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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永贵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 2020 年年报问询函的回复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公司管理部： 

根据贵部于 2021 年 4 月 2 日下发的创业板年报问询函【2021】第 26 号《关

于对浙江永贵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的 2020 年年报问询函》，浙江永贵电器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永贵电器”）董事会组织相关部门、中介机构共同对

问询函中相关事项进行逐项核实，现将核实情况回复如下： 

一、报告期末，公司应收账款余额为 58,256.24 万元，其中按组合计提坏账

准备的应收账款账面余额为 47,150.37 万元，本期计提坏账准备 484.51 万元；报

告期内，公司对东风特汽（十堰）专用车有限公司等客户转回坏账准备 2,803.19

万元。请补充说明： 

（一）结合坏账准备转回相关客户应收账款形成的背景、具体的催收情况、

客户财务状况、还款的具体时间等，说明本期转回坏账准备的合理性，以前期

间坏账准备计提是否谨慎、合理，是否存在不当会计调节的情形； 

【回复】 

公司报告期内坏账准备转回 2,803.19 万元，主要转回的客户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客户名称 
期初账

面余额 

期初账面

坏账准备 

期初计提

比例（%） 

本期转回坏账

准备金额 

本期核销应

收账款金额 
期末账面余

额 

东风特汽（十堰）专用车有限公司 1,063.95 957.56 90.00 638.10 425.85 - 

山东国金汽车制造有限公司  1,000.46 1,000.46 100.00 602.20 398.26 - 

北京国能电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520.73 520.73 100.00 

988.62 

 

 - 

 

 

500.14 
河南国能电池有限公司  968.03 968.03 100.00 

江苏绿雅电力科技有限公司  309.60 185.76 60.00 185.76  - 

其他 23 家客户 1,141.38 1,033.83 90.58 388.50 108.83 644.05 

  合  计 5,004.15 4,666.37  540.58 2,803.18 932.94 1,144.17 

(续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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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名称 

应收账款

形成的背

景 

期初单项计提原因 催收情况 客户财务状况 转回方式及时间 

东风特汽（十

堰）专用车有

限公司 

车载与能

源信息产

品销售 

客户经营状况恶化，

法院判决后仍然无法

回款，且涉及诉讼较

多回款存在较大不确

定性，预计存在回款

风险 

2018 年，该客户不能按

信用政策及时回款，公司

对其开展商务催讨，2019

年起诉，2020 年诉讼判

决后调解，签署和解协议

并支付货款。 

经查询，该客户

存在较多待执

行案件，并被列

入失信被执行

人名单。 

诉讼判决后签署和解协议

按 6 折收款，于 2020 年陆

续收到回款合计 638.10 万

元（其中 138.10 万元系尚

未到期的商业承兑汇票），  

相应转回坏账准备，余款

425.85 万元核销 

山东国金汽车

制造有限公司 

车载与能

源信息产

品销售 

客户经营状况恶化，

多次催讨和协商未

果，已提起诉讼，预

计难以收回 

2018 年，该客户不能按

信用政策及时回款，公司

对其开展商务催讨，2018

年底起诉，2020 年诉讼

判决后执行调解，签署和

解协议并支付货款。 

经查询，该客户

存在较多待执

行案件，并被列

入失信被执行

人名单。 

诉讼调解后签署和解协议

按 6 折收款，2020 年回款

602.20 万元,相应转回坏账

准备，余款 398.26 万元核

销。 

北京国能电池

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车载与能

源信息产

品销售 

客户经营状况恶化，

且回款情况较差，预

计难以收回 
委托第三方催收，于

2020 年签署委托催收协

议 

经查询，该客户

存在较多待执

行案件，并被列

入失信被执行

人名单。 

委托第三方公司进行催

收，协商按照账面余额的 9

折结算，后签订补充协议，

在 9 折基础上再打九五折

收款， 2020 年陆续收到回

款合计 988.62 万元，相应

转回坏账准备，截至 2020

年末尚有余款 500.14 万元 

 

河南国能电池

有限公司 

车载与能

源信息产

品销售 

客户经营状况恶化，

且回款情况较差，预

计难以收回 

经查询，该客户

存在较多待执

行案件，并被列

入失信被执行

人名单。 

江苏绿雅电力

科技有限公司 

车载与能

源信息产

品销售 

多次催收未回款；客

户经营状况恶化，预

计存在回款风险 

法律诉讼 

公司对其应收

账款账龄较长

且多次催讨无

果 

2020 年诉讼成功后公司于

2020 年收到回款 309.60 万

元，相应转回对应计提的

坏账准备 

其他 23 家客

户 

其他客户

主要为车

载与能源

信息产品

销售 

客户均为经营状况恶

化，持续催收或诉讼

后仍回款困难，预计

存在回款风险 

业务员催收或诉讼收回

等 
- 

2020 年陆 续 收回 合计

388.50 万 元 ， 核 销   

108.38 万元，截至 2020 年

末尚有余款 644.05 万元 

综上，公司认为本期转回坏账准备合理，以前期间坏账准备计提谨慎、合

理，不存在不当会计调节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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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按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前五名应收账款的具体情况，包括销售内容、

金额、回款情况，与公司、5%以上股东、实际控制人、董监高是否存在关联关

系，结合相关客户的财务情况等说明坏账准备计提是否充分。 

【回复】 

报告期内，公司按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前五名应收账款的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客户名称 
销售内

容 

本期销

售额 

本期回款

金额 

应收账款余

额 
1 年以内 1-2 年 

期末坏

账准备

余额 

截至目前

（2021.4.

7）已回款

金额 

客户

财务

状况 

是否存

在关联

关系 

中车大连机

车车辆有限

公司（以下简

称中车大连

公司） 

轨道交

通与工

业产品

销售 

8,483.70 3,992.00 5,385.89 5,385.89  269.29 450.00 正常 否 

深圳市比亚

迪供应链管

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深圳比亚迪

公司） 

车载与

能源信

息产品

销售 

3,187.66 1,679.02 1,777.48 1,777.48  88.87 17.51 正常 否 

中车长春轨

道客车股份

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中车

长春公司） 

轨道交

通与工

业产品

销售 

4,293.32 3,469.77 1,588.36 1,588.36  79.42 520.12 正常 否 

青岛特锐德

高压设备有

限公司（以下

简称青岛特

锐德公司） 

 车载与

能源信

息产品

销售 

745.48 1,562.15 1,532.42 252.64  1,279.78 140.61 549.00 正常 否 

青岛思锐科

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青岛思锐公

司） 

轨道交

通与工

业产品

销售 

4,661.74 4,373.26 1,290.98 1,290.98  64.55 70.85 正常 否 

合 计  
21,371.9

0 
15,076.20 11,575.13 10,295.35 1,279.78 642.74 1,607.48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按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前五名应收账款余额合计

11,575.13万元，其中账龄在一年以内的应收款余额10,295.35万元，占比88.94%。



浙江永贵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300351 

青岛特锐德公司的应收款余额中 1,279.78 万元系一年以上账龄，经查看公开信息，

未见母公司上海青岛特锐德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对其长期股权投资计提减值准备，

其回款虽然存在一些滞后，但报告期一直在陆续回款，期后回款金额 549.00 万

元，占期末应收账款余额比例为 35.83%。 

上述客户中，中车大连公司、中车长春公司、青岛思锐公司均系中国中车股

份有限公司下属子公司，深圳比亚迪公司系 A 股上市公司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的全资子公司，青岛特锐德公司系 A 股上市公司青岛特锐德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的全资子公司，该几家客户系公司多年合作客户，资信情况良好，财务综合实力

强，应收账款回收风险较小。  

    (三) 会计师核查程序及结论 

1. 核查程序 

(1) 了解与应收账款减值相关的关键内部控制，评价这些控制的设计，确定

其是否得到执行，并测试相关内部控制的运行有效性； 

(2) 复核管理层对应收账款进行信用风险评估的相关考虑和客观证据，评价

管理层是否恰当识别各项应收账款的信用风险特征； 

(2) 对于以单项为基础计量预期信用损失的应收账款，获取并检查管理层对

预期收取现金流量的预测，并与获取的外部证据进行核对； 

(4) 复核以前年度已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的后续实际核销或转回情况，

评价管理层过往预测的准确性； 

(5) 对于以组合为基础计量预期信用损失的应收账款，评价管理层按信用风

险特征划分组合的合理性；评价管理层根据历史信用损失经验及前瞻性估计确定

的应收账款账龄的合理性；测试管理层使用数据（包括应收账款账龄等）的准确

性和完整性以及对坏账准备的计算是否准确； 

(6) 检查应收账款的期后回款情况，通过公开信息核实对应客户的资信情况

及财务状况，评价管理层计提应收账款坏账准备的合理性； 

2. 核查结论 

经核查，我们认为，公司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系公司在了解对应客户的经营状

况及财务状况并经催收、采用法律手段之后做出的判断，具有合理性；公司本期

转回部分单项计提的坏账准备系公司通过法律手段、第三方公司协助催收以及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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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应收账款折让之后收取的部分款项；公司已结合对应的客户情况对可能存在的

坏账做了充分的估计，不存在不当会计调节的情形；本期坏账准备计提充分。 

 

二、报告期末，公司存货账面余额为 36,276.24 万元，本期计提存货跌价准

备 1,486.17 万元，转回跌价准备 3,788.78 万元。请补充说明： 

（一）结合存货的类别、产品价格、销售情况等说明各类存货跌价准备计

提的计算依据和过程，并说明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是否充分； 

【回复】 

公司存货跌价准备具体计算过程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预计销售额 
预计销售费

用及税费 

进一步

加工费 
账面原值 

可变现净

值 

存货跌价

余额 

本期计提存

货跌价金额 

原材料 1,069.79 88.74 165.27 3,202.07 815.78 2,386.29 877.92 

在产品 5.00   100.00 5.00 95.00 93.95 

库存商品 1,061.85 190.92  3,422.58 870.93 2,551.65 514.30 

合 计 2,136.65 279.66 165.27 6,724.65 1,691.72 5,032.93 1,486.17 

1. 非专用项目存货 

(1) 库存商品与发出商品 

公司日常已建立了存货库龄分析制度，并定期盘查。对于库存商品和发出商

品，如有相应订单，按订单售价减去估计的销售费用和相关税费后的金额确定可

变现净值，对变现净值低于账面成本的差额计提跌价准备；对于备货的库存商品

和发出商品，以近期平均销售价格作为预计售价，减去估计的销售费用和相关税

费后的金额确定可变现净值，按可变现净值低于账面成本差额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2) 原材料和在产品 

因持有原材料的目的为生产产成品并实现销售，故选取结存额较大的原材料，

在考虑合理的生产及加工成本的基础上作为账面成本，并与对应产成品的可变现

净值作比较，按可变现净值低于账面成本差额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3) 委托加工物资、低值易耗品 

对于委托加工物资和低值易耗品，总体结存金额较小，一般结合存货库龄情

况以及物品特性，检查是否存在减值迹象，总体不存在减值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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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专用项目存货 

新能源汽车板块对应的存货通常为订制件，难以对其他客户销售，对该部分

存货的减值情况进行专项计提。具体情况如下： 

(1) 公司在库的专用原材料、在产品、库存商品按其作为废料变卖预计可获

得的收入计算可变现净值，市场部预计用作废料出售大致能回收账面原值的 5%

左右，公司基于谨慎性原则，按照 95%的比例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2) 公司的发出商品由于已经存放在客户公司，预计清理所需费用将大于按

废料变卖可取得的收入，按照 100%的比例全额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综上，公司认为报告期内存货跌价准备计提充分。 

 

（二）结合存货类别、具体销售情况等说明存货跌价准备转回的具体情况

及合理性，以前年度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是否谨慎、合理，是否存在不当会计调

节的情形。 

【回复】 

期末公司对部分直接用于出售的的库存商品和部分需进一步加工的原材料

按生产完成后产成品的估计售价减去至完工时估计将要发生的成本、估计的销售

费用和相关税费后的金额所确定的可变现净值低于成本的存货，按单个存货的可

变现净值低于其成本的差额提取存货跌价准备。本期转销存货跌价准备

37,887,789.02 元，均系随存货生产、销售而转出的存货跌价准备。 

存货类别 
轨道与工业转销

金额 

车载与能源信息

转销金额 

军工及其他产品转

销金额 
转销金额合计 

本期转销跌价准备

的原因 

原材料  3,416,955.52   2,709,048.31   2,924,500.15  9,050,503.98 生产领用对外销售 

在产品   31,158.94   6,723,163.59  6,754,322.53 生产领用对外销售 

库存商品  5,159,470.40   5,010,196.20   11,913,295.91  22,082,962.51 对外销售 

合  计  8,576,425.92   7,750,403.45   21,560,959.65  37,887,789.02  

本期军工及其他板块存货跌价准备转销金额较大，主要系 2019 年末翊腾电

子公司管理层改变经营策略，逐步剥离收益较低的精加工业务，该部分存货账面

余额 2,011.64 万元，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1,966.67 万元，账面价值 44.97 万元，期

后实际处置售价为 44.97 万元，2020 年将期初计提的存货跌价相应转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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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审会计师核查程序及结论 

1. 获取公司存货相关说明，对公司相关人员进行访谈，了解存货变动的原

因； 

2. 对公司与存货减值测试相关的内部控制的设计及运行有效性进行了解、

评估及测试；  

3. 对公司存货实施监盘，检查存货的数量及呆滞情况等； 

4. 获取公司存货跌价准备计算表，执行存货减值测试，检查是否按公司相

关会计政策执行，检查以前年度计提的存货跌价本期的变化情况等，分析存货跌

价准备计提是否充分； 

5. 通过检查公司销售清单获取主要产品的销售单价，与跌价减值测试中的

估计售价进行比较，对公司存货跌价测算的准确性进行检查； 

6. 通过检查公司呆滞存货的期后销售情况，检查公司呆滞存货的跌价准备

计提是否充分； 

7. 结合物料代码等对公司提供的专用定制存货清单进行核实，据此复核相

关的存货跌价情况，判断单项计提的合理性； 

8．检查期后处置的存货情况，取得并检查相应的销售清单，核对可变现净

值的准确性。  

经核查，我们认为，公司存货跌价准备计提充分，以前年度存货跌价准备计

提合理，不存在会计调节的情形。 

 

三、年审会计师对公司 2019 年度财务报告出具了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

见审计报告，主要涉及子公司翊腾电子科技（昆山）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翊腾

电子）向南京科延信息网络科技有限公司采购智能在线监测报警系统等产品，

并销售给南京第五十五所技术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五十五所），翊腾电子于

2020 年 3 月因货款纠纷起诉五十五所，截至 2019 年审计报告出具日尚未开庭，

诉讼结果具有重大不确定性。截至目前，公司 2019 年度审计报告强调事项段所

涉及的事项已消除。请补充说明报告期内，公司是否存在类似上述销售模式的

业务，如存在，请列表说明相关客户、供应商情况，应支付及已支付的采购款，

销售金额、回款情况等，并说明收入确认情况，是否符合相关会计准则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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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一)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类似上述销售模式的业务。 

2018 年，公司在拓展江苏区域业务的过程中获悉南京科延信息网络科技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京科延公司）在该区域有优质的客户资源，与众多单位有多

年的合作关系。为进入相关单位供应体系，公司全资子公司四川永贵科技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四川永贵公司）开展了该类纯贸易业务，并与南京科延公司、南京

五十五所技术公司建立了贸易合作关系。2019 年度，公司全资子公司翊腾电子

也采用同样方式开展了贸易业务。 

翊腾电子与五十五所技术公司在贸易合作过程中，因五十五所技术公司未按

合同约定期限付款，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翊腾电子对预付南京科延信息网

络科技有限公司上述采购款计提了坏账准备 4,068.96 万元，并就尚未支付的采购

款余额计提了 604.92 万元的预计负债。 

翊腾电子以货款纠纷事项向南京市秦淮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该项贸易

合同客户五十五所技术公司向翊腾电子支付货款 6,048.70 万元，南京市秦淮区人

民法院已于 2020 年 3 月 24 日受理该案件。截至 2019 年度报告日，该案件尚未

开庭，因诉讼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故出具了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审计报

告。 

根据南京市秦淮区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苏 0104 民初 1607 号），

南京市秦淮区人民法院认为本案已涉嫌刑事犯罪，应依法裁定驳回起诉，移送公

安机关处理，裁定驳回原告翊腾电子的起诉。公司向所在地天台县公安局报案，

天台县公安局在 2020 年 6 月 15 日就合同诈骗案予以立案侦查，目前尚处于刑事

侦查阶段。 

该贸易事项并非公司主营的业务板块，公司报告期内未再开展类似上述销

售模式的业务。 

 

（二）年审会计师核查程序及结论 

1. 对公司管理层进行访谈，了解上述销售模式的业务开展的交易背景。 

2. 取得对五十五所技术开发公司相应的诉讼材料，了解案情背景、起诉的

相关流程、案件进度、货款收回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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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获取公司收入明细台账，核查报告期内未开展类似上述销售模式的业务。 

经核查，我们认为，公司开展该贸易事项并非主营的业务板块，报告期内未

再开展类似上述销售模式的业务。 

 

四、报告期末，公司固定资产账面余额为 64,586.74 万元，本期处置或报废

固定资产 3,904.99 万元，计提减值准备 229.42 万元。请补充说明： 

（一）处置或报废固定资产的原值、累计折旧金额及相关折旧政策，报废

或处置的原因，对报告期内公司损益的影响； 

【回复】 

本期处置及报废固定资产 3,904.99 万元，主要系翊腾电子公司、永贵股份公

司的固定资产处置及报废，具体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设备原值 累计折旧金额 设备净值 
资产处

置收益 

营业外

收入 

营业外

支出 

翊腾电子公司 3,398.82 1,083.19 2,315.63 110.62  17.79 

永贵股份公司 209.15 194.92 14.23  1.02  

其他公司 297.02 112.77 184.25  3.14 25.39 

 合 计 3,904.99 1,390.88 2,514.11 110.62    4.16 43.19 

如上表，公司报告期内报废的固定资产主要为翊腾电子公司因业务经营策略

变化而对固定资产进行清理。 

翊腾电子公司本期固定资产处置包括出售及报废，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设备原值 累计折旧金额 减值准备金额 设备净值 

设备处置 3,275.77 985.29 1,640.04 650.44 

设备报废 123.05 97.90 7.36 17.79 

 合 计 3,398.82 1,083.19 1,647.40  668.23 

2019 年，翊腾电子公司管理层改变经营策略，拟剥离收益较低的精加工和

部分新能源业务板块，导致相关设备处于闲置状态。另外，部分模具因产品更新

换代较快，亦存在闲置情况。翊腾电子公司与昆山勤之利数控设备有限公司、浙

江天台双林机械有限公司签订了二手设备销售合同，分别约定以 707.96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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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52 万元处置上述闲置设备，共出售设备 156 台，对应的设备净值 654.86 万

元，合计处置收益 110.62万元。具体分设备明细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设备分类 设备原值 累计折旧 减值准备 设备净值 

车床设备 1,249.08 286.44 699.28 263.36 

注塑设备 592.20 138.38 320.02 133.80 

电镀设备 522.95 300.85 156.62 65.48 

焊接机  359.48 91.44 189.01 79.03 

冲床 207.81 46.01 114.09 47.71 

组装设备 57.50 26.84 21.62 9.04 

其他 286.75 95.33 134.98 56.44 

合  计 3,275.77 985.29 1,635.62  654.86 

 

（二）结合行业环境、公司生产经营情况及相关减值测试的具体过程等，

说明固定资产减值准备计提是否充分。 

【回复】 

本期计提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229.42 万元，均系深圳永贵技术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永贵技术”）固定资产减值。永贵技术的光纤项目类固定资产基本系近

三年购入开始使用，由于本期光纤项目停止，产线停产，导致光纤设备处于闲置

状态，后续预计继续使用的可能性较低，故予以全额计提减值准备，该部分资产

期末减值准备金额 121.25 万元。永贵技术的部分办公类固定资产由于使用年限

较长，目前处于闲置状态，由于基本为非金属材质，预计基本没有回收利用使用

价值，故全额计提减值准备，该部分资产期末减值准备金额 151.95 万元。 

本期计提减值准备的固定资产具体分大类明细清单如下： 

设备分类 设备原值 累计折旧金额 
期末减值准备

金额 

本期计提减值

准备金额 

专用设备 470.17 207.29 262.88 219.50 

通用设备 62.47 52.15 10.32 9.92 

 合 计 532.64 259.44 273.20 229.42 

（三）年审会计师核查程序及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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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了解并测试了固定资产管理相关内部控制制度； 

2.了解公司经营状况、行业环境、出现闲置资产的原因，及分析其合理性； 

3.对公司固定资产实施监盘程序，观察了固定资产的使用状态，实地查看了

闲置资产的具体情况； 

4.获取公司出售二手设备对应的合同、发票、收款回单进行核对，复核固定

资产处置收益金额计算的准确性； 

5.获取公司固定资产减值准备计提明细表及减值说明； 

经核查，我们认为，公司固定资产处置原因合理，处置收益对本期影响较小；

固定资产减值准备计提合理。 

 

五、报告期内，公司以 25,000 万元向卢红萍转让翊腾电子 100%股权，截

至报告期末，公司应收卢红萍股权转让款 12,250 万元，计提坏账准备 612.5 万

元。请结合还款进度安排、卢红萍目前的财务状况及履约能力等说明相关坏账

准备计提是否充分。 

【回复】 

(一) 公司应收卢红萍股权转让款的还款进度安排 

根据 2020 年 4 月 27 日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及 2020 年 4 月 27

日公司与卢红萍签订的《关于翊腾电子科技（昆山）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

卢红萍以现金方式向永贵电器公司购买翊腾电子公司 100%的股权，交易作价为

扣除 2020 年 4 月 14 日翊腾电子公司向永贵电器公司分红 9,000 万元之后的金额

25,000 万元。股权转让款分期支付，其中：在协议签署日支付 2,500.00 万元，交

易议案经公司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支付 10,250.00 万元，2021 年 4

月 27 日和 2022 年 4 月 27 日前支付剩余款项 3,675.00 万元和 8,575.00 万元。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已收卢红萍股权转让款 12,750 万元，翊腾电子公司于

2020 年 5 月完成了工商变更手续。至此，翊腾电子公司不再纳入上市公司合并

范围。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应收卢红萍股权转让款余额为 12,250 万元。 

（二）卢红萍目前的财务状况及履约能力 

1.卢红萍与范纪军签订《股份质押合同》，将其所持有的 1,567 万股永贵电器

股份及其派生权益质押给范纪军，由范纪军为卢红萍在股权转让协议项下业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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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行及可能发生的违约责任、赔偿责任等提供担保，担保最高金额为 6,100万元；

按照 2020 年末永贵电器公司股票价格计算，该质押股份市值为 14,698.46 万元。 

2.卢红萍之子涂瀚以其所拥有的不动产、深圳天亚泽精密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所拥有的不动产为卢红萍在股权转让协议下的义务提供担保。 

3. 经公开信息查询核实，卢红萍持有上市公司江苏固德威电源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代码：688390）股份 791 万股，价值较高。 

综合上述卢红萍持有的股权情况，结合各方的担保，公司认为卢红萍财务状

况较好，该笔股权转让款的支付有保障，目前的坏账准备计提充分。 

（三）年审会计师核查程序及结论 

1.检查合同约定的两项担保程序，获取相关的股份质押合同、不动产抵押合

同及不动产权证原件进行查看，测算所质押股份和抵押不动产的公允价值，复核

上述担保措施已经能覆盖尚未支付的股权转让款； 

2.核实卢红萍的个人偿债能力，查询公开信息核实卢红萍持有的江苏固德威

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股票市值。 

经核查，我们认为：公司的股权转让款总体回款风险较低，公司按照账龄对

该股权转让款以 5%的比例计提坏账准备是充分的。 

 

六、报告期末，公司与子公司发生的非经营性往来款余额 5,970.40 万元。

请列表说明与各子公司之间往来款的形成原因和背景，预计偿还时间，是否构

成财务资助，如是，相关子公司的少数股东是否同比例提供财务资助，此外，

相关往来款是否涉及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形。 

【回复】 

(一)报告期末，公司与各子公司之间往来款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子公司名称 
公 司持

股比例 
形成原因 

2020 年

末金额 

是否结算

利息 
预计偿还时间 

浙江永贵博得交通设备有限公司 75% 资金拆借 3,293.06 是 2023 年 5 月 

江苏永贵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89.33% 资金拆借 1,521.38 是 
2021 年 5 月、9 月、11

月分别偿还 500 万元 

北京永列科技有限公司 63% 资金拆借 1,099.96 是 

2021 年 10 月、2022 年

10 月分别偿还 5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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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永贵交通设备有限公司 78.95% 资金拆借 50.00 是 2021 年 12 月 

浙江永贵电器股份有限公司杭州

分公司 100% 往来款 5.00 否 
 

河北永贵交通设备有限公司 100% 往来款 1.00 否  

   合  计   5,970.40    

浙江永贵博得交通设备有限公司系公司为拓展轨道与工业板块地铁门产品

的生产销售设立的子公司，由于该子公司目前处于快速发展阶段，资金需求量大，

公司目前自身营运资金有限，向公司借入资金用于支付供应商采购款、支付人员

薪酬等经营性费用。 

江苏永贵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系公司为拓展轨道交通蓄电池箱等产品的研

发销售设立的子公司，北京永列科技有限公司系公司为拓展轨道交通计轴信号系

统等产品而设立的子公司，长春永贵交通设备有限公司系本年新设立的主要从事

检修服务的子公司，由于上述公司目前均处于业务拓展初期，流动资金不足，向

公司借入资金用于支付人员薪酬及其他经营费用。 

(二)公司与子公司之间的非经营性往来款报告期内不构成财务资助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20 年修订）规定：“6.2.1 上

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有偿或者无偿对外提供资金、委托贷款等行为，适用本节

规定，但下列情况除外：（一）公司以对外提供借款、贷款等融资业务为其主营

业务；（二）资助对象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且持股比例超过 50%的控股子公司。

上市公司向与关联人共同投资形成的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参照本节规定执

行。” 

经逐条比对上述规定，由于前述公司报告期内均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且持

股比例超过 50%的控股子公司，公司对其的非经营性往来款项不属于公司对其

的财务资助。 

（三）公司与子公司之间的非经营性往来款不涉及关联方资金占用 

前述公司均系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且持股比例超过 50%的控股子公司，其

向公司借入的款项用于支付供应商采购款项、支付工资及其他经营费用，不涉及

关联方资金占用的情形。 

（四）年审会计师核查程序及结论 

1.了解公司与关联方交易相关的内部控制制度，评价内部控制制度设计的合



浙江永贵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300351 

理性，确定其是否得到执行，并测试相关内部控制的运行有效性； 

2.获取公司与子公司交易的相关资料，并检查相关董事会决议、付款单、银

行流水等； 

3.穿透检查子公司收到相关资金后的资金流水去向。 

经核查， 我们认为，公司与子公司发生的非经营性往来余额不属于公司对

子公司的财务资助，不涉及关联方资金占用的情形。 

 

浙江永贵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4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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