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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广东香山衡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报问询函的回复 

 

致同专字(2020)第 440ZA07820 号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我们”）接受委托对广

东香山衡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香山股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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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日出具了致同审字(2020)第 440ZA6626 号的

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我们于 2020 年 6 月 15 日收到了香山股份转来的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

“深交所”）出具的《关于对广东香山衡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报的问

询函》（中小板年报问询函【2020】第 180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按照该

问询函的要求，基于香山股份对问询函相关问题的说明以及我们对香山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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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报显示，公司报告期内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以下简称“净

利润”）-6,492.02 万元，同比下降 268.65%。公司报告期内亏损，主要系对参股公

司深圳市宝盛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宝盛”）长期股权投资计提

减值准备 3,149.94 万元、投资亏损 3,661.63 万元、以及应收深圳宝盛控股股东刘海

添、刘海龙业绩补偿款确认为“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变动-2,773.61

万元所致。公司期末其他应收款中，应收深圳宝盛往来款账面余额 1,466.47 万元，

应收深圳宝盛刘海添、刘海龙股权转让款账面余额 1,441.01 万元，并分别计提坏

账准备 14.66 万元、1,441.01 万元。 

（1）请公司结合深圳宝盛经营状况、行业情况及其主营业务，说明其出现

亏损的主要原因，公司对长期股权投资计提减值的具体测算过程，以及减值计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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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充分、合理，未来是否存在继续减值的风险，公司未全部计提减值的原因及

理由。 

（2）请结合深圳宝盛报告期内的经营情况，说明相关减值迹象产生的时点，

公司在第四季度集中计提减值的原因，并说明是否存在通过计提减值对当期财务

报表进行不当盈余管理的情形。 

（3）公司将应收刘海添、刘海龙的业绩补偿款确认为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并确认公允价值变动损益-2,773.61 万元。请说明具体理由或依据，以及公允价值

变动的具体测算过程及合理性。  

（4）请说明应收深圳宝盛、刘海添、刘海龙相关款项的具体形成过程，并

结合债务人资信情况，说明坏账准备计提的合理性。 

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1）请公司结合深圳宝盛经营状况、行业情况及其主营业务，说明其出现

亏损的主要原因，公司对长期股权投资计提减值的具体测算过程，以及减值计提

是否充分、合理，未来是否存在继续减值的风险，公司未全部计提减值的原因及

理由。 

（一）公司回复 

1、深圳宝盛出现亏损的主要原因分析如下： 

深圳宝盛是国内的半导体、新型显示专用生产设备方案解决商，产品涵盖

半导体芯片（ IC）、液晶显示（LCD）、柔性显示（OLED）、自动光学检测

（AOI）等多领域的智能生产设备。2019 年全球经济形势愈发复杂严峻，中美贸

易摩擦反复无常，国内经济增长有所放缓。受宏观经济影响，电子整机装配行

业上游客户设备类固定资产的投资放缓，国内行业内众多中小企业经营困难加

重，为求生存选择降价销售抢占市场份额，同时行业内竞争对手的实力也在不

断壮大，一定程度上对深圳宝盛的市场竞争优势构成不利影响，从而导致深圳

宝盛的产品价格和毛利率面临挑战，侵蚀了经营业绩。深圳宝盛 2019 年度实现

营业收入 11,526.62 万元，较 2018 年度 16,079.86 万元的营业收入减少了 28.32%；

毛利率亦从 2018 年度的 36.21%降至 2019 年度的 31.51%；净利润从 2018 年度的

盈利 1,303.91 万元降至 2019 年度的亏损 9,488.93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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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深圳宝盛为了争取更多的客户，在货款结算政策方面给予客户一定

的让步，导致公司的应收账款规模居高不下，账龄较长，进而导致应收账款坏

账风险增加，部分客户甚至出现财务状况恶化而账款无法回收。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深圳宝盛的应收账款余额为 16,401.55 万元，根据企业会计准则新金融

工具准则的相关规定，  深圳宝盛 2019 年度共计提应收账款信用减值损失

1,997.20 万元，应收账款坏账准备期末余额为 3,094.64 万元。 

最后，深圳宝盛下游客户所处的 3C 行业竞争日趋激烈， 3C 新产品的频繁

上市带动了新技术和新工艺的不断涌现，从而驱使相应的生产设备需要不断进

行升级换代，导致深圳宝盛现有的库存设备在技术上出现了一定的落后，期末

存货出现减值。2019 年度，深圳宝盛的存货共计提跌价损失 5,352.94 万元。 

2、公司对持有的深圳宝盛长期股权投资计提减值准备的方法 

公司聘请独立的具有证券期货资质的外部评估专家对公司持有的深圳宝盛

的长期股权可收回金额进行评估，并出具了鹏信资评报字[2020]第 S075 号资产评

估报告。公司按照评估的可收回金额低于账面价值的部分计提长期股权投资减

值准备。经评估专家评估后，深圳宝盛股东全部权益在 2019 年 12 月 31 日的可

收回金额为 3,468.08 万元，公司持有其 24.37%的股权，对应的可收回金额为

845.17 万元，因此未对长期股权投资全额计提减值。 

3、若 2020 年深圳宝盛不能扭转当前业绩下滑、应收款项无法及时收回以及

库存无法及时消化的局面，公司持有的深圳宝盛长期股权投资（期末余额 845.17

万元）将在 2020 年度继续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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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宝盛财务报表亏损的问题我们执行了详细的审计程序并出具了致同审字

(2020)第 440FC0929 号审计报告。 

针对长期股权投资减值的问题，我们执行的主要审计程序如下： 

1、了解、评价和测试了香山股份与长期股权投资减值测试相关的内部控制

制度，获取了并检查了管理层判断长期股权投资减值所依据的相关资料； 

2、获取了管理层编制的长期股权投资明细表和减值测试计算表，检查其计

提方法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减值金额的计算是否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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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获取香山股份管理层聘请的外部估值专家的评估报告，评价了外部估值

专家的胜任能力、专业素质和客观性； 

4、利用注册会计师的评估专家的工作，对管理层聘请的外部估值专家的工

作结果的相关性和合理性、工作结果与其他审计证据的一致性以及评估专家工

作涉及的重要假设和方法等进行复核，并评价了注册会计师专家的胜任能力、

专业素质和独立性。 

基于执行的审计程序，我们认为：  

公司对于长期股权投资的减值计提是充分、合理的，其他相关说明与我们

在执行香山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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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请结合深圳宝盛报告期内的经营情况，说明相关减值迹象产生的时点，

公司在第四季度集中计提减值的原因，并说明是否存在通过计提减值对当期财务

报表进行不当盈余管理的情形。 

（一）公司回复 

深圳宝盛是公司的参股公司，公司在年中主要采取直接获取其财务报表的

方式对其经营情况进行分析，并对长期股权投资的减值迹象进行跟踪和判断。

根据深圳宝盛年中向公司报送的财务报表，其 2019 年度上半年实现盈利 1,007.71

万元，2019 年前三季度虽然累计亏损 259.26 万元，但由于深圳宝盛所在自动化

设备行业的特殊性，客户存在年底集中验收生产设备的情况，深圳宝盛也会存

在四季度集中确认收入的情况。因此，公司在 2019 年三季报之前未对长期股权

投资减值准备进行计提。由于长期股权投资减值金额涉及重大专业判断和会计

估计，公司管理层在四季度及时聘请了外部评估专家对长期股权投资的可收回

金额进行评估，并根据可收回金额低于账面价值的差额计提了长期股权投资减

值准备。公司不存在通过计提减值对当期财务报表进行不当盈余管理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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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深圳宝盛 2019 年度的财务报表进行了审计； 



 

5 
 

 
 

2、了解、评价和测试了香山股份与长期股权投资减值测试相关的内部控制

制度，获取了并检查了管理层判断长期股权投资减值所依据的相关资料； 

3、获取了管理层编制的长期股权投资明细表和减值测试计算表，检查其计

提方法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减值金额的计算是否准确； 

4、获取香山股份管理层聘请的外部估值专家的评估报告，评价了外部估值

专家的胜任能力、专业素质和客观性； 

5、利用注册会计师的评估专家的工作，对管理层聘请的外部估值专家的工

作结果的相关性和合理性、工作结果与其他审计证据的一致性以及评估专家工

作涉及的重要假设和方法等进行复核，并评价了注册会计师专家的胜任能力、

专业素质和独立性。 

基于执行的审计程序，我们认为：  

公司对于长期股权投资的减值计提是充分、合理的，与我们在执行香山股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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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公司将应收刘海添、刘海龙的业绩补偿款确认为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并确认公允价值变动损益-2,773.61 万元。请说明具体理由或依据，以及公允价值

变动的具体测算过程及合理性。 

（一）公司回复 

公司于 2018 年 3 月购入深圳宝盛 51%的股权，并取得对深圳宝盛的控制权。

2018 年 11 月，由于深圳宝盛当年经营情况未达预期，由原股东对部分股权进行

回购，回购后公司持股比例由 51%变更为 24.37%，同时丧失了控制权，采用权

益法进行后续计量。收购时，公司与深圳宝盛实控人签订了业绩补偿协议，约

定补偿金额按照业绩补偿款与长期股权投资减值金额孰高计算，业绩对赌期为

2018 年至 2020 年。为了取得收到业绩补偿款的保障，公司要求业绩对赌方以深

圳宝盛 38.87%的股权作为质押。 

2018 年度，深圳宝盛经营效益未达预期，公司管理层利用估值专家的评估

工作于 2018 年确认了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 4,121.64 万元，并根据业绩补偿协

议约定同时确认了应收业绩补偿款（或有对价，以公允价值计量），金额与长

期股权投资的减值金额一致，为 4,121.64 万元。根据评估报告，业绩对赌方质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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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公司的 38.87%的深圳宝盛股权在 2018 年 12 月 31 日的公允价值为 12,356.77 万

元，可收回金额大于全额确认的应收业绩补偿款。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 号-长期股权股权投资》应用指南（2014）第五条

以及《企业会计准则第 20 号-企业合并》的相关规定，投资方取得被投资方的权

益性投资时，交易各方在投资协议中约定，根据未来一项或多项或有事项的发

生，投资方通过发行额外证券、支付额外现金或其他资产等方式追加投资对价，

或者要求被投资单位返还之前已经支付的对价，即存在或有对价的安排。非同

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形成的长期股权投资的或有对价的初始投资，按照其在取得

投资日的公允价值计入长期股权投资的初始投资成本。同时，根据《企业会计

准则第 13 号-或有事项》、《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和

《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等准则的有关规定，相应将或有对价确

认为权益、金融负债或金融资产。取得长期股权投资日后，或有对价为权益性

质的，不确认其后续公允价值变动；或有对价为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性质的，

应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采用公允价值计量，公允

价值变化产生的利得和损失应该根据准则的规定计入损益。 

公司与深圳宝盛签订的业绩补偿协议，符合准则关于或有对价安排的规定。

公司应收深圳宝盛的业绩补偿款属于一项金融资产，适用《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2017）第十九条“企业在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

中确认的或有对价构成金融资产的，该金融资产应当分类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

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不得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

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的规定。因此公司将应收业绩补偿款按公允价值计量。

根据财会[2019]6 号文，自资产负债表日起超过一年到期且预期持有超过一年的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非流动金融资产的期末账面价值，在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项目反映。公司收购深圳宝盛股权业绩对赌期为 2018

年至 2020 年，实际补偿款结算日期在对赌期满后，即 2021 年。应收业绩补偿款

期限超过 1 年，又同时满足“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因此，

公司将应收深圳宝盛业绩补偿款列报“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2019 年度，深圳宝盛经营效益和财务状况持续恶化，其股权出现进一步减

值迹象。公司聘请独立的具有证券期货资质的外部评估专家对深圳宝盛股东全

部权益的可收回金额进行评估，并出具了鹏信资评报字[2020]第 S075 号资产评估

报告。公司以评估的 38.87%股权的可收回金额低于应收业绩补偿款的账面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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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部分确认为公允价值变动损失。根据评估报告，深圳宝盛股东全部权益在

2019 年 12 月 31 日的可收回金额为 3,468.08 万元，公司持有的 38.87%质押股权对

应的可收回金额为 1,348.03 万元；考虑到深圳宝盛的信用状况不佳，应收业绩补

偿款 2019 年末的公允价值按质押股权价值确定为 1,348.03 万元，与 2018 年末的

公允价值 4,121.64 万元之间的差额 2,773.61 万元，确认为本期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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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和测试香山股份与或有对价公允价值变动测试相关的内部控

制制度，获取并检查了管理层判断或有对价公允价值变动所依据的相关资料，

包括业绩补偿协议、股权质押文件等； 

2、获取管理层编制的或有对价公允价值变动明细表，检查其计提方法是否

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金额的计算是否准确； 

3、获取管理层聘请的外部估值专家的评估报告，评价了外部估值专家的胜

任能力、专业素质和客观性； 

4、利用注册会计师的评估专家的工作，对管理层聘请的外部估值专家的工

作结果的相关性和合理性、工作结果与其他审计证据的一致性以及评估专家工

作涉及的重要假设和方法等进行复核，并评价了注册会计师专家的胜任能力、

专业素质和独立性。 

基于执行的审计程序，我们认为：  

公司对应收业绩补偿款公允价值变动的计算依据充分、合理，其他相关说明

与我们在执行香山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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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请说明应收深圳宝盛、刘海添、刘海龙相关款项的具体形成过程，并

结合债务人资信情况，说明坏账准备计提的合理性。 

（一）公司回复 

1、公司应收深圳宝盛的款项主要系尚未偿还的借款本息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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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19 年 9 月签订债权转让协议时，公司应收深圳宝盛借款本息合计

1,698.67 万元。签订债权转让协议之后，公司陆续收到转让债权部分的回款。截

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累计共收回 232.2 万元，应收深圳宝盛款项期末余额

为 1,466.47 万元。 

期末，公司对应收深圳宝盛款项计提了 14.66 万元的坏账准备，计提比例为

1%。计提理由如下：公司与深圳宝盛签订了债权转让协议和补充协议（详见本

问询函问题 2、（1）的回复），相当于深圳宝盛以余额为 7,835.52万元的应收账

款对上述欠付公司的 1,466.47 万元借款进行了质押担保。公司已在 2019 年度联

合深圳宝盛一起致函债务人进行了债权转让通知，并已对债权转让协议涉及的

绝大部分债务人提起了诉讼并执行了财产保全，债务人中亦不乏上市公司体系

内的公司。故公司管理层认为，1,466.47 万元的债务在 7,835.52 万元债权的担保

下，可收回性较强，因此按照 1%的预期信用损失率计提了坏账准备。 

2、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应收刘海添、刘海龙的款项主要系尚未偿

还的深圳宝盛股权转让款本息形成。 

2018 年 3 月，公司以现金购买深圳宝盛 51%的股权。其中，刘海添出让给公

司的股权比例为 18.03%，交易对价 8,654.40 万元。公司扣除应代扣代缴的个人所

得税后实际支付给刘海添 3,567.49 万元；刘海龙出让给公司的股权比例为 4.90%，

交易对价 2,352.00 万元。公司扣除应代扣代缴的个人所得税后实际支付给刘海龙

961.79 万元。 

2018年 11 月，公司变更对深圳宝盛股权的最终持股比例为 24.37%，由原交易

股东进行回购。其中，刘海添和刘海龙全额回购之前出售的股权。相应的其 2018

年 3 月已收到的股权转让款项需全额退还给公司。考虑到变更购买比例后，公司

对部分其他股东尚有进一步支付股权转让款的义务， 公司将应支付深圳宝盛原股

东欣旺达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和广东三新腾盛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

剩余股权转让款的义务转让给刘海添执行，分别为 1,800.00 万元和 1360.80 万元，

合计 3,160.80 万元，从其应退回给公司的股权转让款中扣除。扣除后，刘海添尚

欠公司股权转让款本金 406.69 万元；刘海龙尚欠公司股权转让款本金 961.79 万

元，合计 1,368.48 万元。 

公司与刘海添和刘海龙就上述欠款签订还款协议，约定其应于 2019 年 4 月

30 日之前支付完毕，并按照 5.3%的年利率计算利息。因二人财务困难，无法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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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偿还欠款，公司与其签订延期还款协议，还款日延期到 2020 年 6 月 30 日， 截

至本问询函回复日，公司尚未收到二人的还款。 

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刘海添和刘海龙欠公司股权转让款本息合计

1,441.01 万元。 

2019 年期间，公司多次与刘海添和刘海龙沟通还款事宜,并要求其为欠款提

供担保，其均表示无力偿还，亦无法提供担保。公司通过公开渠道查询的刘海

添和刘海龙的相关情况如下：（1）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刘海添尚欠上市公

司欣旺达款项 3,049.34 万元（账龄 1-2 年、2-3 年）；（2）2019 年，刘海添已被

法院列为限制消费人员；（3）未查询到刘海添和刘海龙拥有其他正常经营公司

的股权。因此，公司管理层判断应收刘海添和刘海龙股权转让款项收回的可能

性极低，对股权转让款全额计提了坏账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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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香山股份自 2018 年以来与深圳宝盛、刘海添和刘海龙的所有往来明

细、借款协议和资金流水，核实深圳宝盛、刘海添和刘海龙所欠香山股份款项

余额的准确性； 

2、取得香山股份与深圳宝盛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和补充协议，检查合同条

款的相关约定； 

3、查看香山股份邮寄给债权转让协议所涉及的债务人的债权转让通知函； 

4、取得律所出具的《关于广东香山衡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十六家债务人

应收账款事宜之法律意见书》，了解债务人的基本情况和债权转让协议涉及的

应收账款的真实性和合法性； 

 5、查看香山股份与深圳宝盛签订的《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书》与《补充

协议》，了解公司与深圳宝盛有关股东关于股权转让的相关约定； 

6、查看香山股份与刘海添和刘海龙签订的股权转让款还款协议，了解款项

支付相关约定； 

7、了解、评价并测试香山股份对于其他应收款预期信用损失计量相关的内

部控制设计和运行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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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复核香山股份对上述应收款项进行减值测试的相关考虑及客观证据，复

核香山股份对其预计未来可获得现金流量作出估计的依据及其合理性； 

基于执行的审计程序，我们认为：  

公司对应收深圳宝盛、刘海添、刘海龙相关款项坏账准备的计提依据是合理

的，其他相关说明与我们在执行香山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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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于 2019 年 9 月与深圳宝盛签订《债权转让协议》和《补充

协议》，约定深圳宝盛将合计 7,835.52 万元的应收债权暂定以 4,582.00 万元价格转

让给公司，转让价最终以经评估机构评估结果为准。如果评估价高于 4,582 万元，

则以 4,582 万元结算；如果评估价低于 4,582 万元，则由深圳宝盛以其他资产补足

差额。公司以深圳宝盛所欠本息 1,698.67 万元直接抵偿转让款，并以现金 2,883.33

万元代偿深圳宝盛所欠银行债务。公司未将受让的债权确认为新资产，将现金支

付的代偿款确认为营业外支出。 

（1）请说明前述业务的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如

是，请说明具体理由。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一）公司回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3 号-金融资产转移》第七条：企业在发生金融资产

转移时，应当评估其保留金融资产所有权上的风险和报酬的程度，并分别下列情

形处理： （一）企业转移了金融资产所有权上几乎所有风险和报酬的，应当终止

确认该金融资产，并将转移中产生或保留的权利和义务单独确认为资产或负债。 

（二）企业保留了金融资产所有权上几乎所有风险和报酬的，应当继续确认该金

融资产。 

第八条：企业在评估金融资产所有权上风险和报酬的转移程度时，应当比较

转移前后其所承担的该金融资产未来净现金流量金额及其时间分布变动的风险。

企业承担的金融资产未来净现金流量现值变动的风险没有因转移而发生显著变化

的，表明该企业仍保留了金融资产所有权上几乎所有风险和报酬。如将贷款整体

转移并对该贷款可能发生的所有损失进行全额补偿，或者出售一项金融资产但约

定以固定价格或者售价加上出借人回报的价格回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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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条：企业在判断金融资产转移是否满足本准则规定的金融资产终止确

认条件时，应当注重金融资产转移的实质：（一）企业转移了金融资产所有权上

几乎所有风险和报酬，应当终止确认被转移金融资产的常见情形有：1．企业无

条件出售金融资产。……（二）企业保留了金融资产所有权上几乎所有风险和报

酬，应当继续确认被转移金融资产的常见情形有：1．企业出售金融资产并与转

入方签订回购协议，协议规定企业将回购原被转移金融资产，或者将予回购的金

融资产与售出的金融资产相同或实质上相同、回购价格固定或原售价加上回

报。……4．企业出售短期应收款项或信贷资产，并且全额补偿转入方可能因被转

移金融资产发生的信用损失。 

因《债权转让协议》和《补充协议》中存在如下多退少补的约定“如果评估

价高于 4,582 万元，则以 4,582 万元结算；如果评估价低于 4,582 万元，则由深圳

宝盛以其他资产补足差额。如果债权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前实际回收超出转让

价格的 105%（即 4,811.10 万元），超出部分返还给深圳宝盛，如果回收不足，则

差额部分由深圳宝盛进行赔付”，深圳宝盛实际对转让的 7,835.52 万元应收债权

的回收风险承担了超额担保，根据企业会计准则金融资产转移准则的相关规定，

其并未转移 7,835.52 万元应收债权相关的风险和报酬，因此其不能够终止确认转

让的应收债权。相应的，公司在会计处理上亦不能终止确认原债权 4,582 万元和

确认一项新的债权资产。 

根据债权转让协议的约定，公司以现金 2,883.33 万元划转至深圳宝盛指定的

银行账户，实际是代深圳宝盛偿还其所欠银行债务，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3 号

-或有事项》准则的相关规定，公司在会计处理上确认为营业外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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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和测试香山股份与资金支付相关的内控制度的设计有效性和

执行有效性； 

2、获取香山股份自 2018 年以来与深圳宝盛的所有往来明细、借款协议和资

金流水，核实深圳宝盛所欠香山股份款项余额的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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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取得香山股份与深圳宝盛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和补充协议，对协议条款

进行分析；检查香山股份自债权转让协议签订之后与深圳宝盛的款项收付情况，

判断香山股份管理层作出的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基于执行的审计程序，我们认为：  

公司对与深圳宝盛之间债权转让业务的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相关

规定，其他相关说明与我们在执行香山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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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年报显示，报告期内，公司境外销售收入 6.05 亿元，同比增长 3.29%，占

全部收入 71.82%，公司境内销售收入同比下降 32.74%，境外销售毛利率为 30.55%，

低于境内销售毛利率近 8 个百分点。公司应收账款期末余额中，应收境外客户

6,937.74 万元，同比上升 28.79%。请说明境内外销售毛利率差异大的主要原因及

合理性，应收境外客户账款增长幅度远大于境外销售收入增长的主要原因，应收

境外客户账款坏账准备计提是否充分，并分析新冠疫情对公司境外销售的影响。

请年审会计师说明针对公司境外销售所执行的审计程序，核查前述事项并发表明

确意见。” 

（一）公司回复 

1、公司境内外销售毛利率差异较大的主要原因如下： 

（1）公司拥有“香山”、“CAMRY”和“金叶”三个知名行业品牌。公司境

外销售的产品多为 ODM 贴牌产品，境内销售的产品绝大部分为自主品牌产品，得

益于公司产品的品牌效应，公司对自主品牌产品具有较高的定价权，导致境内销

售的毛利率高于境外销售。 

（2）公司境外销售包含 FOB 外销模式和交售出口模式（交售出口是指将产

品销售给境内的出口贸易商，公司将产品运送到贸易商指定的码头交货），无论

是 FOB 外销模式还是交售出口模式，公司只需承担厂区至码头的运输费用，公司

立足于珠三角，厂区至码头的距离近，运输成本较低。而境内销售，公司需要将

产品运送至全国各地，运输成本远远高于境外销售，同样的产品考虑运输成本后

的定价，境内销售会高于境外销售，而运输成本在销售费用中核算，因此境内销

售的毛利率高于境外销售的毛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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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公司境内销售的客户包含大型商超等客户群体，此类客户往往产生较

多的入场费等费用，因此相同产品的定价也会高于境外销售，而入场费等一般计

入销售费用，导致境内销售的毛利率高于境外销售。 

2、公司应收账款期末余额中，应收境外客户 6,937.74 万元，同比上升 28.79%。

应收境外客户账款增长幅度大于境外销售收入的增长幅度。 

公司对于境外绝大部分客户采取预收款形式的出货政策，对于长期合作、交

易额大且信用良好的客户，公司给予一定的信用政策，如 30 天 TT、90 天 TT 等。

应收境外客户期末余额的增加，主要因为本期给予信用政策的外销客户销售额的

增加所致。每年 4 季度是公司的传统出货旺季，且由于 2020 年我国农历春节较早、

在 1 月份的缘故，按大部分外销客户要求，在 2019 年底出现集中出货的情况，该

情况导致 4 季度营业收入确认后至年末的间隔时间较短，进而期末应收账款余额

增幅大于当期营业收入增幅。 

2019 年末应收境外客户余额较 2018 年末余额增加了 1,563.18 万元，导致余额

增加的主要外销客户如下： 

单位：万元 

公司 2018年应收余额 2019年应收余额 余额变动 信用政策 

美国沃尔玛店 678.49 1,088.13 409.64 TT/75天 

Etekcity Corporation 634.72 836.16 201.44 TT/90天 

澳洲 K-MART 506.74 650.23 143.49 TT/90天 

Rhino Maquinaria S.A.de C.V. 85.39 404.28 318.90 T/T60天 

合计 1,905.34 2,978.81 1,073.47   

上述客户应收余额的增加主要是因为销售额的增加，两年销售额对比如下： 

单位：万元 

公司 2018年销售额 2019年销售额 销售额变动 

美国沃尔玛店 2,589.41 3,474.63 885.22 

Etekcity Corporation 1,699.56 3,129.43 1,429.86 

澳洲 K-MART 1,867.56 2,270.43 402.86 

Rhino Maquinaria S.A.deC.V. 745.19 1,198.23 453.04 

合计 6,901.73 10,072.72 3,170.99 

上述客户 2018 和 2019两年末（同上述信用期期间）的销售金额对比如下： 

单位：万元 

公司 2018年后三/二个月销售额 2019年后三/二个月销售额 变动 

美国沃尔玛店 569.99 1,143.71 573.72 

EtekcityCorporation 312.75 1,329.65 1,016.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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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 K-MART 411.98 680.44 268.46 

RhinoMaquinariaS.A.deC.V. 99.59 305.15 205.55 

合计 1,394.31 3,458.95 2,064.64 

3、应收境外客户账款坏账准备计提情况 

公司以预期信用损失为基础，对应收账款进行减值计提。对单项计提坏账准

备的应收账款，公司单独考虑其预计可收回金额。对于划分为组合的应收账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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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 2015 年以来，公司应收境外客户的款项基本为 1 年以内的应收账款，历史

上也未曾发生过坏账，因此公司在利用迁徙率矩阵计算预期信用损失时，整体的

预期信用损失率不高。 

4、新冠疫情对公司境外销售的影响 

2020 年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爆发对全球经济和市场环境造成重大影响， 2020

年第一季度公司的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有所下降，但是基于公司与境外客户友好

的合作关系以及客户优质的信用，截止到 2020 年 5 月底，公司境外客户共计回款

20,944.11 万元，远超应收境外客户期末余额 6,937.74 万元。公司内部已建立相关

的疫情防控措施进行积极应对，并保持与客户、供应商的沟通，根据疫情及市场

情况及时调整各项经营策略。 

在境外销售方面，公司采取的主要措施包括：1、加强与客户的联络沟通，

详细了解客户在疫情期间的需求，并为缺少防疫物资的客户提供一定帮助和防疫

物资支持，极大提升了客户的满意度和忠诚度；2、疫情期间，消费者居家生活

极大地促进了线上交易的发展，公司也积极开展跨境电商业务，并增加产品直播

环节，将直播间搬到生产线、公司的展厅，让境外客户可以随时了解公司的产品

情况；3、积极筹备和参加线上广交会，与以往在线下展位参观产品不同，来自

世界各地的外商，可通过广交会官网，进入公司直播界面，浏览不同类别的商品，

公司产品展示、产品原料、生产线和质量把控等均可以看到，给客户带来更大的

信心和感观。 

经过公司一系列的积极应对措施，目前境外销售订单在第二季度已逐步回暖，

与上年同期相比基本持平。同时受新冠疫情的影响，会促使更多人注意运动习惯

的养成、身体指标的监测，也会将激活更多潜在健康产品需求。 

（二）会计师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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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要求，针对香山股份境外销售所执行

的主要审计程序如下： 

1、了解、评价和测试了香山股份与销售和收款流程相关的关键内部控制的

设计有效性和运行有效性； 

2、检查境外主要客户的销售订单，识别并分析与商品所有权的风险和报酬

转移时点相关的合同条款与条件，并评价收入确认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

定； 

3、对收入执行分析程序，包括：月度毛利波动分析、主要产品本期毛利率

与上期比较分析、主要客户毛利率分析等分析程序，对异常情况执行进一步的

分析和验证； 

4、从境外销售收入的会计记录中选取样本，核对相关的销售合同、发货单、

报关单、海运提单等，评价收入确认是否符合相关会计政策；登录电子口岸系

统导出 2019 年全年出口数据，并与账面记录进行了核对； 

5、根据境外客户的交易金额和应收账款期末余额挑选样本执行函证程序，

以确认本期销售额和期末应收账款余额，对未回函的客户执行替代程序； 

6、检查本期主要银行账户的资金流水记录，查看流水回款单位是否与账面

记录一致； 

7、对收入执行截止测试，确认收入是否记录在正确的会计期间。 

针对香山股份管理层计算确定的应收境外客户预期信用损失率，我们执行

的主要审计程序如下： 

1、了解、评价并测试香山股份对于应收账款预期信用损失计量相关的内部

控制设计和运行的有效性； 

2、复核管理层有关坏账准备的会计政策，检查坏账准备计提政策的合理性； 

3、对按照信用风险特征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复核组合划分的合

理性，复核基于迁徙率模型所测算出的历史损失率及前瞻性调整是否合理，检

查坏账准备计提的准确性； 

4、通过分析公司应收账款的账龄和客户信用情况，结合执行应收账款函证

程序及检查期后回款情况，评价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的合理性。； 

基于执行的审计程序，我们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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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境外销售收入是真实的，应收境外客户账款余额是真实准确的，公司对

应收境外客户账款坏账准备的计提是充分的，其他相关说明与我们在执行香山股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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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报显示，公司期末存货中库存商品账面价值 5,491.39 万元，占存货

57.78%，对库存商品计提跌价准备 152. 58 万元，计提比例为 2.78%。公司报告期

内销售收入同比下滑 10.26%。请公司结合销售情况，说明期末库存商品占比较高

的原因，以及跌价准备计提是否充分。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一）公司回复 

公司 2019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84,179.75 万元；2018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93,798.83

万元，其中包含合并的深圳宝盛 2018 年 4-11 月的营业收入 9,241.20 万元。扣除深

圳宝盛的合并影响后，公司 2018 年度实现的营业收入为 84,557.63 万元，2019 年度

的营业收入与 2018 年度基本持平。 

公司期末存货中库存商品账面价值 5,491.39 万元，占存货 57.78%，对库存商

品计提跌价准备 152. 58万元，计提比例为 2.78%。 

1、公司期末库存商品占存货比例较高的原因 

（1）公司的生产模式 

公司的境外销售实行“以销定产”的生产模式，出口部收到境外客户的订单

后，传递至生产调度中心开始物料准备和生产排产。境外客户的出货周期一般为

收到订单后 2 个月内，最长不会超过 6 个月。 

公司的境内销售实行“以销定产”和“销售预测”相结合的生产模式，内销

部门定期编制销售预测表传递至生产调度中心进行物料准备和生产排产。境内销

售的出货周期一般较短。 

（2）期末未出货订单情况 

截止到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内外销客户有共计 9,170.07 万元的销售订单

未出货，按照公司 32%左右的毛利率进行倒扎，这部分订单的成本金额在 6,235.65

万元左右。其中，按照交货期，需要在 2020 年 2 月份之前出货的订单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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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51.75 万元，成本金额大约为 4,047.19 万元，与公司期末的库存商品规模基本匹

配。 

（3）时间因素 

2020 年我国农历春节在 1 月中下旬，生产工人放假较早则提前到了 1 月中旬，

且近两年春节后的及时返工率在持续下降，公司为了保证来年的出货，在 2019 年

底安排了较多的生产任务，导致库存商品期末结存较大。 

2、库存商品跌价准备计提方法 

公司库存商品按照可变现净值和账面余额孰低进行计量。对账面价值超过可

变现净值的部分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确定可变现净值的依据：库存商品的估计售价减去估计的销售费用和相关税

费后的净额。同时，公司将库龄 1 年以上的库存商品识别为呆滞库存，对呆滞库

存以及特别为某个项目准备的库存商品，单独测算其可变现净值并计提跌价准备。 

公司于每年终对存货进行停产全盘。2019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组织财务部、

物控部、生产部对存货进行全面盘点。盘点过程中，除少数原材料有备损件盘盈

之外，存货盘点均账实一致，未见差异。 

经公司测算，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正常结存的库存商品未出现减值

情况。库龄 1 年以上呆滞的库存商品金额为 310.35 万元，测算其可收回金额为

244.47 万元，对该部分呆滞库存计提了 65.88 万元的跌价准备；为特殊项目而持有

的库存商品金额为 173.40 万元，测算其可收回金额为 86.70 万元，对该部分库存商

品计提了 86.70 万元的跌价准备。 

公司结合产成品的市场情况、以往呆滞库存的消化情况对库存商品分类进行

可变现净值的测算，对每一类结存均有全面考虑，跌价准备计提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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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期末库存商品明细，在 2019 年 12 月 31 日参与香山股份的存货盘点

工作，对库存商品的监盘比例为 100%，监盘未见差异； 

2、了解公司的生产模式和销售模式，查看期末未出货订单情况，分析期末

库存商品规模的合理性； 

3、核查香山股份关于存货跌价准备计提的会计政策是否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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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从 SAP 系统导出库存商品的库龄结构表，判断公司对 1 年以上库存商品

计算可变现净值所获取证据的合理性； 

5、取得公司为特殊项目而持有的存货明细，与公司正常库存进行对比分析，

判断公司对该部分库存商品计算可变现净值所获取证据的合理性； 

6、对剩余正常结存的库存商品重新计算其可变现净值，核实香山股份跌价

准备的计提是否准确。 

基于执行的审计程序，我们认为：  

公司期末库存商品是真实的，公司对期末库存商品跌价准备的计提是充分的，

其他相关说明与我们在执行香山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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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三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