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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安福县海能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的年报问询函的回复 

 

大华核字[2020]005601 号 

深圳证券交易所： 

我们接受安福县海能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能实业）的委托，对海能实业

2019 年度的财务报表进行审计，并出具了大华审字[2020]002637 号审计报告。根据贵

所出具的《关于对安福县海能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年报问询函》（创业板年报问询函

【2020】第 387 号，以下简称年报问询函）的要求，我们对年报问询函中提及的需要

年报会计师说明的有关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现汇报如下： 

问询函第 4 题.报告期末，你公司应收账款余额 2.71 亿元，较期初增长 7.54%，高

于你公司报告期内营业收入增长率。同时，你公司应收账款周转率由上年同期的 5.8 下

降为报告期内的 4.68。请你公司结合信用政策变化等情况，分析说明报告期内应收账款

余额增长幅度与营业收入变化不一致以及应收账款周转率同比下降的原因及合理性。请

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回复： 

（1）应收账款、营业收入变动的整体情况 

公司应收账款、营业收入、应收账款周转率情况如下： 

项目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应收账款期末余额（万元） 27,064.91 25,150.38 

应收账款平均余额(万元) 26,107.65 21,713.46 

营业收入(万元) 110,359.54 113,027.84 

周转率 4.23 5.21 

处置投资性房地产销售额(万元) - 3,216.76 

剔除处置投资性房地产销售后的销售额 110,359.54 109,811.08 

剔除处置投资性房地产销售后的周转率 4.23 5.06 

剔除处置投资性房地产销售后的周转天数 85.16 71.18 

应收账款期末余额/剔除处置投资性房地产销售后的营业收入 24.52% 2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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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末公司应收账款余额为 27,064.91 万元，较 2018 年末增加 1,914.53 万元，

较 2018 年末增长 7.61%。2019 年度公司营业收入为 110,359.54 万元，较 2018 年度

营业收入减少 2,668.30 万元，较 2018 年度下降 2.36%。由于 2018 年度公司存在处置

江苏沭阳海能的土地使用权和房产及附属设备产生的其他业务收入 3,216.76 万元，剔

除该特殊因素后，2018 年度的营业收入为 109,811.08 万元，2019 年度营业收入较 2018

年度略增 0.50%。 

公司给予客户的信用期一般为 60 天到 90 天，平均信用政策前后两个年度无较大变

化。2019 年度应收账款的增长率高于营业收入的增长率，应收账款的周转率下降，主

要系 2019 年度较 2018 年度营业收入规模虽然变化不大，但 2019 年度第四季度的销售

额较 2018 年度第四季度销售额增加 3,224.19 万元，导致 2019 年末信用账期内的应收

账款较 2018 年末增加 1,914.53 万元，同时 2017 年度公司营业收入规模为 89,569.31

万元，较 2018 年度、2019 年度营业收入规模略低，导致 2017 年末的应收账款期末余

额较 2018 年度、2019 年度少，综合导致 2019 年度应收账款的平均余额较 2018 年度

应收账款的平均余额增加 4,394.19 万元。虽然公司 2019 年度应收账款的周转率有所下

降，但仍然处于正常的信用账期内，期末应收账款占营业收入的比重无较大变化。 

（2）主要客户信用政策 

公司主要客户的信用政策、营业收入、应收账款期末余额以及其期后回款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客户 信用政策 
信用政策变化

情况 

2019 年度

销售额 

2018 年度

销售额 

2019 年

末应收账

款余额 

2018 年末

应收账款余

额 

 期后回款情

况  

客户一 月结 60 天 无变化 10,618.48 2,021.37 4,177.66 984.51 4,177.66  

客户二 

离港后 105 天

（2018 年度为开

船后 75 天、月结

90 天） 

无实质变化 9,271.36 10,403.33 2,192.44 2,790.25 2,192.44  

客户三 开船后 75 天付款 无变化 8,813.64 8,896.33 2,907.73 4,033.88 2,907.73  

客户四 

装船后 15 天付款

（2018 年度为出

货后 15 天付款） 

无实质变化 5,816.38 5,509.39 657.78 555.21 657.78  

客户五 月结 60 天 无变化 2,877.41 1,393.48 1,049.74 264.64 1,049.74  

客户六 月结 60 天 无变化 2,701.31 10,544.83 - 692.78 -    

客户七 月结 90 天 无变化 2,551.28 4,651.43 485.88 2,809.69 485.88  

客户八 月结 90 天 无变化 2,441.85 966.71 887.77 449.06 887.77  

客户九 出货前付全款 无变化 2,324.84 2,156.84 - - -    

客户十 月结 30 天 无变化 2,092.06 2,282.17 276.75 293.66 276.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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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十一 

提单后 60 天

（2018 年度为开

船后 60 天） 

无实质变化 1,887.84 2,778.49 315.41 996.41 315.41  

客户十二 提单后 60 天 无变化 1,301.65 3,232.37 167.66 960.48 167.66  

客户十三 
30%定金，70%月

结 30 天 
无变化 15.08 2,713.31 - 141.86 -    

公司主要客户的信用政策较上年度无重大变化，截至 5 月底上述主要客户的应收账

款已全部回款。 

会计师回复： 

针对上述情况，我们主要执行了如下核查程序： 

1、获取了主要客户的销售订单，识别与商品所有权上的风险和报酬转移相关的条

款与条件，评价公司收入确认时点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核查了销售订单

中主要客户的信用政策与上年度变化情况； 

2、检查了与收入确认相关的支持性文件，核对发票、销售合同、签收单、货运提

单及对账单等，以评价收入确认的真实性和准确性； 

3、对资产负债表日前后确认的收入执行截止性测试； 

4、对期末应收账款余额实施函证程序； 

5、对期末应收账款期后回款银行单据进行检查。 

经核查，我们认为，公司主要客户信用政策未发生明显变化，期末应收账款余额在

正常的信用账期内，应收账款余额增长幅度与营业收入变化虽然不一致以及应收账款周

转率较同期相比下降，但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何晶晶                  

 

 

中国·北京 中国注册会计师：                

                      易群 

  

二〇二〇年六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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