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深圳堂堂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深圳堂堂会计师事务所 

关于深交所《关于对斯太尔动力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的回复 

深圳交易所公司部： 

贵部《关于对斯太尔动力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公司部关注函

〔2021〕第 13 号、第 31 号（以下简称关注函）要求深圳堂堂会计师事

务所（以下简称“我所”）于 2021 年 2 月 26 日前回复关注函中关注事项

的核查情况及意见，我所在 2021 年 2 月 26 日回复上述关注函中关注事

项的最终核查情况及意见应于 2021 年 3 月 30 日前回复。 

现回复如下： 

鉴于公司管理层变更前原业务对接人员流失，新接替人员重新梳理

相关资料和了解原业务，对接关注函中所涉部分事项的过程中存在反复

沟通及其他交易对手监管检查顾虑，关注函中所涉部分事项的接洽很不

顺畅，导致关注函中所涉部分事项的我所认为应执行的部分程序至今未

能执行，我所项目组取得的资料至今不完整，部分函证、走访等程序未

执行，已执行的审计程序无法判断关注函中的所有事项的最终结果。为

便于贵部了解关注函中我所及公司的核查情况，公司应履行信息及时披

露义务。 

关注函〔2021〕第 13 号回复如下： 

1.根据你公司前期公告，你公司 2020 年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 162

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4,011 万元。

请你公司： 

（1）说明你公司受到疫情影响的具体期间和程度，销售是否具有季节



性，你公司 12 月销售激增是否与你公司历史情况一致、是否与同行业情

况不存在重大差异； 

回复： 

经目前了解，公司销售不具有季节性，但受疫情的影响，以及原公

司的领导不作为，本公司前三季度的销售较往年有较大幅度下滑，但第

四季度随着新股东的进入，开始积极寻找出路， 11 月中旬与无锡市凯 

跃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进行洽谈，并于 12 月完成了销售，故与历史及同

行业情不具有可比性。 

（2）说明你公司第四季度各项费用金额及与一季度、二季度、三季度

对应费用相比是否有重大变化，如是，说明原因及合理性； 

回复： 

根据账面记录，公司 2020 年四个季度各项费用的未审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一季度发生额  二季度发生额  三季度发生额  四季度发生额  合计 

销售费用 18 17 15 10 60 

管理费用 555 595 655 501 2,306 

研发费用 671 501 492 414 2,078 

财务费用 50 125 166 37 378 

总计 1,294 1,238 1,328 962 4,822 

第四季度费用减少幅度较大，经检查，公司因前几季度业务基本停

滞，大量员工辞职，管理费用中员工薪酬比前三季度大幅度减少，同时

第四季度确认了外币其他账款的汇兑收益 159 万，财务费用同比第三季



度大幅减少，故第四季度比前三季度费用大幅减少具有合理性。 

（3）说明报告期逾期贷款利息支出的具体金额，2019 年逾期贷款利

息支出的具体金额，该支出同比大幅下降的原因； 

回复： 

经目前了解及核查，公司 2020年度利息相关支出约为 599万元，2019

年利息相关支出约为 4,888 万元，该项支出 2020 年利息支出大幅下降的

原因为金色木棉及和合资产的债务豁免造成。 

（4）说明你公司相关费用确认、减值计提是否充分，是否存在以前计

提减值当期转回的情形，如是，说明具体情况及其理由。 

回复：  

经目前了解，公司的相关费用核查后未见明显异常，减值准则中其

他应收款应收奥地利斯太尔的债权账面价值为 13,305,216.24 元（含汇

兑损益），奥地利斯太尔 2018 年底已申请破产清算，目前账面已对未申

报债权及已申报债权的 60%计提减值，但是因与破产管理人的对接信息

不是很畅通，未获取破产清算结果，无法提供偿还比率，因为目前该债

权的减值损失金额无法确定。长期资产中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减值情况

目前公司正与评估师沟通委托事宜，因未能提供评估情况，我所项目组

目前无法判断减值情况是否合理，最终以我所的审计结果为准。 

2. 《业绩预告》披露你公司 12 月份实现产品销售收入 7,735.00 万元。

请你公司： 

（1）说明你公司 2020 年 12 月客户沈阳天眼智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常州玻璃钢造船厂有限公司、无锡事凯悦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等的成立

日期、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与你公司、你公司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你公司大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大股东及实际

控制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如有）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业务

往来、资金往来或其他可能造成利益倾斜的关系或约定，如是，说明具

体情况； 

回复： 

经目前了解，2020 年公司克服疫情影响，加大研发成果转化及军工

产品生产力度，丰富产品结构，加速客户导入，努力恢复生产经营，积

极拓展市场，营业收入较去年同期增长较快。其中 2020 年 12 月份向无

锡市凯跃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销售了发动机及配件材料实现销售收入

7,735.00 万元（含税），无锡市凯跃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成立日期 经营范围 

无锡市凯跃新能

源科技有限公司   

2018-12-21 

新能源汽车的运营管

理；新能源汽车及部

件的研发、销售及上

门维修； 

目前经查询工商公开信息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无锡

市凯跃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与公司、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大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大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的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等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业务往来、资金往来或其他可能

造成利益倾斜的关系。因客户存在监管检查顾虑，走访、函证等程序还

未执行，公司仍在与交易对方沟通中，是否具有关联关系、业务往来、

资金往来或其他可能造成利益倾斜的关系目前还无法判断。 

（2）结合该等客户的名称及其经营范围，分别说明其向你公司采购发



动机及配件的具体时间和用途，你公司销售的具体金额、产品名称及型

号、销售数量及单价，合同签订时间、签订地点、签订人员以及合同约

定的款项支付方式、支付时间，并提供相应合同资料； 

回复： 

经初步了解及提供的资料，无锡市凯跃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自有

400 多台的运营车队，需要这些零部件进行新能源的改造，该公司还有

全国的售后服务体系和服务团队，这些零部件都是公司所需要的。2020

年公司 12 月公司向无锡市凯跃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销售产品及签订合

同的情况如下： 

客户

名称 

用途 发货时间 

销售金额

（含税） 

合同签订时

间 

合同

签订

地点 

合同

签订

人员 

合同约定

的付款方

式 

无 锡

市 凯

跃 新

能 源

科 技

有 限

公司 

新 能 源

汽 车 发

动 机 增

程 器 制

造、维修

及保养 

2020-12-27 7,735.00 2020-12-26 常州 

刘 建

刚 

货物验收

完成之日

起 45 个工

作日内支

付 10%，80

个工作日

内付清全

款。 

因前述原因，我所未执行走访、现场查看等程序，该交易的商业实

质的合理性目前我所无法判断。 

（3）结合你公司 2019 年及 2020 年前 11 个月同型号产品的销售单价，

说明 2020 年 12 月销售产品的定价是否公允； 



回复： 

据目前了解公司近两年销售的同型号产品主要为发动机成套动力总

成，而向凯跃新能源销售的主要为发动机原材料及零部件，在价格上难

以直接进行比较。公司按照成本加成原则向无锡市凯跃新能源科技有限

公司销售产品，定价系双方商业谈判后的合理价格。我们要求公司提供

同类相关产品的市场价格或其他能证明交易价格的公允性资料后对交易

价格的合理性，但是因为配件及原材料型号较多，且部分为进口原材料。

国内无同类生产产品及可比性不强，目前未能提供可用的价格可比信息，

我所项目组也未能判断其销售产品的定价是否公允。 

（4）结合你公司生产条件的变化，说明 2020 年 12 月用于销售的产品

的生产时间或库存情况、发出时间和数量，并提供生产进度文件或库存

资料、出库单、物流单据、签收单等凭证； 

回复： 

经目前了解的情况，2020 年 12 月公司向无锡市凯跃新能源科技有

限公司销售发动机及零部件，鉴于所销售的产品型号繁多，数量较大，

部分零部件为精密金属构件需保温保湿储存 ，为减少货物运输损失，降

低运输费用，经公司与无锡市凯跃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共同协商，公司

将原储存向无锡市凯跃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销售产品的库房交由无锡市

凯跃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使用，双方于 2020 年 12 月 27 日完成货物清点

验收及库房交接。 

（5）在银行资金流水等销售回款凭证等基础上，说明销售货款截至目

前的实际回收情况，形成应收账款的金额及占销售金额的比例，应收账

款计提坏账的计提情况，并提供相关凭证。 



回复： 

经目前了解的情况，公司根据与无锡市凯跃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签

订的合同约定，货物验收完成 45 个工作日内支付货款总额的 10%，80

个工作日内付清全款。公司向无锡市凯跃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销售的货

物已于 2020 年 12 月 27 人完成发货验收，截至本回复出具日，前述产品

销售尚收到第一笔销售款，公司已确认应收账款 7,735 万元，占销售金

额的比例为 100%。从销售回款情况来看，购买方已经违约。 

公司以预期信用损失为基础对应收账款计提减值准备并确认信用减

值损失，上述应收账款账龄为半年以内，预期信用损失较低，根据公司

坏账准则会计政策，应计提坏账比例为 0%。坏账准则政策与公司披露的

会计政策一致。我所会在报告日前继续关注收款进度是否按合同约定执

行，如未执行，会关注未执行原因及可回收性。 

3. 你公司 2020 年 8 月 11 日披露的《关于收到仲裁决定书的公告》显

示，就武进管委会仲裁事项，你公司于 2020 年度需要确认营业外支出

4,828.31 万元，需要确认负债 9,545.29 万元。而《业绩预告》披露根

据武进管委会仲裁案的裁决结果承担应返还补贴及仲裁费用计入本年度

营业外支出 4,529.02 万元，未说明应退还相关奖励款共计人民币

94,555,05 元是否确认为对武进管委会的负债。《业绩预告》同时称，应

退还奖励款存在被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的情况，且“基于

山东英达钢构和常州誉华的实际情况，预计该笔债权收回可能性不高，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请你公司： 

（1）说明《业绩预告》披露的计入本年度营业外支出 4,529.02 万元

与《关于收到仲裁决定书的公告》所披露 4,828.31 万元的差异原因及相



关会计处理的合理合规性； 

 回复： 

经初步了解及检查相关资料，公司 2016 年收到武进国家高新技术产

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返还所得税金 299.29 万元，这 299.29 万元就是

4529.02 万和 4828.31 万元的差异部分，因为当时返还的所得税金已在

2016 年计入营业外收入，根据会计追溯调整法的原则，应追溯调减 2016

年度 299.29 万元的营业外收入。根据目前取得的仲裁通知，公司 2019

年已收到该通知，根据上述会计处理合理合规。 

（2）说明你公司应退还相关奖励款共计人民币 94,555,050 元是否确

认为对武进管委会的负债； 

回复： 

经初步了解及检查相关资料，根据《上海仲裁委员会裁决书》【（2019）

沪仲案字第 3240 号】，公司已确认对武进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

委员会的负债 9,545.29 万元，明细如下： 

                                                   单位：元 

项目 金额 

退还相关奖励款 94,555,050 

律师费 300,000 

仲裁费 597,852 

合计 95,452,902 

（3）说明你公司对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

金的会计处理，若确认为应收款项，是否因预计收回可能性不高而计提



相关坏账准备，如是，说明计提金额及计算依据，如否，说明是否符合

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回复： 

经了解和检查相关资料，公司未收到武进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管理委员会应付公司的补贴款 8,050 万元，该款项已由武进国家高新技

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支付给常州誉华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构成原控

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根据《上海仲裁委

员会裁决书》【（2019）沪仲案字第 3240 号】，上述款项对应的 4,025

万元需退还武进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公司已确认对武

进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的负债。 

基于山东英达钢构及常州誉华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的实际情况，预计

该笔债权收回可能性不高，公司已对 4，025 万全额计提坏账准备，确认

为 2020 年营业外支出，并保留对该笔债权的追索权。上述会计处理符合

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4. 深圳大朗已对你公司提起仲裁和诉前保全，你公司及全资子公司的银

行存款 50,272,657.53 元或相应价值的财产被申请诉前财产保全。请你

公司： 

（1）说明截至复函日是否向深圳大朗偿还相关借款和利息； 

回复： 

经检查账薄记录，截至本回复出具日，公司尚未向深圳大朗偿付相

关借款及利息。 

（2）结合深圳大朗仲裁事项的最新进展，说明 2020 年度针对该事项

的具体会计处理，是否计提相关预计负债，并说明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



则的相关规定； 

回复： 

根据账面记录，公司已按照合同计提利息，因公司与深圳大朗正积

极洽谈和解，故未计提预计负债，如未协商一致，根据会计准则的规定

逾期罚息需计提预计负债，会对本期损益产生影响。后续我所会根据走

访函证情况判断是否需要计提预计负债。 

（3）说明除该借款事项外，你公司与深圳大朗是否存在其他债权债务

纠纷。 

回复： 

经了解及检查账薄记录，除该借款事项外，公司与深圳大朗不存在

其他债权债务纠纷。后续我所会根据走访或函证情况以确定是否存在其

他债权债务纠纷。 

5. 你公司与江苏中关村的技术许可交易被初步认定为财务造假行为

后，又被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判决向江苏中关村返还 2 亿元，支付案件

受理费、诉讼保全费共计 104.68 万元。请你公司说明上述事项对你公司

2020 年及以前年度财务数据的具体影响及依据，你公司相关会计处理及

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回复： 

经了解和检查相关资料，前述判决为一审判决，并非终审判决，在

诉讼审结之前，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公司

已经对上述案件提起上诉，切实维护公司和股东利益，目前正在与相关

方沟通和解问题，我所并持续关注该事项的进展，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因此截至本回复出具日，前述事项不会影响公司 2020



年财务数据，公司将根据最终判决结果视情况追溯调整发生年度的营业

收入，如最终判决公司需承担返还义务，根据会计准则的规定，相关受

理费、诉讼保全费需预计负债，会对 2021 年财务数据造成影响。后续我

所会积极跟进诉讼进展并与律师沟通可能判断结果以确定对公司财务数

据的影响，如最终与相关方达成和解，我所也会对和解协议及相关方访

谈以确定对公司财务报表的影响和披露。同时根据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决定书{2021}13 号，认定公司 2014 年、2015 年、2016 年年度报告收入

和利润造假，根据该决定，公司应相应调整 2014 年、2015 年、2016 年

度财务报表，但不影响本期利润数据。 

6. 请你公司说明报告期享受债务豁免优惠合计约人民币 9,990.44 万

元的具体情况和计算依据，营业外收入相关会计处理是否准确，是否符

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回复： 

经初步了解和检查相关资料，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金额 

金色木棉豁免本金 5,000.00 

金色木棉豁免利息 488.00 

金色木棉豁免罚息 2,904.99 

金色木棉豁免实现债权费用等相关费用 159.94 

和合资产豁免本金 830.00 

和合资产豁免利息 66.86 



和合资产豁免罚息 235.89 

和合资产豁免复利 230.89 

和合资产豁免诉讼费、律师费等 73.87 

合计 9,990.44 

依据《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 12 号 ——债务重组》的通

知财会〔2019〕9 号》，该事项债务豁免优惠金额 9,990.44 万元应计入

投资收益，截止本回复出具日，公司已针对该笔业务进行了科目调整。

经上述调整后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7. 请你公司说明产投基金在 2020 年 12 月 31 日前是否已解散、已分

配清算所得款项，如是，说明该事项的具体会计处理及依据；如否，说

明尚未解散、清算分配的原因，当前进度，相关会计处理原则，该事项

是否会对你公司 2020 年损益产生影响及其依据。 

回复： 

经了解及检查账面记录，截至本回复日，湖北斯太尔中金产业投资

基金尚未完成清算，公司目前未对是否减值进行测算，仍然作为长期股

权投资核算。公司还在与基金管理人及相关方沟通，相关事宜还在进一

步协商。经目前公司现场了解情况，湖北斯太尔中金产业投资基金的被

投资方已停止生产经营，后续处理情况因公司及相关方未提供详细资料

及目前执行审计程序受限，产投基金清算事项的账面价值的确认及会计

处理是否正确等我们目前无法判断。  

关注函 31 号回复如下： 

1.请你公司详细说明《业绩预告》及 2021 年 2 月 5 日向本所提交的关



注函初稿均明确 2020 年 12 月你公司向三家公司进行了销售，且合计销

售金额为 7,735.00 万元；但《回复公告》中销售对象仅为一家公司，销

售金额却仍为 7,735.00 万元的原因，是否存在虚构交易的情形。 

 回复： 

 根据我所项目组检查销售合同、货物交接单及账薄记录等，公司 2020

年 12 月的销售中对无锡市凯悦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悦新能

源）销售了发动机配件 7,735 万元（含税）。 

2.请你公司详细说明向凯跃新能源销售相关收入的确认时点，销售

货物的所有权未发生转移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规定的收入确认条件。

同时，请说明凯跃新能源为你公司承担的租赁费及相关水电、物管费用

的具体金额，相关金额是否计入你公司 2020 年财务报表，如是，说明具

体会计处理。 

回复： 

根据检查公司与凯跃新能源签订的《货物销售合同》第 6.2 条明确

“自甲方验收签字之时起，货物的所有权归甲方”（注：此处甲方指凯跃

新能源，乙方指公司）。公司与凯跃新能源签订的《货物销售合同补充协

议》中第 2 条：“乙方按照公司提供的货物清单，当场清点货物，确认无

误后在货物接受清单上签字确认。乙方在验收签字之时起，货物的所有

权归甲方”。此处的“乙方在验收签字之时起，货物的所有权归甲方”据

公司管理层解释系笔误，应为”乙方在验收签字之时起，货物所有权归

乙方”（此处甲方指公司，乙方指凯跃新能源）。2020 年 12 月 27 日，凯

跃新能源签署了货物验收单，货物的所有权转移至凯跃新能源，因此，

目前仅根据销售合同的核查及货物交接情况公司来看，公司于 2020 年



12 月 27 日货物所有权已转移到凯跃新能源，确认该项销售符合企业会

计准则规定的收入确认条件。 

根据公司与凯跃新能源签订的相关协议，凯跃新能源 2020 年度其

为我公司承担租赁费 336 万元，水电费 185 万元、物管费 33.8 万元。上

述费用在相关合同签署前已计入公司管理费用。目前了解的情况是凯跃

新能源垫付。 

3．请你公司结合销售产品的类型及特性进一步说明以“新能源汽车

的运营管理；新能源汽车及部件的研发、销售及上门维修”为主业的凯

跃新能源向你购买传统发动机及配件并进行新能源改造的原因及合理

性，传统能源发动机及配件能否改装成新能源发动机及配件，与直接购

买新能源发动机及配件相比具有何种优势，其全国售后服务体系和服务

团队需要传统发动机及配件的具体用途及合理性。同时，说明凯跃新能

源向你公司采购金额占凯跃新能源年度采购金额的比例。 

回复： 

目前经与公司相关人员了解，凯跃新能源自有 400 多台的运营车

队以及全国性的售后服务体系和服务团队，需要从公司购买零部件进行

新能源改造。从公司直接采购相关产品，凯跃新能源可以发生开模费用

等高额费用，降低其改造成本。此外，公司可以为其提供技术服务支持，

满足其改造过程中的技术需求。因公司在与相关方沟通我所走访程序时

对方存在监管检查顾虑，目前我们还未执行走访程序，后续根据沟通情

况我们还需要进一步访谈及实地查看凯跃新能源后才能对具体用途及合

理性及凯跃新能源向公司采购金额占凯跃新能源年度采购金额的比例做

判断。 



4.《回复公告》尚未说明销售价格的公允性。请你公司： 

（1）列示近两年销售的同型号产品发动机成套动力总成的配件构

成及单个配件价格，相同配件与你公司 2020 年 12 月销售的价格是否存

在差异，如是，请说明差异的配件名称及价差，并说明差异的合理性； 

回复： 

据了解公司近两年销售的同型号产品主要为发动机成套动力总

成，而向凯跃新能源销售的主要为发动机原材料及零部件，在价格上难

以直接进行比较。 

（2）结合销售产品的生产年限，对比同行业同类产品情况，说明

销售定价是否公允； 

回复： 

据目前了解，公司销售产品的生产年限为 2015 年至 2020 年。由

于本次销售主要为发动机原材料及零部件，公司未能找到同行业同类产

品的销售价格。同时，发动机动力总成配件具有定制化的特性，特定配

件在不同型号设备间往往无法通用，因此产品销售价格无法进行直接比

较。公司按照成本加成原则向无锡市凯跃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销售产品，

定价系双方商业谈判后的合理价格。我们要求公司提供同类相关产品的

市场价格或其他能证明交易价格的公允性资料后对交易价格的合理性，

但是因为配件及原材料型号较多，且部分为进口原材料。国内无同类生

产产品及可比性不强，目前未能提供可用的价格可比信息，我所项目组

也未能判断其销售产品的定价是否公允。后续我们根据公司提供同类相

关产品的市场价格或其他能证明交易价格的公允性资料后对交易价格的

合理性。 



（3）结合《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企业会计准则第 39

号——公允价值计量》的相关规定，说明公允价值确定的过程与依据，

进一步分析交易定价是否公允； 

回复： 

据了解凯跃新能源科技专注于新能源汽车及零部件的研发生产销

售，公司发动机产品及配件有利于其实现新能源汽车动力设备的生产、

加工，降低研发成本及研发周期，公司按照成本加成原则向无锡市凯跃

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销售产品，定价系双方结合技术服务及后续产品研

发生产进行商业谈判后形成。我们要求公司提供同类相关产品的市场价

格或其他能证明交易价格的公允性资料后对交易价格的合理性，但是因

为配件及原材料型号较多，且部分为进口原材料。国内无同类生产产品

及可比性不强，目前未能提供可用的价格可比信息，我所项目组也未能

判断其销售产品的定价是否公允。 

（4）结合《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的相关规定，说明

“本次产品销售价格也综合考虑了双方后续合作及你公司后续提供的技

术支持”是否构成可变对价以及对收入确认金额的影响，进一步说明目

前销售收入确认金额及期间是否合理，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

定。 

回复： 

据了解公司本次对凯跃新能源的产品销售价格综合考虑了双方后

续合作及我公司后续提供的技术支持。根据双方协议：公司向凯跃新能

源提供技术服务，根据服务内容和服务次数收取服务费，因此，上述技

术服务内容不构成本次产品销售的可变对价，公司确认的销售金额及期



间是合理的，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5.请你公司补充披露《回复公告》未说明的前次关注函如下问题的回复： 

（1）2020 年四个季度各项费用的明细；  

回复： 

见关注函 13 号回复的相关内容。 

（2）凯跃新能源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回复： 

据了解，公司已向凯跃新能源发函索要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

据，截止本回复日止，因对方存在监管检查顾虑，公司未收到凯跃新能

源的回复。我们正在督促公司积极联络凯跃新能源提供其一年又一期的

主要财务数据。 

（3）你公司向凯跃新能源销售的产品名称及型号、销售数量及单价； 

回复： 

据了解，公司销售的产品型号繁多，数量较大，具体见所发的销

售清单。 

（4）2020 年 12 月用于销售的产品的生产时间及库存情况； 

  回复： 

据了解，公司 2020 年 12 月用于销售的产品的生产时间是 2015

年至 2020 年采购，库存状态良好。 

（5）产投基金清算事项作为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进行账务处理的

具体情况。 

回复： 

见关注函 13 号回复中的相关内容。 



同时在年审过程中，我所项目组会持续重点关注上述事项，严格遵

循企业会计准则和审计准则的相关规定，勤勉尽责，审慎设计和实施审

计程序，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确保所出具文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完整性、合规性。 

     

深圳堂堂会计师事务所 

 2021 年 4 月 13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