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深圳市奋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对相关事项的专项说明 

 

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深圳市奋达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公司”）出具了标准的无保留意见的意见的《2020 年审计报告》、

以及标准的无保留意见的《内部控制鉴证报告》，同时出具了《深圳市奋达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9 年度审计报告保留意见所涉及事项影响已消除的专项说

明报告》《深圳市奋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9 年度内部控制鉴证报告否定

意见所述事项影响已消除的专项说明》，表明公司 2019 年度审计报告保留意见

所涉及事项，以及 2019 年度内部控制鉴证报告否定意见所述事项影响均已消除，

公司董事会对相关事项作如下说明： 

 

一、关于 2019 年度审计报告保留意见涉及事项影响已消除的说明 

（一）保留事项的内容 

1、2019 年度，奋达科技对并购子公司富诚达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

诚达”）形成的商誉 25.45 亿元全额计提减值准备；对与子公司欧朋达科技（深

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欧朋达”）相关的剩余商誉 2.54 亿元全额计提减值

准备；对富诚达部分固定资产计提减值准备 1.53 亿元；对欧朋达部分固定资产

计提减值准备 0.41 亿元，上述各项合计确认资产减值损失 29.93 亿元。我们无法

就上述商誉减值准备和固定资产减值准备的合理性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2、富诚达对其 2019 年 12 月 31 日的存货余额计提跌价准备并确认资产减值

损失 0.74 亿元。我们无法就相关存货的可变现净值及计提的跌价准备的合理性

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3、富诚达 2019 年度营业成本中包括模夹治具摊销成本 5,864.60 万元。我们

无法就模夹治具摊销方法的合理性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二）董事会对 2019 年度审计报告保留意见涉及事项影响已消除的说明 

公司及管理层高度重视保留意见所涉及的事项，根据各项目相关子公司的实

际情况，采取措施逐项进行核查并严格落实相关行动方案，直至该项目关闭，且



对财务报表不造成后续影响。基于以上整改原则，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

已将保留意见涉及事项全部落实，所有保留事项均予关闭，具体如下： 

（1）商誉和固定资产减值 

1.1 商誉减值涉及的保留事项 

2019 年度，公司并购子公司富诚达和欧朋达形成的商誉 27.99 亿元全额计提

减值准备。该保留事项，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在深圳证券交易所 2019 年年报问询

函回复中说明：“会计师在复核富诚达 2018 年度商誉减值测试的过程中，发现

2018 年商誉减值测试中预测收入存在依据不充分的情形。虽然与富诚达公司相

关的商誉在 2018 年已存在减值迹象，但公司难以重新测算 2018 年商誉减值准备

中应归属于 2018 年度部分”，以及对欧朋达“公司难以重新测算 2018 年度商誉

相关的资产组的可回收金额，因此无法确定 2019 年度计提的商誉减值准备中应

归属于 2018 年度的部分”，因此出具了保留意见”。 

公司在 2017 年并购富诚达形成账面商誉 25.45 亿元。 

2018 年公司聘请了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独立第三方评估机构北京

北方亚事资产评估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北方亚事”）对并购富

诚达形成的商誉出具了北方亚事评报字【2019】第 01-279 号评估报告，结合未

来经营情况的预测采用收益法进行了专业的评估，根据此报告，公司在 2018 年

无需计提减值准备。 

2019 年公司聘请了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独立第三方评估机构银信

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信资产”）出具了银信财报字【2020】沪第

265 号评估报告，根据 2019 年度商誉减值测试的结果，公司并购富诚达形成的

账面商誉应计提减值准备金额 25.45 亿元，公司累计计提商誉减值准备金额 25.45

亿元,并购富诚达形成的商誉已全额计提减值准备。 

公司在 2014 年并购欧朋达形成的账面商誉 9.1 亿元。 

2018 年公司聘请了北方亚事对并购欧朋达形成的商誉出具了北方亚事评报

字【2019】第 01-278 号评估报告，结合未来经营情况的预测采用收益法进行了

专业的评估，根据此报告公司，公司在 2018 年底计提了商誉减值准备 6.55 亿元，

计提减值准备后，并购欧朋达形成的商誉的账面余额为 2.55 亿元。 

对于并购欧朋达形成的商誉在 2019 年末的减值情况，公司聘请了独立的第



三方评估机构，对欧朋达的商誉减值情况进行评估，并取得了编号为“银信财报

字【2020】沪第 264 号”的评估报告，根据评估报告的结果，公司 2019 年末需

计提商誉减值准备 2.55 亿元，并购欧朋达形成的商誉已全额计提减值准备。 

综上所述，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商誉已全额计提减值准备，相关事

项对 2020 年度及以后不会产生影响。 

1.2 固定资产减值涉及到的保留事项 

在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的说明中，会计师回复：“由于公司对子公司富诚达缺

乏有效管控，公司难以重新测算 2018 年度固定资产计提减值准备金额，因此无

法确定 2019 年度计提的减值准备应归属于 2018 年度的部分；同时，固定资产的

减值准备的余额需要进一步获取证据。因此，会计师无法就 2019 年度确认的资

产减值损失金额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公司在 2020 年初公司已加强对富诚达的管理，包括改选董事会、变更法定

代表人、交接富诚达及下属子公司的营业执照（正副本）原件、公司公章、财务

专用章、各银行账户管理员 UKey、工商数字证书等措施加强对富诚达的控制力

度；并且加强了日常业务与流程的财务与法务管控，完善相关管理制度，强化内

部控制和内部审计，公司对子公司富诚达已实现有效管控。 

在 2019 年第 4 季度，公司发现富诚达存在闲置和部分在用固定资产减值的

情况，为了确认闲置和在用的固定资产的减值情况，上市公司与 2 家评估师、会

计师在 2020 年初对固定资产进行了 2 次专门的清查，对固定资产的状况进行了

详细梳理。 

对于固定资产减值金额的确定，一方面，公司专门组织了招投标，二手设备

厂商对相关设备进行了独立报价，公司收到 4家厂商的独立报价；另一方面，公

司聘请了独立的第三方评估机构深圳中达信资产评估房地产土地估价有限公司

对固定资产的可收回金额进行了评估，并出具了编号为“粤深中达信评报字

【2020】第 0105 号”、“粤深中达信评报字【2020】第 0107 号”、的资产评估

报告。通过上述程序，富诚达依据评估结果计提了相应的固定资产减值准备，金

额为 1.53 亿元。 

2020 年公司又聘请了独立的第三方评估机构深圳市鹏晨房地产土地资产评

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鹏晨”）对上述两份评估报告进行复核，出具了深鹏晨



复评估 2021019 号和深鹏晨复评估 2021020 号评估复核意见报告书，通过实施相

关复核程序，鹏晨的复核意见为前述评估报告的评估结论公允、合理。 

对欧朋达部分固定资产计提减值准备 0.41 亿元的事项，公司在 2019 年度聘

请了深圳中达信资产评估房地产土地估价有限公司出具了粤深中达信评报字

【2020】第 0108 号报告；并且以 2020 年 10 月 31 日为基准日，公司已处置了该

子公司 100%股权。 

因此固定资产减值相关保留事项的影响已经消除，不会对 2020 年财务报告

造成影响。 

存货资产减值涉及的保留事项 

2019 年，公司下属子公司富诚达的存货计提跌价准备 0.74 亿元，截至 2019

年度累计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0.76 亿元。在 2019 年审计过程中，公司 2 次组织

对存货进行盘点，并由审计机构和评估机构进行监盘，在现场盘点及库龄分析的

基础上，结合 2020 年存货的报废情况，公司对富诚达的存货进行了全面清查，

因富诚达超过 1 年以上的长库龄存货可对外出售的可能性比较低，报废价值也较

小，依据公司会计政策，对库龄超过 1 年的存货全额计提了跌价准备，并对部分

2020 年初报废的存货全额计提了跌价准备，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对于存货已

足额计提了跌价准备。 

2020 年聘请上海万隆资产评估公司对 2020 年 12 月 31 日的存货进行评估，

出具了万隆报字【2021】第 10027 号评估报告，1 年以上的存货账面净值与评估

价值基本一致，所以该保留事项影响已消除，且对 2020 年财务数据没有后续影

响。 

模夹治具摊销涉及的保留事项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的相关回复中说明：“富诚达 2019 年度营业成本中包括

模夹治具摊销成本 5,864.60 万元。由于公司对子公司富诚达缺乏有效管控，公司

难以重新测算 2018 年度长期待摊费用摊销的影响金额，因此无法确定 2019 年度

长期待摊费用的摊销金额应归属于 2018 年度的部分；因此，会计师无法就 2019

年度确认的长期待摊费用摊销金额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对赌期内，因上市公司对子公司富诚达的管控有效性方面存在一定障碍，未

及时识别富诚达对长期待摊费用中模夹具的摊销方法与并购前审计报告不一致



的情况，且与上市公司及其他子公司也存在不一致。因此导致子公司富诚达的模

夹治具没有采用一次性计入损益的方式，而是采取分期摊销模式，但是富诚达也

没有建立起有效的实物管控体系，和成本分摊系统，导致 2019 年度审计时立信

审计师难于就 2019 年度沿用分摊方式对长期待摊费用的摊销金额获取充分、适

当的审计证据。 

上市公司 2020 年初已采取各种措施加大对富诚达的管控力度，对于在 2019

年已发现的上述模夹具摊销方法与上市公司及其他子公司不一致的情况后，富诚

达已召开董事会就长期待摊费用模夹具的会计处理进行核实、分析和论证。富诚

达研发生产和销售金属精密小件，虽然富诚达的客户群和最终产品与上市公司及

其他子公司各不相同，但同属于电子产品行业，与欧朋达同属于移动智能终端金

属结构件加工行业。由于电子产品更新迭代快、产品周期短，且模夹具专用性强，

很难通用于其他电子产品的加工，而对模夹治具的使用寿命和产出量进行客观估

计技术难度大。综合考虑相关的业务特点，2019 年末将富诚达长期待摊费用模

夹具按照上市公司和欧朋达的摊销方法一次性计入损益，该种方法与富诚达实际

业务情况及上市公司及其他子公司采用的摊销方法一致，更符合可比性原则和谨

慎性原则，截至 2019 年末长期待摊费用模夹具无结存金额。 

公司已加强了对富诚达日常会计核算的监控，2020 年延续采用与母公司一

致的会计处理方法即将模夹治具一次性计入年度损益；并建立备查登记簿，加强

对实物的全流程日常管控。因此该保留事项已消除，且对 2020 年财务数据没有

后续影响。 

二、关于 2019 年度内部控制鉴证报告否定意见所述事项影响消除的说明 

（一）否定意见的内部控制鉴证报告涉及的事项 

重大缺陷是内部控制中存在的、可能导致不能及时防止或发现并纠正财务报

表出现重大错报的一项控制缺陷或多项控制缺陷的组合。 

奋达科技公司的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存在如下重大缺陷: 

1、公司对子公司富诚达日常经营活动实施有效监管，富诚达业绩完成情况

严重不达预期且公司 2019 年期末全部计提商誉减值金额，金额影响重大，导致

公司出现大幅亏损，表明公司在报告期与子公司管理的内部控制存在重大缺陷。 

2、子公司富诚达财务核算中在出现存货减值以及固定资产减值计提不充分、



长期待摊费用中模夹治具核算缺乏内部管理资料，而公司的内部控制系统并未有

效识别上述缺陷的存在，表明公司在报告期内与财务报告相关的内部控制存在重

大缺陷。 

（二）否定意见所述事项影响已消除的说明 

针对否定意见所述的内控缺陷，公司及管理层高度重视，公司对内部控制做

了以下整改： 

1、加强对子公司富诚达的管控 

公司在 2020 年初加强对富诚达的管理，包括改选董事会、变更法定代表人、

交接富诚达及下属子公司的营业执照（正副本）原件、公司公章、财务专用章、

各银行账户管理员 UKey、工商数字证书等措施加强对富诚达的控制力度。并且

加强了日常业务与流程的财务与法务管控，完善相关管理制度，强化内部控制和

内部审计。公司聘请德勤管理咨询（上海）有限公司对公司及子公司富诚达的运

营和管控体系进行深度评估，优化组织管控体系，提升公司的管控效率和稳健性；

聘请安永（中国）企业咨询有限公司对子公司富诚达进行运营提升工作，进一步

提升运营效率及识别运营风险。 

2、完善子公司管理制度 

加强投资管理职能，全面梳理子公司制度体系，建立及优化《控股子公司管

理制度》、《投资管理制度》等制度文件，对子公司治理结构、财务及人事管理、

重大事项管理等方面明确管理要求和管理界限，加强对子公司的管理力度。 

3、加强对子公司富诚达的财务管理 

公司在 2020 年初向富诚达委派了财务负责人，建立健全富诚达的财务会计

体系，监督企业的营运、重大财务决策和审查财务报告；进一步加强富诚达的财

务会计基础工作，对实物进行全流程日常管控，提高会计核算水平，增强财务人

员专业水平，规范财务管理，实现财务核算真实、客观、准确。 

4、强化内部审计监督职能 

大力加强内部审计部门的建设，完善实时内部监督流程、防范内部控制的执

行风险。将子公司用章管理、关联方交易、对外担保、大额资金往来以及关联方

资金往来情况等事项作为重要审计内容，加强对子公司的审计监督力度。 

5、提高风险意识，强化内部控制的有效执行 



积极组织参加监管部门组织的学习培训，继续组织开展对中高层管理人员及

员工的法律法规培训，提高风险意识；组织公司及子公司相关人员认真学习有关

法律法规和公司内部控制制度，确保内部控制制度有效执行。 

基于上述整改情况，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 2019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否定

意见所述事项影响已经消除。 

 

特此说明。 

 

                                 深圳市奋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3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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