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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常州亚玛顿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报问询函中有关事项的专项说明 

天职业字[2020]31148 号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 

由常州亚玛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亚玛顿”或“公司”）转来的《关于对常州亚玛顿股份有

限公司2019年年报的问询函》（中小板年报问询函【2020】第194号，以下简称“问询函”）奉悉。我们

已对问询函中需我们说明的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现汇报如下： 

1、报告期末，你公司以账龄作为信用风险特征的应收账款组合账面金额为4.10亿元，计提的坏账

准备金额为0.41亿元。 

（1）请你公司补充披露该应收账款组合中按欠款方归集的期末余额前十名的应收账款情况，包括

但不限于交易发生的时间与背景、期末余额、占应收账款合计数的比例、应收账款计提的坏账准备金

额，客户与公司及实际控制人、公司董事、监事、高管及其亲属和持股5%以上的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

系等。 

（2）请你公司说明前述坏账计提比例设定的依据和合理性，对比分析同行业公司的坏账计提比例，

说明相应坏账计提比例是否存在明显差异、是否足够谨慎，是否与公司历史回款情况相匹配，并说明

公司加强应收款项回款管理的主要措施，请充分提示应收款项回收风险。 

请年审会计师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一）公司回复 

（1）截至2019年12月31日，公司以账龄作为信用风险特征的应收账款组合中，按欠款方归集的期

末余额前十名的应收账款详细情况列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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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序号 客户 交易年度 交易内容 期末余额 

占应收账

款的比例

（%） 

坏账准备

余额 

是否为

关联方 

1 第一名 2019年 销售光伏组件 7,647.09 11.86 254.65 否 

2 第二名 2019年 销售光伏玻璃 3,611.93 5.60 120.28 否 

3 第三名 2019年 销售光伏玻璃 2,778.10 4.31 92.51 否 

4 第四名 2019年 销售光伏玻璃 2,712.66 4.21 90.33 否 

5 第五名 2019年 销售光伏玻璃 2,664.92 4.13 88.74 否 

6 第六名 2017-2018年 销售光伏组件 2,502.89 3.88 920.31 否 

7 第七名 2018-2019年 销售光伏组件 2,161.21 3.35 499.22 否 

8 第八名 2019年 销售光伏玻璃/光伏玻璃 1,929.22 2.99 64.24 否 

9 第九名 2019年 销售光伏玻璃 1,302.83 2.02 43.38 否 

10 第十名 2019年 销售光伏玻璃 1,202.52 1.87 40.04 否 

合计 
 

28,513.37 44.22 2,213.70 
 

（2）2019年1月1日，公司开始实行《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准则（以下

简称“新金融工具准则”）。根据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规定，金融资产的减值应从“已发生损失模型”转变

为前瞻性的“预期信用损失”模型。根据新金融工具准则应用指南的解释“在不违反本准则第五十八条

规定（金融工具预期信用损失计量方法应反映的要素）的前提下，企业可在计量预期信用损失时运用简

便方法。”公司根据所处行业特点及历史经验，将光伏玻璃和光伏组件产品销售客户作为一个细分客户

群体，并根据历史数据计算该细分客户群体在不同账龄期间的违约概率和违约损失率确定历史实际损失

率。同时，公司根据当前行业状况及前瞻性信息对历史数据进行调整确定预期信用损失率。在评估前瞻

性信息时，公司考虑了宏观经济指标、行业市场信息、市场利率变化等情况。 

公司根据以上原则确定的账龄组合的坏账计提比例和同行业比较分析如下： 

账龄区间 
预期信用损失率（%） 

亚玛顿 拓日新能 安彩高科 亿晶光电 隆基股份 同行业平均 

6个月以内（含 6个月） 3.33 5.00 5.00 0.00 1.00 2.75  

7个月-1年（含 1年） 3.33 5.00 5.00 10.00 2.00 5.50  

1-2年（含 2年） 27.90 10.00 10.00 30.00 5.00 13.75  

2-3年（含 3年） 36.99 30.00 20.00 70.00 30.00 37.50  

3-4年（含 4年） 90.00 50.00 40.00 100.00 100.00 72.50  

4-5年（含 5年） 90.00 80.00 70.00 100.00 100.00 87.50  

5年以上 9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由上表可以看出，除账龄5年以上的应收账款坏账计提比例略低于同行业其他上市公司外，其他账

龄段的坏账准备计提比例与同行业其他上市公司相比未见明显差异。根据历史数据，公司按账龄法计提

坏账准备的客户群体中账龄5年以上的应收款项较少。截至2019年12月31日，公司按账龄组合计提的应

收账款中无账龄5年以上的未收回款项。因此，账龄5年以上的应收账款坏账计提比例略低于同行业其他

上市公司对公司整体坏账准备金额的计提影响微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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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根据历史业务数据计算不同账龄期间历史实际损失率，并根据前瞻性系数对历史实际损失率确

定预期信用损失率。因此，公司按账龄组合计提坏账的计提比例与公司历史回款情况相匹配，并足够谨

慎。 

为加强应收账款回款，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率，公司主要采取了以下措施： 

①严格执行应收账款管理制度和客户信用管理制度，加强客户授信额度管理。公司按相关管理制度

的规定，定期对客户信用额度更新。在销售和回款期间的各个环节对应收账款实时跟踪，对超出信用额

度的赊销严格把控。 

②加强与客户的对账管理工作。公司财务部门定期编制应收款项询证函发送至客户，公司市场营销

部协助询证函的收回，提高公司应收账款的可收回性与记账的准确性。 

③建立销售人员应收账款回款考核指标，优化应收账款结算方式，加强回款催收工作。公司财务部

在应收账款到期日前10-15天提醒市场营销部及时进行催款。公司市场营销部在每个月最后一个工作日

向财务部报送下个月回款计划。对逾期未回款项，由公司市场营销部、公司法务部、外聘律师等多个部

门配合、多种催款方式结合提高逾期款项的可收回性。 

④对客户的账期进行分级管理，向优质客户优先进行资源配置。通过客户管理工作优先将资源配置

给优质客户，降低公司应收账款坏账的可能性，提高公司应收账款的可收回性。 

（二）本所意见 

①对亚玛顿账龄组合中按欠款方归集的期末余额前十名客户与亚玛顿及亚玛顿实际控制人、董事、

监事、高管及其亲属和持股5%以上的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审计，我们执行了如下审计程序： 

（1）向亚玛顿管理层或内部其他人员了解亚玛顿关联方及其交易相关的内部控制。 

（2）向亚玛顿管理层询问关联方相关事项包括但不限于：关联方的名称，与关联方之间关系的性

质、关联方交易的信息等。 

（3）检查相关文件和重要客户的工商信息等程序识别关联方和关联交易。 

通过执行上述程序，我们未发现账龄组合中按欠款方归集的期末余额前十名客户与亚玛顿存在关联

方关系。 

②对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的审计，我们执行了如下审计程序： 

（1）对亚玛顿预期信用损失估计相关内部控制的设计和运行有效性进行了评估和测试。 

（2）对应收账款的客户信用组合的划分进行复核；检查按简化模型计量的预期信用损失中关键假

设的参数是否合理，包括检查应收账款的账龄划分、历史违约率的计算以及前瞻性系数的确定。 

（3）对重要应收账款与亚玛顿管理层讨论其可收回性，并实施独立函证程序以及检查重要应收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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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期后回款情况，评价管理层计提应收账款坏账准备是否合理。 

通过执行上述程序，我们认为亚玛顿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的依据合理，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的

金额充分。 

2、报告期内，你公司前五大客户销售额为7.69亿元，占年度销售总额的64.92%；前五大供应商采

购额为4.15亿元，占年度采购总额的61.21%。请公司补充披露： 

（1）公司前五大客户的名称、销售金额、销售产品类别、结算方式、账龄、坏账计提情况，较以

前年度是否存在重大变化，如是，请说明变化原因及影响，并自查是否与主要客户存在关联关系。 

（2）公司前五大供应商的名称、采购内容、采购金额、结算方式，较以前年度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如是，请说明变化原因及影响，并自查是否与主要供应商存在关联关系。 

请年审会计师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一）公司回复 

（1）公司前五大客户的交易信息如下所示： 

单位：万元 

客户名

称 

销售

产品

类别 

结算方式 销售金额 未回款金额 账龄 
坏账准备余

额 

是否

本年

新增 

是否

存在

关联

关系 

第一名 
电力

销售 

结算分为标杆电价和国补电价。其

中，标杆电价一般由国家电网在次

月以电汇形式付清全部款项；国补

电价受国家政策的影响，回款期限

不定，回款方式为电汇。 

16,275.71 22,180.28 

1年内9,885.32万元； 

1-2年7,946.19万元； 

2-3年3,712.94万元； 

3年以上635.83万元。 

0.00 否 否 

第二名 
玻璃/

组件 

开具发票后 45 天内，以 180 天以

内的银行承兑或电汇的方式结清

货款。 

20,413.09 1,929.22 1年内。 64.24 否 否 

第三名 玻璃 
货物验收后 60-90天内，以银行承

兑汇票或电汇的方式结清货款。 
21,541.86 7,389.24 1年内。 246.06 否 否 

第四名 玻璃 
货物验收后 30 天内，以银行承兑

汇票或电汇的方式结清货款。 
12,233.38 666.48 

1年内 616.43 万元； 

2-3年 50.05万元。 
39.04 否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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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名

称 

销售

产品

类别 

结算方式 销售金额 未回款金额 账龄 
坏账准备余

额 

是否

本年

新增 

是否

存在

关联

关系 

第五名 玻璃 
货物验收后 60 天内，以电汇方式

结清货款。 
6,420.60 2,778.10 1年内。 92.51 是 否 

合计 76,884.64 34,943.32 
 

441.85 
  

（注：第三名的采购金额为第三名母子公司向本公司采购的金额总计。第四名采购金额为第四名母

子公司向本公司采购的金额总计。） 

（2）公司前五大供应商的交易信息如下所示： 

单位：万元 

供应商名称 采购内容 采购金额 结算方式 
是否本

年新增 

是否为

关联方 

第一名 原片玻璃 26,623.34 预付货款，以 6个月承兑汇票或电汇方式结算。 否 否 

第二名 原片玻璃 5,226.68 预付货款，以 6个月承兑汇票或电汇方式结算。 否 否 

第三名 原片玻璃 3,933.25 
货物验收 7-10 天内，以 6个月银行承兑汇票或电

汇方式付款。 
否 否 

第四名 单晶电池片 3,303.08 预付货款，以 6个月承兑汇票或电汇方式结算。 是 否 

第五名 多晶电池片 2,444.53 货物验收 15天内，以 6个月的银行承兑支付货款。 否 否 

合计 41,530.88 
   

前五大供应商中，第四名供应商为公司2019年度新增第四大供应商。该供应商成立于2016年6月23

日，注册经营地安徽省天长市经济开发区经六路、纬三路，主要经营范围太阳能光伏电站设备制造、太

阳能光伏电站设备及系统装置安装;太阳能硅片、太阳能电池片、光伏组件的研发、加工、生产、销售

等。公司主要从该供应商采购单晶电池片。公司原单晶电池片供应商为通威太阳能有限公司。今年因通

威太阳能有限公司生产的单晶电池片主要用于深加工，对外销售较少，难以满足公司采购需求。公司为

获取稳定充足的单晶电池片货源，在2019年与该供应商达成合作，向其采购单晶电池片。 

（二）本所意见 

①对亚玛顿销售收入审计，我们执行了以下审计程序： 

（1）对亚玛顿营业收入相关内部控制的设计和运行有效性进行了评估和测试。 

（2）复核亚玛顿营业收入会计政策的适当性，以及执行的有效性。 

（3）对本期的销售收入执行细节测试，检查相关的原始单据包括不限于销售合同、发货单、运输

合同、验收单等，以评估营业收入记账的准确性与完整性。 

（4）结合应收账款、预收款项的函证程序，确认本期营业收入记账的准确性与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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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对本期重要客户收入执行分析程序，包括但不限于客户销售收入同期对比变动分析，客户销

售产品毛利率横向对比分析，本期重要新增客户分析等程序。 

②对亚玛顿采购业务审计，我们执行了以下审计程序： 

（1） 对亚玛顿采购与付款业务相关内部控制的设计和运行有效性进行了评估和测试。 

（2）对本期的采购执行细节测试，检查相关的原始单据包括不限于采购合同、送货单、验收入库

单等，以评估采购业务记账的准确性与完整性。 

（3）结合应付账款、预付账款的函证程序，确认本期采购金额记账的准确性与完整性。 

（4）对本期重要供应商采购执行分析程序，包括但不限于供应商采购同期对比变动分析，供应商

采购产品单价对比分析，本期重要新增供应商变动分析等程序。 

③对关联方审计，我们执行了如下审计程序： 

（1）向亚玛顿管理层或内部其他人员了解亚玛顿关联方及其交易相关的内部控制。 

（2）向亚玛顿管理层询问关联方相关事项包括但不限于：关联方的名称，与关联方之间关系的性

质、关联方交易的信息等。 

（3）检查相关文件和重要客户、供应商的工商信息以识别关联方和关联交易。 

通过执行上述程序，我们认为前五大客户与前五大供应商的变化原因合理，未发现前五大客户与前

五大供应商与亚玛顿存在关联方关系。 

[以下无正文] 

 

 

 

 

中国·北京 

二○二○年七月九日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注册会计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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