明细账进行核对检查； 

b) 对于本期销售额重大的国外客户，我们检查了交易合同安排、交易进度

及回款进度。对于其中本期新增客户，通过公共网络平台查询客户的工商资料，

确认客户与公司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同时通过核查公司对该客户的中信保投保信

息及前期背景调查资料，确认国外客户是否真实存在、是否拥有付款能力及其与

公司的交易是否与其经营范围及规模相匹配。 

根据已执行的核查程序，我们认为公司销售收入确认真实、准确，且符合企

业会计准则及公司的会计政策。 

2. 请结合行业趋势、公司产品竞争力、同行业可比公司情况等说明本期收

入增长而净利润大幅下滑的原因及合理性。 

（1）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1.81 亿元，同比增长 9.76%，实现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7 亿元，同比下降 55.43%。收入增长而净利润大

幅下滑主要由于综合毛利率下降及销售费用大幅增加所致。 

1) 报告期内毛利率下降约 6.41%，毛利额减少 13,977 万元。 

本期公司毛利率趋于行业平均水平，详细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同行企业毛利率情况 

项目 
艾比森 利亚德 洲明科技 

2019 年 2018 年 变动率 2019 年 2018 年 变动率 2019 年 2018 年 变动率 

营业收入 218,057  198,673  9.76% 904,747  770,062  17.49% 560,426  452,434  23.87% 

营业成本 148,840  122,879  21.13% 596,178  471,655  26.40% 390,647  310,024  26.01% 

毛利率 31.74% 38.15% -6.41% 34.11% 38.75% -4.64% 30.29% 31.48% -1.19% 

2) 近年来，随着小间距显示屏、Mini LED 及 Micro LED 的出现，拓宽了

LED 显示屏下游应用市场，且市场持续保持较快增长。同时随着同行业竞争对

手的不断发展壮大及海外厂商三星、LG、Sony 等加入，LED 显示屏市场竞争逐

步加剧，激烈的市场竞争加速了 LED 显示屏产品和技术的更新迭代，使 LED 显

示屏价格逐步下降。从同行企业的发展趋势看，综合毛利率均呈现下降趋势，且

趋于行业常态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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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境内外收入结构发生变化，导致综合毛利下降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 2018 年 变动率 

境外 

营业收入 162,691 158,432 2.69% 

占比 75% 80% -5.00% 

毛利率 35.99% 40.39% -4.40% 

     其中：北美 

营业收入 29,605 45,744 -35.28% 

占比 14% 23% -9.00% 

毛利率 46.65% 45.30% 1.34% 

境内 

营业收入 55,366 40,241 37.59% 

占比 25% 20% 5.00% 

毛利率 19.26% 29.32% -10.06% 

合计 

营业收入 218,057 198,673 9.76% 

营业成本 148,840 122,879 21.13% 

毛利率 31.74% 38.15% -6.41% 

报告期内，公司海外收入占比 75%，占比较去年同期下降 5%。由于境外欧

美日等地区经济发达，其销售毛利率高于境内。故报告期境内外营业收入结构的

变化对综合毛利下降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具体来说，受中美贸易摩擦影响，北美市场营业收入下滑约 35%，由于北美

市场毛利率较高，其营业收入下降对集团毛利产生了一定影响，报告期内，北美

市场销售占比从 23%下降到 14%，毛利额较去年同期减少 6,914 万元，北美销售

收入占比的下降导致公司综合毛利率下降。 

4) 主要地区营收及毛利率情况 

公司作为行业最早开拓国际市场的企业之一，积累了大量的客户资源及销售

渠道，报告期内公司海外销售占比约 75%。 

单位：万元 

地区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

年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
上年同期

增减 

毛利减少

金额 

欧洲  41,452 27,093 34.64% 21% -6.31% 2,616 

境内  55,366 44,701 19.26% 38% -10.06% 5,570 

其中:LED 显示屏  46,614 37,167 20.27% 40% -8.47% 3,948 

LED 显示屏酒店运营服务 8,752 7,534 13.92% 28% -18.23% 1,595 

合计 96,818 71,794 25.85% 30.00% -8.83% 8,186 

注：除合计以外，毛利减少金额=|营业收入*毛利率相对上年同期减少比例| 

报告期内，受欧盟经济增长疲软及行业竞争环境加剧影响，欧洲市场毛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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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滑 6.31%，减少毛利 2,616 万元。 

报告期内，公司调整了销售策略，缩减了北美市场的投入，积极开拓国内显

示屏市场，公司国内市场销售主要通过系统集成商、工程商及客户直销。报告期

国内 LED 显示屏市场营业收入增长约 40%，受行业低价竞争策略影响，毛利率

下降 8.47%，减少毛利 3,948 万元。 

报告期，LED 显示屏酒店运营服务实现营业收入增长 28%，毛利率下降

18.23%，减少毛利 1,596 万元。主要原因系鉴于 LED 显示屏技术进步和产品更

新换代速度快，公司对 LED 显示屏酒店运营服务资产采用加速折旧方法计提折

旧（公告编码：2018-079），增加了报告期成本 1,403 万元。 

5) 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完善产品线，不断提升产品竞争力 

公司始终坚持自主研发，持续加大研发投入，积极推动新技术的应用，保持

对 LED 封装技术、LED 显示图像画质处理技术、LED 屏智能驱动与控制技术等

方面新技术的探索与开发，同时也注重对核心前沿技术的研究与创新。报告期，

公司建设的“广东省高清智慧显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已被广东省科学技术厅认

定为 2019 年度广东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实现 F/C 封装、TOP 结构封装等关键小间距技术的进展和突破。报告期内，

公司小间距产品实现签单 9.24 亿，同比增长约 100%。多款小间距显示屏新品面

市，实现点间距 0.9mm 产品量产。另外，在 2020 荷兰 ISE 展发布的 CR0.7，是

公司目前点间距最小的控制室应用场景Mini.LED产品。报告期内，公司还在 LED

显示屏 HDR 技术、集成显示驱动技术、高精度显示灰度控制技术、亮色度逐点

校正技术、防火阻燃技术等行业前沿技术上取得了新的研发进展和突破并广泛应

用于公司的舞台显示设备产品线、数据可视化设备产品线和商业显示设备产品线

等多条产品线。 

报告期内，公司不仅在产品技术上有所突破，在产品开发及管理能力建设上

取得了较大的提升。报告期，公司重点推进了集成产品开发 IPD 流程及从线索

到回款 LTC 流程，以客户为中心，从源头解决产品投资组合管理问题，强化产

品全生命周期管理。通过市场管理、需求管理、集成产品开发、产品生命周期管

理等规范化管理，依托专业化的团队，实现全场景产品的开发和管理。 

公司 LED 全彩显示屏产品涉及小间距屏、租赁屏、舞台创意屏、户外大屏、

球场屏等，产品被广泛应用于广告传媒、地产、交通运输、舞台演艺、广播电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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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场馆、安防监控、指挥调度等领域。公司致力于成为“全球至真 LED 显示应

用与服务领域的领导品牌”。目前公司拥有舞台显示设备产品线、广告显示设备

产品线、商业显示设备产品线和数据可视化设备产品线四条完整的产品线。 

（2） 报告期公司发生销售费用 32,132.88 万元，同比增加 4,806.67 万元，

同比增长 17.59%。 

报告期内，销售费用增加 4,806.67 万元，主要系基于 LED 显示屏广阔的发

展空间，从公司战略发展考虑，持续加大 LED 显示屏国内外市场开拓，扩充国

内外销售队伍。报告期，公司销售人员数量为 578 人，增加 195 人，增长率为

50.91%，销售费用-职工薪酬共发生 14,500.49 万元，同比增加 3,158.69 万元，同

比增长 27.85%。因公司销售队伍的建设和培养需要一定时间沉淀，短期内产出

不明显，报告期为公司的投入期，故对净利润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二、 报告期末，公司存货余额 3.67 亿元，本期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917.75 万

元，转回或转销存货跌价准备 712.66 万元。 

1. 请列示各类存货的具体构成、用途、库龄、可变现净值及其测算情况，

结合可比公司情况等说明公司存货跌价准备计提的充分性、恰当性。 

（1） 报告期末，公司各类存货的构成、用途、库龄、可变现净值及存货跌

价准备计提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1 个月以

内 
1-3 个月 3-6 个月 

6-12 个
月 

1-2 年 
2 年以
上 

存货合计 
可变现净

值 

存货跌
价准备 

原材料 4,600.13 398.86 150.11 65.07 34.12 20.06 5,268.35 5,225.98 42.37 

在产品 6,794.62 1.83 --- --- --- --- 6,796.45 6,796.45 --- 

库存商品 7,920.12 1,984.38 1,157.80 2,765.52 2,249.34 326.34 16,403.50 14,837.51 1,565.99 

发出商品 3,396.70 698.75 130.82 132.94 --- --- 4,359.21 4,247.83 111.38 

半成品 2,796.05 355.84 390.19 230.10 113.06 2.25 3,887.49 3,834.64 52.85 

合计 25,507.62 3,439.66 1,828.92 3,193.63 2,396.52 348.65 36,715.00 34,942.41 1,772.59 

占比 69.47% 9.37% 4.98% 8.70% 6.53% 0.95% 100.00% --- 4.83% 

由上表可知，公司的存货主要是一年以内的存货，占比 92.52%，主要为当

期订单生产所需及备库；一年以上的存货占比 7.48%，主要是由于战略性备库未

消耗完导致库龄较长。 

（2） 公司各类存货的可变现净值确定依据及其测算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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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公司的会计政策，存货中直接用于出售的商品存货，其可变现净值按该

存货的估计售价减去估计的销售费用和相关税费后的金额确定；用于生产而持有

的材料存货，其可变现净值按所生产的产成品的估计售价减去至完工时估计将要

发生的成本、估计的销售费用和相关税费后的金额确定。期末按照单个存货项目

计提存货跌价准备；但对于数量繁多、单价较低的存货，按照存货类别计提存货

跌价准备。 

2019 年末，对于直接用于出售的库存商品和发出商品，公司按单个存货项

目对其可变现净值进行了测试，即已存在合同或者销售订单的，公司按照合同或

者销售订单约定的金额减去估计的销售费用和相关税费后的金额，确定其可变现

净值，尚未取得合同或者销售订单的，公司以该类商品的一般销售价格作为其可

变现净值。本期公司对可变现净值小于其成本的存货项目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1,677.37 万元。 

对于公司持有的原材料、半成品、在产品等用于生产的材料存货，其可变现

净值主要取决于公司产品的销售价格，在公司产品销售价格相对稳定、产品毛利

率高于变现费用率的情况下，原材料的跌价风险较小。 

2019年末，库龄一年以内的材料存货15,782.80元，占存货账面余额的42.99%，

其可变现净值大于其存货成本，公司认为其不存在跌价的情形，主要原因有以下

四点： 

1) LED 显示屏产品的价格波动不大，在一年甚至更长时间内，价格相对比

较平稳。 

2) 公司历年产品毛利率均高于变现费用率（包括销售费用率、税费率）。公

司产品在国内外市场上具有品牌影响力和竞争力，近年来，毛利率水平在

31.7%-38.2%，销售费用率在 10.1%-14.7%，税费率在 1.4%-2.7%。 

历年公司产品毛利率高于变现费用率情况表 

项目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毛利率 32.9% 34.7% 36.3% 38.2% 31.7% 

销售费用率 10.1% 10.2% 11.4% 13.8% 14.7% 

税费率 2.5% 2.7% 1.4% 2.6% 1.7% 

毛利率高于变现费用率 20.3% 21.8% 23.5% 21.8% 15.3% 

注：数据根据公司 2015 年到 2019 年年报公布数据计算得出。 

3) 公司存货平均周转天数约 60 天，从存货库龄来看，库龄 3 个月以内的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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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存货 14,947.33 万元，占材料存货账面余额的 93.70%，可见此部分存货主要是

用于当期订单生产。 

4) 公司持有的材料存货主要用于生产成产成品对外销售，故材料存货的可

变现净值主要取决于公司产品的销售价格，在公司产品销售价格相对稳定、产品

毛利率高于变现费用率的情况下，材料存货的跌价风险较小，故无需对库龄在一

年以内的材料存货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2019 年末，库龄在一年以上的材料存货合计 169.49 万元，占存货账面余额

的 0.46%，占比较小，材料存货库存超过一年的主要原因系公司战略性备库及原

来按照订单采购的材料未消耗完所致，根据公司经营所需，公司日常需要储备一

定的战略性备库，用于将来售后维修及配备件的替换等，考虑到一部分材料存货

可变现能力下降，经对其可变现净值进行测算，对可变现净值小于账面余额的材

料存货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95.22 万元。 

综上所述，公司存货跌价准备的计提原则和方法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会

计政策，公司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是充分、恰当的。 

（3） 报告期末公司及两家可比公司各类存货的构成及其计提的存货跌价

准备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存货账面余额合计 存货跌价准备 跌价比例（%） 

艾比森 利亚德 洲明科技 艾比森 利亚德 
洲明科

技 

艾比

森 

利亚

德 

洲明

科技 

原材料 5,268.35 96,091.37 24,265.19 42.37 5,042.09 1,135.27 0.80 5.25 4.68 

在产品 6,796.45 9,577.08 30,255.28 --- 479.43 1,010.69 --- 5.01 3.34 

库存商品 16,403.50 69,776.76 72,959.77 1,565.99 8,933.97 5,730.94 9.55 12.80 7.85 

发出商品 4,359.21 4,745.30 13,887.69 111.38 14.07 323.28 2.56 0.30 2.33 

半成品 3,887.49 --- --- 52.85 --- --- 1.36 --- --- 

委 托 加 工 物
资 

--- --- 449.71 --- --- --- --- --- --- 

合计 36,715.00 180,190.51 141,817.64 1,772.59 14,469.56 8,200.18 4.83 8.03 5.78 

注：在选取数据时，为了增强可比性，剔除了可比公司存货项目下的建造合同形成的已完工

未结算资产和工程成本。 

由上表可见，艾比森公司的存货主要集中在库存商品和发出商品，此两类存

货的跌价计提比率在同行中是居中的，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情况符合行业一般水平；

原材料、半成品和在产品计提比率偏低，主要是由于艾比森公司此部分存货的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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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率较快，库龄基本上在 3 个月以内，材料存货存在跌价的情况较少，存货跌价

准备计提情况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 

综上，通过与可比公司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情况的对比分析可知，公司各类存

货跌价准备计提情况符合行业水平及公司实际情况，且是充分、恰当的。 

2. 请补充说明本期存货跌价准转回或转销的具体原因、是否符合《企业会

计准则》的相关规定、有关存货原来计提跌价准备的时间和原因。 

公司本期存货跌价准备计提、转回或转销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期初余额 
本期增加金额 本期减少金额 

期末余额 
计提 其他 转回或转销 其他 

原材料 258.06 18.73 --- 234.42 --- 42.37 

半成品 122.04 26.45 --- 95.64 --- 52.85 

库存商品 1,187.40 761.19 --- 382.60 --- 1,565.99 

发出商品 --- 111.38 --- --- --- 111.38 

合计 1,567.50 917.75 --- 712.66 --- 1,772.59 

原材料和半成品本期分别转销 234.42 万元、95.64 万元，主要为公司之子公

司威斯视创于 2018 年及以前年度计提的跌价准备，计提原因为相关产品已停止

销售且该部分材料无法继续使用在新产品上，预计变现概率较低，全额计提跌价

准备。2019 年公司对该部分原材料和半成品进行销售或报废处理，故存在原材

料和半成品跌价转销。 

库存商品本期转销 382.60 万元，主要为公司之子公司艾比森美国公司备货

销售的产品尾数，预计无法变现，前期已计提跌价准备，公司 2019 年对这部分

库存商品做报废处理，故存在库存商品跌价转销。 

综上所述，公司上述存货在本报告期经过恰当审批进行了报废处理，跌价准

备的转销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3. 请年审会计师说明期末存货盘点情况，就存货账面价值的真实性、准确

性所实施的审计程序情况及审计结论。 

（1） 期末存货盘点情况 

我们于资产负债表日（2019 年 12 月 31 日）前后对公司的存货执行监盘程

序。其中，国内存货（主要存放于惠州子公司）的监盘程序主要由审计项目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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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负责，国外重要子公司的存货监盘由我所委托当地具有专业胜任能力的会计师

进行监盘。针对存货监盘，我们执行了以下程序： 

1) 查阅公司存货盘点制度，存货跌价准备的计提政策等资料；检查公司报

告期内各期存货盘点表以及有关盘点情况的记录； 

2) 观察并评价公司管理层制定的盘点程序，关注所有在盘点日以前入库的

存货是否均已包含在盘点范围内，所有已确认销售但尚未装运出库的商品是否未

包含在盘点范围内； 

3) 检查存货，识别是否存在过时、毁损或陈旧的存货，详细记录并进一步

追查该存货的处置情况； 

4) 采用顺盘和逆盘相结合的方式对存货执行抽盘； 

5) 获取公司存货管理的各项记录和凭证，如原材料入库记录、领用记录，

产成品出库记录等； 

（2） 就存货账面价值的真实性、准确性所实施的审计程序情况及审计结论 

针对公司存货账面价值的真实性、准确性，我们本期执行了以下审计程序： 

1） 对公司存货实施监盘或委托当地具有专业胜任能力的会计师进行监盘，

检查存货的数量、状况及产品有效期等。获取公司账面存货明细表，与监盘数据

进行核对，以核实公司存货的存在性与完整性性。 

2） 对原材料执行采购价格测试。通过对比本年采购平均单价与以前年度采

购平均单价，评估公司原材料入账金额是否合理。 

3） 对原材料、半成品及库存商品执行发出计价测试。选取本期发出金额较

大的存货品种进行计价测试，检查发出计价方法是否符合公司的会计政策，入账

金额是否合理。 

4） 对公司资产负债表日前后出入库的存货执行截止测试；从存货明细账抽

取样本与出入库记录核对，以及从出入库记录抽取样本与存货明细账核对，以确

定存货出入库被记录在正确的会计期间； 

5） 对原材料、外购库存商品执行细节测试。随机抽取本期采购的原材料及

外购库存商品，检查其采购合同、采购发票及银行回单等等原始单据，以核查存

货入账金额的准确性； 

6） 获取存货的期末库龄明细表，结合产品的状况，对库龄较长的存货进行

分析性复核，分析其存货跌价准备是否合理。获取存货跌价准备计算表，执行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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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减值测试，检查以前年度计提跌价的存货本期的变化情况等，分析存货跌价准

备计提是否充分。 

基于以上已执行的审计程序，我们认为公司存货的账面价值真实、准确，且

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及公司的会计政策。 

三、 报告期末，公司应收账款余额 6.94 亿元，坏账准备余额 0.99 亿元，期

末账面价值占总资产的 26.56%。请补充列示公司前十大应收账款明细及期后回

款情况，说明本期有关坏账准备转回的具体原因、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

的相关规定，结合坏账准备计提过程及关键参数选取依据、同行业可比公司情

况等说明公司坏账准备计提的充分性、恰当性。请年审会计师说明就公司应收

账款账面价值真实性、准确性实施的审计程序情况及审计结论。 

（1） 公司前十大应收账款明细及期后回款情况 

单位:万元 

序号 客户名称 是否为关联方 境内 /外 期末余额 
截至 2020年 5月 25

日期后回款 

1 客户 1 否 境外 2,704.71  --- 

2 客户 2 否 境内 2,395.35  2,395.35 

3 客户 3 否 境外 2,029.43  2,029.43 

4 客户 4 否 境外 1,995.32  --- 

5 客户 5 否 境外 1,441.53  1,371.20  

6 客户 6 否 境外    1,277.27    202.34  

7 客户 7 否 境外    1,195.47     30.00  

8 客户 8 否 境外      986.46     62.40  

9 客户 9 否 境内      900.06    200.00  

10 客户 10 否 境外      868.19    550.60  

合计 --- 15,793.79 6,841.32  

（2） 公司本期坏账准备计提及转回情况及与同行业可比公司对比情况 

1） 《企业会计准则》对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的规定 

公司的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政策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

具确认和计量（2017 年修订）》，根据准则规定，金融资产的减值确认以预期信

用损失为基础，即以发生违约的风险为权重的金融工具信用损失的加权平均值。

企业在进行金融工具的信用风险评估时，应当考虑所有合理且有依据的信息，包

括前瞻性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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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公司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政策 

公司根据预期发生违约风险的情况，分别采用单独确定其信用损失和按风险

特征组合确定其信用损失。 

公司对具有以下风险特征的应收账款，单独确定其信用损失（以下简称单项

计提）： 

①收到中信保赔付通知书时，对未赔付部分单项计提； 

②诉讼强制执行时，无财产执行部分单项计提； 

③债务人已注销，无法找到债务人部分单项计提； 

④重要高危应收账款单项计提。 

当在单项工具层面无法以合理成本评估预期信用损失的充分证据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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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断，依据信用风险

特征将应收账款划分为若干组合，在组合基础上计算预期信用损失（以下简称按

组合计提）。确定组合的依据如下： 

组合名称 确定组合的依据 计提方法 

逾期天数与预期信用损
失率分析法组合 

公司根据以往的历史经验对应收款项计提

比例作出最佳估计，参考应收款项的逾期

账龄进行信用风险组合分类 

按逾期天数与整个存续期预期信用
损失率对照表计提 

特殊风险组合 合并范围内应收款项 
一般不计提坏账，除非有客观证据

表明其发生了减值 

根据信用风险特征组合确定的计提方法： 

① 采用逾期天数与预期信用损失率对照表计提： 

账龄 应收账款计提比例(%) 

未逾期 2.00 

逾期（1－6 月） 5.00 

逾期（6－12 月） 10.00 

逾期（1-2 年） 40.00 

逾期（2 年以上） 100.00 

注：应收账款计提比例：公司基于谨慎性的原则，在计算得到的历史违约损失率的基础上，依据公司

对宏观经济及产业发展状况的判断，适当调整增加违约损失率。 

②采用特殊风险组合计提坏账准备 

账龄 应收账款计提比例(%) 其他应收款计提比例(%) 

特殊风险组合 --- --- 

3） 本期计提、收回或转回的坏账准备情况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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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期初余额 
本期变动金额 

期末余额 
计提 收回或转回 核销 其他 

单项计提 1,433.86 5,490.42 --- -524.67 --- 6,399.61 

按组合计提 6,324.63 -2,820.37 --- --- --- 3,504.26 

合计 7,758.49 2,670.05 --- -524.67 --- 9,903.87 

按单项计提的应收账款坏账准备本期计提5,490.42万元，主要为本期根据客

户应收账款信用风险特征，划分为按单项计提的应收账款增加，补计提的单项坏

账准备增加；本期核销524.67万元，主要为本期公司对因各种原因无法收回、追

索的应收账款按照公司的管理流程进行核销，因而核销坏账准备。 

按组合计提的应收账款坏账准备本期计提-2,820.37万元，主要为本期根据客

户应收账款信用风险特征划分为按组合计提的应收账款减少，按预期信用损失率

计提的坏账准备减少。 

综上所述，公司本期计提、收回或转回的坏账准备符合会计准则的规定。 

4） 同行企业坏账准备计提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 2018 年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计提比例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计提比例 

艾比森 69,392  9,904  14.27% 64,614  7,758  12.01% 

利亚德 343,111  33,866  9.87% 277,183  26,409  9.53% 

洲明科技 174,743  17,484  10.01% 148,595  14,563  9.80% 

平均值 --- --- 11.38% --- --- 10.45% 

截止2019年12月31日，公司应收账款账面余额为69,392万元，坏账准备为

9,904万元，坏账准备计提比例为14.27%。 

从同行坏账准备计提情况看，由于LED显示屏行业的竞争加剧，行业坏账准

备计提比例均有所上升。2019年行业坏账准备计提比例平均值为11.38%，公司计

提比例为14.27%，高于行业平均水平。主要系自2018年中美贸易战爆发以来，部

分美国企业出现故意拖欠货款情况，违约风险率增加。 

综上所述，公司应收账款坏账准备的评估和计提是符合公司实际情况及行业

水平的，坏账准备计提充分且恰当。 

（3） 就公司应收账款账面价值真实性、准确性实施的审计程序情况及审计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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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公司应收账款账面价值的真实性、准确性，我们本期实施了以下审计程

序： 

1) 我们对与应收款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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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及测试； 

2) 我们从管理层获取了对重大客户预计未来可获得现金流量的依据，以核

实坏账准备的计提时点和金额的合理性。此外，我们抽样检查了重大客户，并实

施审计程序以测试其可回收性。我们的程序包括检查交易合同安排、交易进度，

查阅客户的公开信息、所属国家的政治经济环境，获取客户的回款计划，通过检

查对客户的过往收款及期后收款情况评估客户是否面临重大财务困难、欠付或拖

欠付款等； 

3) 我们对管理层按照信用风险特征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进行了减

值测试，评价管理层坏账准备计提的合理性； 

4) 我们抽样检查了期后回款情况，以进一步证实资产负债表日应收账款的

真实性； 

5) 我们向重要客户应收款项实施了函证程序，询证本期期末往来余额，以

核查应收账款的存在性、完整性与准确性； 

6) 对第三方付款行为进行核查，确认公司是否有自我交易行为。我们获取

并复核公司提供的报告期内第三方付款的明细账，核查了公司涉及第三方付款交

易的原始凭证、各年度交易额及回款金额、取得相关交易方的委托付款声明书等

多种手段核查确认相关交易的真实性。 

基于以上已执行的审计程序，我们认为公司的应收账款期末余额真实、准确，

且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及公司的会计政策。 

四、 报告期内，公司发生销售费用 3.21 亿元，同比增长 17.59%，请结合公

司营销活动开展情况等说明销售费用增速明显高于收入增速的原因及合理性。

请年审会计师就销售费用的准确性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1） 销售费用增速明显高于收入增速的原因及合理性 

公司近两年销售费用明细及变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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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19 年金额 2018 年金额 变动额 变动率（%） 

职工薪酬 14,500.49 11,341.80 3,158.69 27.85 

市场推广费 5,638.74 5,557.59 81.15 1.46 

差旅及业务招待费 3,356.62 2,778.87 577.75 20.79 

安装施工及售后服务费 1,843.95 1,134.99 708.96 62.46 

其他 6,793.08 6,512.96 280.12 4.30 

合计 32,132.88 27,326.21 4,806.67 17.59 

销售人员数量 578 383 195 50.91 

公司本年发生销售费用 32,132.88 万元，同比增长 17.59%，主要原因如下： 

1) 职工薪酬本期发生额 14,500.49 万元，占比 45.13%，较去年同期增加

3,158.69 万元，增长率为 27.85%。在 LED 显示屏领域，随着显示屏技术进步及

成本的下降，LED 显示屏从户外逐渐走向户内，小间距显示技术的出现更是进

一步拓宽了 LED 显示屏的应用领域，LED 显示屏行业逐步发展壮大，具有非常

广阔的发展空间。 

报告期内公司专注显示主业，持续加大国内外市场开拓力度，扩充国内外销

售队伍。报告期内，公司销售人员数量为 578 人，较去年同期增加 195 人，增长

率为 50.91%。 

2) 市场推广费本期发生额 5,638.74 万元，占比 17.55%，与去年同期基本持

平。2019 年公司聚焦细分市场落地 19 场行业展会，跨界联手品牌企业开展多地

营销活动。全球统一四大传播主题，精准投放，通过线下活动、自媒体、全球杂

志、社交媒体、网站等全面覆盖推广，提升公司全球品牌形象，助力公司市场开

发。 

3) 差旅及业务招待费本期发生额 3,356.62 万元，占比 10.45%，较去年同期

增加 577.75 万元，增长率为 20.79%。因报告期内，公司销售队伍扩大，差旅费

用相应增加，随之发生的业务招待费用亦同步增加。报告期内，公司加大对客户

界面的投入，鼓励销售人员出差拜访客户，增加客户的粘性。 

4) 安装施工及售后服务费本期发生额 1,843.95 万元，占比 5.74%，较去年

同期增加 708.96 万元，增长率为 62.46%。报告期内，公司引进了世界最大管理

软件公司 SAP 的 Field Service Management 系统和服务，坚持“以客户为中心”的

流程型组织建设，努力为客户提供更优质的产品和服务。报告期内，公司继续加

强服务布局，不断夯实本地化服务建设。报告期，安装施工及售后服务费用增加

的原因主要系销售订单增加，及指导安装订单占比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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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就销售费用的准确性进行核查的审计程序及意见 

针对公司销售费用的准确性，我们执行了以下审计程序： 

1) 获取并编制企业销售费用明细表，并与报表数、总账数合计数核对是否

相符； 

2) 对销售费用执行分析性程序：计算分析销售费用各二级科目明细占主营

业务收入的比率，并与上一年度进行对比，判断变动的合理性；计算分析各个月

份销售费用中各二级科目明细发生额，对变动异常的月份重点关注，核实变动原

因，判断其变动的合理性； 

3) 将销售费用中的工资、折旧等与相关的资产、负债科目核对，检查其勾

稽关系的合理性； 

4) 对本期销售费用中涉及的重大合同进行检查，判断公司是否将销售费用

计入合理的会计期间； 

5) 对本期发生的销售费用，选取样本执行细节测试，检查记账凭证及合同、

发票、费用申请单等原始凭证，检查账务处理是否合理，入账金额是否准确； 

6) 抽取资产负债表日（2019 年 12 月 31 日）前后的销售费用凭证执行截止

测试，检查销售费用是否被记录在合理的会计期间。 

基于以上已执行的审计程序，我们认为公司销售费用具有准确性，且符合企

业会计准则及公司的会计政策。 

五、 报告期末，公司长期待摊费用中“中超联赛项目”余额 754.72 万元。请

补充说明该费用形成的具体原因、摊销方法及依据。请年审会计师进行核查并

发表明确意见。 

（1） 长期待摊费用形成的具体原因 

2016 年 11 月，公司与中超公司签订了《2017 年-2020 年中超联赛赛场 LED

全彩显示屏官方供应商赞助协议》（公告编码：2016-073），成为中超联赛的官方

合作伙伴。2017 年 12 月，双方基于对前期合作的肯定，在互信互惠、共赢未来

的基础上签订了《补充协议》（公告编码：2017-097），双方一致同意由 4 年协议

期现金对价总额人民币 8000 万元调整为 5 年协议期现金对价总额人民币 2000

万元整，款项已经于 2017 年支付。公司因此确认了摊销年限为 5 年的长期待摊

费用 1,886.79 万元（剔除增值税 6%）， 每年摊销 377.36 万元的费用，截止 2019



                                 大华核字[2020]005441 号 

第 18 页 

年 12 月 31 日，长期待摊费用——中超联赛项目的余额为 754.72 万元。 

（2） 长期待摊费用的摊销方法及依据 

公司的长期待摊费用的会计政策为按发生时的实际成本计价，在受益期内分

期平均摊销。具体情况如下： 

类别 摊销年限 备注 年摊销金额（单位：万元） 

中超联赛项目 5 年 按合同权利年限确定 377.36 

（3） 年审核查程序及意见 

针对长期待摊费用中的“中超联赛项目”，我们本期执行了以下审计程序： 

1) 获取企业的长期待摊明细表，并与明细账、总账合计数核对是否相符； 

2) 检查“中超联赛项目”相关的原始凭证，如查阅相关协议、补充协议、银

行付款单据等资料，确定其真实性，并检查会计处理是否正确；  

3) 检查“中超联赛项目”摊销政策是否符合会计制度的规定，并对本期摊销

金额进行测算，复核企业摊销额及相关的会计处理是否正确。 

基于以上已执行的审计程序，我们认为公司长期待摊费用中的“中超联赛项

目会计处理正确，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及公司的会计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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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1.81亿元，同比增长9.76%，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07亿元，同比下降55.43%。
	1. 公司约75%的收入来自海外，请分别列示境内、境外近两年前五大客户销售具体情况，包括客户名称、客户主营业务、是否为关联方、合作年限、销售内容、销售金额、销售回款情况等，请年审会计师说明就公司营业收入、尤其是境外收入真实性、准确性所实施的审计程序情况及审计结论。
	（1） 公司境内、境外近两年前五大客户销售具体情况
	1) 2018年境外前五大客户销售情况
	2) 2018年境内前五大客户销售情况
	3) 2019年境外前五大客户销售情况
	4) 2019年境内前五大客户销售情况

	（2） 针对公司2019年公司营业收入的真实性、准确性，我们实施的审计程序如下：
	1) 我们评估了与收入确认相关的会计政策，并且对相关内部控制设计和运行情况进行了评价。向管理层、治理层询问，评价管理层诚信及舞弊风险，确定其可依赖性；
	2) 我们就本年确认销售收入的项目，选取样本，检查销售合同、销售订单、销售出库单、客户验收单、出口报关单、海关电子口岸系统信息、货运提单等资料以评价相关销售收入是否已按照艾比森的收入会计政策确认；
	3) 我们向重要客户实施了函证程序，询证本期发生的销售金额及往来款项余额，并检查了本期客户回款情况及期后银行流水，确认收入的真实性；
	4) 我们通过查询客户的工商资料等程序，确认客户与公司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了解本期主要客户的变动情况，对新增及重要客户背景信息进行核查，检查双方签订的重大销售合同，了解双方的合同执行情况等信息：
	6) 对资产负债表日前后确认的产品销售收入，核对出口报关单、电放/货运提单、客户验收单、客户对账单等文件，评估产品销售收入是否计入正确的会计期间；
	7) 针对境外销售收入，除上述审计程序外，我们还执行了以下核查程序：
	a) 我方审计人员在公司财务人员的陪同下，由公司在连网状态下从中国电子口岸和出口退税申报系统导出2019年1-12月份的出口明细表和免抵退税清单，并与收入明细账进行核对检查；
	b) 对于本期销售额重大的国外客户，我们检查了交易合同安排、交易进度及回款进度。对于其中本期新增客户，通过公共网络平台查询客户的工商资料，确认客户与公司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同时通过核查公司对该客户的中信保投保信息及前期背景调查资料，确认国外客户是否真实存在、是否拥有付款能力及其与公司的交易是否与其经营范围及规模相匹配。



	2. 请结合行业趋势、公司产品竞争力、同行业可比公司情况等说明本期收入增长而净利润大幅下滑的原因及合理性。
	（1）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1.81亿元，同比增长9.76%，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07亿元，同比下降55.43%。收入增长而净利润大幅下滑主要由于综合毛利率下降及销售费用大幅增加所致。
	1) 报告期内毛利率下降约6.41%，毛利额减少13,977万元。
	2) 近年来，随着小间距显示屏、Mini LED及Micro LED的出现，拓宽了LED显示屏下游应用市场，且市场持续保持较快增长。同时随着同行业竞争对手的不断发展壮大及海外厂商三星、LG、Sony等加入，LED显示屏市场竞争逐步加剧，激烈的市场竞争加速了LED显示屏产品和技术的更新迭代，使LED显示屏价格逐步下降。从同行企业的发展趋势看，综合毛利率均呈现下降趋势，且趋于行业常态区。
	3) 境内外收入结构发生变化，导致综合毛利下降
	4) 主要地区营收及毛利率情况
	5) 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完善产品线，不断提升产品竞争力

	（2） 报告期公司发生销售费用32,132.88万元，同比增加4,806.67万元，同比增长17.59%。


	二、 报告期末，公司存货余额3.67亿元，本期计提存货跌价准备917.75万元，转回或转销存货跌价准备712.66万元。
	1. 请列示各类存货的具体构成、用途、库龄、可变现净值及其测算情况，结合可比公司情况等说明公司存货跌价准备计提的充分性、恰当性。
	（1） 报告期末，公司各类存货的构成、用途、库龄、可变现净值及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情况如下：
	（2） 公司各类存货的可变现净值确定依据及其测算情况
	1) LED显示屏产品的价格波动不大，在一年甚至更长时间内，价格相对比较平稳。
	2) 公司历年产品毛利率均高于变现费用率（包括销售费用率、税费率）。公司产品在国内外市场上具有品牌影响力和竞争力，近年来，毛利率水平在31.7%-38.2%，销售费用率在10.1%-14.7%，税费率在1.4%-2.7%。
	3) 公司存货平均周转天数约60天，从存货库龄来看，库龄3个月以内的材料存货14,947.33万元，占材料存货账面余额的93.70%，可见此部分存货主要是用于当期订单生产。
	4) 公司持有的材料存货主要用于生产成产成品对外销售，故材料存货的可变现净值主要取决于公司产品的销售价格，在公司产品销售价格相对稳定、产品毛利率高于变现费用率的情况下，材料存货的跌价风险较小，故无需对库龄在一年以内的材料存货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3） 报告期末公司及两家可比公司各类存货的构成及其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如下：

	2. 请补充说明本期存货跌价准转回或转销的具体原因、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有关存货原来计提跌价准备的时间和原因。
	3. 请年审会计师说明期末存货盘点情况，就存货账面价值的真实性、准确性所实施的审计程序情况及审计结论。
	（1） 期末存货盘点情况
	1) 查阅公司存货盘点制度，存货跌价准备的计提政策等资料；检查公司报告期内各期存货盘点表以及有关盘点情况的记录；
	2) 观察并评价公司管理层制定的盘点程序，关注所有在盘点日以前入库的存货是否均已包含在盘点范围内，所有已确认销售但尚未装运出库的商品是否未包含在盘点范围内；
	3) 检查存货，识别是否存在过时、毁损或陈旧的存货，详细记录并进一步追查该存货的处置情况；
	4) 采用顺盘和逆盘相结合的方式对存货执行抽盘；
	5) 获取公司存货管理的各项记录和凭证，如原材料入库记录、领用记录，产成品出库记录等；

	（2） 就存货账面价值的真实性、准确性所实施的审计程序情况及审计结论
	1） 对公司存货实施监盘或委托当地具有专业胜任能力的会计师进行监盘，检查存货的数量、状况及产品有效期等。获取公司账面存货明细表，与监盘数据进行核对，以核实公司存货的存在性与完整性性。
	2） 对原材料执行采购价格测试。通过对比本年采购平均单价与以前年度采购平均单价，评估公司原材料入账金额是否合理。
	3） 对原材料、半成品及库存商品执行发出计价测试。选取本期发出金额较大的存货品种进行计价测试，检查发出计价方法是否符合公司的会计政策，入账金额是否合理。
	4） 对公司资产负债表日前后出入库的存货执行截止测试；从存货明细账抽取样本与出入库记录核对，以及从出入库记录抽取样本与存货明细账核对，以确定存货出入库被记录在正确的会计期间；
	5） 对原材料、外购库存商品执行细节测试。随机抽取本期采购的原材料及外购库存商品，检查其采购合同、采购发票及银行回单等等原始单据，以核查存货入账金额的准确性；
	6） 获取存货的期末库龄明细表，结合产品的状况，对库龄较长的存货进行分析性复核，分析其存货跌价准备是否合理。获取存货跌价准备计算表，执行存货减值测试，检查以前年度计提跌价的存货本期的变化情况等，分析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是否充分。



	三、 报告期末，公司应收账款余额6.94亿元，坏账准备余额0.99亿元，期末账面价值占总资产的26.56%。请补充列示公司前十大应收账款明细及期后回款情况，说明本期有关坏账准备转回的具体原因、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结合坏账准备计提过程及关键参数选取依据、同行业可比公司情况等说明公司坏账准备计提的充分性、恰当性。请年审会计师说明就公司应收账款账面价值真实性、准确性实施的审计程序情况及审计结论。
	（1） 公司前十大应收账款明细及期后回款情况
	（2） 公司本期坏账准备计提及转回情况及与同行业可比公司对比情况
	1） 《企业会计准则》对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的规定
	2） 公司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政策
	3） 本期计提、收回或转回的坏账准备情况
	4） 同行企业坏账准备计提情况

	（3） 就公司应收账款账面价值真实性、准确性实施的审计程序情况及审计结论
	1) 我们对与应收款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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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及测试；
	2) 我们从管理层获取了对重大客户预计未来可获得现金流量的依据，以核实坏账准备的计提时点和金额的合理性。此外，我们抽样检查了重大客户，并实施审计程序以测试其可回收性。我们的程序包括检查交易合同安排、交易进度，查阅客户的公开信息、所属国家的政治经济环境，获取客户的回款计划，通过检查对客户的过往收款及期后收款情况评估客户是否面临重大财务困难、欠付或拖欠付款等；
	3) 我们对管理层按照信用风险特征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进行了减值测试，评价管理层坏账准备计提的合理性；
	4) 我们抽样检查了期后回款情况，以进一步证实资产负债表日应收账款的真实性；
	5) 我们向重要客户应收款项实施了函证程序，询证本期期末往来余额，以核查应收账款的存在性、完整性与准确性；
	6) 对第三方付款行为进行核查，确认公司是否有自我交易行为。我们获取并复核公司提供的报告期内第三方付款的明细账，核查了公司涉及第三方付款交易的原始凭证、各年度交易额及回款金额、取得相关交易方的委托付款声明书等多种手段核查确认相关交易的真实性。


	四、 报告期内，公司发生销售费用3.21亿元，同比增长17.59%，请结合公司营销活动开展情况等说明销售费用增速明显高于收入增速的原因及合理性。请年审会计师就销售费用的准确性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1） 销售费用增速明显高于收入增速的原因及合理性
	1) 职工薪酬本期发生额14,500.49万元，占比45.13%，较去年同期增加3,158.69万元，增长率为27.85%。在LED显示屏领域，随着显示屏技术进步及成本的下降，LED显示屏从户外逐渐走向户内，小间距显示技术的出现更是进一步拓宽了LED显示屏的应用领域，LED显示屏行业逐步发展壮大，具有非常广阔的发展空间。
	2) 市场推广费本期发生额5,638.74万元，占比17.55%，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2019年公司聚焦细分市场落地19场行业展会，跨界联手品牌企业开展多地营销活动。全球统一四大传播主题，精准投放，通过线下活动、自媒体、全球杂志、社交媒体、网站等全面覆盖推广，提升公司全球品牌形象，助力公司市场开发。
	3) 差旅及业务招待费本期发生额3,356.62万元，占比10.45%，较去年同期增加577.75万元，增长率为20.79%。因报告期内，公司销售队伍扩大，差旅费用相应增加，随之发生的业务招待费用亦同步增加。报告期内，公司加大对客户界面的投入，鼓励销售人员出差拜访客户，增加客户的粘性。
	4) 安装施工及售后服务费本期发生额1,843.95万元，占比5.74%，较去年同期增加708.96万元，增长率为62.46%。报告期内，公司引进了世界最大管理软件公司SAP的Field Service Management系统和服务，坚持“以客户为中心”的流程型组织建设，努力为客户提供更优质的产品和服务。报告期内，公司继续加强服务布局，不断夯实本地化服务建设。报告期，安装施工及售后服务费用增加的原因主要系销售订单增加，及指导安装订单占比增加所致。

	（2） 就销售费用的准确性进行核查的审计程序及意见
	1) 获取并编制企业销售费用明细表，并与报表数、总账数合计数核对是否相符；
	2) 对销售费用执行分析性程序：计算分析销售费用各二级科目明细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率，并与上一年度进行对比，判断变动的合理性；计算分析各个月份销售费用中各二级科目明细发生额，对变动异常的月份重点关注，核实变动原因，判断其变动的合理性；
	3) 将销售费用中的工资、折旧等与相关的资产、负债科目核对，检查其勾稽关系的合理性；
	4) 对本期销售费用中涉及的重大合同进行检查，判断公司是否将销售费用计入合理的会计期间；
	5) 对本期发生的销售费用，选取样本执行细节测试，检查记账凭证及合同、发票、费用申请单等原始凭证，检查账务处理是否合理，入账金额是否准确；
	6) 抽取资产负债表日（2019年12月31日）前后的销售费用凭证执行截止测试，检查销售费用是否被记录在合理的会计期间。


	五、 报告期末，公司长期待摊费用中“中超联赛项目”余额754.72万元。请补充说明该费用形成的具体原因、摊销方法及依据。请年审会计师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1） 长期待摊费用形成的具体原因
	（2） 长期待摊费用的摊销方法及依据
	（3） 年审核查程序及意见
	1) 获取企业的长期待摊明细表，并与明细账、总账合计数核对是否相符；
	2) 检查“中超联赛项目”相关的原始凭证，如查阅相关协议、补充协议、银行付款单据等资料，确定其真实性，并检查会计处理是否正确；
	3) 检查“中超联赛项目”摊销政策是否符合会计制度的规定，并对本期摊销金额进行测算，复核企业摊销额及相关的会计处理是否正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