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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关于对台海玛努尔核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注函的回复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 

根据我们收到台海玛努尔核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台海核电”)

转来的贵部 2020 年 11 月 25 日下发的《关于对台海玛努尔核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

函》(中小板关注函【2020】第 546 号)(以下简称“关注函”)，针对关注函中要求会

计师发表意见的问询事项，我们进行了逐项的核查、落实与说明。 

1、烟台台海核电合并销售收入占你公司销售收入的 100%，总资产占你公司总资产

的 99.99%，净资产占你公司净资产的 96.61%。请你公司补充说明烟台台海核电进入破

产重整程序对你公司生产经营活动的具体影响，是否将导致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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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公司上述情形是否触及本所《股票上市

规则》（2018 年 11月修订）第 13.3.1 条第一款规定的情形。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

明确意见。 

（一）公司的回复或说明 

《股票上市规则》（2018 年 11 月修订）第 13.3.1 条第一款规定：“上市公司出现

下列情形之一的，本所有权对其股票交易实行其他风险警示：（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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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烟台台海玛努尔核电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烟台台海核电”）是公司全资子公司，

公司主要生产经营活动在烟台台海核电，烟台台海核电进入破产重整程序对公司生产经

营活动造成重大影响。截至 2020年 9月 30日，烟台台海核电合并销售收入占公司销售

收入的 100%。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时间 
未审报

表项目 

烟台核电 

单体报表 

烟台核电 

合并报表 

台海核电 

合并报表 

烟台核电单体

报表项目占台

海核电合并报

表项目比例 

烟台核电合并报

表项目占台海核

电合并报表项目

比例 

2020 年 

9 月 30 日 
总资产 633,627.20  670,404.97  670,457.20  94.51% 99.99% 

2020 年 

9 月 30 日 
净资产 193,269.62  210,016.50  217,399.76  88.90% 96.60% 

2020 年

1-9 月 

营业收

入 
23,800.52  32,862.96  32,862.96  72.42% 100.00% 

注：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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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2月 2日，烟台台海玛努尔核电设备有限公司管理人（以下简称管理人）

向山东省烟台市莱山区人民法院提交《关于烟台台海玛努尔核电设备有限公司继续营业

的报告》。该报告中明确指出目前烟台台海核电内部经营管理体系较为完备，尽管外部

债权人较多、数额较大，但烟台台海核电继续营业是通过重整摆脱经济困境，让其恢复

盈利能力、偿债能力的重要手段，有助于提升整体资产价值，吸引潜在意向投资人。且

继续营业将更有利于广大债权人、职工和各相关方的利益，故管理人认为烟台台海核电

应当继续营业。同日，山东省烟台市莱山区人民法院批复同意烟台台海核电继续营业。 

目前烟台台海核电已进入破产重整程序，截至本函回复日，烟台台海核电的重整方

案尚未确定，破产重整进程及结果尚存在不确定性，目前公司尚无法可靠预计长期股权

投资和债权的可回收金额，破产重整事项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暂时无法判

断，公司将根据破产重整结果，依据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同

时，烟台台海核电存在因重整失败而被法院宣告破产清算的风险；本公司将密切关注破

产重整进程，积极维护公司及公司股东的权利，并根据破产重整事项的进展及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2020 年至今，公司单体的经营情况与 2019 年度经营情况基本一致，董事

会能够形成一致决议，烟台台海核电破产重整事项对公司单体经营活动未造成重大影响。

公司主要生产经营活动在烟台台海核电及其子公司，因管理人向法院申请其继续营业并

已获得法院批准，烟台台海核电生产经营活动不会因进入破产重整程序而停止，破产重

整事项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暂时无法判断。 

综上所述，截至本函回复日，公司认为公司尚未触及贵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

年 11 月修订）第 13.3.1条第一款规定的情形。 

（二）会计师意见 

我们获取台海核电提供的截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台海核电、烟台台海核电合并及

单体财务报表（未经审计），了解公司相关财务情况；我们向公司管理层以及管理人了

解烟台台海核电进入破产重整程序对公司生产经营活动的影响。 

我们认为，如公司回复情况所述，烟台台海核电破产重整涉及多方面的利益相关方

和复杂的法律专业问题，结果存在不确定性，且对上市公司的影响重大，故我们难以判

断公司上述事项是否会导致公司在截止本函回复之后的期间触及贵所《股票上市规则》

（2018 年 11月修订）第 13.3.1条第一款规定的情形。 

2、结合烟台台海核电进入破产重整程序后银行帐号被冻结情况，补充说明截至目

前你公司主要银行账户情况，你公司是否存在主要银行账户被冻结的情形，是否触及本

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年 11月修订）第 13.3.1 条第二款规定的情形。请年审会计

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一）公司的回复或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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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股票上市规则》（2018 年 11月修订）第 13.3.1 条第二款规定“上市公司出

现下列情形之一的，本所有权对其股票交易实行其他风险警示：（二）公司主要银行账

号被冻结。”。 

目前公司单体开立有 16个银行账户，截至 11月 30日有 5个银行账户被冻结，被

冻结账户占全部账户的 31.25%。 

被冻结账户情况如下： 

账户 金额（元） 账户性质/用途 状态 

工行四川省眉山市分行  0.00  基本存款账户 冻结 

中行四川省眉山分行 71,210.33  一般存款账户 冻结 

交通银行烟台莱山支行 212,250.25  一般存款账户 冻结 

烟台福山珠江村镇银行 381.40  一般存款账户 冻结 

华夏银行烟台分行 11.52  一般存款账户 冻结 

合计 283,853.50     

烟台台海核电开立有 68个银行账户，截至 11月 19日有 42个银行账户被冻结，被

冻结账户占全部账户的 61.76%。 

被冻结账户情况如下： 

账户 金额（元） 账户性质/用途 状态 

工商银行烟台市分行 4,699,281.27 基本存款账户 冻结 

建设银行南大街支行 2.51 一般存款账户 冻结 

中国银行莱山支行 10.63 一般存款账户 冻结 

中国银行烟台分行 5.27 一般存款账户 冻结 

建设银行莱山支行 9,240,096.31 一般存款账户 冻结 

建设银行莱山支行美元 919,607.28 一般存款账户 冻结 

建设银行莱山支行美元贷款户 12.29 一般存款账户 冻结 

建设银行莱山支行欧元户 0 一般存款账户 冻结 

建设银行莱山支行欧元待核查 28,457.10 一般存款账户 冻结 

中信银行莱山支行 128,059.06 一般存款账户 冻结 

淄博齐商银行 12,577.23 一般存款账户 冻结 

光大银行凤凰台支行 1,177,434.45 一般存款账户 冻结 

恒丰银行莱山支行 2,248.47 一般存款账户 冻结 

兴业银行烟台分行 7,295.89 一般存款账户 冻结 

烟台银行招远支行 5,427.35 一般存款账户 冻结 

建设银行莱山支行（固） 2,506.00 一般存款账户 冻结 

农业银行莱山支行 1,477.96 一般存款账户 冻结 

建设银行莱山支行贷款专户 616.22 一般存款账户 冻结 

烟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贸大厦支行 11,875.99 一般存款账户 冻结 

中国银行烟台莱山支行欧元待核查户 0 一般存款账户 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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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户 金额（元） 账户性质/用途 状态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分行营业部 0.41 一般存款账户 冻结 

建行莱山分行融资租赁户 624.13 一般存款账户 冻结 

莱山中行欧元户 3,287.36 一般存款账户 冻结 

建行莱山支行美元待核查户 18,942.13 一般存款账户 冻结 

平安银行烟台分行 5,377.42 一般存款账户 冻结 

光大银行凤凰台支行贷款户 39.48 一般存款账户 冻结 

浦发银行烟台分行美元帐户 381,025.91 一般存款账户 冻结 

烟台国际美元户 12.56 一般存款账户 冻结 

青岛银行烟台分行 122.73 一般存款账户 冻结 

德州银行烟台分行营业部 21.5 一般存款账户 冻结 

渤海银行福州分行营业部 3,420.44 一般存款账户 冻结 

烟台福山珠江村镇银行 63.84 一般存款账户 冻结 

中信银行莱山支行 0.00 一般存款账户 冻结 

建行莱山支行 9.48 一般存款账户 冻结 

兴业银行烟台分行 500 一般存款账户 冻结 

平安银行烟台分行 0 一般存款账户 冻结 

北京银行济南历城支行 1,246.32 一般存款账户 冻结 

民生银行烟台分行 8.16 一般存款账户 冻结 

华夏银行南大街支行 136.95 一般存款账户 冻结 

华夏银行莱山支行 953.11 一般存款账户 冻结 

兴业银行烟台分行 0 一般存款账户 冻结 

中信银行美元账户 239,310.03 一般存款账户 冻结 

合计 16,892,093.24  
 

基本存款账户通常认为系公司主要银行账户，基本存款账户被冻结会导致公司无法

提取现金，但公司目前资金支付主要采用银行转账、汇款、支票、本票等方式，因此基

本存款账户被冻结对公司经营产生的影响较小。母公司台海核电的注册地位于四川省青

神县黑龙镇，而公司实际经营地位于山东省烟台市莱山经济开发区；母公司基本存款账

户位于四川眉山，公司考虑便捷性、时间以及成本等因素，未将该基本账户作为公司日

常经营活动中的主要账户使用。一般存款账户通常不被认为系公司主要银行账户。截至

本函回复日，公司被司法冻结的一般存款账户金额合计 28.39 万元，被冻结资金较少，

公司目前仍可以通过其他未被冻结的一般存款账户进行日常结算业务，暂不会对公司的

正常运行、经营管理造成实质影响。 

烟台台海核电被司法冻结的账户金额合计 1,689.21 万元，占未审财务报表货币资

金的 23.73%；因已进入破产重整程序，管理人已经接管该公司，其银行账户也一并被接

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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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截至本关注函回复日，公司认为上述事项尚未触及贵所《股票上市规则》

（2018 年 11月修订）第 13.3.1条第二款规定的情形。但随着账户冻结时间延续及公司

其他账户可能被进一步冻结，将对公司的生产经营等造成实质性不利影响，存在可能导

致公司发生《股票上市规则（2018 年 11月修订）》第 13.3.1条第二款规定情形的风险。 

（二）会计师意见 

我们获取台海核电提供的银行账户冻结情况明细表，了解公司银行账户冻结情况；

我们抽查公司提供的部分台海核电未冻结银行账户的资金流水，了解公司资金支付情况。

我们认为台海核电管理层对公司银行账户被冻结事项的说明基本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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