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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关于对内蒙古霍林河露天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报的问询函》有关问题的回复 
 

  

众环专字 [2020] 024835 号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  

我们接受委托，对内蒙古霍林河露天煤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露天煤业公司”）2019

年度财务报表进行审计。我们的审计工作是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规定执行的。根

据贵部《关于对内蒙古霍林河露天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报的问询函》（中小板年报问

询函【2020】第 367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的要求，我们结合已执行的审计工作，对问

询函中的相关问题进行了审慎核查，现回复如下： 

问询函问题 2： 

报告期内你公司完成了收购内蒙古霍煤鸿骏铝电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霍煤鸿骏”）

51%股权的重大资产重组。霍煤鸿骏 2018 年预测净利润 42,795.51 万元，扣除相关诉讼事项

后 2018 年实现净利润 27,114.88 万元，未达到业绩承诺，完成率为 63%；2019 年实现净利

润 48,180.18 万元，业绩承诺达标。请说明以下问题： 

…… 

（3）请说明你公司对霍煤鸿骏业绩补偿事项的会计处理情况，及其是否符合企业会计

准则的规定。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核查意见。 

公司回复： 

根据露天煤业公司于 2018 年 10 月 18 日与中电投蒙东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

称“蒙东能源”）签订的《业绩承诺补偿协议》，蒙东能源承诺霍煤鸿骏铝电公司 2018 年、

2019 年、2020 年预计可实现的净利润总数（净利润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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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利润为准，以下简称“预测净利润总额”）不低于 131,216.14 万元。业绩补偿于业绩补偿

期间结束后统一实施，根据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专项审核报告》，如果业绩补偿期间霍煤

鸿骏铝电公司累积实现净利润总额低于承诺的预测净利润总额，则露天煤业应在最后一年业

绩补偿期间结束后的露天煤业年度审计报告披露之日起五日内，以书面方式通知蒙东能源，

并要求蒙东能源按照约定进行补偿。 

根据北京国友大正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大正评报字(2018)第 026A 号资产评估报

告，其中收益法下霍煤鸿骏铝电公司 2018 年度、2019 年度、2020 年度的预测净利润额分别

为 42,795.51 万元、44,476.09 万元、43,944.54 万元，合计 131,216.14 万元。 

因业绩补偿协议中规定业绩补偿期为 2018 年、2019 年和 2020 年三年实现的净利润总

数不低于 131,216.14 万元。2019 年末承诺期限未满， 2019 年末未对补偿事项进行会计处理。 

会计师意见： 

针对上述事项，我们执行了以下核查程序：（1）审阅了补偿事项的相关文件；（2）按照

相关协议的标准测算了霍煤鸿骏的实际净利润总额完成情况。 

经核查，我们认为：截至 2019 年末，露天煤业公司未对补偿事项进行会计处理符合企

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问询函问题 6： 

根据年报披露，你公司对应收账款的坏账计提采取账龄分析法。其中，针对煤炭板块应

收账款，1 年以内、1-2 年、2-3 年、3 年以上的坏账计提比例分别为 2%、4%、8%、100%。

请你公司结合结算方式、业务特点、历史经验等情况，说明不同账龄应收账款的坏账计提比

例差异较大的原因和合理性，账龄 3 年以内应收账款的坏账准备是否充分计提，并对比同行

业公司说明是否符合行业惯例。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公司回复： 

煤炭板块对煤炭用户当月煤炭销售形成暂估应收账款。次月取得结算单，开发票后形成

应收账款实结算，客户汇款后核销该项应收账款，应收煤款账龄基本为一年以内。根据煤炭

销售业务的结算方式、历史经验，公司 3 年以内的应收煤款基本能全额回收，因此，1 年以

内、1-2 年、2-3 年的坏账计提比例分别为 2%、4%、8%是合理的，三年以上应收账款较为

少见，一般为客户发生重大财务问题，坏账计提比例确认为 100%符合谨慎性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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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行业公司与公司的坏账计提比例如下： 

通过上表可以看出，公司煤炭板块应收账款中，账龄在 1 年以内的坏账计提比例与行业

内可比上市公司计提比例相比处于中间水平；账龄在 1-3 年的计提坏账比例略低于同行业部

分可比上市公司计提比例；账龄 3 至 5 年的应收账款计提比例高于同行业部分可比上市公司

计提比例；账龄 5 年以上计提比例和上表所列同行业上市公司的应收账款计提比例是一致

的。截至 2019 年末，公司账龄在 1 年以内的应收账款占比为 97.67%，公司煤炭板块应收账

款实际坏账损失率多年处于极低水平，公司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比例设定是谨慎、合理的。 

会计师意见： 

针对上述事项，我们执行以下核查程序：（1）评估并测试与应收账款管理相关的关键内

部控制的设计恰当性和运行有效性；（2）分析露天煤业公司应收账款预期信用损失估计的合

理性，复核预期信用损失模型的计算方法，分析组合划分、模型选择、关键参数、重大判断

和假设的合理性；（3）对于金额重大的应收账款，结合已经识别出债务人的特征、财务状况

和抵押担保等情况，对公司管理层作出的预期信用损失的结果进行分析、复核，以确认预期

信用损失的充分性；（4）通过对同行业可比公司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比例的分析、比较，

结合露天煤业的实际情况，以确认坏账准备计提比例的合理性；（5）通过分析应收账款的账

龄和客户信用情况，结合应收账款函证程序及期后回款情况，辅证应收账款预期信用损失的

合理性。 

经核查，我们认为：露天煤业公司对煤炭板块应收账款可收回性进行的评估依据和结果

与实际回收情况相符，与煤炭行业可比公司比较没有出现重大差异，坏账准备计提充分，应

收账款坏账计提比例谨慎、合理，符合公司煤炭业务开展实际情况。 

问询函问题 8： 

账龄 
露天煤业 

-煤炭板块 
西山煤电 安源煤业 陕西煤业 大同煤业 

1年以内 2% 1% 1% 3% 5% 

1至 2年 4% 5% 5% 10% 10% 

2至 3年 8% 10% 20% 30% 30% 

3至 4年 100% 50% 50% 60% 50% 

4-5年 100% 50% 80% 60% 80% 

5年以上 100% 70% 100%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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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末，你公司存货、固定资产账面余额分别为 14.11 亿元、203.29 亿元，计提的减

值准备分别为 0.11 亿元、1.02 亿元。请你公司补充披露存货、固定资产减值测试的过程，

并说明相关减值计提的充分性。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公司回复： 

1.公司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政策：在资产负债表日，存货按照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计量。

当其可变现净值低于成本时，提取存货跌价准备。存货跌价准备通常按单个存货项目的成本

高于其可变现净值的差额提取；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后，如果以前减记存货价值的影响因素已

经消失，导致存货的可变现净值高于其账面价值的，在原已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金额内予以

转回。在确定存货的可变现净值时，以取得的确凿证据为基础，同时考虑持有存货的目的以

及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的影响。对于期末存在减值迹象的存货：公司各资产管理部门参与资

产清查并负责相关资产状况的鉴定、价值评估以及相关资料、证据的收集整理工作；审计、

监察部门负责监督资产清查、鉴定、评估工作；财务部门负责组织相关部门或专家组对资产

进行清查、鉴定、评估，并对资产进行减值测试，对是否减值进行职业判断，形成资产减值

准备计提意见，履行相关审批程序。 

截至 2019 年末，公司存货跌价准备余额为 0.11 亿元：一是 2007 年 1 月和 8 月露天煤

业分两批购入 20 台 45T 自卸车，使用寿命 10 年，2019 年 45T 自卸车报废，其配件其国内

其他矿山均已不再使用，故配件外销存在难度，同时随着主机厂国内代理商转型，配件不可

能返厂，所以配件与设备主机一并打捆报废处置。经统计共有配件 380 种，计提减值准备

414 万元；二是露天煤业子公司坑口发电公司 2017 年 9 月对基建期剩余存货进行减值测试，

其中电缆等年久失去使用价值，经资产评估对存货计提减值 653 万元。公司认为报告期内对

存货跌价准备的计提是充分的。 

2.公司固定资产减值准备计提政策：在资产负债表日，判断是否存在减值迹象。如存在

减值迹象的，则估计其可收回金额，进行减值测试。可收回金额确认的依据为资产的公允价

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与资产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两者之间的较高者。对于期末存在

减值迹象的固定资产：各资产管理部门参与资产清查，并负责相关资产状况的鉴定、价值评

估以及相关资料、证据的收集整理工作；审计、监察部门负责监督资产清查、鉴定、评估工

作；财务部门负责组织相关部门或专家组对资产进行清查、鉴定、评估，并对资产进行减值

测试，对是否减值进行职业判断，形成资产减值准备计提意见，履行相关审批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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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19 年末，固定资产计提减值准备 1.02 亿元：一是 2017 年霍煤鸿骏因实施油改

气技术升级优化项目拆除固定资产，拆除后无使用价值计提减值准备，截至 2019 年末，减

值余额 1,142.65 万元；二是 2017 年霍煤鸿骏电力分公司对因技术落后、损坏或技改拆除、

经技术鉴定无法使用的设备计提减值，截至 2019 年末，减值余额 1,714.04 万元；三是 2017

年霍煤鸿骏电力分公司经对关停的 1、2 号机组房屋及机器设备计提减值，截至 2019 年末，

固定资产减值准备为 1、2 号机组房屋类减值，共计 5 项，减值余额 6,137.24 万元；四是 2019

年霍煤鸿骏电力分公司对超低排放改造等技改项目拆除的吸收塔浆液泵等经技术鉴定已无

使用价值的资产计提减值，共计 50 项，合计减值额 857.41 万元；五是公司对变频器、外委

疏干管道、水井钻机等存在减值迹象的设备计提减值 389.26 万元。公司认为报告期内对固

定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是充分的。 

会计师意见： 

针对存货跌价准备的计提，我们执行了以下核查程序：（1）将存货余额与现有的订单、

资产负债表日后各期的销售额和下一年度的预测销售额进行比较，对库龄较长的存货进行分

析性复核，以评估存货滞销和跌价的可能性；（2）评价存货跌价准备可变现净值所依据的资

料、假设及计提方法，考虑是否有确凿证据为基础计算确定可变现净值，检查其合理性；（3）

结合存货监盘，对存货的外观形态进行检视以了解其物理形态是否正常，检查期末存货是否

需进一步计提准备：（4）对于残次、冷背、呆滞的存货查看盘存记录，分析当年实际使用情

况，确定是否已合理计提跌价准备。 

针对固定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我们执行了以下核查程序：（1）分析管理层于资产负债

表日判断固定资产是否存在减值迹象的合理性；（2）评价固定资产减值准备计提所依据的资

料、假设及计提方法，考虑是否有确凿证据为基础计算确定可收回金额，检查其合理性；（3）

结合固定资产监盘，对固定资产的使用状态进行了查看和了解；（4）检查期末固定资产针对

型号陈旧、技术或市场需求的变化情形考虑是否需进一步计提准备：（5）按主要产品类别对

不同板块固定资产的投入和产出情况进行对比分析，分析固定资产的质量状况，确定固定资

产预计使用方式是否存在重大不利变化；（6）对固定资产的产权证明与实物资产进行了核对。 

经核查，我们认为：露天煤业公司上述对存货、固定资产减值测试的测算过程和结论是

合理的，符合实际情况，相关会计估计判断和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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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2020 年 8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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