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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嘉麟杰纺织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 2019 年年报问询函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上海嘉麟杰纺织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母公司”，“嘉麟

杰”)于近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上海嘉麟杰纺织品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报的问询函》（中小板年报问询函【2020】第 358 号）。公司董事会对问询函

中所列示的各项询问逐一进行了核实和分析，现按相关要求逐项回复并公告如下： 

一、报告期内，你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0.05 亿元，同比增长 14.36%，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以下简称“净利润”）-0.17 亿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以下简称“扣非净利润”）-0.24 亿元。 

（一）请结合过去三年公司营收变动情况、毛利率、费用变动情况分析公

司的盈利能力，并说明本年度扣非净利润较上年大幅下降的原因。 

回复： 

1、公司过去三年主要损益数据及盈利能力分析 

2017-2019 年利润简表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营业收入 100,535.63 87,914.00 88,328.56 

营业成本 80,271.63 70,078.45 72,501.46 

毛利率 20.16% 20.29% 17.92% 

销售费用 10,186.38 10,923.15 8,510.60 

管理费用 7,418.87 7,390.42 10,171.65 

财务费用 -351.64 481.54 4,247.51 

利润总额 2,360.88 -64.69 206.92 

所得税费用 4,026.63 -1,842.86 1,581.8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 -1,734.09 1,757.87 2,809.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2,370.27 1,287.72 -7,035.23 

（1）深耕国内、外两个市场，销售收入实现逆势上涨 

报告期内，公司重视 POLARTEC、ICEBREAKER 等已有大客户的定向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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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用创新、优质的产品和服务满足客户的需求，与其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伙伴

关系，大客户销售收入稳步增长；同时公司积极丰富产品线，深耕国内销售渠道，

实现国内市场销售大幅度增长，即使在 2019 年行业形势低迷、国际贸易关系紧

张等诸多不确定因素的情况下，公司的销售收入依然实现了逆势上涨。2019 年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00,535.63 万元，与 2018 年、2017 年相比分别上升 14.36%、

13.82%。 

（2）优化产能及产品盈利结构，实现规模效益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销售业绩增长的同时，进一步优化产能结构，提高生产

经营效率和产品质量，实行精细化管理，严控营业成本，2019 年公司产品毛利

率 20.16%，与 2018 年产品毛利率基本持平，与 2017 年相比提高 2.24%。 

（3）严控销售费用，优化公司债务结构，降低财务费用 

报告期内，公司结合市场环境和自身实际情况，进一步完善公司销售制度，

制定合理有效销售政策，落实产品精细化运营，有效降低企业销售成本，2019

年销售费用率 10.13%，与 2018 年相比下降 2.29%；同时，公司近三年持续优化

负债结构，合理降低财务费用，2017 年财务费用中公司债利息支出 1,910.40 万

元，2018 年因公司提前偿还公司债，财务费用中公司债利息支出大幅度降低至

932.80 万元；2019 年公司结合发展战略和资金需求情况，合理开展融资工作，

财务费用中利息支出降至 49.25 万元，且报告期内美元走强，公司出口销售产生

一定的汇兑收益，2019 年财务费用降低至-351.64 万元，财务费用的大幅度下降

对 2019 年度净利润产生积极影响。  

综上，多重利好因素的相互作用下，公司近三年利润总额呈上升趋势，2019

年公司实现利润总额 2,360.88万元，较 2018年、2017年分别大幅度增长 3749.53%、

1040.96%，公司的持续盈利能力不断改善。 

2、2019 年度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大幅下

降的原因 

报告期内，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

-2,370.27 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284.07%，主要是 2019 年母公司将全部经营资

产负债划转至全资子公司上海嘉麟杰纺织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纺织科技”），

母公司未来能否获得足够的应纳税所得额具有不确定性，母公司将信用减值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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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弥补亏损和递延收益暂时性差异对应的递延所得税资产 4,359.24 万元予以冲

回，导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较上年大幅下降。 

审计师专项意见： 

我们执行的主要审计程序如下： 

①选取样本检查销售合同及与管理层进行访谈，对与产品销售收入确认有关

的重大风险及报酬转移时点进行分析评估，识别与商品所有权上的风险和报酬转

移相关的合同条款与条件，评价嘉麟杰的收入确认是否符合嘉麟杰收入确认的会

计政策； 

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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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利率与上期进行比较，分析变动的合理性； 

③获取或编制费用明细表，检查其明细项目的设置是否符合规定的核算内容

与范围，并与明细账和总账核对相符； 

④将本期费用支出与上期的费用支出进行比较，将本期各月份的费用支出进

行比较，如有重大波动和异常情况查明原因； 

通过执行上述审计程序，我们认为嘉麟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下降主要是 2019 年上海嘉麟杰纺织品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母公司”）将全部经营资产负债划转至全资子公司上海嘉麟杰纺织

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纺织科技”），因母公司未来能否获得足够的应纳税所

得额具有不确定性，母公司将未弥补亏损和递延收益暂时性差异对应的递延所得

税资产予以冲回导致，其与我们在执行嘉麟杰 2019 年度财务报表审计过程中了

解到的情况在所有重大方面一致。 

（二）报告期内你公司对部分递延所得税资产进行减记处理，并记入所得

税费用。请补充披露相关资产划转事项账务过程、调整依据，以及对公司当期

损益的影响。 

回复：  

为进一步完善和优化公司的纺织业务架构，提高业务协同能力和经营管理效

率，2019 年 7 月 22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拟

将母公司部分资产及负债划转至全资子公司的议案》，将母公司项下的纺织业务

相关资产及负债划转至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纺织科技，并授权管理层处理本次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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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及负债划转的相关具体事项。 

1、资产划转账务处理及依据 

公司以 2019年 8月 31 日为基准日进行财务账务划转，划转涉及资产、负债、

所有者权益明细如下： 

资产划转简表 

单位：万元 

项目 金额 

划转资产总额        95,167.83  

划转负债总额        10,295.37  

划转所有者权益总额         -3,617.83  

划转净资产金额      88,490.29  

该项交易为合并范围内母子公司之间的权益性交易，公司以不产生损益的原

则进行账务处理，具体账务处理如下： 

资产划出方： 

借：长期股权投资      88,490.29 

借：划转负债          10,295.37 

    贷：划转所有者权益           3,617.83 

贷：划转资产                95,167.83 

资产划入方： 

借：划转资产           95,167.83 

    借：划转所有者权益      3,617.83 

贷：划转负债                10,295.37 

贷：资本公积                88,490.29 

2、资产划转对损益的影响说明 

资产划出方母公司资产划出后，剩余资产主要是股权类资产，母公司对递延

所得税资产重新进行会计估计，因母公司无法确定未来 5 年能够产生足够的应纳

税所得额弥补亏损，故递延所得税资产确认的依据不充分，基于谨慎性原则，将

母公司账面的递延所得税资产 4,359.24 万全部冲回，计入所得税费用 4,359.24

万。资产划入后，纺织科技主要资产是母公司划转的纺织资产，因预计未来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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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能够产生足够的应纳税所得额弥补亏损，纺织科技可以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

即划转的坏账准备重新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 655.88 万，计入所得税费用-655.88

万。 

综上，资产划转本身是权益性交易不会对公司损益产生影响。资产划转完成

后，由于资产划入方和资产划出方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的会计估计发生变化，公

司对划转双方的递延所得税资产重新计量，并记入所得税费用，资产划转双方的

该项处理合计对公司当期损益的影响为-3,703.36 万元。 

审计师专项意见： 

在 2019 年度审计过程中，我们获取了嘉麟杰资产划转事项的董事会决议、

会计处理凭证、相关协议并结合划转后公司实际情况进行了核查，未发现异常，

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规定。 

（三）报告期内你公司销售费用为 1.02 亿元，较上年下降 6.75%。请你公

司结合销售费用的具体构成以及变动情况说明本年度营业收入与销售费用变动

方向不一致的原因及合理性。 

回复： 

2018-2019 年销售费用结构及变动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发生额 2018 年发生额 变动金额 

工资薪酬 3,639.27 3,858.10  -218.83  

市场商业发展费 3,548.27 3,746.49  -198.22  

进出口费用 441.61 694.72  -253.11  

租赁费 615.93 515.10  100.83  

运输费 372.05 492.89  -120.84  

广告宣传费 447.55 370.58  76.97  

折旧 241.85 285.62  -43.77  

差旅费 402.90 420.83  -17.93  

办公费 28.13 24.37  3.76  

其他 448.82 514.45  -65.63  



证券代码：002486                 证券简称：嘉麟杰                    公告编号：2020-056 

6 

合计 10,186.38 10,923.15  -736.77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上升 14.36%，销售费用较上年同期下降

6.75%，其中变动幅度较大的项目主要为进出口费用、工资薪酬、市场商业发展

费、运输费，2019 年公司信誉度和品牌影响力不断提升，销售团队积极开拓市

场，销售收入实现稳步增长，同时公司进一步通过精细化管理，精准的产品推广，

加强销售费用管控，有效降低企业销售成本，因此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的情况下，

销售费用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销售费用率较去年有所下降。 

审计师专项意见： 

我们执行的主要审计程序如下： 

①获取或编制销售费用明细表：复核其加计数是否正确，并与报表数、总账

数和明细账合计数核对是否相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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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检查各明细项目是否与嘉麟杰销售商品、提供劳务发生的各种费用有关。 

③计算分析各个月份销售费用总额及主要项目金额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率，

并与上一年度进行比较，判断变动的合理性； 

④检查销售费用是否已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在财务报表中作出恰当的列报。 

通过执行上述审计程序，我们未发现异常，嘉麟杰销售费用变动是合理的，

与我们在执行嘉麟杰 2019 年度财务报表审计过程中了解到的情况在所有重大方

面一致。 

二、报告期内，你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0.73 亿元，较上年

有大幅下降，且过去三年连续为负。请量化分析公司目前现金流量状况对偿债

能力和正常运营是否存在影响，并说明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连续

为负的原因及合理性。 

回复： 

1、公司目前现金流量状况对偿债能力和正常运营的影响分析 

2020 年一季度公司经营活动现金流量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期发生额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25,928.16 

收到的税费返还 1,92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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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291.75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28,144.42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16,502.85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5,462.79 

支付的各项税费 751.22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2,104.72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24,821.5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322.84 

2019 年度公司流动比率 3.52，资产变现能力较好，资产负债率仅为 15.93%，

资产负债率较低，公司短期和长期偿债能力较强。2020 年第一季度经营活动产

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3,322.84 万元，公司客户回款周期较短、质量高，现金流量

情况良好。同时，公司与银行有长期良好的合作关系，具有较强的融资能力。综

上所述，公司目前的现金流量状况对偿债能力和正常运营能力不存在影响，不存

在偿债风险，不会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产生影响。 

2、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连续为负的原因及合理性 

2017-2019 年公司经营活动现金流量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92,751.99  88,554.22  91,951.05  

  收到的税费返还 4,531.70  8,007.03  7,939.57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068.74  1,021.50  1,859.33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98,352.43  97,582.75  101,749.95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72,462.54  67,893.10  67,207.62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19,434.32  19,202.84  25,848.06  

  支付的各项税费 1,756.35  1,701.18  1,842.30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2,036.18  9,857.83  9,312.13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05,689.38  98,654.95  104,210.1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336.95  -1,072.20  -2,460.16  

2017 年末公司出售了三家子公司的股权，由于市场开拓尚未完成，规模和

产能效应未能全部释放，人工、折旧等费用较高，导致三家已出售子公司持续亏

损，经营性现金流较差，2017 年度三家已出售子公司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分

别为-573.08 万元、-1,448.86 万元、-616.63 万元，合计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

-2,648.57 万元，依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33 号——合并财务报表》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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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合并报表层面，将该三家已出售公司业务期初至处置日现金流量纳入合并现金

流量表，经营性现金流净额对合并层面经营活动现金流净额产生较大不利影响，

是 2017 年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负的主要原因。 

2018 年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1,072.20 万元，较 2017 年同期增

长 56.42%。公司基于市场环境、经营战略、销售计划等综合因素考虑，为满足

2019 年春节期间国内客户的需求提前备货，存货比 2017 年同期增加 6,059.81 万

元，增幅达 29.89%，故 2018 年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负。 

2019 年公司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为 92,751.99 万元，销售回款率

92.26%，较上年同期下降 8.47%，主要是 2019 年第四季度公司销售收入为

27,842.76 万元，且大部分在 2019 年 11 月、12 月实现，该部分销售收入集中在

2020 年一季度回款，销售收入确认时点和回款时间分布在不同年度。2019 年公

司收到的税费返还金额为 4,531.70 万元，较上年同期大幅度减少 3,475.33 万元，

同比下降 43.40%，主要由于公司内销和外销收入构成变化，内销比重增加，导

致公司收到的出口退税款减少。2019 年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金额为

72,462.54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4,569.44 万元，同比增长 6.73%。主要由于公司

销售收入增长，销售量的增加造成采购量增长，且棉纱等主要原材料价格上涨，

本着与供应商长期合作、互惠共赢的原则，公司没有占用主要供应商过多的商业

信用，及时支付供应商货款，导致本期采购支出增加。以上因素是 2019 年公司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负的主要原因。 

综上所述，近三年公司在稳定发展国际市场业务的同时积极实现国内市场销

量持续性增长，期后及时回收账款，并与供应商建立长期稳定的商业合作关系，

从公司长远发展角度看，短期内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连续为负具有

合理性，且该状况将会逐步得到改善。 

三、根据《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公告》，公司拟向关联方湖北嘉麟杰

纺织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北嘉麟杰”）、湖北嘉麟杰服饰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湖北嘉麟杰服饰”）采购及销售产品。公司与湖北嘉麟杰的日常关联交

易总额不超过 3 亿元；与湖北嘉麟杰服饰的日常关联交易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2.8

亿元。 

（一）请说明公司向湖北嘉麟杰、湖北嘉麟杰服饰采购产品、销售产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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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和必要性。 

回复： 

公司主要生产面向户外运动的羊毛、涤纶类纺织面料及成衣，关联方湖北嘉

麟杰纺织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北嘉麟杰”）和湖北嘉麟杰服饰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湖北嘉麟杰服饰”）在面料及成衣的生产、研发和销售方面具有较强实

力，多年来公司与相关关联方在纺织细分领域形成良好的合作关系。 

根据公告，2020 年公司与湖北嘉麟杰的日常销售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10,000

万元，日常采购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20,000 万元，两项合计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30,000 万元。主要由于 2020 年公司积极拓展新的客户渠道，根据新客户的销售

计划，公司销售面料订单和成衣订单预计将会增加，结合公司生产规模，考虑到

2020 年公司自身的面料织造和染色可能出现的缺口，经协商采用了双经销的经

营模式，公司部分面料的织造和染色通过外部采购完成。湖北嘉麟杰具有较高的

生产能力和较强的研发团队，与公司有良好的合作关系和较强的客户认可度，因

此公司计划增加与湖北嘉麟杰的关联交易额度。 

根据公告，2020 年公司与湖北嘉麟杰服饰的日常销售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3,000 万元，日常采购面料及成衣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15,000 万元，接受其疫情防

护产品委托加工服务并支付加工费不超过人民币 10,000 万元，三项合计总额不

超过人民币 28,000 万元。受全球新冠疫情影响，2020 年公司部分客户合同订单

需求紧迫，结合现有的生产能力和订单供货需求，公司积极、科学地制定原材料

保障及排产计划以提升客户订单供货能力，在取得客户认可和验厂通过的情况下

提高了外协规模。湖北嘉麟杰服饰拥有我国生产隔离衣所需的生产资质，是湖北

省新冠病毒防疫物资生产“三个一批”重点企业，其隔离衣产品已获得 CE 认证

证书（编号：5C2003311R.HCA0D71），拥有隔离衣生产能力约 50,000 件/天。公

司承接来自欧美各国的防疫物资订单拟通过与湖北嘉麟杰服饰开展合作，进一步

提高供货能力，2020 年 4 月 28 日，公司全资子公司纺织科技与湖北嘉麟杰服饰

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就疫情防护用品中隔离衣的生产加工业务建立战

略合作关系，拟将部分产品或部分环节委托湖北嘉麟杰服饰进行生产加工。 

（二）请对比同类型交易，说明公司向上述关联方采购、销售产品的定价

是否公允，公司与上述关联方在结算方式、信用期等支付安排方面，是否与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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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方一致。 

回复： 

目前公司和上述关联方的采购、销售产品遵循市场化定价原则，结算方式和

信用期情况如下：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

易内容 
定价机制 

结算方式、信用期等

支付安排 

是否与

非关联

方一致 

备注 

向关联人

采购商

品、接受

劳务 

湖北嘉

麟杰 
面料及

成衣 

市场化定

价机制 

（1）大客户（优衣库）

面料部分预付、其他

订单出货后60-120天

结算。 

（2）出口订单按照出

货后45-150天账期结

算，主要结算方式为

TT。国内向供应商采

购主要采用即期支付

或者月结方式进行 

是 / 

湖北嘉

麟杰服

饰 

成衣加工单按月产量

结算 
是 / 

湖北嘉

麟杰服

饰 

支付疫

情防护

产品加

工费 

市场化定

价机制与

特殊时间

段差别定

价策略相

结合 

加工费预付 不适用 

同时间段

短期内未

有具备资

质和所需

产能的加

工商，无

法进行横

向比较，

定价机制

和结算方

式有所变

化。 

向关联人

销售商

品、提供

劳务 

湖北嘉

麟杰 
面料 

市场化定

价机制 

开票后按月结算或者

根据终端客户付款周

期确认（90 天到 150

天） 

是 / 

湖北嘉

麟杰服

饰 

面料及

成衣 
是 / 

四、报告期末，你公司应收账款为 2.22 亿元，同比上年增加 108.87%，应

收账款坏账准备 0.12 亿元，计提比例为 5.25%。请结合经营模式、销售政策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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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算周期的变化情况说明你公司应收账款余额大幅增长的原因，并结合同行业

可比公司、期后回款情况、账龄期限等说明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是否充分、

合理。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回复： 

1、应收账款余额大幅增长的原因 

公司的经营模式、销售政策、结算周期近两年没有明显的变化。 

2019 年第四季度公司实现阶段性销售旺季，该季度确认销售收入为

27,842.76 万元，该阶段销售收入主要集中在 11 月-12 月实现，依据公司销售信

用政策，该季度销售收入产生的应收账款大部分在 2020 年第一季度收回，应收

账款确认时点和回款周期分布在不同会计年度是 2019 年末公司应收账款增加的

主要原因。 

2019 年公司以丰富多样的产品，过硬的质量，专业的销售渠道等优势实现

了国内市场销售收入大幅度增长，2019 年内销销售收入 29,073.79 万元，与 2018

年相比增长 64.09%，根据公司国内客户应收账款信用政策，一般情况下，国内

客户账期为收到销售发票后 90 天内付款，2019 年下半年国内客户产生的应收账

款按照公司信用政策大部分应在 2020 年上半年陆续实现款项回收，因此 2019

年公司国内销售收入大幅度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带动应收账款的增加。 

2、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的充分及合理性 

（1）可比公司以及应收账龄期限分布分析： 

两家可比公司应收账款账龄分布及坏账计提比例如下： 

凤竹纺织 

账 龄 应收账款占比（%） 计提比例（%） 

1 年以内 99.20  5.00  

1-2 年 0.53  10.00  

2-3 年 0.25  30.00  

3 年以上 0.02  40.00  

合计 100.00    

 

华升股份 

账 龄 应收账款占比（%） 计提比例（%） 

1 年以内 57.08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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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年 6.91  10.00  

2-3 年 3.64  30.00  

3-4 年 5.76  50.00  

4-5 年 2.85  80.00  

5 年以上 23.76  100.00  

合计 100.00    

 

2019 年公司应收账款账龄分布及坏账计提表 

                                                          单位：元 

账 龄   金 额   比例（%）   坏账准备  
 计提比例

（%）  

1 年以内 224,214,438.65  95.83  11,210,721.93  5.00  

1－2 年 8,802,516.79  3.76  880,251.68  10.00  

2－3 年 963,220.79  0.41  192,644.16  20.00  

合计 233,980,176.23  100.00  12,283,617.77  5.25  

公司应收账款账龄主要分布在 1 年以内，占比为 95.83%，1 年以内应收账款

收回风险较小，基于谨慎性考虑，公司在计量应收账款预期信用损失时，参照历

史信用损失经验，并考虑前瞻性信息，账龄 1 年以内的应收账款预期损失率为

5%。与可比公司的账龄分布以及预期损失率大致相同，公司应收账款坏账准备

计提是充分合理的。 

（2）期后回款情况分析 

2020 年第一季度公司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为 25,928.16 万元，2020

年第一季度公司销售收入为 14,544.96 万元，2019 年第四季度实现的销售收入大

部分在 2020 年第一季度实现款项回收，2020 年第一季度末应收账款账面价值为

12,285.01 万元，相比 2019 年年末减少 9884.65 万元。公司客户在正常销售账期

内及时回款、信用良好。 

综上，从可比公司、应收账款账龄分布和期后回款三个角度分析，公司应收

账款风险较小，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是充分合理的。 

审计师专项意见： 

在 2019 年度年报审计过程中，我们对上述事项执行了以下审计程序： 

（1）了解应收款项的形成原因、检查应收款项原始凭证，核对出入库单据、

销货发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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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向相关客户发送函证，对未收到回函执行替代测试程序； 

（3）对公司制定的预期信用损失率进行了复核、测算，判断其是否符合公

司实际情况及企业会计准则规定； 

（4）进行坏账测算，检查嘉麟杰是否按照公司制定的会计政策计提坏账准

备； 

（5）检查应收款项客户的期后回款情况； 

（6）对交易对手通过天眼查、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进行关联方核查。 

基于执行上述审计程序，我们未发现异常情况，嘉麟杰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

提是充分、合理的，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特此公告。 

 

 

上海嘉麟杰纺织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7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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