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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保定乐凯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报问询函的回复 

 

致同专字（2020）第 110ZA07764 号 

 

深圳证券交易所：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我们”）接受委托对保

定乐凯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乐凯新材”）2019 年财务

报表，包括 2019 年 12 月 31 日的合并及公司资产负债表，2019 年度的合并及公司

利润表、合并及公司现金流量表、合并及公司股东权益变动表以及相关财务报表

附注进行审计，并于 2020 年 4 月 23 日出具了致同审字（2020）第 110ZA3423 号

的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我们于 2020 年 6 月 9 日收到了乐凯新材转来的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

“深交所”）出具的《关于对保定乐凯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的年报问询函》

（创业板年报问询函【2020】第 453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按照该问询函

的要求，基于乐凯新材对问询函相关问题的说明以及我们对乐凯新材 2019 年度

财务报表审计已执行的审计工作，现就有关事项说明如下： 

问询函问题 1： 

报告期末，你公司货币资金余额 1,116.93 万元，较期初减少 1,232.78 万元，其

中受限制的货币资金余额 163.92 万元。 

（1）请你公司以列表形式详细说明 2018 年末、2019 年末货币资金存放地点、

存放类型、资金用途、是否存在未披露的受限情形。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

确意见，说明核查程序，以及是否获得了充分的审计证据。 

（一）公司回复 

2018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受限的货币资金余额 840.52 万元，为存放于交通银

行保定分行的银行承兑保证金和中国银行保定分行美元信用证保证金；2019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受限的货币资金余额 163.92 万元，为存放于交通银行保定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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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银行承兑保证金。公司上述资金均已在年度报告受限货币资金中进行了充分

披露，不存在未披露的受限资金情形。 

公司 2018 年 12 月 31 日和 2019 年 12 月 31 日货币资金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余额 

存放类

型 
用途 

受限情

况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18 年

12 月

31 日 

中国银行保定分行 7.88 0.60 活期 日常经营 否 

中国银行保定分行（美元户） 184.57 141.17 活期 日常经营 否 

中国银行保定分行（欧元户） -- 0.22 活期 日常经营 否 

中国银行保定分行（美元信用

证保证金户） 
-- 0.00 保证金 日常经营 是注 1 

交通银行保定分行 0.00 0.00 活期 日常经营 否 

交通银行保定分行（银行承兑

保证金户） 
163.93 840.52 保证金 日常经营 是注 2 

交通银行保定分行（欧元户） 49.17 178.65 活期 日常经营 否 

交通银行保定分行（英镑户） 184.86 118.65 活期 日常经营 否 

交通银行保定分行（募集户） -- 800.71 活期 日常经营 否 

交通银行保定分行 -- 104.50 定期 日常经营 否 

交通银行保定分行 -- 159.04 通知 日常经营 否 

中国工商银行保定朝阳支行 0.03 0.06 活期 日常经营 否 

中国工商银行保定朝阳支行

（欧元户） 
0.00 0.00 活期 日常经营 否 

中国工商银行保定朝阳支行

（英镑户） 
0.00 0.00 活期 日常经营 否 

招商银行北京万泉河支行 -- 0.00 活期 日常经营 否 

招商银行北京万泉河支行（募

集户） 
9.64 5.56 活期 日常经营 否 

中国建设银行保定天威西路支

行 
0.03 0.01 活期 日常经营 否 

中国建设银行彭山支行（四川

子公司） 
5.14 0.01 活期 日常经营 否 

中国工商银行彭山支行（四川

子公司募集户） 
511.20 -- 通知 日常经营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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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商银行彭山支行（四川

子公司） 
0.48 -- 活期 日常经营 否 

合计 1,116.93 2,349.71    

注 1：余额为存放于中国银行保定分行美元信用证保证金 

注 2：余额为存放于交通银行保定分行银行承兑保证金 

（二）会计师回复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要求，设计和执行了相关程序，针对

上述问题我们执行的主要程序如下： 

1、核对现金日记账、银行存款明细账与总账的余额是否相符； 

2、会同乐凯新材主管会计人员盘点库存现金并进行监盘； 

3、获取资产负债表日银行存款对账单与银行存款余额调节表，向所有银行

进行函证，询问并检查账户资金存放情况、资金存放类型、资金用途； 

4、抽查大额现金收支、银行存款收支原始凭证的内容是否完整，有无授权

审批，并核对相关账户的入账情况； 

5、获取相关保证金合同，检查货币资金使用受限情形，并向银行函证； 

6、检查货币资金在资产负债表上披露是否恰当。 

基于执行的上述审计程序，我们获取了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认为：乐

凯新材对于上述问题的说明，与我们在执行乐凯新材 2019 年度财务报表审计过

程中所了解的情况在所有重大方面一致。 

问询函问题 1： 

（2）请你公司核实是否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签署影响货币

资金独立性相关协议，是否存在将货币资金向前述人员归集的情形，是否存在向

关联方提供借款情形，是否存在货币资金被挪用或占用情形。请年审会计师核查

并发表明确意见，说明核查程序，以及是否获得了充分的审计证据。 

（一）公司回复 

公司的控股股东为中国乐凯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乐凯集团”），实

际控制人为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航天集团”）。经核实，

截至目前公司不存在与控股股东乐凯集团、实际控制人航天集团及其关联人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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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任何影响货币资金独立性的相关协议的情形，不存在将货币资金向前述公司

归集的情形，不存在向关联方提供借款的情形，不存在货币资金被挪用或占用

情形。 

2020 年 4 月 23 日，公司年审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关联往来进行了专项审计，

出具了专项审计报告《关于保定乐凯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

其他关联资金往来的专项说明》，并于 2020 年 4 月 27 日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进行了披露。 

（二）会计师回复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要求，设计和执行了相关程序，针对

上述问题我们执行的主要程序如下： 

1、了解并检查乐凯新材与货币资金相关内控设计，测试执行的有效性； 

2、核查相关存款凭证、资金流水和记账凭证等相关文件，结合期后检查，

分析账户资金收付是否存在异常； 

3、检查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的资金往来，核实其交易真实

性； 

4、获取资产负债表日银行存款对账单与银行存款余额调节表，向所有银行

进行函证，询问并检查账户资金使用情况。 

5、与治理层、管理层进行沟通，提请其关注并采取必要的措施保证账户资

金安全； 

基于执行的上述审计程序，我们获取了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认为：乐

凯新材对于上述问题的说明，与我们在执行乐凯新材 2019 年度财务报表审计过

程中所了解的情况在所有重大方面一致。 

问询函问题 2： 

年报显示，你公司热敏磁票产品全部销往中国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中铁集团”）下属印刷企业，中铁集团于 2020 年 1 月表示 2020年全国铁路将实

现全面电子客票化，随着电子客票的推广普及，未来铁路客运市场对热敏磁票产

品需求大幅下降，中铁集团及其下属企业会大幅减少向你公司下达订单；你公司

磁条产品因 EMV 迁移（EMV 迁移是指按照 EMV 规范将银行卡从磁条卡向智能 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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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转换的过程）的实施导致需求呈现下降趋势。2020 年第一季度你公司实现营业

收入 3,633.58 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以下简称“净利润”）

1,042.71 万元，同比分别减少 49.94%、65.16%。请你公司结合电子客票推广、EMV

迁移实施情况、下游客户需求变化等说明 2020 年第一季度你公司营业收入和净利

润大幅下滑的原因，结合上述情况说明你公司可持续经营能力是否存在重大不确

定性。如是，请你公司说明原因并充分提示风险。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

意见。 

（一）公司回复 

1、请你公司结合电子客票推广、EMV 迁移实施情况、下游客户需求变化等说

明 2020 年第一季度你公司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大幅下滑的原因。 

2020 年 1 月，中铁集团表示，2020 年全国铁路将实现全面电子客票化；截至

2020 年 4 月，全国铁路开通电子客票的车站达到 1075 个；一季度，国内铁路旅客

发送量同比下降 54.80%。2020 年第一季度，受电子客票推广以及新冠疫情影响，

中铁集团下属印刷企业大幅减少采购热敏磁票，热敏磁票销售收入较上年同期下

降 2,330.33 万元，同比下降 47.40%。 

公司自 2015 年上市以来，持续披露 EMV 迁移政策导致磁条市场需求下降的

风险。其中 2019 年度，磁条销售收入下降 10.55%，为历年降幅最大。2020 年第一

季度，受新冠疫情防控对复产复工影响，磁条下游客户大幅减少采购磁条产品，

磁条销售收入较上年同期下降 577.92 万元，同比下降 57.05%。 

受上述因素影响，2020 年第一季度，以热敏磁票和磁条为主的信息防伪材料

实现销售收入 3,175.40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3,737.60 万元，同比下降 54.07%；营

业收入下降使得相关产品毛利下降 2,111.38 万元，导致公司净利润大幅下降。 

综上，2020 年第一季度，公司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大幅下滑，主要原因系主营

产品热敏磁票和磁条销量大幅下降。 

2、结合上述情况说明你公司可持续经营能力是否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如是，

请你公司说明原因并充分提示风险。 

（1）电子客票持续推进，会对公司营业收入、现金流和经营性利润产生重

大不利影响 

2019 年度，热敏磁票销售收入占公司营业收入的比例为 70.59%，是公司最主

要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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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6 月 5 日，公司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了《关于

“热敏磁票生产线”停产的风险提示公告》（公告编号：2020-045 号）。鉴于公

司热敏磁票产品库存充足，客户需求停止，公司“热敏磁票生产线”停止生产。

随着客票电子化持续推进，中铁集团及其下属企业存在永久停止采购公司热敏磁

票产品的可能性。 

中铁集团及其下属印刷企业停止采购公司热敏磁票产品，导致公司所处的市

场环境发生重大不利变化，存在计提大额资产减值的风险，会对公司营业收入、

现金流和经营性利润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2）EMV 迁移政策的推行导致磁条市场需求下降的风险 

EMV 迁移是指按照 EMV 规范将银行卡从磁条卡向智能 IC卡转换的过程。根据

中国人民银行于 2011年 3 月发布《中国人民银行关于推进金融 IC卡应用工作的意

见》，自 2015 年 1 月 1 日起，在经济发达地区和重点合作行业领域，商业银行发

行的、以人民币为结算账户的银行卡应为金融 IC 卡。EMV 迁移的实施导致银行卡

用磁条的需求呈现下降趋势，并可能影响公司未来营业收入。 

2019 年度，以热敏磁票和磁条为主的信息防伪材料销售收入占营业收入比例

为 91.68%，系公司的主要收入和利润来源。该等产品的销量大幅下降，会导致公

司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大幅下滑。鉴于上述情况，2020 年，公司或将发生亏损，持

续经营能力存在重大不确定性。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二）会计师回复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要求，设计和执行了相关程序，针对

上述问题我们执行的主要程序如下： 

1、访谈乐凯新材财务、销售等部门，了解中铁集团及其下属印刷企业需求

变化情况； 

2、将 2020 年第一季度热敏磁票、磁条产品的营业收入、毛利率与上年同期

进行比较，分析可持续经营能力是否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3、对中铁集团下属印刷企业、磁条产品重要客户进行访谈，核实其与乐凯

新材交易情况和乐凯新材账面记载是否一致； 

4、检查乐凯新材热敏磁票存货情况，并与中铁集团下属印刷企业未完成的

销售订单比较； 

5、对存货、固定资产等进行减值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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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与治理层、管理层进行沟通，提请其关注电子客票化对公司的影响并采

取必要的措施。 

基于执行的审计程序，我们认为： 

公司对于上述问题的说明，与我们在执行乐凯新材 2019 年度财务报表审计

过程中所了解的情况在所有重大方面一致。 

问询函问题 3： 

报告期你公司向前五名客户合计销售金额为 22,898.46 万元，占全年销售总额

比例为 82.20%，其中第一名客户销售额为 19,665.47 万元，占全年销售总额比例为

70.59%。请你公司说明是否对前五名客户存在重大依赖，如是，请你公司充分说

明原因及存在的风险。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一）公司回复 

1、请你公司说明是否对前五名客户存在重大依赖，如是，请你公司充分说

明原因 

公司第一大客户系中铁集团下属印刷企业。2019 年度，中铁集团销售金额占

公司营业收入的比例为 70.59%，销售产品全部为热敏磁票。 

除第一大客户外，其余四名客户为其他信息防伪材料和电子功能材料产品客

户，销售金额占公司营业收入的比例为 11.61%。 

综上，公司前五名客户合计销售金额占公司全年营业收入的比例为 82.20%，

公司对前五名客户存在重大依赖。 

2、存在的风险 

（1）电子客票持续推进，会对公司营业收入、现金流和经营性利润产生重

大不利影响。 

2019 年度，热敏磁票销售收入占公司营业收入的比例为 70.59%，是公司最主

要的产品。 

2020 年 6 月 5 日，公司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了《关于

“热敏磁票生产线”停产的风险提示公告》（公告编号：2020-045 号）。鉴于公

司热敏磁票产品库存充足，客户需求停止，公司“热敏磁票生产线”停止生产。

随着客票电子化持续推进，中铁集团及其下属企业存在永久停止采购公司热敏磁

票产品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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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铁集团及其下属印刷企业停止采购公司热敏磁票产品，导致公司所处的市

场环境发生重大不利变化，存在计提大额资产减值的风险，会对公司营业收入、

现金流和经营性利润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2）EMV 迁移政策的推行导致磁条市场需求下降的风险 

EMV 迁移是指按照 EMV 规范将银行卡从磁条卡向智能 IC卡转换的过程。根据

中国人民银行于 2011年 3 月发布《中国人民银行关于推进金融 IC卡应用工作的意

见》，自 2015 年 1 月 1 日起，在经济发达地区和重点合作行业领域，商业银行发

行的、以人民币为结算账户的银行卡应为金融 IC 卡。EMV 迁移的实施将导致银行

卡用磁条的需求呈现下降趋势，并可能影响公司未来营业收入。 

（3）新产品未来销售规模和产品利润不及预期的风险 

公司利用多年积累的产品研发和生产经验，开发 FPC 用电磁波防护膜、压力

测试膜等新产品，形成了部分销售。但尚未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随着

行业的快速发展，市场竞争也日趋激烈，存在产品销售价格下降，未来销售规模

和产品利润不及预期的风险。 

鉴于上述情况，2020 年，公司或将发生亏损，持续经营能力存在重大不确定

性。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二）会计师回复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要求，设计和执行了相关程序，针对上

述问题我们执行的主要程序如下： 

1、取得并检查乐凯新材报告期内已发生的所有交易明细； 

2、查阅主要客户工商登记信息，取得公司与主要客户交易的主要合同，了

解双方交易内容、交易背景，是否符合对方经营范围，是否真实合理； 

3、对主要客户进行函证，对重要客户进行访谈，就其与乐凯新材交易金额

是否准确进行确认； 

4、访谈乐凯新材财务、销售等部门，了解主要客户与乐凯新材的交易情况，

分析是否存在重大依赖； 

5、检查与收入确认相关的验收单或验收报告，检查应收账款的回款情况，

以确认收入的真实性。 

基于执行的审计程序，我们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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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对于上述问题的说明，与我们在执行乐凯新材 2019 年度财务报表审计过

程中所了解的情况在所有重大方面一致。 

问询函问题 5： 

报告期内公司电子功能材料实现销售收入 2,319.05 万元，同比增长 238.71%，

毛利率提升 4.13 个百分点至 48.04%。 

（2）请你公司结合同行业可比公司情况说明电子功能材料毛利率及其变化

情况是否与行业变化情况一致，如否，请你公司说明原因及合理性。请年审会计

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一）公司回复 

目前，与公司生产同种电磁波屏蔽膜的公司主要有拓自达（日本）、东洋科

美（日本）和方邦电子（中国）等；2019 年度，方邦电子生产的电磁波屏蔽膜产

品毛利率为 68.66%（数据来自方邦电子 2019年度报告）。与公司生产同种压力测

试膜产品的公司主要是日本富士；根据相关调查报告，日本富士压力测试膜毛利

率在 70%-85%以上（数据来自华创证券研究和财通证券研究）。 

鉴于电磁波屏蔽膜和压力测试膜等电子功能材料产品拥有较高技术壁垒，生

产上述产品的国内外其它公司毛利率均保持在较高水平。2019 年，公司持续推进

电磁波屏蔽膜和压力测试膜配方工艺研究，加大市场拓展力度，电子功能材料销

量和产量分别较上年同期增长 154.39%和 149.92%，使得单位产品成本摊销的费用

降低，产品平均毛利率较 2018 年提高 4.13%，达到 48.04%。虽然公司上述在研电

子功能材料新产品毛利率有所提高，但仍处于试产试销阶段，尚未形成规模效益，

距离同行业国内外其它公司的毛利率水平尚有差距，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二）会计师回复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要求，设计和执行了相关程序，针对上

述问题我们执行的主要程序如下： 

1、分析行业状况，并与乐凯新材经营业绩及毛利率走势进行比较，分析乐

凯新材相关经营数据的波动是否符合行业趋势； 

2、访谈乐凯新材市场人员，了解乐凯新材所处的竞争地位及市场情况； 

3、对比乐凯新材近两年毛利率变化情况，并分析变动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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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检查与收入确认相关的销售合同、验收单或验收报告，检查应收账款的

回款情况，以确认收入的真实性； 

5、获取乐凯新材成本计算资料，复核产品成本计算是否正确，相关成本分

配是否恰当； 

6、执行计价测试程序，复核存货成本的计价是否合理，相关成本结转是否

准确； 

7、对营业收入、营业成本等进行截止测试，检查收入、成本等是否存在跨

期。 

基于执行的审计程序，我们认为： 

公司对于上述问题的说明，与我们在执行乐凯新材 2019 年度财务报表审计过

程中所了解的情况在所有重大方面一致。 

 

 

本回复仅向深交所报送及披露（如适用）使用，不得用于任何其他目的。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北京 

 

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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