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管理部 

《关于对斯太尔动力股份有限公司的年报问询函》 

相关问题的核查意见 

 

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管理部： 

根据贵部 2020 年 7 月 3 日《关于对斯太尔动力股份有限公司的

年报问询函》（公司部年报问询函〔2020〕第 195 号）要求，亚太（集

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会计师”或“我们”）

对相关问题发表核查意见： 

1、年报显示，本期你公司发生 3330.54 万元研发投入，研发投入

资本化的金额为 978 万元，资本化研发投入占比 29.36%。开发支出期

余额为 2316.67 万元，两缸发动机研发系列平台本期完成验收，累计开

发支出 5264.37 万元转入无形资产。 

（1）请你公司结合相关开发支出和无形资产项目，逐项说明各个

项目进入研究阶段、进入开发阶段、通过技术可行性和经济可行性研

究、形成项目立项的时间，相关项目有关资本化条件的判断过程及结

论。 

公司回复 

1）研发项目的基本情况：公司由于 2018 年涉及重大诉讼，大部分

账户资金被冻结，无力支持当时正在开展的全部研发项目继续推进，

于当年终止了大部分研发项目，只继续保留了两缸发动机研发平台和

增程器研发平台两个研发项目，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这两个研发

项目的情况如下： 

项目

名称 

立项时

间 
审批论证情况 

截止

2019-12-31 累

计研发费用

（元） 

项目现状 

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北京西城区车公庄大街 9 号 

五栋大楼 B2 座 301 室邮编 100004 

电话+861088312386 

传真+861088312386 

www.apag-cn.com 



 

増程

发动

机系

列产

品研

发 

2016.03 

针对新能源发动

机对续航里程的

市场需求，在

M12/M14CR 发动

机基础上，开发

新的完整的动力

传输系统项目 

68,044,025.83 

产品的功能&性能、可靠性

验证以及关键零部件（发动

机、电机、电控系统、热管

理系统等）性能验证已完

成，机械性能、气候和环境

试验等型式试验均已通过

验证。样机通过客户搭载，

目前正在客户处进行 PPAP

搭载验证阶段，因客户配套

搭载原因，还未完成最终验

收，我司最后 SOP 阶段还

未完成。目前可以接受各客

户的样机及小批定制订单。 

两缸

柴油

发动

机系

列产

品研

发 

2015.05 

该开发项目于

2013 年度作为非

公开发行募集资

金使用项目之

一，在 2013 年度

就已完成项目的

可行性分析和项

目立项，是以奥

地利斯太尔的

M12 发动机为基

础，针对国内市

场需求进行的应

用开发，故在取

得募集资金后陆

续进入项目实施

阶段，即进入产

品开发阶段。 

52,643,782.14 

产品的功能&性能、可靠性

验证以及关键零部件性能

验证已完成，机械性能、气

候和环境试验等型式试验

均已通过验证。在 2019 年

完成最后三高标定，开发目

标基本完成，公司于 2019

年 11 月完成全部验收手续

并结转无形资产，目前已作

为增程器成熟搭载产品及

获得部分军方订单。 

合计     120,687,807.97   



 

2）相关项目有关资本化条件的判断过程：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相

关规定，研发支出同时满足下列条件的，确认为无形资产，不能满足

下述条件的开发阶段的支出计入当期损益： 

①完成该无形资产以使其能够使用或出售在技术上具有可行性； 

②具有完成该无形资产并使用或出售的意图； 

③无形资产产生经济利益的方式，包括能够证明运用该无形资产

生产的产品存在市场或无形资产自身存在市场，无形资产将在内部使

用的，能够证明其有用性； 

④有足够的技术、财务资源和其他资源支持，以完成该无形资产

的开发，并有能力使用或出售该无形资产； 

⑤归属于该无形资产开发阶段的支出能够可靠地计量。 

结合斯太尔的上述两个研发项目，两缸发动机研发平台已经完成

验收，并已作为增程器成熟搭载产品及已获得部分军方订单，而增程

器研发平台已经进入研发验收阶段，并且也已经获得部分客户订单，

2019年已实现小批量样机销售，该两款产品在技术上与同类产品相比，

具有较大技术竞争优势，该两款产品预期能够给企业带来一定的收益，

因此，公司计入资本化支出符合会计准则规定的资本化条件。 

会计师回复 

1）执行的审计程序 

取得并查阅两缸发动机研发平台立项文件、验收报告；取得并查

阅增程器研发平台立项文件、增程器小批量销售订单，判断研究开发

项目处于研究阶段还是开发阶段。 

2）审计结论 

我们已经阅读上述公司回复，基于我们对公司 2019 年度财务报表

所执行的审计程序，没有发现公司的上述回复与我们审计过程中获取

的审计证据在所有重大方面存在不一致之处。 

（2）请你公司结合近三年研发投入资本化率说明近三年公司研究

阶段与开发阶段的划分是否合理、各项目资本化的条件是否充分；公

司研发项目进程与预定进度是否匹配、资本化金额与项目规模是否相

符，是否符合行业特征。 



 

公司回复 

1）公司近三年的研发投入及资本化率明细表如下： 

年度 研发投入总额 费用化金额 资本化金额 
资本

化率 
备注 

2017 229,471,417.78 22,262,086.77 207,209,331.01 90% 
 

2018 71,677,367.01 559,987,324.44 10,751,605.05 15% 

2018 年终止部分

研发项目并将该

部分项目前期累

计研发支出在

2018 年全部费用

化 

2019 29,394,597.55 19,614,621.82 9,779,975.73 33% 
 

2）公司在 2017 年的资本化率较高，原因为当年公司经营情况比较

正常，相关研发活动与预定进度比较匹配，并且当时公司判断相关预

期项目成功的可能性较高，预期研发成果能给企来带来相应的经济利

益，公司当时的资本化会计处理符合公司当时的实际情况和发动机行

业高技术门槛及高资本投入的特点，资本化金额与项目规模是相匹配

的；公司 2018-2019年资本化率较低，原因为公司 2018年涉及重大诉讼，

大部分账户资金被冻结，并且部分研发人员离职，加上奥地利斯太尔

破产，公司已无力支持当时正在开展的全部研发项目按预定进度继续

推进，于当年终止了大部分研发项目，只继续保留了两缸发动机研发

平台和增程器研发平台两个研发项目，因此 2018-2019 年费用化金额较

高，也符合 2018-2019 年公司的实际情况。 

会计师回复 

1）执行的审计程序 

取得并查阅两缸发动机、增程器研发平台立项文件，结合公司目

前经营状况，检查研发项目进程与预定进度是否匹配、资本化金额与

项目规模是否相符。 

2）审计结论 



 

我们已经阅读上述公司回复，基于我们对公司 2019 年度财务报表

所执行的审计程序，没有发现公司的上述回复与我们审计过程中获取

的审计证据在所有重大方面存在不一致之处。 

（3）2018 年你公司放弃了部分研发项目，与该部分研发项目相关

的研发资产的折旧、摊销、研发人员工资等相关费用在 2019 年直接费

用化。请你公司说明上述相关费用未在 2018 年费用化的原因及合理性，

是否符合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公司回复 

2018 年公司放弃了部分研发项目，与该部分研发项目相关的截止

到 2018 年 12 月 31 日相关累计费用已经在 2018 年合部费用化，但是与

该部分研发项目相关的研发用固定资产、无形资产等项目在 2019 年还

需继续计提折旧或摊销，相关研发人员还需继续支付部分工资，该部

分后续研发支出因不符合资本化条件，只能在 2019 年直接费用化，公

司的会计处理符合准则的相关规定。 

会计师回复 

1）执行的审计程序 

核查报告期内研发费用的计算口径及其所对应的研发项目、研发

成果情况，判断费用化是否合理。实施截止测试，确定有无跨期现象。 

2）审计结论 

我们已经阅读上述公司回复，基于我们对公司 2019 年度财务报表

所执行的审计程序，没有发现公司的上述回复与我们审计过程中获取

的审计证据在所有重大方面存在不一致之处。 

2、年报显示，因子公司多项贷款逾期，相关债权方均已向法院或

仲裁机构提起诉讼，导致公司及子公司多个银行账户被冻结、房产被

查封，公司生产经营已受到较大影响。请你公司逐项说明是否出现《股

票上市规则》第 13.3.1 条的情形。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公司回复 

公司逐项说明是否出现《股票上市规则》第 13.3.1 条的情形如下： 

1）未触及“公司生产经营活动受到严重影响且预计在三个月以内

不能恢复正常” 



 

公司生产经营活动受到了一定的冲击，部分业务出现停滞现象。

但为提高资产利用率，合理增加资产收益，包括但不限于对控股孙公

司长沙泰豪斯太尔动力科技有限公司及子公司无锡增程电子科技有限

公司未来战略的调整定位、补充流动性等措施的实施，积极布局新的

经营增长点，加快新产品产业化落地，将继续维护好新老客户关系，

保证生产经营活动的正常进行。 

2）未触及“公司主要银行账户被冻结” 

公司及子公司多个银行账户被冻结，但可委托子公司银行账户正

常开展业务，公司经营不受影响。鉴于公司目前实际情况，银行借款

大部分逾期，且公司目前还存在多宗重大未决诉讼，公司面临重大债

务风险。一方面，公司继续积极与债权人进行沟通，希望能够得到债

权人谅解，努力达成债务和解方案，在一定程度上减免公司债务。另

一方面，公司积极参考其他上市公司债务重整的成功案例，结合自身

实际情况，不排除后期将启动债务重整，通过司法手段化解债务负担，

保障公司的正常经营不受影响。 

3）未触及“公司董事会无法正常召开会议并形成董事会决议” 

公司董事会能正常召开会议并形成董事会决议。 

4）未触及“公司向控股股东或者其关联人提供资金或者违反规定

程序对外提供担保且情形严重的” 

公司未曾向控股股东或者其关联人提供资金或者违反规定程序对

外提供担保且情形严重的。因上海仲裁委员会尚未对武进国家高新技

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武进管委会”）要求斯太尔退

还奖励款事项作出裁决。截至目前，公司尚未发现相关证据文件，且

武进管委会提供的相关仲裁诉讼证件亦没有由公司出具的相关证据文

件证明公司书面委托或同意将奖励款 8,050 万元支付给其他公司，因此

武进管委会在仲裁申请书中提出的应付斯太尔的政府奖励款实际支付

给其他公司是否形成关联方资金占用尚无法确认。 

5）公司不存在深交所认定的其他情形。 

会计师回复 



 

我们已经阅读上述公司回复，基于我们对公司 2019 年度财务报表

所执行的审计程序，没有发现公司的上述回复与我们审计过程中获取

的审计证据在所有重大方面存在不一致之处。 

 

 

 

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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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公司放弃了部分研发项目，与该部分研发项目相关的截止到2018年12月31日相关累计费用已经在2018年合部费用化，但是与该部分研发项目相关的研发用固定资产、无形资产等项目在2019年还需继续计提折旧或摊销，相关研发人员还需继续支付部分工资，该部分后续研发支出因不符合资本化条件，只能在2019年直接费用化，公司的会计处理符合准则的相关规定。
	会计师回复
	1）执行的审计程序
	核查报告期内研发费用的计算口径及其所对应的研发项目、研发成果情况，判断费用化是否合理。实施截止测试，确定有无跨期现象。
	2）审计结论
	我们已经阅读上述公司回复，基于我们对公司2019年度财务报表所执行的审计程序，没有发现公司的上述回复与我们审计过程中获取的审计证据在所有重大方面存在不一致之处。
	2、年报显示，因子公司多项贷款逾期，相关债权方均已向法院或仲裁机构提起诉讼，导致公司及子公司多个银行账户被冻结、房产被查封，公司生产经营已受到较大影响。请你公司逐项说明是否出现《股票上市规则》第13.3.1条的情形。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公司回复
	公司逐项说明是否出现《股票上市规则》第13.3.1条的情形如下：
	1）未触及“公司生产经营活动受到严重影响且预计在三个月以内不能恢复正常”
	公司生产经营活动受到了一定的冲击，部分业务出现停滞现象。但为提高资产利用率，合理增加资产收益，包括但不限于对控股孙公司长沙泰豪斯太尔动力科技有限公司及子公司无锡增程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未来战略的调整定位、补充流动性等措施的实施，积极布局新的经营增长点，加快新产品产业化落地，将继续维护好新老客户关系，保证生产经营活动的正常进行。
	2）未触及“公司主要银行账户被冻结”
	公司及子公司多个银行账户被冻结，但可委托子公司银行账户正常开展业务，公司经营不受影响。鉴于公司目前实际情况，银行借款大部分逾期，且公司目前还存在多宗重大未决诉讼，公司面临重大债务风险。一方面，公司继续积极与债权人进行沟通，希望能够得到债权人谅解，努力达成债务和解方案，在一定程度上减免公司债务。另一方面，公司积极参考其他上市公司债务重整的成功案例，结合自身实际情况，不排除后期将启动债务重整，通过司法手段化解债务负担，保障公司的正常经营不受影响。
	3）未触及“公司董事会无法正常召开会议并形成董事会决议”
	公司董事会能正常召开会议并形成董事会决议。
	4）未触及“公司向控股股东或者其关联人提供资金或者违反规定程序对外提供担保且情形严重的”
	公司未曾向控股股东或者其关联人提供资金或者违反规定程序对外提供担保且情形严重的。因上海仲裁委员会尚未对武进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武进管委会”）要求斯太尔退还奖励款事项作出裁决。截至目前，公司尚未发现相关证据文件，且武进管委会提供的相关仲裁诉讼证件亦没有由公司出具的相关证据文件证明公司书面委托或同意将奖励款8,050 万元支付给其他公司，因此武进管委会在仲裁申请书中提出的应付斯太尔的政府奖励款实际支付给其他公司是否形成关联方资金占用尚无法确认。
	5）公司不存在深交所认定的其他情形。
	会计师回复
	我们已经阅读上述公司回复，基于我们对公司2019年度财务报表所执行的审计程序，没有发现公司的上述回复与我们审计过程中获取的审计证据在所有重大方面存在不一致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