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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广东香山衡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重组问询函中 

要求标的公司会计师答复的相关问题的回复 

 

深圳证券交易所： 

 

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本所”或”我们”）接受宁波均胜

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均胜电子”）和宁波均胜群英汽车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均胜群英”或“标的公司”）的委托，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审计了均胜群英

2018 年 12 月 31 日、2019 年 12 月 31 日及 2020 年 9 月 30 日的合并及母公司资产负债

表、2018 年度、2019年度及截至 2020年 9月 30日止 9个月期间的合并及母公司利润表、

合并及母公司现金流量表及合并及母公司股东权益变动表以及财务报表附注（合称“财务报

表”），并于 2020年 11月 25日出具了报告号为毕马威华振审字第 2004017 号的审计报告。  

 

本所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规定执行了审计工作。我们的目标是对财务报表

整体是否不存在由于舞弊或错误导致的重大错报获取合理保证。我们审计的目的并不是对

上述财务报表中的任何个别账户或项目的余额或金额、或个别附注单独发表意见。在按照

审计准则执行审计工作的过程中，我们运用职业判断， 并保持职业怀疑。同时，我们也执

行以下工作：(1) 识别和评估由于舞弊或错误导致的财务报表重大错报风险，设计和实施

审计程序以应对这些风险，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作为发表审计意见的基础；(2) 

了解与审计相关的内部控制， 以设计恰当的审计程序；(3) 评价管理层选用会计政策的恰

当性和作出会计估计及相关披露的合理性；(4) 对管理层使用持续经营假设的恰当性得出

结论；(5) 评价财务报表的总体列报、结构和内容（包括披露），并评价财务报表是否公允

反映相关交易和事项；(6) 就均胜电子中实体或业务活动的财务信息获取充分、适当的审

计证据，以对财务报表发表审计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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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根据甬兴证券有限公司转来《关于对广东香山衡器股份有限公司的重组问询函》

（中小板重组问询函（不需行政许可）【2020】第 13 号）（以下简称“重组问询函”）中的要

求，以及与管理层沟通及在上述审计过程中获得的审计证据和本次核查中所进行的工作，

就有关问题作如下说明（本说明除特别注明外，所涉及标的公司财务数据均为合并口径）： 

 

 

问题 6： 

 

《草案》显示，标的公司在境外拥有 5 处制造基地和 2 处研发中心，境外公司最近两

年一期实现营业收入 192,140.02 万元、129,930.23 万元、225,922.99 万元，分别占标的

公司营业收入 53%、60%、54%；实现净利润 2,579.25 万元、3,317.16 万元、6,541.99

万元，占标的公司净利润 27%、47%、23%。因疫情原因，评估师未能按评估准则规范的

程序要求至境外对资产和业务进行查验。 

（1） 请会计师说明针对标的公司境外业务执行的审计程序与获得的审计证据，以及是否受

到新冠疫情影响。 

（2） 请结合标的公司境外资产及业务占比等因素，说明对境外资产估值的具体过程，并分

析未能对境外资产和业务进行现场查验可能对此次评估结论的影响，评估师所采取的

替代措施及其有效性，能否对评估结论提供合理保证，以及是否符合《资产评估法》、

《资产评估基本准则》等相关规则的规定。请资产评估机构发表明确意见。  

 

一、请会计师说明针对标的公司境外业务执行的审计程序与获得的审计证据，以及是

否受到新冠疫情影响 

 

会计师回复： 

 

针对标的公司境外业务执行的审计，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401 号

——对集团财务报表审计的特殊考虑》的要求，利用毕马威德国、毕马威波兰、毕马威罗

马尼亚、毕马威墨西哥等组成部分会计师的工作，完成对于标的公司的审计。 对于 2018

年和 2019 年财务信息的审计，相关现场工作均在新冠疫情在当地发生之前完成，没有受

到任何影响，对于截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止九个月期间财务信息的审计，各组成部分会计

师在严格遵循各国防控防疫要求的前提下，采用现场和远程相结合的方式完成相关的审计

程序。由于执行审计期间，属于德国等国家夏秋疫情峰谷，人员活动限制有所放松时期，

因此审计工作未受到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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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马威华振作为集团项目组对组成部分会计师的胜任能力和必要素质进行了评估，对

指导、监督和执行集团审计业务承担责任。毕马威华振负责制定总体审计策略（包括确定

重要性水平、识别审计风险等）和集团审计计划，向组成部分会计师发出审计指引通报要

求，针对重要审计风险明确需要执行的审计程序。在审计过程中毕马威华振通过与各个组

成部分会计师召开审计计划会议，定期进展沟通会议，以及总结会议进行持续的沟通。  

 

组成部分会计师针对境外业务执行的审计程序与获取的审计证据包括但不限于: 

-   了解标的公司海外业务与销售、采购、成本核算、资金管理、费用确认、资产存

货管理等相关的关键内部控制，并评价其设计和运行有效性； 

-   获取银行函证； 

-   对公司存货盘点实施监盘程序； 

-   选取样本，获取应收账款函证。对于未回函应收账款或者根据行业惯例获取函证

不可行的情况，执行替代程序，包括检查至销售订单、出库单及发票，检查销售回款等；  

-   选取样本，对应付账款执行函证程序。对于未回函应付账款执行替代程序，并检

查至请购单、入库单及发票等支持性文件； 

-   选取样本，通过检查相关的订单、发货单、销售发票、到货签收单、模具测试通

过确认报告、期后回款等支持性文件执行收入的细节性测试；  

-   执行收入截止性测试； 

-   选取样本，查阅并核对与销售费用及管理费用相关的支持性文件；  

-   选取样本，查阅并核对管理层准备的与研发项目相关的商业和技术可行性报告及

与研发支出（涵盖资本化的开发支出以及费用化的其他支出）相关的支持性文件； 

-   选取样本，通过检查相关付款水单等支持性文件执行工资费用的细节性测试; 

-   对材料成本、工资费用及折旧费用执行实质性分析程序等。 

 

在签发集团审计报告前，毕马威华振通过远程连线的方式复核了主要组成部分会计师

就集团审计完成的工作底稿，获取并审阅了组成部分会计师签发的组成部分审计报告、审

计工作小结等集团汇报成果。作为集团项目组，我们认为组成部分会计师就组成部分相关

期间的财务信息，已经按照集团审计指引的要求执行了审计程序，并已经获取了充分适当

的审计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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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11：  

《草案》显示，标的公司一般产品采用外协生产的方式，再总装完成产品的生产。请

补充披露： 

（1）主要外协厂商的简要背景情况及报告期内的稳定性； 

（2）标的公司报告期外协生产的具体情况，包括外协生产模式、外协生产金额及占比、

外协生产主要涉及工序及是否属于标的公司产品生产的主要工序，针对外协厂商主要管理

措施； 

（3）标的公司是否对主要外协供应商存在依赖； 

（4）外协成本的确定方式、成本核算与结转方式； 

（5）标的公司保证外协方式生产产品质量的具体措施以及产品责任的分担方式；  

（6）请独立财务顾问、会计师和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公司回复： 

 

一、主要外协厂商的简要背景情况及报告期内的稳定性 

 

为保证产品质量，标的公司致力于与外协厂商建立长期的战略合作关系  

根据采购量大小，2018 年度、2019 年度以及截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止九个月期间前

五大的外协厂商基本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外协厂商名称 开始合作年份 是否为

关联方 

采购金额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1-9 月 

1 康迪泰克(中国)橡塑技术有限公司 2013 否 13,122 9,896 4,053 

2 无锡二橡胶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否 / 2,054 3,797 

3 慈溪市快乐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2006 否 2,980 3,336 2,507 

4 宁波均源塑胶科技有限公司 2018 是 / / 2,126 

5 广东德昌电机有限公司 2009 否 3,107 2,984 1,737 

6 宁波市鄞州永泰车辆配件厂 2009 否 1,398 1,415 / 

7 上海维仪塑胶制品有限公司 2012 否 2,322 / / 

  注：“/”表示该外协厂商本年/期间非前五大外协厂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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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康迪泰克(中国)橡塑技术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康迪泰克(中国)橡塑技术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09 年 01 月 07 日 

注册资本 6127.1 万美元 

经营范围 

研究、开发和制造汽车用特种橡胶管及管路、空气

弹簧、振动和噪声控制橡胶零部件，橡胶化合物，

及其他汽车、铁路和重要工业行业用橡胶和塑料零

部件、轮胎部件及装置，橡胶涂层材料、塑料涂层

材料、橡胶板片、汽油发动机涡轮增压器的关键部

件、有机-无机复合泡沫保温材料；在国内外销售（批

发、零售和佣金代理（拍卖除外））本公司产品及

汽车、铁路和其他重要工业行业商品和配件、委托

境内其他企业生产/加工的产品及汽车、铁路和其他

重要工业行业商品和配件；进口汽车、铁路和其他

重要工业行业商品和产品及其配件；为上述产品和

商品提供维修服务、售后服务和其他相关服务（不

涉及国营贸易管理商品，涉及配额、许可证管理及

专项规定管理商品的，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申请）。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 康迪泰克股份有限公司持有 100%股权 

与标的公司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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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无锡二橡胶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无锡二橡胶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1992 年 10 月 20 日 

注册资本 3550 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 

橡塑制品制造；化工原料（危险品除外）、纺织品、

纺织机械、汽车零部件、五金交电销售；金加工；

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代理出口

将本企业自行研制开发的技术转让给其他企业所

生产的产品；经营本企业生产、科研所需的原辅材

料、仪器仪表、机械设备、零配件及技术的进口业

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和国家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

技术除外）；经营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

普通货运。（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 

股东 出资比例 

无锡益鹏集团有

限公司大股东 
71.17% 

俞建江 14.19% 

朱锡根 13.02% 

胡万春 1.36% 

杨小乡 0.22% 

宋普陀 0.04% 

邵云翔 0.01% 
 

与标的公司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否 

3. 慈溪市快乐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慈溪市快乐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04 年 2 月 17 日 

注册资本 5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 
汽车零部件、塑料制品（除饮水桶）、五金配件、

电器配件、模具制造、加工。 

股权结构 王乾江和童美芳各持有 50%股权 

与标的公司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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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宁波均源塑胶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宁波均源塑胶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7 年 06 月 30 日 

注册资本 10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 

塑胶件、金属制品、五金件、模具、汽车零部件的

设计、研发、制造、加工、销售；自营或代理货物

和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制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

货物和技术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 
宁波东元金属塑胶科技有限公司和标的公司分别

持有 60%和 40%股权 

与标的公司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是 

5. 广东德昌电机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广东德昌电机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03 年 11 月 24 日 

注册资本 425 万美元 

经营范围 

一般经营项目是：，许可经营项目是：公司经营范

围：微型电机及其零、配件（包括汽车微型电机及

零、配件）的生产和加工业务；微型电机应用组件

的生产和装配、销售本企业自产产品。增加：生产

经营电机、电气设备及零部件、配件，电子驱动装

置及零部件、配件，机械装置及器具、新型仪器、

仪表设备及其零部件、配件，家用电动器具及其零

部件、配件。增加：新型微型马达及其配件、微型

马达的新型材料、微型马达生产设备及测试设备的

研究开发。提供自产产品质量检测服务。（以上均

不涉及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项目，限制的项

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股权结构 叶润强持有 100%股份 

与标的公司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否 

 

  



第 8 页 

 

6. 宁波市鄞州永泰车辆配件厂 

公司名称 宁波市鄞州永泰车辆配件厂 

成立日期 2006 年 10 月 24 日 

注册资本 未公开 

经营范围 
一般经营项目：汽车配件、五金冲件、塑料件的制

造、加工 

股权结构 姚文刚持有 100%股份 

与标的公司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否 

7. 上海维仪塑胶制品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上海维仪塑胶制品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02 年 06 月 27 日 

注册资本 4400 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塑胶制品、金属制品、模具、卫浴产品

的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

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 黄嘉灏持有 100%股份 

与标的公司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否 

 

报告期内，标的公司主要外协供应商变动原因如下： 

1) 为了降本增效，电镀件采购业务从上海维仪塑胶制品有限公司逐步转移至宁波均源

塑胶科技有限公司，以节省运输成本并进行更有效的质量控制；  

2) 为了减少对某一供应商的过度依赖，报告期内，标的公司开始分别向提供橡胶管的

两家供应商——无锡二橡胶股份有限公司和康迪泰克(中国)橡塑技术有限公司采

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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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标的公司报告期外协生产的具体情况，包括外协生产模式、外协生产金额及占比、

外协生产主要涉及工序及是否属于标的公司产品生产的主要工序，针对外协厂商主要管理

措施 

 

1. 在生产模式方面，标的公司主要采用以销定产，一般产品采用外协生产的方式，再

总装完成产品的生产，部分拥有专有核心技术和外协无法满足要求的产品，由标的公司自

行生产。标的公司依据与整车厂客户签订年度框架性销售合同确定生产计划，根据客户订

单要求形成计划或指令，与外协方沟通确认开展产品的生产。需要采用外协方式生产的产

品均由外协方自行采购原材料进行生产。 

2. 2018 年度、2019 年度以及截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止九个月期间，外协成本占标的

公司营业成本占比如下： 

单位：万元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1-9 月 

外协采购金额 176,308 185,141 122,127 

营业成本 277,651 288,782 186,964 

占比 63.5% 64.1% 65.3% 

 

3. 外协工序涉及注塑，喷涂，预装，金属标准件等，都非公司核心产品工艺。  

4. 对外协供应商的主要管理措施有： 

- 建立健全新供应商审核准入机制；基于 IATF16949 汽车行业质量管理标准选择供应

商，只有通过综合评审才能成为标的公司的潜在供应商，由此进入标的公司的供应商体系； 

- 建立了正常供应商的供货产品的常规检测制度，新老供应商的现场审核以及各类支

持供应商持续改进的制度，并定期组织认证小组对新老供应商进行现场稽核； 

- 引入了供应商淘汰和退出机制，质量保证部每年编制<供应商年度审核计划表>，按

计划每年结合现场评审对不符合条件的供应商采取终止合作的措施。 

 

三、标的公司是否对主要外协供应商存在依赖 

 

外协厂商只是依据标的公司要求的质量标准及规格参数进行零件生产，零件生产未涉

及任何核心技术环节，产品的研发、设计等核心环节均由标的公司独立完成，关键部件或

工序，以及最后的总成生产在标的公司完成。外协厂商只需具备相应的资质和设备，可选

择范围广泛，可替代性较强，外协在标的公司整个业务中所处环节和所占地位的重要性较

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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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外协成本的确定方式、成本核算与结转方式 

 

对主要的外协产品，标的公司已具有相当的了解并建立符合市场水准的成本模型，可

以自行估价，并用来衡量供应商报价的合理性，标的公司根据外协生产的零部件类型与外

协厂商协商定价，交易价格经双方友好协商确定，定价具有公允性。  

标的公司的外协产品均由外协厂商自行采购原材料进行生产加工，不存在标的公司采

购原材料委托加工的情况，成本核算和结转方式与一般供应商一致，均为在收到商品时确

认存货。 

 

五、标的公司保证外协方式生产产品质量的具体措施以及产品责任的分担方式  

 

对供应商严格按照汽车行业 APQP(产品质量先期策划)流程来管理，产品的认可必须

通过 PPAP(生产件批准程序)来确保产能、质量达到预期。在量产过程中，对交付质量进行

严格把关，定期进行现场的质量审核，对不合格状态及时督促整改并按质量协议的奖惩制

度对供应商进行管理。产品设计责任一般由标的公司或者标的公司的客户担当，制造交付

责任由供应商承担并通过合同约定。 

 

六、请独立财务顾问、会计师和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会计师回复： 

 

针对上述问题，我们执行的主要程序如下： 

-  获取标的公司采购与生产业务相关的内部管理制度，测试标的公司对外采购与付

款流程相关的关键内部控制； 

-  获取标的公司报告期内与主要供应商签订的采购合同、选取采购样本，检查发票

等支持性文件； 

-  通过公共信息服务平台对主要供应商进行了检索，了解其主要股东背景及董监高

信息，确认其与标的公司及其主要关联方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  选取样本，对供应商采购额及往来余额进行函证等。 

 

基于上述审计工作，我们认为： 

（1） 标的公司对外协供应商的相关披露，与我们了解的情况一致。  

（2） 相关成本核算的会计处理在所有重大方面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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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14：  

《草案》显示，各报告期末，标的资产应收账款余额分别为 54,752.58 万元、48,198.67

万元、58,924.00 万元，分别占总资产的 12.88%、10.91%、15.07%。 

（1）请结合标的资产所处行业特征、业务开展及结算模式、同行业可比公司情况等，

补充披露标的资产应收账款周转率的合理性。 

（2）请结合标的资产以往年度实际坏账损失情况、报告期后回款情况，并对比同行业

可比公司坏账计提政策，补充披露标的资产坏账准备计提的充分性，应收账款是否存在可

收回风险。 

（3）请说明标的公司 2020 年 9 月末应收账款占比上升的主要原因及合理性。 

（4）请独立财务顾问和会计师发表明确意见。 

 

公司回复： 

 

一、请结合标的资产所处行业特征、业务开展及结算模式、同行业可比公司情况等，

补充披露标的资产应收账款周转率的合理性 

 

（一）标的公司所处行业为汽车制造业中的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业。汽车工业在我

国经济体系中占有着极为重要的位置，代表着我国整体的工业技术水平，是国家长期重点

支持发展的产业。标的公司所处的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业，位于汽车产业链的前端，是

汽车工业发展的基础。 

 

标的公司的业务开展及结算模式如下： 

1、国外业务 

标的公司的海外子公司主要采用订单销售，获得的订单均根据客户特定需求通过量身

定制、合作研究及竞标获得。对于新开发的项目，海外子公司会根据项目信息及客户的询

盘信息（如项目预测产量、技术要求、包装方案等）进行项目可行性分析，提交项目报价；

客户接收报价后会组织竞标、定标，并签订合同；项目启动，与客户成立对口项目小组，

展开项目工作。海外子公司根据各产品项目的客户订单情况组织生产、实现销售，并落实

相关售后服务，主要通过客户需求分析、产品成本分析、产品生命周期等确定产品销售价

格。海外子公司销售汽车零部件收入于公司将合约内所承诺汽车零部件的控制权转移予客

户 （由购货方或由购货方指定的承运人签收） 而完成履约义务时确认。完成履约义务后，

海外子公司向客户开具发票，付款期限一般为客户在收到货物或者发票之后 30-60 天。结

算方式主要采用银行转账、支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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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国内业务 

对于国内新开发的项目，标的公司根据预测需量、技术指标、个性化要求等项目信息

及客户要求，结合标的公司实际情况进行项目可行性分析，提交项目报价。在报价后通常

会进行竞标，中标后与客户签订零部件采购合同与模具开发合同。标的公司指派相关人员

与客户成立项目小组，展开项目工作，进行产品设计开发，模具成型后交客户测试检验，

客户认可达标后开始进行小批量试生产，再经过客户测试认定合格后，与客户签订产品供

货合同，标的公司大批量生产产品销售给客户。对于前期已经开发的成熟产品，在该车型

持续生产的过程中不断给一级配套商或者整车厂商供货，标的公司根据客户的采购计划确

定该年的生产计划，然后根据客户定期的订单进行销售。对于产品销售，客户一般实施零

库存管理，即汽车零部件供应商接入汽车整车厂商的采购系统，汽车整车厂商在系统向供

应商发布约 6 周的需求量，具体采购订单提前一日向标的公司下达，公司次日发货，并于

将合约内所承诺汽车零部件的控制权转移予客户 （由购货方或由购货方指定的承运人签收） 

而完成履约义务时确认对客户的销售收入。标的公司给予客户的信用账期保持在 30-120

天左右，收款方式主要为银行转账和票据为主。 

 

2018 年度、2019 年度及截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止 9 个月期间标的公司的应收账款周

转率分别为 6.92, 7.32 和 4.57，计算方法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2018 年度 2019 年度 截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止 9 个

月期间 

应收账款年/期初余额 48,798.97 54,752.58 48,198.67 

应收账款年/期末余额 54,752.58 48,198.67 58,924.00 

应收账款平均余额 51,775.78 51,475.63 53,561.34 

本年/期收入 358,186.76 376,897.39 244,583.77 

周转率 6.92 7.32 4.57 

 

注：应收账款周转率=营业收入/应收账款平均余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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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应收账款周转率如下： 

公司 

应收账款周转率 

2018 年度 2019 年度 截至 2020 年 9 月

30日止 9个月期间 

特锐德 1.35 1.47 0.96 

新泉股份 5.85 4.61 2.98 

宁波华翔 5.35 5.3 3.78 

岱美股份 5.43 5.74 3.41 

拓普集团 4.66 4.11 2.99 

平均值 4.53 4.25 2.82 

中位数 5.35 4.61 2.99 

标的公司 6.92 7.32 4.57 

 

由于标的公司海外子公司客户大多为信用较好、回款速度快的汽车整车厂商，标的公

司的应收账款周转率明显高于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 

 

二、请结合标的资产以往年度实际坏账损失情况、报告期后回款情况，并对比同行业

可比公司坏账计提政策，补充披露标的资产坏账准备计提的充分性，应收账款是否存在可

收回风险 

 

（一）标的公司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情况 

标的公司报告期内除 2018 年核销应收账款人民币 3,470,947.31 元以外，2019 年度与

截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止 9 个月期间，无应收账款核销。 

截至 2020 年 10 月 31 日止，标的公司期后回款累计人民币 4.24 亿元，占 2020 年 9

月 30 日应收账款净额的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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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的公司与可比公司的坏账计提准备对比： 

 

2018 年度 

公司 特锐德 新泉股份 宁波华翔 岱美集团 拓普集团 标的公司 

 计提比例 计提比例 计提比例 计提比例 计提比例 计提比例 

按单项计提坏

账准备 
0 0 99.20% 0 100% 46.54% 

按组合计提坏

账准备 
9.54% 5.53% 5.32% 0.60% 5.37% 3.26% 

合计 8.11% 5.53% 5.83% 0.60% 5.55% 3.75% 

 

其中按组合计提坏账准备具体如下： 

公司 特锐德 新泉股份 宁波华翔 岱美集团 拓普集团 标的公司 

账龄 计提比例 计提比例 计提比例 计提比例 计提比例 计提比例 

1 年以内（含 

1 年） 
5% 5% 5% 0.5% 5% - 

1－2 年 10% 30% 20% 10% 10% 10% 

2－3 年 30% 50% 50% 30% 30% 30% 

3－4 年 50% 100% 100% 50% 60% 

84.32% 
 

4－5 年 70% 100% 100% 80% 60% 

5 年以上 100% 100% 100% 100% 100% 

合计 9.54% 5.53% 5.32% 0.60% 5.37% 3.26% 

 

2019 年度  

公司 特锐德 新泉股份 宁波华翔 岱美集团 拓普集团 标的公司 

 计提比例 计提比例 计提比例 计提比例 计提比例 计提比例 

按单项计提坏

账准备 
100.00% 0 93.84% 0 100% 100% 

按组合计提坏

账准备 
9.47% 5.21% 5.29% 0.64% 5.40% 5.14% 

合计 9.82% 5.21% 5.69% 0.64% 5.92% 6.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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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按组合计提坏账准备具体如下： 

公司 特锐德 新泉股份 宁波华翔 岱美集团 拓普集团  标的公司 

账龄 
预期信用

损失率 

计提比例 预期信用

损失率 

计提比例 计提比例 逾期账龄 违约损失

率 

1 年以内（含 

1 年） 
5% 5% 5% 0.50% 5% 未逾期 1.17% 

1－2 年 10% 30% 20% 10% 10% 
逾期 1年

以内 
12.22% 

2－3 年 30% 50% 50% 30% 30% 

逾期 1年

至 2年 

(含 2年) 

20.26% 

3－4 年 50% 100% 100% 50% 60% 

逾期 2年

至 3年 

(含 3年) 

53.29% 

4－5 年 70% 100% 100% 80% 60% 逾期 3年

以上 
100% 

5 年以上 100% 100% 100% 100% 100% 

合计 9.47% 5.21% 5.29% 0.64% 5.40% 总计 5.14% 

 

截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止九个月期间 

公司 特锐德 新泉股份 宁波华翔 岱美集团 拓普集团 标的公司 

 计提比例 计提比例 计提比例 计提比例 计提比例 计提比例 

按单项计提

坏账准备 
100% 0 91.62% 0 100% 100% 

按组合计提

坏账准备 
9.55% 5.16% 5.24% 0.71% 5.59% 6.27% 

合计 9.63% 5.16% 5.83% 0.71% 6.10% 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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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按组合计提坏账准备具体如下： 

公司 特锐德 新泉股份 宁波华翔 岱美集团 拓普集团  标的公司 

账龄 
预期信用

损失率* 
计提比例* 

预期信用

损失率* 
计提比例* 计提比例* 

逾期账

龄 

违约损失

率 

1 年以内（含 

1 年） 
5% 5% 5% 0.50% 5% 未逾期 2.40% 

1－2 年 10% 30% 20% 10% 10% 
逾期 1

年以内 
13.85% 

2－3 年 30% 50% 50% 30% 30% 

逾期 1

年至 2

年 (含

2年) 

23.16% 

3－4 年 50% 100% 100% 50% 60% 

逾期 2

年至 3

年 (含

3年) 

54.01% 

4－5 年 70% 100% 100% 80% 60% 逾期 3

年以上 
100.00% 

5 年以上 100% 100% 100% 100% 100% 

合计 9.55% 5.16% 5.24% 0.71% 5.59% 总计 6.27% 

 

* 可比公司 2020 年预期信用损失率和计提比例来源于该等公司 2020 年半年报相关披露 

 

对于单项金额重大的应收账款，标的公司综合考虑账龄情况、客户实际经营情况、履

约能力等来判断其收回的可能性及是否需要单项计提坏账准备。  

对于按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如上述表格所示，标的公司坏账准备计提比例

与可比公司相比无显著差异。总体而言，标的公司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充分。  

 

三、请说明标的公司 2020 年 9 月末应收账款占比上升的主要原因及合理性 

 

标的公司 2020 年 9 月末应收账款占比上升的主要原因为： 

1、2020 年第三季度国内汽车市场回升，导致收入增加 

2、受疫情影响，部分客户回款较慢。 

上述导致标的公司 2020 年 9 月末应收账款占比上升具有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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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请独立财务顾问和会计师发表明确意见 

 

会计师回复： 

 

针对上述问题，我们执行的主要程序如下： 

- 了解标的公司与信用风险控制、款项回收和应收账款坏账准备估计相关的关键内部

控制，并评价其设计和运行有效性； 

- 评价标的公司估计坏账准备的会计政策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  

- 取得报告期内标的公司应收账款账龄明细表，选取样本，核对至相关客户签字确认

的发货单和发票等支持性文件，评价应收账款账龄分析报告中的账龄区间划分的准确性；  

- 选取样本，基于标的公司的应收账款预期信用损失模型，重新计算于 2019 年 12 月

31 日和 2020 年 9 月 30 日的坏账准备金额； 

- 查阅市场案例应收账款坏账计提情况，对比同行业可比公司计提比例情况； 

- 获取报告期内应收账款的期后回款记录，选取样本，检查相关银行水单、网银流水

等收款凭证； 

- 选取样本，对客户实施函证程序等。 

 

基于上述审计工作，我们认为： 

（1） 标的公司说明的所处行业特征、业务开展及结算模式、同行业可比公司情况、

标的公司的应收账款周转率等信息与我们所了解的情况一致。  

（2） 标的公司对应收账款坏账准备的会计处理在所有重大方面符合企业会计准则

的规定。 

（3） 标的公司 2020 年 9 月末应收账款占比上升的原因与我们所了解的情况一致。  

 

  



第 18 页 

 

问题 15： 

《草案》显示，各报告期末，标的资产无形资产账面价值分别为 36,786.20 万元、

39,710.30 万元、30,714.88 万元，其中非专利技术账面价值分别为 13,354.88 万元、

11,656.51 万元、10,661.47 万元，主要是德国子公司所拥有的非专利技术。 

（1）请补充披露非专利技术的主要内容，包括名称、用途、取得方式、使用年限等，

是否存在技术纠纷等风险，以及非专利技术是否存在重大减值风险，是否符合《重组办法》

第十一条第（四）项的规定。 

（2）请独立财务顾问、会计师、律师发表明确意见。 

 

公司回复： 

 

一、请补充披露非专利技术的主要内容，包括名称、用途、取得方式、使用年限等，

是否存在技术纠纷等风险，以及非专利技术是否存在重大减值风险，是否符合《重组办法》

第十一条第（四）项的规定 

 

（一）非专利技术的主要内容 

 

非专利技术为标的公司的德国子公司 Quin GmbH (后改名为“JOYSONQUIN 

Automotive Systems GmbH”)及其子公司（以下统称“Quin 集团”）在生产及经营过程中

拥有的专有技术。 

饰件的传统技术有 9 个生产步骤。它是基于用聚酯喷涂或 PUR(聚氨酯)高压铸造工艺

的三明治式载体上的。Quin 集团对基础 R&D 和工艺开发进行可观的投资后，Quin 集团有

能力为内饰件和木质方向盘的生产提供可观的设计/生产以及工序/成本优势的新的解决方

案。Quin 集团拥有下列技术并为公司的发展提供了基础： 

• 方向盘木质胶合板/载体技术：基于在木质胶合板上注入载体而不是使用固体木质

载体的部分专利的技术提供可观的设计和成本优势。 

• 内饰件和方向盘 1-step PMMA 技术。此技术基于 PMMA 材质和 2k-注塑。除了新

材料光学和性能上的优势，时间被显著缩短了(无打磨和抛光需要)。Quin 集团获得了若干

OEM 大订单并使公司在内饰件市场站稳脚跟。同时，Quin 集团为其所有目标客户(Daimler, 

BMW，Audi)提供用 PMMA技术生产的部件。 

• 内饰件和方向盘 2-step PUR 技术：通过低压真空浇注的新一代改进的表面涂层处

理工艺(两个步骤在一个工具中完成，从而消除了复杂的生产步骤)。因为低工具成本，此技

术适合小批量生产。 

• 内饰件和方向盘 1-step PUR 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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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工序已被德国子公司 Quin GmbH 注册专利并通过与其模具供应商签订独占使用

许可合同进一步保护。  

 

德国子公司 Quin GmbH 独有技术一览： 

 
 

 
 

（二）非专利技术是否存在重大减值风险 

 

2015 年 1 月，均胜电子完成对 Quin GmbH 的收购。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0 号—

—企业合并》合并中取得的无形资产，其公允价值能够可靠地计量的，应当单独确认为无

形资产并按照公允价值计量。均胜电子聘请了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合并日

（2015 年 1 月 27 日）相关非专利技术的价值进行了评估，并按照其出具的中企华沪咨

字（2015）第 804 号评估报告确定的非专利技术公允价值 2,524.69 万欧元作为初始计量

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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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评估使用的评估方法为收益法。由于 Quin GmbH 的技术类无形资产有一定的特

殊性，目前市场上与评估对象相似的技术转让案例极少、信息不透明或者缺乏可比性，因

此不适宜采用市场法评估。由于无形资产投入、产出存在比较严重的弱对应性，即很难通

过投入的成本来反映资产的价值，因此也不适宜采用成本法评估。基于在收益法评估企业

整体价值时，已对 Quin GmbH 未来的收入、成本、费用等因素进行了预测，同时考虑到

Quin GmbH 的技术类无形资产自身的特点，可以采用收益法对该类无形资产进行评估。

Quin GmbH 现有的技术相对成熟，市场稳定，在行业中属于先进水平。通过市场前景的分

析，可预见未来企业技术所应用的市场仍将处于持续发展之中，故预计企业的技术所应用

的市场有较长持续发展年限。此外，标的公司管理层判断，上述专有技术的更新换代年限

为 10-15 年，即 10 到 15 年后才会使用新技术。基于对该非专利技术使用寿命的判断，预

计其在未来至少 12 年内可以持续为公司产生和贡献经济效益，故选择按照 12 年期限进

行摊销。标的公司对各年末对无形资产减值迹象进行考核时，主要从以下方面判断无形资

产是否出现减值迹象，进而判断是否需要计提减值准备：（1）现金流或经营利润是否持续

恶化或明显低于形成商誉时的预期，从而未实现承诺的业绩；（2）是否存在技术壁垒较低

或技术快速进步的情况，导致产品或服务易被模仿或已换代，盈利现状难以维持； （3）

是否存在核心团队发生明显不利变化，且短期内难以恢复的请况；（4）是否存在客观环境

的变化导致市场投资报酬率在当期已明显提高，且没有证据表明短期内会下降的情况。标

的公司管理层根据对上述减值迹象进行了判断，未识别出减值迹象。 

 

二、请独立财务顾问、会计师、律师发表明确意见 

 

会计师回复： 

 

针对上述问题，我们执行的主要程序如下： 

- 获取收购 Quin GmbH 相关的股权转让协议和无形资产价值资产评估报告，核查相

关信息准确性；  

- 检查均胜电子对于收购交易涉及的企业合并及无形资产确认的会计处理的准确性； 

-  了解标的公司与无形资产相关的内部控制流程，对与财务报表相关的无形资产相关

关键内部控制进行了控制测试； 

- 将标的公司无形资产的摊销年限结合公司产品实际情况进行分析，并与同行业上市

公司比较，评价其摊销年限的合理性； 

- 复核了标的公司对无形资产执行的减值迹象分析，询问标的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对无

形资产减值迹象的判断过程，结合在整个审计过程中获得的内外部信息，如标的公司经营

情况、资产使用情况等，评估是否恰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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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上述审计工作，我们认为： 

（1） 标的公司的无形资产中非专利技术的构成情况、公允价值、摊销年限及减值

方法的有关披露，与我们了解的情况基本一致。 

（2） 标的公司对于非专利技术的会计处理在所有重大方面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

定。 

 

 

问题 16： 

《草案》显示，报告期内，标的公司与关联方之间发生多笔关联交易，包括关联采购、

租赁、资金往来等，其中发生关联采购金额分别为 1.2 亿元、1.76 亿元、1.45 亿元，占当

期营业成本的比例分别为 4.32%、6.10%、7.89%。请你公司： 

（1）补充披露标的公司上述关联采购、资金往来相关背景、必要性、定价依据及合理

性； 

（2）结合市场可比交易价格，补充披露上述关联采购、资金往来交易定价的公允性影

响； 

（3）结合上述情形，补充披露标的公司是否对交易对手方存在重大依赖，关联交易对

标的资产独立性及经营业绩的影响，本次交易是否符合《重组办法》第十一条第（六）项

相关规定； 

（4）请独立财务顾问、律师、会计师发表明确意见。 

 

公司回复： 

 

一、补充披露标的公司上述关联采购、资金往来相关背景、必要性、定价依据及合理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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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标的公司关联采购 

报告期内，标的公司关联采购情况如下表：  

单位：万元 

公司名称 关联方名称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交易内容 

上海均胜奔源 均胜科技 3,384.24 1,238.60 488.27 功能件 

成都均胜 均源塑胶 102.64 231.40 217.39 电镀产品 

均胜群英 均源塑胶 - 1,116.77 2,113.60 电镀产品 

均胜群英 宁波均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5.58 - - 代建费 

均胜群英 均普智能 16.97 - - 工装采购 

均胜群英 PREH INC（美国普瑞） 539.04 - - 服务费 

均胜群英 均胜科技 - - 11.74 口罩采购 

均胜群英 均胜科技 - - 39.16 口罩采购 

均胜群英饰件 均胜科技 - - 7.81 材料采购 

均胜群英饰件 均胜科技 - - 647.23 材料采购 

均胜群英 宁波普瑞 - - 0.6 材料采购 

均胜饰件科技 均胜电子 - - 9.56 服务费 

均胜群英 宁波均联智行科技有限公司 - - 283.02 服务费 

均胜新能源 宁波均联智行科技有限公司 - - 176.99 服务费 

均胜群英 均胜电子 - - 66.9 服务费 

均胜群英 均胜电子 - 715.00 441.29 品牌使用费 

天津均胜群英 均胜电子 - - 125.43 品牌使用费 

JQMX 均胜电子 - - 142.39 品牌使用费 

JQDE 
Joyson Safety Systems 
Aschaffenburg GmbH 

0.91 180.85 1.37 饰件 

JQDE Preh GmbH 40.79 - - 电子件 

JQPL 
Joyson Safety Systems 
Aschaffenburg GmbH 

137.76 24.05 8.93 饰件 

JQPL Preh GmbH 1,213.54 453.48 12.50 电子件 

JQPL Preh Romania S.R.L. 6,507.94 9,467.45 4,924.18 电子件 

JQRO 
Joyson Safety Systems 
Aschaffenburg GmbH 

28.00 0.10 - 饰件 

JQMX Preh Portugal, Lda - 475.23 1,174.25 电子件 

JQMX Preh Romania S.R.L. - 670.82 1,039.28 电子件 

JQPL. Preh Portugal, Lda - 3,032.34 2,539.15 电子件 

采购金额 11,987.41 17,606.08 14,471.04 - 

占营业成本比例 4.32% 6.10% 7.8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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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交易背景及必要性说明 

（1）标的公司向关联方的采购具有商业实质 

标的公司主营业务为汽车智能功能件系统、高端内饰总成以及新能源汽车领域的充配

电系统的研发和生产。标的公司与均胜电子（不包含均胜群英）分属汽车零部件行业的不

同细分领域，标的公司向其关联方采购功能件配件、材料、技术开发服务、软件开发服务

等交易属于标的公司日常经营过程中正常发生的采购业务。  

均源塑胶及其子公司主营业务为电镀产品、塑胶件、金属制品、模具、汽车零部件的

设计和制造，标的公司根据业务需要向其采购电镀产品。  

因此，标的公司与关联方的商品及服务采购交易属于各自主营业务范畴，具有商业实

质。 

 

（2）部分产品采购基于客户指定 

标的公司关联采购的主要内容为饰件、电子件类产品，该类产品在生产过程中涉及集

成其他厂商的组件，汽车整车厂商对于部分产品的采购系通过给部件集成厂商下发订单，

同时指定集成厂商采购的组件的品牌、规格、供应商、价格。因此，集成厂商在生产过程

中，需向整车厂商指定的厂商进行采购。如 Preh GmbH（德国普瑞）及其子公司系属于奔

驰指定供应商，报告期内，标的公司根据奔驰指定向其进行采购。  

（3）均胜科技为宁波市应急物资生产重点企业 

2020 年新冠疫情爆发，均胜科技系宁波市疫情防控重点保障物资生产企业名单（第一

批）、宁波市应急物资生产重点企业（第二批），标的公司向其采购口罩，为全体员工尽早

安全复工提供了保障。 

（4）品牌许可使用 

标的公司作为独立的市场主体，主要产品为汽车智能功能件系统、高端内饰总成以及

新能源汽车领域的充配电系统，其业务分布于境内外，在其生产经营过程中已注册和使用

“ ”、“ ”、“ ”、“ ”、“ ”等自

有商标，标的公司前述独立商标品牌在其与国内外整车厂商长期业务合作中培育了自身价

值，已成为对其产品的品质保证。前述“ ”、“ ”商标系组合商标，

包含“ ”或“ ”字样。中文“ ”及英文“ ”商标系由均胜电子

创立并拥有所有权，通过多年的市场运营积累了全球市场影响力。因此，均胜电子与标的

公司及其部分子公司于 2019 年签署《品牌许可使用协议》，由均胜电子许可标的公司及其

子公司使用其中文“ ”及英文“ ”品牌。 

对此，均胜电子已于 2020 年 12 月 8 日与均胜群英签署了《品牌许可使用协议之补充

协议》，约定为实现标的公司业务的平稳过渡，同意均胜群英及其子公司在本次交易完成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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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内继续根据《品牌许可使用协议》免费使用有关中文“均胜”及英文“Joyson”的品

牌。并进一步承诺，在三年后在标的公司完全建立独立的品牌并顺利完成品牌过渡前，均

胜群英及其子公司可以继续免费使用“均胜”品牌，直至过渡完成。  

综上所述，标的公司向关联方的采购是在生产经营、市场开拓过程中发生的正常采购

业务，双方交易具有商业合理性和客观必要性。 

 

 

2、交易定价依据及合理性说明 

（1）标的公司制定并遵循严格的采购流程 

对于一般采购业务，标的公司生产部门根据客户或内部需求，从公司设备产能、生产

计划、原料成本、交付时限等方面进行评估，在合格供方名录选取合适的供应商，进行公

平的询价、报价、比价的流程，最后确定布点的供应商，并根据采购控制程序实施采购。

标的公司采购物资分为 A、B、C、D 四类，其中 A 类为生产经营的物资，包括原材料、

生产及检测设备、模具、工装等；B 类物资为零星采购品，包括机物料、工具、模具配件、

外加工等；C 类为办公用品；D 类为交通运输类固定资产。上述关联采购同样是按照前述

流程执行的，交易价格系参照市场价格确定，定价依据合理，价格公允。 

（2）部分产品按客户指定价格采购 

对于汽车整车厂商指定的供应商采购业务，客户在指定采购时，配件价格亦由汽车整

车厂商确定，标的公司按照双方谈定的价格实施采购，符合汽车零部件的行业特点。  

（3）许可使用费处于市场合理价格范围 

根据《品牌许可使用协议》的约定，标的公司及其部分子公司按照年收入的 0.5%向均

胜电子支付许可费。经比较市场关于品牌/商标使用费的收费情况，标的公司支付的品牌使

用权定价在合理范围内，交易价格公允： 

 

收取方 支付方 收费情况 

远洋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安邦集团 销售总额的 0.5%-1.5% 

松德智慧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中山松德新材料装备有限公司 销售总额的 0.1% 

广东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惠州雷士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销售总额的 3% 

注：上述数据来源于各相关上市公司公告 

 

综上所述，标的公司日常采购交易定价系遵循采购流程比价、客户指定价格，以及参

照市场交易价格确定，定价依据科学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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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资金往来 

1、其他应收款项 

 

时间 公司名称 关联方名称 金额（万元） 交易事项 

2018 年 12 月 31

日 

均胜群英 宁波均源塑胶 
2,188.00 

借款 

2019 年 12 月 31

日 

均胜群英 宁波均源塑胶 
2,588.00 

借款 

2020年 9月 30日 

 

上海均胜奔源 均胜集团 4.67 代缴社保、公积金 

上海均胜奔源 均胜电子 46.85 代缴社保、公积金 

均胜群英 宁波均源塑胶 2,478.00 借款 

均胜群英 宁波均源塑胶 92.92 应收利息 

2、利息收入 

 

时间 公司名称 关联方名称 金额（万元） 

2018年度 均胜群英 宁波均源塑胶 90.12 

2019年度 均胜群英 宁波均源塑胶 115.32 

2020年 1-9月 均胜群英 宁波均源塑胶 94.68 

 

报告期内，均源塑胶为标的公司的参股公司，设立时间较短，目前仍处于亏损状态，

为保障其日常经营，标的公司与该公司其他股东同步向其提供借款，并按照 5%利率收取

利息。根据中国人民银行自 2019 年 8 月至 2020 年 11 月发布的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

受权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五年期的 LPR 平均值为 4.73%，标的公司按 5%计

算利息较 LPR 平均值略有上浮，价格公允。 

均胜集团、均胜电子部分户籍地在上海的员工希望在上海当地缴纳社保和公积金，故

委托标的公司子公司上海均胜奔源代为缴纳，缴纳基数及缴纳比例系按照上海社保和公积

金法定缴纳基数和比例确定。截至本回复签署日，均胜电子及均胜集团已分别将所涉及的

代缴款项 46.85 万元、4.67 万元支付给均胜群英，并出具《确认函》，同意在均胜群英股

份转让完成后，逐步将所涉及员工的社保、公积金转由公司自行缴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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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其他应付款项 

 

时间 公司名称 关联方名称 金额（万元） 交易事项 

2018年 12月 31日 

 

均胜群英 均胜电子 32,508.34 借款及往来款 

均胜群英 均胜电子 18,435.40 应付股利 

均胜群英 均胜科技 8,215.00 应付股利 

2019年 12月 31日 

 

均胜群英 均胜电子 41,292.56 借款及往来款 

均胜群英 均胜电子 494.75 应付借款利息 

均胜群英 均胜电子 50,000.00 应付股权收购款 

均胜群英 均胜电子 23,883.10 应付股利 

均胜群英 均胜科技 10,030.90 应付股利 

2020年 9月 30日 

 

均胜群英 均胜电子 23,883.10 应付股利 

均胜群英 均胜电子 38,246.24 应付股权收购款 

均胜群英 均胜电子 645.08 往来款 

均胜群英 均胜科技 10,030.90 应付股利 

均胜群英 宁波均享 207.90 应付股利 

 

4、利息费用 

 

时间 公司名称 关联方名称 金额（万元） 

2018年度 

均胜群英 

 

均胜电子 

 

985.67 

2019年度 1,021.71 

2020年 1-9月 337.96 

 

为支持标的公司发展，报告期内均胜电子向均胜群英提供资金支持，标的公司按照 5%

年利率支付利息。根据中国人民银行自 2019 年 8 月至 2020 年 11 月发布的全国银行间同

业拆借中心受权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五年期的 LPR 平均值为 4.73%，标的公

司按 5%计算利息较 LPR 平均值略有上浮，价格公允。 

标的公司应付股利系公司依法召开股东大会，审议同意以标的公司当期未分配利润为

基础，按照各股东持股比例实施分配而形成。 

标的公司应付股权收购款系其于 2019 年 11 月向均胜电子收购其持有的 JoysonQuin 

Automotive Systems GmbH（德国群英）75%股权形成，本次股权转让由北京中企华资产

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对 JoysonQuin Automotive Systems GmbH 在评估基准日（2019 年 6

月 30 日）全部权益价值进行评估，评估价值为 8,515 万欧元（人民币 66,562 万元），股

权转让价格为 5 亿元，价格公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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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2 月 5 日，均胜群英与均胜电子就上述往来款支付安排签署《备忘录》，均胜

电子同意均胜群英应付均胜电子及均胜科技的股利共计 33,914.00 万元可在资金充裕时偿

还，未偿还期间无需支付利息；应付股权收购款 38,246.24 万元转为股东借款，在上市公

司合并资产负债率低于 65%，且经营现金流充裕的情况下，由均胜群英负责偿还。 

 

二、结合市场可比交易价格，补充披露上述关联采购、资金往来交易定价的公允性影

响 

 

参照本题“一、补充披露标的公司上述关联采购、资金往来相关背景、必要性、定价

依据及合理性”回复所述，标的公司关联采购事项的交易定价系遵循采购流程比价、参照

市场交易价格或系客户指定价格，定价依据科学合理，价格公允；标的公司的资金往来中

的借款属于大股东为支持公司经营发展，按照市场条件进行的交易，交易定价具备公允性；

标的公司的资金往来中的其他资金往来事项具备偶发性，系标的公司与其关联方因分红或

收购事项引致的，相关交易已履行了相应的审批程序并按照信息披露要求进行了公告。 

 

三、结合上述情形，补充披露标的公司是否对交易对手方存在重大依赖，关联交易对

标的资产独立性及经营业绩的影响，本次交易是否符合《重组办法》第十一条第

（六）项相关规定。 

 

上述关联采购、资金往来具有必要性，定价科学合理，交易价格公允，相关采购金额

占标的公司营业成本比例较低，标的公司对交易对方不存在重大依赖，关联交易不会对标

的公司独立性及经营业绩产生不利影响，本次交易符合《重组办法》第十一条第（六）项

相关规定。 

 

四、请独立财务顾问、律师、会计师发表明确意见。 

 

会计师回复： 

 

针对上述问题，我们执行的主要程序如下： 

- 访谈标的公司管理层，了解报告期内关联交易的实质和必要性以及关联交易的定

价原则； 

- 查阅标的公司报告期内各期关联交易明细；针对关联采购，在抽样的基础上，将

记录的存货核对至相关的采购订单、采购发票以及付款水单；针对资金往来，在

抽样的基础上，将记录的资金往来核对至相关的借款合同，银行水单；  

- 将关联方采购价格与同类产品的可比第三方销售和采购价格进行对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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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取样本，向关联方寄发询证函，对报告期内披露的关联方的采购交易额、资金

往来以及关联方余额进行确认 

 

基于上述审计工作，我们认为： 

(1) 标的公司补充披露的关联采购、资金往来相关背景、必要性、定价依据及合理性

与我们了解的情况一致； 

(2) 标的公司补充披露的上述关联采购、资金往来交易定价的公允性与我们了解的情

况一致； 

(3) 标的公司对上述交易对方不存在重大依赖，关联交易不会对标的公司独立性及经

营业绩产生不利影响。 

 

 

问题 17： 

《预案》显示，报告期内，标的资产销售费用率分别为 4.36%、5.16%、1.67%，管

理费用率分别为 7.35%、8.11%、9.52%，管理费用主要为职工薪酬，且呈现稳步增长趋

势。请你公司： 

（1）结合销售费用和管理费用的构成、报告期内业务规模、同行业可比公司水平等，

补充披露销售费用率和管理费用率水平的合理性； 

（2）结合管理人员数量、薪酬标准等，说明管理人员薪酬的合理性以及逐步增长的主

要原因； 

（3）请独立财务顾问和会计师发表明确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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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回复： 

 

一、结合销售费用和管理费用的构成、报告期内业务规模、同行业可比公司水平等，

补充披露销售费用率和管理费用率水平的合理性 

 

（一）销售费用的构成情况 

报告期内，标的公司销售费用的明细构成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截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止 9

个月期间 
2019 年 2018 年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人工费用 2,907.54 71% 3,761.63 19% 3,466.90 22% 

运费 0.00 不适用 10,373.88 53% 9,792.45 63% 

质保金 329.14 8% 1,931.82 10% 355.48 2% 

样品费 25.53 1% 518.22 3% 0.70 0% 

专业费用 161.28 4% 934.35 5% 575.58 4% 

差旅费 29.51 1% 444.96 2% 153.11 1% 

广告费 0.00 不适用 349.30 2% 30.62 0% 

经营租赁费 14.60 0% 28.19 0% 61.99 0% 

仓储费 429.12 11% 666.77 3% 760.53 5% 

固定资产折旧 3.40 0% 5.33 0% 5.00 0% 

无形资产摊销 0.20 0% 0.26 0% 7.11 0% 

其他 184.41 5% 414.89 2% 404.89 3% 

合计 4,084.71 100% 19,429.60 100% 15,614.36 100% 

 

2018 年度、2019 年度及截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止 9 个月期间标的公司销售费用占各

期营业总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4.36%、5.16%、1.67%，销售费用的变动与营业收入一致。

2019 年由于宝马 G2Y 产品量产，该产品处于量产爬坡期，使得相关样品及质保金费用有

所上升。2020 年销售费用显著下降是由于人民币 5,077 万元运费与履约义务直接相关，新

收入准则下确认为成本。此外，受到疫情影响，企业减少开支，2020 年度未发生广告投入，

限制差旅及租车等措施，有效地降低了 2020 年销售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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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管理费用的构成情况 

报告期内，标的公司管理费用的明细构成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截至 2020年 9月 30日止 9

个月期间 
2019 年 2018 年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职工薪酬 17,120.86 74% 18,927.74 62% 15,602.86 59% 

服务费 1,608.94 7% 2,719.26 9% 2,540.93 10% 

固定资产折旧 2,468.42 11% 4,308.06 14% 3,792.23 14% 

无形资产摊销 660.32 3% 872.54 3% 703.94 3% 

差旅费 51.24 0% 1,730.19 6% 1,411.90 5% 

办公费 421.34 2% 398.84 1% 328.75 1% 

保险费 209.46 1% 518.48 2% 437.11 2% 

修理费 252.91 1% 461.68 2% 410.10 2% 

租赁费 56.52 0% 138.33 0% 530.57 2% 

其他 435.16 2% 480.17 2% 555.59 2% 

合计 23,285.16 100% 30,555.28 100% 26,313.98 100% 

 

2018 年度、2019 年度及截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止 9 个月期间标的公司管理费用占各

期营业总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7.35%、8.11%、9.52%，相对稳定。报告期内，标的公司管

理费用整体呈上升趋势主要是由于职工薪酬增大，随着宁波群英业务发展，业务投入逐步

扩大，使得相关管理人员有所增加。 

 

2018 年及 2019 年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销售费用及管理费用占营业总收入的比例如下： 

 

公司 

2019 2018 

销售费用占营业总

收入比例 

管理费用占营业总

收入比例 

销售费用占营业总

收入比例 

管理费用占营业总

收入比例 

特锐德 7.59% 7.08% 7.50% 6.17% 

新泉股份 4.66% 4.40% 4.44% 3.70% 

宁波华翔 2.84% 5.03% 3.20% 5.37% 

岱美股份 5.90% 6.52% 5.58% 6.18% 

拓普集团 5.36% 4.29% 4.85% 3.64% 

平均值 5.27% 5.46% 5.11% 5.01% 

中位数 5.36% 5.03% 4.85% 5.37% 

标的公司 5.16% 8.11% 4.36% 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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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的公司销售费用占营业总收入的比例接近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平均水平，符合行业

特性。 

标的公司管理费用占比高于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平均水平，系职工薪酬占比高于同行

业可比上市公司。 

 

二、结合管理人员数量、薪酬标准等，说明管理人员薪酬的合理性以及逐步增长的主

要原因 

 

管理人员薪酬标准主要是由短期职工薪酬、离职后福利、辞退福利以及其他长期职工

福利组成。具体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管理人员

数量 

2020 年 9 月 30 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18 年 12 月 31 日 

人数 职工薪酬总额 人数 职工薪酬总额 人数 职工薪酬总额 

境内 215 3,161.06 194 4,210.26 191 3,683.90 

境外 225 13,959.81 220 14,717.48 210 11,918.96 

合计 440 17,120.86 414 18,927.74 401 15,602.86 

 

标的公司管理人员平均薪酬水平较高主要系海外管理层平均薪酬较高及平均薪酬增长

所致。报告期内随着业务发展，境内外公司管理人员在报告期内保持连续不同程度增长。

此外，相应薪酬水平受当地通货膨胀、市场工资水平及人才竞争影响，涨薪幅度普遍高于

5%。 

 

三、请独立财务顾问和会计师发表明确意见。 

 

会计师回复： 

 

针对上述问题，我们执行的主要程序如下： 

 

-  询问管理层关于销售费用、管理费用以及职工薪酬各期变动的原因； 

-  查阅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销售费用和管理费用占营业收入比例情况，并与标的公司

相关比例进行对比，询问管理层有关差异原因； 

-  选取样本，查阅并核对与销售费用及管理费用中相关费用的支持性文件； 

 

-  选取样本，通过检查相关付款水单等支持性文件执行工资费用的细节性测试，或实

质性分析程序; 

-  对折旧费用执行实质性分析程序； 



第 32 页 

 

-  执行搜索未记负债测试等。 

 

基于上述审计工作，我们认为： 

 

（1） 报告期内，标的公司销售费用率、管理费用率及管理人员薪酬水平具有合理性，

与业务规模相匹配，符合行业特性。 

（2） 相关费用核算的会计处理在所有重大方面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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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专项说明仅用于广东香山衡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回复《关于对广东香山衡器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的重组问询函》之用，未经本所的事先书面同意，不得用于其他目的。  

 
 
 
 
 

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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