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对上海证券交易所出具的年报问询函 

上证公函【2021】0376 号所述事项的 

专项说明 

大信备字[2021]第 5-10011 号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监管二部：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我们”）接受委托对柳州化工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柳化股份”）2020 年度财务报表，包括 2020年 12月 31日的

资产负债表，2020年度的利润表、现金流量表、所有者权益变动表以及相关财务报表附注

进行审计，并于 2021 年 4月 14日出具了大信审字[2021]第 5-10085号带与持续经营相关的

重大疑虑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根据贵所对柳州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度报告出具的上证公函【2021】0376号所述

事项，现作如下说明： 

一、问题一、关于公司主营业务经营情况 

1.年报披露，2019 年公司剥离处置相关资产后，公司主营业务仅为双氧水的生产和销

售，年设计生产能力为 10 万吨；公司支付职工安置费用 1.22亿元后，经营活动现金净流

量为-1.30亿元；年审会计师认为，前述两种情况表明存在可能导致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产

生重大疑虑的重大不确定性。请公司补充披露：（1）职工安置费形成的原因和总额，相关

辞退福利确认和计量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2）截至报告期末，尚未实际支

付的职工安置费用余额、后续支付安排，以及对公司未来管理费用和经营活动现金流量的

影响，职工安置费用的实际支付进展，是否严格按照职工安置方案执行；（3）结合公司主

营业务的发展情况和计划采取的改善措施，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进行详细分析，并充分揭

示风险。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 

（一）公司回复 

（1）职工安置费形成的原因和总额，相关辞退福利确认和计量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

则》的规定。 

根据重整计划，公司于 2019 年 11月通过公开拍卖的形式对低效资产进行了处置，同时

对资产处置涉及的相关岗位上的人员按照职工安置方案进行安置，以职工安置方案为依据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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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职工安置费用金额，计入相关期间损益。 

截止 2020年 12月 31 日，职工安置费用计提及支付情况如下表： 

单位：元 

报告年度 计提金额 支付金额 应付职工安置费余额 

2019 年度 306,256,032.50 177,802,146.22 128,453,886.28 

2020 年度 1,493,160.04 121,621,020.44 8,326,025.88 

合计 307,749,192.54 299,423,166.66  

由于职工安置涉及的职工人数多，范围广，与被安置员工之间存在一定的沟通时间，因

而安置计划的具体实施会跨越一定的期限，根据《企业会计准则》规定，对于分期或分阶段

实施的解除劳动关系计划或自愿裁减建议，企业应当将整个计划看作是由各单项解除劳动关

系计划或自愿裁减建议组成，在每期或每阶段计划符合负债确认条件时，将该期或该阶段计

划中由提供辞退福利产生的负债予以确认，计入该部分计划满足负债确认条件的当期管理费

用，不能等全部计划都符合确认条件时再予以确认。 

因此，公司根据安置的具体情况在相应报告年度确认相关职工安置费是符合《企业会计

准则》的规定的。 

（2）截至报告期末，尚未实际支付的职工安置费用余额、后续支付安排，以及对公司

未来管理费用和经营活动现金流量的影响，职工安置费用的实际支付进展，是否严格按照

职工安置方案执行。 

截止报告期末，尚未支付的职工安置费用余额 8,326,025.88元，该部分已计提未支付

的职工安置费用已计入计提当期的管理费用，对公司未来管理费用不构成影响，后续公司将

按照安置协议约定的支付时间进行支付。 

此部分安置费用为职工安置的收尾阶段的费用，占整个安置费用的比例较小，未来因支

付职工安置费而产生的现金流出对公司经营活动现金流量的影响较小。 

职工安置费用的实际支付进展，严格按照职工安置方案执行。截至报告期末，共已支付

职工安置费用 299,423,166.66元。 

（3）结合公司主营业务的发展情况和计划采取的改善措施，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进行

详细分析，并充分揭示风险。 

2019年，公司剥离处置相关资产后，主营业务仅为双氧水的生产和销售，27.5%双氧水

的年设计生产能力为 10万吨，产品比较单一，产能规模相对较小。2020 年，公司加强安全

生产管理，通过工艺技术调优和精心操作，保证了全年无安全、环保事故，生产系统实现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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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高产，最大限度发挥了现有装置产能，27.5%双氧水年累计产量达 10.33万吨，产能利

用率超过 100%，使年度主营业务收入超过亿元且改变了多年连续亏损的不利局面，实现了

扭亏为盈。 

2021年，公司计划采取如下措施改善持续经营能力。一方面，管好用好现有装置，最

大限度地提高企业现有经营水平，一是要向管理要效益，加大技术改造工作力度，提高现有

装置生产能力，提升公司盈利水平。同时，公司将根据市场的变化适时提高 50%双氧水的生

产数量，以保证 27.5%双氧水的产销平衡，增强抗市场风险的能力；二是要加强安全生产管

理，保证系统稳定、安全、环保运行；三是要加大财务和内控监督检查力度，持续提升公司

治理水平。另一方面，公司将加紧开展企业转型升级工作，加快资产或战略投资者的寻找工

作，使企业实现长足发展，提升公司持续经营能力。 

但目前公司产品单一，抗风险的能力和盈利能力均较弱，同时目前公司还未找到适宜的

资产，也没有意向的战略投资人，未来一段时间内，公司仍然存在持续经营的风险，请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谨慎投资。 

（二）会计师回复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要求，设计和执行了相关审计程序，针对上述问题

我们执行的主要程序如下： 

（1）查阅职工安置方案，核对安置员工数量及相关安置费金额； 

（2）检查银行流水及相关支付凭据核查安置费的支付情况； 

（3）检查安置费的列报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规定》，是否计入正确的会计期间； 

（4）与管理层沟通，讨论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事项； 

（5）获取企业提供的持续经营相关举措，结合经营情况分析持续经营风险； 

（6）向为公司提供法律服务的律师事务所发函询证，了解公司是否存在影响其持续经营

情况的重大诉讼； 

（7）复核现金流量表，关注经营活动现金流量的具体情况； 

（8）了解期后财务经营情况及资金状况，分析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 

经审计，我们认为相关辞退福利确认和计量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职工安置费

用严格按照职工安置方案执行，支付进展顺利。 

我们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公司目前资产和经营规模小，产品结构单一，抗风险能

力和盈利能力较弱。上述情况表明存在可能导致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的重大不

确定性，基于上述情况，我们出具了带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事项段的无保留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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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 

2.年报披露，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0,712.08万元，同比下降 71.35%。分季度营业收入

依次为 2,154.03万元、2,210.63万元、2,378.64万元、3,968.78万元，第四季度营业收

入占全年的 37.05%，环比增幅 66.85%。请公司补充披露：（1）营业收入季节性趋势的合理

性，是否与同行业可比公司趋势一致、是否符合行业特征；（2）第四季度营业收入增长幅

度较大的原因，是否存在未满足收入确认条件而突击确认收入的情形；（3）结合营业收入

的具体构成，说明报告期是否存在与主营业务无关的收入和不具备商业实质的收入，如是，

请列示扣除相关影响后的营业收入和净利润金额。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 

（一）公司回复 

（1）营业收入季节性趋势的合理性，是否与同行业可比公司趋势一致、是否符合行业

特征； 

2020年，国内双氧水市场走势，对应于四个季度总体可以分为四个阶段：年初高位整

理期，疫情影响期，市场恢复期，“金九银十”旺季。2020年，公司 27.5%双氧水分季度平

均单价与全国 27.5%双氧水分季度平均单价及其环比变化情况对比如下表所示： 

2020 年度 
全国 公司 

平均单价（元/吨） 环比（%） 平均单价（元/吨） 环比（%） 

第一季度 992 -19.02 1,094.95 -6.83 

第二季度 788 -20.56 774.64 -29.25 

第三季度 910 15.48 826.43 6.69 

第四季度 1269 39.40 1,206.25 45.96 

注：全国数据来源于百川盈孚 

2020年，第三季度全国 27.5%双氧水均价为 910元/吨，第四季度全国 27.5%双氧水均

价为 1269元/吨，环比上涨 39.4%，较去年同期上涨 3.62%；第三季度公司 27.5%双氧水均

价为 826.43 元/吨，第四季度公司 27.5%双氧水均价为 1,206.25元/吨，环比上涨 45.96%，

较去年同期上涨 2.64%。（注：全国数据来源于百川盈孚） 

2020年，公司各季度营业收入的变化，主要受产品价格的影响。根据上表中全国双氧

水产品价格及公司产品价格的变化趋势对比，可见公司产品的价格走势与国内同类产品的价

格变化趋势基本一致，因此，公司营业收入呈现的季节性趋势是合理的，是与同行业可比公

司趋势是一致的，是符合行业特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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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第四季度营业收入增长幅度较大的原因，是否存在为满足收入确认条件而突击确

认收入的情形； 

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分季度列报如下： 

季度 品名 销售数量（吨） 销售单价（元/吨） 销售金额（元） 

一季度 27.5%双氧水 19,655.80 1,094.95 21,522,068.32 

二季度 
27.5%双氧水 24,454.11 774.64 18,943,061.39 

50 双氧水 1,776.88 1,780.24 3,163,265.53 

三季度 
27.5%双氧水 27,449.54 826.43 22,685,232.28 

50%双氧水 655.06 1,681.00 1,101,155.86 

四季度 
27.5%双氧水 32,368.17 1,206.25 39,044,018.61 

50%双氧水 261.00 1,902.66 496,594.2 

合计   106,620.56   106,955,396.26 

第四季度产品市场需求处于旺季，27.5%双氧水市场价格大幅上涨，销售数量增加，公司

27.5%双氧水产品第四季度销售数量环比上涨 17.92%，销售单价环比上涨 45.96%，从而使第

四季度营业收入大幅度增长，不存在未满足收入确认条件而突击确认收入的情形。 

（3）结合营业收入的具体构成，说明报告期是否存在与主营业务无关的收入和不具备

商业实质的收入，如是，请列示扣除相关影响后的营业收入和净利润金额。 

报告期营业收入明细列示如下： 

单位：元 

项目 销售数量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 

自产 27.5%双氧水销售 99935.88 97,345,283.78 72,232,881.34  25.80% 

自产 50%双氧水销售 1776.88 3,163,265.53  3,159,813.10  0.11% 

外购 27.5%双氧水销售 3991.74 4,849,096.82  4,813,771.84  0.73% 

外购 50%双氧水销售 916.06 1,597,750.13  1,586,200.11  0.72% 

其他业务收入  165,379.65  165,326.55   

合计  107,120,775.9 81,957,992.94   

公司目前只剩下一条双氧水生产线，产能处于饱和状态，在 2020年度产能利用率达到

100%的情况下，仍无法满足销售需求，为满足客户需要，公司从外部少量采购了部分双氧水

成品用于直接销售，开展此部分业务主要目的是为了补充产能不足、满足客户需求、避免客

户流失，从公司经营层面考虑，是具备商业实质的。 

其他业务收入 165,379.65元，系公司销售生产用废氧化铝球等废旧商品实现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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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不存在与主营业务无关的收入和不具备商业实质的收入。 

（二）会计师回复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要求，设计和执行了相关审计程序，针对上述问题

我们执行的主要程序如下： 

（1）了解、评价管理层与收入确认相关的关键内部控制的设计是否合理，并测试运行

是否有效； 

（2）检查主要客户销售合同，识别与商品控制权上的风险和报酬转移相关的合同条款，

评价公司的收入确认时点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并复核相关会计政策是否一贯地运

用； 

（3）结合对应收账款的审计，选择主要客户函证销售额； 

（4）对营业收入实施分析程序，分析各期毛利率变动情况，复核收入确认的合理性； 

（5）通过抽样的方式检查合同或订单、发货单、回签单等与收入确认相关的凭证； 

（6）对营业收入执行截止测试，确认收入是否记录在正确的会计期间； 

（7）检查期后回款情况； 

（8）检查期后发货情况分析是否存在提前确认收入的情况。 

经审计，我们认为营业收入季节性趋势合理，与同行业可比公司趋势一致、符合行业特

征；第四季度营业收入真实可靠，不存在未满足收入确认条件而突击确认收入的情形；报告

期由于公司产能不足而产生的少量双氧水贸易收入，具备商业实质。 

3.年报披露，从产品角度，27.5%双氧水实现营业收入 1.02亿元，毛利率为 24.61%，

同比上年减少 3.46个百分点。从行业角度，化工行业实现营业收入 1.07亿元，高于 27.5%

双氧水营业收入 476.10 万元，化工行业毛利率为 23.53%，低于 27.5%双氧水毛利率 1.08

个百分点。请公司补充披露：（1）在不同销售模式下，27.5%双氧水的收入、成本、毛利率、

不同销售模式毛利率的差异及合理性；（2）同行业可比公司可比产品毛利率，公司 27.5%

双氧水毛利率是否同行业存在差异，说明具体情况及差异原因；（3）补充披露化工行业其

他业务收入的具体构成、毛利率，并说明化工行业整体毛利率的合理性。请年审会计师发

表意见。 

（一）公司回复 

（1）在不同销售模式下，27.5%双氧水的收入、成本、毛利率、不同销售模式毛利率

的差异及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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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销售模式下，27.5%双氧水的收入、成本、毛利率情况如下表： 

项目 经销 直销 合计 

27.5%双氧水营业收入（元） 67,191,888.67 35,002,491.93 102,194,380.60 

27.5%双氧水营业成本（元） 50,462,409.52 26,584,243.66 77,046,653.18 

27.5%双氧水营业毛利率（%） 24.90 24.05 24.61 

不同的销售模式下毛利率差异较小，直销模式的客户主要是产业下游长期合作的大客户，

在价格上予以少量优惠，故毛利率略低于经销模式具备其合理性。 

（2）同行业可比公司可比产品毛利率，公司 27.5%双氧水毛利率是否同行业存在差异，

说明具体情况及差异原因； 

根据百川盈孚数据，2020年上半年受行情影响，27.5%双氧水全国平均利润在100-250

元/吨之间，毛利率为10%-30%。下半年市场回暖后，随着价格上涨，单月全国平均利润最低

（8月）为159元/吨，毛利率为17.91%；最高（11月）为600元/吨，毛利率为45.09%。 

 

（图片数据来自百川盈孚） 

同行企业六国化工双氧水2020年度平均毛利率为28.8%（数据来源于《六国化工2020年

年度报告》）。另从六国化工官网信息了解到，六国化工的双氧水年建设产能为15万吨，是利

用六国化工集团内部合成氨装置的驰放气作为原料气生产的。而公司27.5%双氧水设计的产

能规模为10万吨/年，是向柳化氯碱采购其氯碱生产副产的氢气进行生产，同时公司与六国

化工所处市场区域也不一样，所以，报告期公司27.5%双氧水年平均毛利率为24.61%，较六

国化工低4.19个百分点。由于公司与六国化工的产品市场区域、生产所用氢气的来源、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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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等存在差异，产品的毛利率存在一定差异是合理的。 

（3）补充披露化工行业其他业务收入的具体构成、毛利率，并说明化工行业整体毛利

率的合理性。 

化工行业其他收入 476.10万元具体构成如下： 

化工行业其他收入 收入（万元） 成本（万元） 毛利率 

自产 50%双氧水销售 316.33 315.98 0.11% 

外购 50%双氧水销售 159.77 158.62 0.73% 

合计 476.10 474.60 0.32% 

在公司本部停产前，50%双氧水主要由公司本部负责生产销售，分公司只负责 27.5%双

氧水的生产销售，本部停产后，根据客户订单，报告期分公司生产了少量的 50%双氧水，但

由于受到产能的限制，为优先保障分公司原成熟销售渠道的 27.5%双氧水市场的需求，公司

暂停了 50%双氧水的生产。为保证已签订的销售合同供货数量，保证客户需要，公司外购了

少量 50%水进行销售。 

报告期，化工行业包括了 27.5%双氧水和 50%双氧水两种不同浓度的双氧水产品，而 50%

双氧水产量极少，受规模效应等的影响，50%双氧水毛利极低，略拉低了公司化工行业的综

合毛利率，化工行业整体毛利率是合理的。 

（二）会计师回复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要求，设计和执行了相关审计程序，针对上述问题

我们执行的主要程序如下： 

（1）取得发行人营业收入的会计政策，检查发行人收入确认原则、收入确认的具体方

法及具体时点，判断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2）查询双氧水市场价格，与公司销售单价进行对比分析其是否存在重大异常； 

（3）取得公司与主要客户签订的合同或订单，检查核实主要关键条款，包括但不限于：

交货约定、产品定价、付款及结算方式、退换货约定、限制性约定、违约责任等； 

（4）取得报告期内销售收入成本明细表、销售台账，分产品类别、业务类型及经营模

式实施分析程序，对比分析报告期内境内外销售收入及成本的变动情况； 

（5）对客户及供应发函询证相关交易金额及往来余额，了解相关客户的业务类型、基

本情况、合作历史、关联关系或其他利益关系等情况。 

经审计，我们认为在不同销售模式下，27.5%双氧水毛利合理，与同行业不存在重大差

异，公司化工行业整体毛利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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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年报披露，公司的销售模式分为直销和经销。报告期内，实现直销和经销收入分别

为 3,910.45 万元、6,785.09 万元。报告期内，前五名客户销售额 8,997.50 万元，占年度

销售总额 84.12%，客户集中度较高。请公司补充披露：（1）各销售模式下的收入确认时点

和依据，相关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2）直销和经销客户名称、成

立时间、主营业务、与公司及其关联方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是否为报告期新增客户；（3）

公司与经销客户的结算流程、结算周期，是否存在经销客户渠道压货；（4）前五名客户集

中高的原因及合理性，是否符合行业特性；（5）与前五名客户合作的历史、交易的稳定性

及可持续性，相关交易的定价原则及公允性，是否对主要客户存在依赖。请年审会计师发

表意见。 

（一）公司回复 

（1）各销售模式下的收入确认时点和依据，相关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

的规定； 

公司自 2020 年 1 月 1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在新收入准则下，公司以控制权转移作为

收入确认时点的判断标准。直销和经销两种销售模式的收入确认时点均为本公司将商品按照

协议合同规定于商品发出或运至约定交货地点，并取得验收合格有效凭据后，确认收入。客

户在验收合格后享有自行销售和使用产品的权利并承担该产品可能发生价格波动或毁损的

风险。相关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2）直销和经销客户名称、成立时间、主营业务、与公司及其关联方之间是否存在关

联关系，是否为报告期新增客户； 

公司直销前五大客户均成立于 2007 年以前，主营业务为纸浆生产销售等，与公司及关

联方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没有报告期新增客户。 

公司经销前五大客户中，4 家为老客户，1 家为报告期新增客户，老客户均成立于 2014

年以前，新增客户成立于 2018 年。主营业务为危险化学品经营、过氧化氢溶液【含量＞8%】

经营等，与公司及关联方之间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3）公司与经销客户的结算流程、结算周期，是否存在经销客户渠道压货； 

公司与经销客户的结算流程为本公司将商品按照协议合同规定将商品发出或运至约定

交货地点，并取得验收合格有效凭据后，确认收入。主要采用款到发货结算方式，不存在经

销客户渠道压货的情况。 

（4）前五名客户集中高的原因及合理性，是否符合行业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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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向前五各客户销售占比高的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由于公司司法重整后，业务单一，

产品规模小，销量大幅度减少，销售收入大幅减少；另一方面，公司前五大客户中前两大客

户是华南地区浆纸业巨头，两家公司对双氧水的需求量较大，公司向其销售的数量相对较多，

公司一直与他们保持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2020 年度公司前 5 名客户集中度高是符合公司

当前的实际情况的，有其合理性，符合行业特性。 

（5）与前五名客户合作的历史、交易的稳定性及可持续性，相关交易的定价原则及公

允性，是否对主要客户存在依赖。 

公司从 2013年开始生产双氧水，生产技术成熟，业务模式稳定，公司与前 5名客户系

长期稳定的持续合作关系，根据市场行情签订订单，同时公司一直在努力拓展市场销售渠道，

平常和其他潜在可能的客户也保持交流与往来，不存在依赖主要客户的情况。 

（二）会计师回复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要求，设计和执行了相关审计程序，针对上述问题

我们执行的主要程序如下： 

（1）查询主要客户工商信息，了解客户基本信息； 

（2）选取客户发函询证其交易额及往来余额并对函证过程保持严格控制； 

（3）将报告期主要客户的销售额与前期进行比较分析其是否存在重大波动； 

（4）查阅重要销售合同或订单，检查核实主要关键条款，包括但不限于：交货约定、

产品定价、付款及结算方式、退换货约定、限制性约定、违约责任等； 

（5）检查报告期银行账户主要客户收款情况及期后回款情况； 

（6）检查期后发货情况。 

经审计，我们认为公司收入确认相关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与主要客

户之间不存在关联方关系，公司关联方交易披露充分；公司与经销客户的结算流程、结算周

期正常，不存在经销客户渠道压货的情形；前五名客户集中高符合行业特性；对主要客户不

存在依赖。 

5.年报显示，公司主要产品为双氧水，生产双氧水的主要原材料为氢气，公司主要通

过签订长期协议向广西柳化氯碱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柳化氯碱）进行采购，柳化氯碱系公

司关联方。年报披露，公司前五名供应商采购额 46,59.36 万元，占年度采购总额 91.50%，

采购集中度较高。请公司补充披露：（1）氢气采购价格是否与市场价格一致，采购价格是

否公允；（2）柳化氯碱是否为公司氢气采购唯一供应商，如是，说明原因及合理性；（3）

近三年前五名供应商的变化情况、合作时间、交易金额等，公司及关联方与供应商之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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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存在关联关系、业务往来或资金往来的情形；（4）按采购种类披露前五名供应商的名称、

采购方式、采购内容、结算方式、采购金额等情况，主要原材料及能源耗用与公司产品产

销情况是否匹配，采购价格变动趋势与市场价格是否一致；（5）公司供应商集中度较高的

原因，是否符合行业特征，对主要供应商是否存在重大依赖，是否存在替代供应商。请年

审会计师发表意见。 

（一）公司回复 

（1）氢气采购价格是否与市场价格一致，采购价格是否公允； 

根据卓创咨询网工业气体相关信息显示，目前华中地区工业普氢主流出厂含税价格为

1.4 元-2 元/立方米，2020 年公司向柳化氯碱采购的氢气平均含税价格为 1.36 元/立方米，

与市场价格基本一致。虽然公司的氢气采购价格略低于市场报价，但因为公司与柳化氯碱属

于长期合作关系，故公司认为公司的氢气采购价格是公允的。 

（2）柳化氯碱是否为公司氢气采购唯一供应商，如是，说明原因及合理性； 

目前，柳化氯碱是公司氢气采购唯一供应商。氢气是一种无色、无嗅、无毒、易燃易爆

的气体，和氟气、氯气、氧气、一氧化碳以及空气混合均有爆炸的危险。由于氢气的易燃易

爆特点，在气体状态下其运输的方式和距离都受到很大限制，只能通过管道在相对较短的距

离内输送。鹿寨分公司和柳化氯碱同位于柳州市鹿寨县经济开发区鹿寨化工园区内，目前园

区内仅有柳化氯碱一家氢气供应厂家，公司也是其唯一的使用客户，用量有保障，且柳化氯

碱生产区与鹿寨分公司厂区相邻，距离比较近，氢气运输既安全又比较经济。 

（3）近三年前五名供应商的变化情况、合作时间、交易金额等，公司及关联方与供应

商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业务往来或资金往来的情形； 

近三年前五名供应商情况列示如下： 

单位：元 

前五名供应商 
交易金额 

合作时间 
是否关

联方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广西电网有限责任公司柳州鹿寨供电局 16,792,396.09   2013 年至今 否 

广西柳化氯碱有限公司 26,497,285.59 19,470,422.52  2013 年至今 是 

株洲市元素化工有限公司 2,163,703.54   2013 年至今 否 

淄博恒亿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797,522.12   2013 年至今 否 

岳阳市中顺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702,688.05   2013 年至今 否 

中农集团控股四川农资有限公司  41,224,185.45  2013年-2019年 否 

 广西电网有限责任公司柳州供电局   77,625,729.13 401,643,984.96 2001年-2020年 否 

山西晋城无烟煤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4,314,870.84 184,479,051.73 2009年-2019年 否 

湖南黑金时代股份有限公司煤炭销售分公司  23,369,467.69 103,655,038.28 2010年-2019年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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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五名供应商 
交易金额 

合作时间 
是否关

联方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广西河池富安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71,394,562.91 2017年-2019年 否 

广西柳州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40,209,022.71 2004年-2019年 否 

合计 46,953,595.39 176,004,675.63 801,381,660.59   

2018年初公司进入司法重整，在重整期间根据重整计划进行了系列淘汰落后产能、缩

减业务范围等经营战略调整。由于公司业务的快速、大量缩减，导致近三年前五名供应商产

生了较大的变化，如公司之前的主要产品尿素、硝酸铵、液氨等业务已经全面终止，继而停

止了与之相关的煤炭供应商的合作。目前公司仅存一条双氧水生产线，氢气是双氧水生产的

主要原材料，如本题（2）所述原因，氢气保持向原有供应商广西柳化氯碱有限公司采购，

在氢气的采购金额变化不大的情况下，由于其他类别采购量的下滑导致氢气采购比例占总采

购额的比例出现较大上升。 

近三年公司前五大供应商中，除公司与广西柳化氯碱有限公司存在关联关系，广西柳化

氯碱有限公司与广西电网有限责任公司柳州鹿寨供电局之间也存在电力采购业务往来之外，

公司及关联方与供应商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采购业务之外的资金往来的情形。 

（4）按采购种类披露前五名供应商的名称、采购方式、采购内容、结算方式、采购金

额等情况，主要原材料及能源耗用与公司产品产销情况是否匹配，采购价格变动趋势与市

场价格是否一致； 

2020年，公司总不含税采购金额为 5,131.67万元，其中向前五名供应商采购金额为

4,695.36万元，占总采购金额的比例为 91.50%。前五名供应商的名称、采购方式、采购内

容、结算方式、采购金额等情况如下表所示： 

   供应商名称 采购方式 采购内容 结算方式 
采购金额 
（万元） 

广西电网有限责任公司柳州鹿寨供电局 招标采购 电 现金 1679.24 

广西柳化氯碱有限公司 长协采购 

蒸汽 现金 203.75 

氢气 现金 2357.64 

清水 现金 52.95 

氮气 现金 34.64 

材料 现金 0.75 

小计  2649.73 

株洲市元素化工有限公司 招标采购 
磷酸三辛酯 

磷酸 
银行承兑汇票

和现金 
216.37 

淄博恒亿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招标采购 活性氧化铝 
银行承兑汇票

和现金 
7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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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供应商名称 采购方式 采购内容 结算方式 
采购金额 
（万元） 

岳阳市中顺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招标采购 重芳烃 
银行承兑汇票

和现金 
70.27 

合计    4695.36 

电力是公司生产所需的主要能源，氢气是公司生产所需主要原材料，电力及氢气受其本

身特性的影响，均具有不可存贮性，按生产实际耗用数量进行结算。主要原材料及能源耗用

和公司产品产销情况是匹配的。 

电力是根据市场价格通过招标方式进行采购，氢气的采购与柳化氯碱通过签订长期协议

进行采购，价格变动趋势与市场价格一致。 

（5）公司供应商集中度较高的原因，是否符合行业特征，对主要供应商是否存在重大

依赖，是否存在替代供应商。 

氢气是双氧水的主要原材料，由于氢气易燃易爆的特点，在气体状态下其运输的方式和

距离都受到很大限制，只能通过管道在相对较短的距离内输送。鹿寨分公司和柳化氯碱同位

于柳州市鹿寨县经济开发区鹿寨化工园区内，目前园区内仅有柳化氯碱一家氢气供应厂家，

且柳化氯碱生产区与鹿寨分公司厂区相邻，距离比较近，氢气运输既安全又比较经济。同时，

公司也是柳化氯碱唯一的氢气客户，双方本着公平互利的原则进行交易，目前暂时不存在替

代供应商。电力是公司生产的主要能源，根据国家电力管理相关规定，公司生产所需电力只

能由广西电网有限责任公司柳州鹿寨供电局供应，目前暂不存在替代供应商。 

2020年，公司电力和氢气的总采购金额为4036.88万元，占总采购金额的比例为78.67%，

占前五大采购金额的比例达到了 85.98%。公司供应商集中度较高，符合行业特征。 

（二）会计师回复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要求，设计和执行了相关审计程序，针对上述问题

我们执行的主要程序如下： 

（1）向管理层了解关联交易的形成原因，分析其合理性和必要性； 

（2）查询公开信息，了解氢气的市场价格，与公司采购价格进行对比，分析其是否存

在重大差异； 

（3）与上年度关联方采购额进行比较，分析其是否发生重大变化； 

（4）检查关联方交易相关披露是否准确、完整； 

（5）检查公司银行存款明细账，关注与关联方之间是否存在异常资金往来，确定是否

存在关联方资金占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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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检查采购明细，关注前五名供应商变动情况，分析其变动的合理性。 

经审计，我们认为氢气采购价格公允；由于氢气在运输、保存等方面的特殊性，柳化氯

碱作为公司氢气采购唯一供应商具备合理性；除柳化氯碱外，公司及关联方与供应商之间不

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除采购业务之外的资金往来的情形；主要原材料及能源耗用与公司产

品产销情况匹配，采购价格变动趋势与市场价格一致；公司目前产品单一，供应商集中度较

高，符合目前公司的经营特征，暂时不存在替代供应商。 

二、问题二、关于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6.年报披露，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1.30亿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为 1,271.64万元；报告期内，公司各季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

-11,984.97万元、-1,131.51 万元、-980.46万元、1,066.06万元。请公司补充披露：（1）

报告期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负的原因，及对公司未来持续经营能力产生的影响；

（2）报告期内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与净利润的差异原因及合理性；（3）结合行业

特征及生产经营情况，说明报告期内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季节波动较大的原因及

合理性。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 

（一）公司回复 

1）报告期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负的原因，及对公司未来持续经营能力产生

的影响； 

2020年度公司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为-13,030.88万元，2020年度支付的职工安置费用

为 12,162.10万元，若扣除该项支付职工安置费的影响公司本年度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为

-868.78 万元。支付职工安置费是导致经营活动现金净额为负的主要原因，截止报告期期末，

剩余 833万元已经计提的职工安置费用尚未支付，此部分安置费用为职工安置的后续收尾阶

段需要支付的费用，占整个安置费用的比例较小，未来现金的流出对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不

会构成重大影响。 

（2）报告期内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与净利润的差异原因及合理性； 

报告期内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13,030.88 万元，与净利润的差异为

14,302.53万元，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计提信用减值损失影响额为 56.32 万元，计提折旧

761.49 万元，存货减少 336.07万元，经营性应收项目增加 1,714.13万元，经营性应付项

目减少 13,742.28 万元（其中支付上期计提的安置费 12,162.10 万元）。与公司经营情况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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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差异是合理的。 

（3）结合行业特征及生产经营情况，说明报告期内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季节

波动较大的原因及合理性。 

经营活动现金流量相关数据列示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一季度 二季度 三季度 四季度 

经营活动净流量  -11,984.97   -1,131.51   -980.46   1,066.06  

支付职工安置费   10,876.97      765.25    392.14     127.74  

净利润  11.11   -548.87   378.18   1,431.22  

2020年一季度，由于支付了 1.09 亿元的职工安置费用，导致一季度经营活动现金净流

量出现较大负数，二季度，受疫情的影响，产品市场低迷，价格跌至全年最低，三季度产品

市场缓慢恢复，价格小幅上涨，四季度进入产品销售旺季，双氧水价格大幅上涨，销售收款

增加，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也增加较大，公司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的变化符合 2020年度

公司的实际经营情况和产品市场走势，其波动是合理的。 

（二）会计师回复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要求，设计和执行了相关审计程序，针对上述问题

我们执行的主要程序如下： 

（1）获取现金流量表及其编制底稿，对现金流量表各项目进行分析性复核； 

（2）检查银行存款明细账，分析其与现金流量表各项目是否存在显著差异； 

（3）将各季度现金流量情况与生产经营情况进行分析，判断其是否存在重大异常； 

（4）检查大额银行支付项目，关注其现金流量表相关列报是否正确； 

（5）对现金流量表各项目与资产负债表的勾稽关系进行分析性复核，关注其是否存在

异常； 

经审计，我们认为报告期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负的原因合理，报告期内经营

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与净利润的差异合理，报告期内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季节

波动与公司生产经营情况一致，波动合理。 

7.年报披露，公司应收票据期末余额为 3,830.52万元，同比上年期末增加 47.83%；报

告期内终止确认应收票据 1,218.63万元，全部为银行承兑票据。报告期末，应收账款计提

坏账准备 64.29万元，其中按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比例为 5.05%，同比上期下降 7.71%，应

收账款期末账面价值为 533.31 万元，同比上期增加 1201.86%；应收账款占营业收入比重为

- 15 - 



4.98%，同比上期增加 4.87个百分点。请公司补充披露：（1）报告期内对客户销售和结算

模式是否发生重大变化，说明应收票据同比大幅增加的原因及合理性，是否与公司业务量

相匹配，交易对方是否为关联方，以及相关业务是否满足收入确认条件；（2）说明应收票

据背书和贴现情况，是否附可追索权，相关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3）

结合可比公司坏账计提政策，说明按组合计提坏账准备比例设定依据，按组合计提坏账比

例同比下降的原因及合理性, 以及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是否充分；（4）结合公司信用政

策情况，说明应收账款同比大幅增加的原因及合理性，应收账款期后回款情况。请年审会

计师发表意见。 

（一）公司回复 

（1）报告期内对客户销售和结算模式是否发生重大变化，说明应收票据同比大幅增加

的原因及合理性，是否与公司业务量相匹配，交易对方是否为关联方，以及相关业务是否

满足收入确认条件； 

报告期内公司对客户销售和结算模式没有发生重大变化。上年度，公司应收票据多通过

背书转让的方式用于采购原材料，与上年度相比，报告期公司采购原材料主要采用银行存款

结算，应收票据的背书量较小，由于报告期公司资金充裕，应收票据也不存在贴现情况，上

述原因导致期末应收票据余额较上年末有所增加。故应收票据同比大幅增加是合理的，与公

司业务量相匹配。应收票据的主要客商系公司第一大客户，该客户不是我公司的关联方，与

该公司的相关业务满足收入确认条件。 

（2）说明应收票据背书和贴现情况，是否附可追索权，相关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企业

会计准则》的规定； 

公司期末已背书或已贴现的但在资产负债表日尚未到期的应收票据共 57 笔，均为银行

承兑汇票，均未附可追溯权，在背书或贴现之后终止确认应收票据是符合《企业会计准则》

的规定的。 

（3）结合可比公司坏账计提政策，说明按组合计提坏账准备比例设定依据，按组合计

提坏账比例同比下降的原因及合理性, 以及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是否充分； 

对于划分为组合的应收账款，本公司参考历史信用损失经验，结合当前状况及对未来经

济状况的预测，编制应收账款账龄与整个存续期预期信用损失率对照表，计算预期信用损失。

对于划分为组合的应收票据，本公司参考历史信用损失经验，结合当前状况及对未来经济状

况的预测，通过违约风险敞口和整个存续期预期信用损失率，计算预期信用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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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划分为组合的应收账款，基于所有合理且有依据的信息，对该应收账款坏账准备的

预期信用损失率进行估计如下：  

账   龄 预期信用损失率(%) 

1 年以内 5.00 

1 至 2 年 10.00 

2 至 3 年 20.00 

3 至 4 年 50.00 

4 至 5 年 80.00 

5 年以上 100.00 

如果有客观证据表明某项应收账款已经发生信用减值，则本公司对该应收账款单项计提

坏账准备并确认预期信用损失。 

按信用风险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 

账龄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账面余额 
预期信用损

失率(%) 
坏账准备 账面余额 

预期信用损

失率(%) 
坏账准备 

1 年以内 5,613,794.24 5.00 280,689.71  45,270.33  5.00  2,263.52  

1 至 2 年  10.00   290,291.27  10.00  29,029.13  

2 至 3 年  20.00   130,977.59  20.00  26,195.52  

3 至 4 年  50.00      50.00     

4 至 5 年  80.00   3,014.54  80.00  2,411.62  

5 年以上 3,014.54 100.00 3,014.54     100.00     

合计 5,616,808.78  283,704.25  469,553.73    59,899.79  

报告期按组合计提的应收账款坏账比例同比下降的原因主要是由于报告期应收账款均

为信用风险较低的账龄在一年以内的应收账款，从而导致综合计提比例略低于上年。按组合

计提坏账比例同比下降的原因主要系上年按信用风险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中，账龄

1-2 年和 2-3年的应收账款 359,145.09元本期在按单项评估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列示

所致，报告期公司应收账款的计提是充分的。 

（4）结合公司信用政策情况，说明应收账款同比大幅增加的原因及合理性，应收账款

期后回款情况。 

公司在2019年11月出售了母公司本部所有债权类资产，导致上年末应收账款金额较小，

报告期应收账款主要为应收公司第一大客户，该客户于 2020年 12月采购双氧水 465万元，

该笔货款在审批的赊销额度和赊销期限内，上述款项已于 2021 年 1月 31日全部收回。 

（二）会计师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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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要求，设计和执行了相关审计程序，针对上述问题

我们执行的主要程序如下： 

（1）核对应收票据台账确认是否与账面记录一致； 

（2）对期末应收票据进行盘点； 

（3）检查主要客户销售合同，关注交货期限、结算方式、信用期等是否发生变化； 

（4）重新计算应收账款信用损失并与账面记录相核对确定其是否存在重大差异； 

（5）检查期后回款情况； 

（6）向客户发函询证期末应收账款余额； 

经审计，我们认为报告期公司内对客户销售和结算模式未发生重大变化，应收票据同比

大幅增加是合理的，与公司业务量相匹配，交易对方为非关联方，相关业务满足收入确认条

件；背书和贴现的应收票据未附可追索权，相关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应

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充分；应收账款同比大幅增加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应收账款期后回款

情况正常。 

8.年报披露，公司预收账款期末数为 1,894.12万元，占总资产的 4.04%，占比高于上

期期末 0.69个百分点，且预收账款账龄均超过 1年。请公司补充披露：（1）货款结算政策，

预收比例，预收账款余额与发出商品余额是否存在勾稽关系，以及预收账款长期挂账的原

因；（2）结合具体销售流程，说明在报告期营业收入下降的情况下，预收账款较高的原因、

是否存在提前或推后结转预收账款时点从而达到影响收入确认的情形。请年审会计师发表

意见。 

（一）公司回复 

（1）货款结算政策，预收比例，预收账款余额与发出商品余额是否存在勾稽关系，以

及预收账款长期挂账的原因； 

报告期除少量客户外，大部分客户都采取预收货款的方式销售，款到发货。根据新收入

准则，公司将符合确认条件的预收账款在合同负债列报，余下的预收账款的账龄绝大部分都

在三年以上，且无对应的销售合同，与发出商品余额不存在勾稽关系，在预收款项列报。期

末预收款项的余额属于司法重整之前遗留下来的老债务，在司法重整期间，该部分债务无债

权人申报债权，导致长期挂账。 

（2）结合具体销售流程，说明在报告期营业收入下降的情况下，预收账款较高的原因、

是否存在提前或推后结转预收账款时点从而达到影响收入确认的情形。请年审会计师发表

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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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预收款项期末数为 1,894.12 万元，比期初减少 4.55%；预收款项占总资产的比率

为 4.04%，占总资产的比例高于上期期末 0.69个百分点，主要系 2020年末资产总额比期初

减少所致。如本题（1）所述，期末预收款项均为司法重整之前遗留下来的账龄较长的老债

务，与报告期营业收入无关，不存在提前或推后结转预收账款时点从而达到影响收入确认的

情形。 

（二）会计师回复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要求，设计和执行了相关审计程序，针对上述问题

我们执行的主要程序如下： 

（1）获取预收款项明细表，复核其与报表及总账金额一致； 

（2）与上年度报表相核对，检查其本年是否存在变化； 

（3）结合律师询证函，分析公司是否存在隐性债务纠纷； 

（4）与管理层讨论对于其区分于合同负债单独列报的具体原因； 

（5）结合期后账务处理情况及期后发货情况的检查判断其是否存在跨期确认收入的情

况； 

经审计，我们认为，公司期末预收款项为账龄较长的呆账，无债权人申报，也无对应的

履约义务，公司不存在提前或推后结转预收账款时点从而达到影响收入确认的情形。 

9.年报披露，公司其他应付款期末余额为 1,363.09万元，包括企业间往来 136.15万

元、代垫运杂费 37.58万元、其他 1,189.36万元。请公司补充披露：（1）其他项目的具体

内容，主要对方名称、金额、形成时间、资金用途、还款期限、说明是否存在长期挂账的

项目以及相关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2）企业间往来款形成的背景、

尚未支付的原因、是否存在信用风险；（3）代垫运杂费发生的原因，代垫的周期，期后支

付情况，是否符合行业商业逻辑。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 

（一）公司回复 

（1）其他项目的具体内容，主要对方名称、金额、形成时间、资金用途、还款期限、

说明是否存在长期挂账的项目以及相关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2019年 10月份，公司通过司法途径公开拍卖了位于柳州本部的相关资产，根据相关资

产拍卖成交时所签订的《拍卖成交确认书》的约定，买受方在对相关资产、设备等进行拆除

前须向公司缴纳 1000 万元的施工履约安全保证金，其他项目主要系 2019 年 11月买受方所

请的施工方代其缴纳的施工履约安全保证金。本报告期末因买受方的设备拆除期限尚未到期，

故保证金尚未结算。截至目前，相关设备拆除工作仍在进行中，该笔保证金须待现场设备拆

除全部结束后进行清退。相关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具体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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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 
关联方(是

/否) 
款项性质 金额（元） 形成时间 

是否长期挂

账 

十一冶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否 保证金 10,000,000.00 2019 年 11 月 否 

（2）企业间往来款形成的背景、尚未支付的原因、是否存在信用风险； 

企业间往来款明细如下： 

单位名称 关联方(是/否) 款项性质 金额（元） 是否存在信用风险 

柳州市柳化复混肥料有限公司 是 往来款 1,041,366.39 否 

柳州元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是 代收款 319,250.21 否 

广西柳州中成化工有限公司 是 代收款 860.39 否 

柳州市柳化复混肥料有限公司系公司前控股子公司，该往来款系司法重整前形成的。柳

州元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的代收款项系该公司购买公司的对外债权后，债务人转入的属于柳

州元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的债权款。截止目前，企业间的往来款已全部支付完毕。 

（3）代垫运杂费发生的原因，代垫的周期，期后支付情况，是否符合行业商业逻辑。 

期末代垫运杂费余额 37.58 万元主要系代收铁路运费。发生的主要原因系公司代铁路部

门向客户收取的铁路运费大于铁路部门最终与客户实际结算的金额，而公司未能及时将多收

的运费退还客户所致。代垫运杂费账龄都在三年以上，属于司法重整之前遗留下来的老债务，

在司法重整期间，该部分债务无债权人申报。 

（二）会计师回复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要求，设计和执行了相关审计程序，针对上述问题

我们执行的主要程序如下： 

（1）获取其他应付款明细表，复核其与报表及总账金额一致； 

（2）与上年度报表相核对，检查其本年是否存在变化； 

（3）选取大额往来余额发函并对函证过程保持严格控制； 

（4）对关联方往来余额进行函证，未发函的进行核对； 

（5）结合律师询证函，分析公司是否存在隐性债务纠纷； 

经审计，我们认为，公司其他应付款其他项目的相关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

规定，企业间往来款不存在信用风险，代收运杂费符合行业商业逻辑。 

10.年报披露，公司实现利息收入 637.98万元，同比上年年末增加 4.16倍；公司期末

货币资金为 3.54亿元，同比上期期末减少 26.62%。请公司补充披露：（1）结合利息收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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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来源，说明在货币资金减少的情况下，报告期内利息收入同比大幅增加的原因；（2）

结合资金管理模式，说明是否存在购买理财产品的情形，相关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企业会

计准则》的规定。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 

（一）公司回复 

（1）结合利息收入的主要来源，说明在货币资金减少的情况下，报告期内利息收入同

比大幅增加的原因； 

2019年末，公司处置了相关资产，收到资产处置款约 3.7亿元，报告期除了支付职工

安置费之外，没有产生其他大额支出，导致银行存款余额较大。为了盘活资金，提高利息收

益，公司与银行签订相关存款协议，协议约定账户内资金按日计息，按季结息，每日按对公

存款余额分段计息，该存款利率较高，因此产生了较高的利息收入。 

（2）结合资金管理模式，说明是否存在购买理财产品的情形，相关会计处理是否符合

《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存放公司主要存款的账户为公司一般账户，未与银行签订其他理财协议，该账户资金不

存在风险，使用不受限制，公司不存在购买理财产品的情形。 

财政部发布的《关于修订印发 2019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 2019〕 

6 号）规定：“应收利息”仅反映相关金融工具已到期可收取但于资产负债表日尚未收到的

利息，“应付利息”仅反映相关金融工具已到期应支付但于资产负债表日尚未支付的利息， 基

于实际利率法计提的金融工具的利息应包含在相应金融工具的账面余额中。因此，未到期的

定期存款、以摊余成本计量的债权投资，以及其他金融工具在合同约定结息日前计提的计息

日后至资产负债表日 （如 12 月 21 日至 31 日）的利息收入，应列报于相应的金融工具

之中，如计提的尚未到期定期存款利息，应当列报于银行存款（金额重大的，可在货币资金

项目下单独披露“应计利息”金额）。 

根据上述规定，公司在报告期末将该存款本金及计提的利息均在货币资金项目列报是符

合《企业会计准则》规定的。 

（二）会计师回复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要求，设计和执行了相关审计程序，针对上述问题

我们执行的主要程序如下： 

（1）获取银行开户清单，对所有银行账户进行函证，其中包括零余额账户和当年度销

户的账户，同时对销户账户收集相关销户证明； 

（2）到银行打印企业信用报告，将相关信息和账面信息进行核对，检查有无出现异常

情况，对于出现异常情况的进一步做其他审计程序予以检查、核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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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检查公司与银行签订的相关协议，分析存款性质，判断其是否为理财产品；  

（4）测算利息收入，与公司账面记录进行比较； 

（5）访谈公司主要资金账户的银行客户经理，询问关于上述存款协议的性质，了解公

司资金是否存在风险，是否存在使用限制等； 

（6）检查货币资金在财务报告中的列报和披露是否充分、适当。 

经审计，我们认为报告期内利息收入增加的原因合理；公司不存在购买理财产品的情形，

相关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11.年报披露，公司营业成本为 8,195.80万元，同比下降 78.79%；管理费用 2,095.28

万元，同比减少 5.83亿元，下降 96.53%；销售费用 29.24 万元，同比减少 1,254.77万元，

下降 97.72%。请公司结合成本费用主要类型同比变动情况，补充披露同比大幅下降的原因

及合理性，是否存在相关方为公司承担成本费用的情形，相关成本费用是否真实、准确、

完整入账。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 

（一）公司回复 

（1）公司营业成本同比大幅下降的原因主要是 2019年末，公司执行重整计划拍卖相关

资产后，公司仅剩鹿寨分公司资产在经营，业务范围大幅度缩小，而 2019年度一季度，公

司柳州本部相关生产系统仍在继续经营，从而导致 2020年公司的营业收入同比下降 71.35%，

与之相对应的成本、费用等也相应减少。 

（2）管理费用下降的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 2019年 11月通过公开拍卖的形式

对低效资产进行了处置，同时对资产处置涉及的相关岗位上的人员按照职工安置方案进行安

置，2019 年公司计提了 3.06 亿元的大额职工安置费用；二是由于柳州本部生产装置自 2019

年 3月底至 2019 年末相关资产拍卖前一直处于停产状态，2019年公司发生了 2.30亿元的

停工损失；三是由于 2020年公司业务范围大幅缩小，相关管理费用随之大幅减少。 

（3）销售费用下降的主要原因是，根据新收入准则，企业向客户销售商品的同时，需

要将商品运送至客户指定的地点的情况下，发生的运输活动不构成单项履约义务，而只是企

业为了履行合同而从事的活动，相关成本应当作为合同履约成本，故本报告期公司将运输费

用调整至销售成本，以前年度不进行追溯调整。 

公司不存在相关方为公司承担成本费用的情形，相关成本费用已真实、准确、完整入账。 

（二）会计师回复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要求，设计和执行了相关审计程序，针对上述问题

我们执行的主要程序如下： 

（1）获取主营业务成本明细表，复核加计是否正确，并与总账数和明细账合计数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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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相符，结合其他业务成本科目与营业成本报表数核对是否相符； 

（2）对主要产品各月的单位成本变动进行分析；对主要产品的单位成本与上年度变动

进行分析；结合存货和应付账款审计，对主要产品的主要原材料采购价格变动进行分析； 

（3）对主营业务成本与收入进行匹配分析； 

（4）复核主营业务成本明细表，编制生产成本与主营业务成本倒轧表； 

（5）获取管理费用明细表，复核加计是否正确，并与总账数和明细账合计数核对是否

相符；将管理费用中的职工薪酬与各有关账户进行核对，分析其勾稽关系的合理性； 查阅

职工安置方案，核对安置员工数量及相关安置费金额；计算分析管理费用中各项目发生额及

占费用总额的比率，将本期、上期管理费用各主要明细项目作比较分析，判断其变动的合理

性；比较本期各月份管理费用；对管理费用实施截止性测试； 

（6）获取销售费用明细表，复核加计是否正确，并与总账数和明细账合计数核对是否

相符；将销售费用中的工资与相关的资产、负债科目核对，检查其勾稽关系的合理性；对销

售费用进行分析：计算分析各个月份销售费用总额及主要项目金额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率，

并与上一年度进行比较，判断变动的合理性，计算分析各个月份销售费用中主要项目发生额

及占销售费用总额的比率，并与上一年度进行比较，判断其变动的合理性；对销售费用实施

截止性测试。 

经审计，我们认为不存在相关方为公司承担成本费用的情形，公司相关成本费用真实、 

准确、完整入账。 

三、其他说明事项 

本专项说明是根据证券监管机构的要求出具，不得用作其他用途。由于使用不当所造成

的后果，与执行本业务的注册会计师及其所在的会计师事务所无关。 

 

 

 

 

 

 

 

 

 

- 23 - 












	柳化
	√1-上市公司财务报表审计报告及附注模板-柳化股份-盖章版（无报表）
	财务报表（盖章版）
	√1-上市公司财务报表审计报告及附注模板-柳化股份-盖章版（无报表）
	√1-上市公司财务报表审计报告及附注模板-柳化股份-盖章版（无报表）
	√1-上市公司财务报表审计报告及附注模板-柳化股份-盖章版（无报表）
	√1-上市公司财务报表审计报告及附注模板-柳化股份-盖章版（无报表）
	审计报告签字盖章页
	√1-上市公司财务报表审计报告及附注模板-柳化股份-盖章版（无报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