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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三力士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报问询函的专项回复说明 

 

信会师函字[2021]第 ZF308 号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管理一部： 

 

根据贵部出具的对三力士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力士”或“公司”）《关

于对三力士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报的问询函》【公司部年报问询函〔2021〕第 

117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的要求，我们作了认真检查，现就问询函中涉及

的问题回复如下： 

一、关于问询函“1、年报“募集资金承诺项目情况”显示，截至报告期末

你公司“年产 150 台智能化无人潜水器新建项目”投资进度为 64.85%。2021 年 4

月 27 日，你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结项及终止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拟终止上述未实

施完毕的募投项目，并将终止后的节余募集资金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请你

公司： 

（4）结合上述情况，说明你公司对该在建工程报告期及前期的减值准备计

提是否充分，相关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有关规定。 

请保荐机构对上述问题（1）（2）（3）、年审会计师对上述问题（4）进行核

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答： 

公司回复： 

（一）该在建工程基本情况： 

公司年产 150 台智能化无人潜水器项目属于凤凰创新园项目其中一部分，对

应在建工程基本情况如下： 

单位：元 

项目名称 上年年末余额 本期增加金额 本期转入固定资产金额 期末余额 

年产 150台智能化无

人潜水器新建项目 
222,664,838.06  19,150,831.39  184,748,868.64  57,066,800.81  

合计 222,664,838.06  19,150,831.39  184,748,868.64  57,066,80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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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报告期完工结转固定资产的清单如下： 

单位：元 

项目名称 结转固定资产金额 建筑面积（平方米） 目前现状 

1 号厂房 37,054,622.78 21,349.18 公司规划自用 

2 号厂房（试验车间） 47,862,438.26 43,392.35 部分已出租，剩余部分招租中 

3 号厂房（宿舍楼） 8,579,419.44 5,643.00 公司规划自用 

科研楼 86,201,502.47 34,271.27 公司已自用 

1 号配电房 869,419.20 367.60 厂区整体配套使用 

2 号配电房 414,984.47 175.46 厂区整体配套使用 

大门景观 2,726,117.45 不适用 厂区整体配套使用 

围墙及河坎 688,179.82 不适用 厂区整体配套使用 

围墙 352,184.75 不适用 厂区整体配套使用 

合计 184,748,868.64   

 

2、 报告期末在建工程具体构成如下： 

单位：元 

项目名称 结转固定资产金额 

附属办公楼   16,728,043.18  

场外景观工程   40,338,757.63  

合计 57,066,800.81 

 

（二）该在建工程减值准备计提情况：  

1、以前年度公司对该在建工程的减值准备计提情况 

2017 年 2 月，绍兴市国土资源局就柯岩 D-45A 工业地块向三力士智能装备

核发了浙（2017）绍兴市柯桥区不动产权第 0007946 号《不动产权证书》，用于“年

产 150 台智能化无人潜水器新建项目”实施。三力士智能装备在取得外部审批的

相关文件和实施用地后，开始开工建设。 

2019 年末，公司年产 150 台智能化无人潜水器项目在正常建设中，项目处

于土建工程阶段，主要为厂房及附属工程。凤凰产业园所在区域房地产市场行情

较好，公司“年产 150 台智能化无人潜水器新建项目”所建设凤凰创新园的土地

厂房处于增值状态。该项目对应的在建工程未发现减值迹象，公司未对该在建工

程计提减值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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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20 年度公司对该在建工程的减值准备计提情况 

2020 年末，公司年产 150 台智能化无人潜水器项目投入主要为土地、厂房

及部分设备，但由于无人潜水器市场发生变化，行业竞争加剧，公司预计继续投

入难以达到预期效益，为提高资产和资金使用效率，公司停止对年产 150 台智能

化无人潜水器项目进一步投入。 

公司年产 150 台智能化无人潜水器项目除附属办公楼和场外景观工程尚未

完工外，其它厂房及科研楼已经完工结转固定资产。公司根据实际情况，将已经

完工厂房采取自用及部分对外出租的安排。由于期末在建工程系项目整体一部分，

因此报告期末在建工程减值测试与项目整体一起进行。 

（1）对外出租部分厂房减值测试情况 

对于已经出租的厂房，单位造价合理。公司根据已经出租房产的租赁合同及

租赁价格，测算了已出租及拟出租厂房未来现金流量，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超过

公司出租厂房金额，资产回报率较高，已出租及拟出租厂房公司未计提资产减值

准备。 

（2）自用部分厂房减值测试情况 

募投项目建设完成后，自留自用的的房屋建筑物供公司原有业务使用，单位

造价合理。公司 2020 年实现收入 90,044.87 万元，综合毛利率 39.03%，净利润

16,762.39 万元，公司经营稳定，毛利率较高，盈利能力良好；同时，该部分资

产所在区域房地产市场较为活跃，公司房产处于增值状态，自用厂房、办公楼及

科研楼未发现减值迹象，公司未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综上，2020 年年末公司未对在建工程计提减值准备，相关会计处理符合企

业会计准则的有关规定。 

 

年审会计师回复： 

针对上述事项，我们实施的审计程序包括但不限于： 

1、 我们对在建工程执行了现场监盘程序，查看了在建工程的状态。 

2、 我们获取并检查了公司厂房出租合同。  

3、 我们对出租厂房进行了实地查看，该部分厂房在正常出租中。  

4、 我们询问了管理层对凤凰创新园区厂房使用规划。  

5、 我们分析了公司年产 150 台智能化无人潜水器项目已完工厂房单位

造价的合理性。 

6、 我们对公司在建工程减值测试过程进行了复核，检查了公司出租

厂房未来现金流量测算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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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实施的审计程序，我们认为： 

就财务报表整体的公允反映而言，公司本报告期及前期在建工程减值准备

的计提情况，在所有重大方面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二、关于问询函“2. 年报显示，你公司其他非流动资产中，预付工程设备及

购房款报告期末余额为 1,872.49 万元。请说明上述预付款的主要内容、形成原

因及合理性，预付对象与你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董监高等是否存在关

联关系或其他可能造成利益倾斜的关系，在此基础上说明是否存在你公司资金

非经营性占用或你公司违规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形。请年审会计师进行核查并发

表明确意见。” 

答： 

公司回复： 

（一）预付款的主要内容、形成原因及合理性 

公司其他非流动资产期末余额主要构成如下： 

单位：元 

供应商名称  期末余额  主要内容 形成原因及合理性 

浙江宝业建设集团有限公

司 
12,020,845.87 

预付“年产 5 亿 A 米橡胶

传动带智能化产业园项

目”工程款。 

公司根据工程合同约定预付

10%合同款，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结算后预付 1,202.08 万

元，具备合理性。 

杭州科卡诺机器人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2,527,200.00 

预付橡胶带生产自动化专

用机器人设备款。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定制

的专用机器人尚未到货，公司

根据合同约定支付货款，具备

合理性；期后设备已到。 

嘉兴乐讯自动化控制技术

有限公司 
675,000.00 

预付压延机款项 247.5 万，

全自动控制系统保证金

180 万尚未支付，相抵之后

余额 67.5 万元。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定制

的压延机尚未到货，公司根据

合同约定支付货款，具备合理

性，压延机设备期后已到；全

自动控制系统项目按照合同约

定，尚有 180 万元保证金未支

付，具备合理性。 

其它 40 余家公司（注） 3,501,933.87 预付设备款  

合计 18,724,979.74    

注：其余 40 余家公司的预付款单项金额均在 50 万元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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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预付对象与你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董监高等是否存在关联

关系或其他可能造成利益倾斜的关系，说明是否存在公司资金非经营性占用或

公司违规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形 

公司其他非流动资产期末余额由预付工程款及设备款构成，大部分属于 “年

产 5 亿 A 米橡胶传动带智能化产业园项目”工程款及设备款，预付款按合同约定

支付；预付对象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董监高等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

可能造成利益倾斜的关系，公司不存在资金非经营性占用或违规提供财务资助的

情形。 

 

年审会计师回复： 

针对上述事项，我们实施的审计程序包括但不限于： 

1、我们对长期资产相关的内部控制进行了控制测试。 

2、我们获取了预付的工程款和设备款对应的合同，检查公司预付款项金额

与付款方式与合同约定是否一致，购买的设备是否系公司生产经营所需。 

3、我们对“年产 5 亿 A 米橡胶传动带智能化产业园项目”工程项目现场进

行了查看。 

4、我们获取了“年产 5 亿 A 米橡胶传动带智能化产业园项目”工程项目的

计量支付月报，完工的工程量及工程款报审经过工程施工单位、项目监理机构、

项目管理公司的确认。 

5、我们检查了设备款及工程款的银行支付记录。 

6、我们对主要设备供应商及工程施工方执行了审计询证程序。 

7、我们抽查了预付设备款期后设备到货情况。 

8、我们获取了主要供应商的工商资料，检查预付供应商与公司控股股东及

实际控制人、董监高等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基于实施的审计程序，我们认为： 

1、未发现公司预付的工程款和设备款期末余额存在重大异常。 

2、未发现预付供应商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董监高等存在关联关

系，未发现存在公司资金非经营性占用或公司违规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形。 

 

三、关于问询函“3. 年报显示，报告期内你公司对房屋建筑物计提减值准

备 1,691.75 万元，对机器设备计提减值准备 377.43 万元，而你公司 2017-2019

年度均未对固定资产计提减值准备。请你公司： 

（1）说明报告期对固定资产计提减值的原因及合理性，固定资产减值损失

明细情况、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依据及计提金额的测算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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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结合各期经营情况，说明你公司在以前年度是否进行固定资产减值测

试，以及未计提减值损失的原因及合理性。 

请年审会计师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答： 

公司回复： 

（一）说明报告期对固定资产计提减值的原因及合理性，固定资产减值损

失明细情况、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依据及计提金额的测算过程； 

1、报告期内固定资产减值准备计提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固定资产减值准备明细如下： 

单位：元 

固定资产类型 固定资产原值 累计折旧 减值准备 净值 

浙江三达位于三门县厂房 30,640,853.11 7,603,527.34 16,917,570.72 6,119,755.05  

无人潜水器项目相关机器设备 4,471,864.50 697,511.08 3,774,353.42 0.00  

合计 35,112,717.61 8,301,038.42 20,691,924.14 6,119,755.05 

2、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依据及计提金额的测算过程  

（1）浙江三达位于三门县相关厂房  

子公司浙江三达工业用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三达”）为公司主

营橡胶制品配套生产线绳等原材料，浙江三达原生产基地位于浙江省台州

市三门县，浙江三达在三门县厂房截止 2020 年年末的资产情况如下： 

单位：元 

固定资产类型 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原值 累计折旧/摊销 净值 

浙江三达三门县厂房 30,640,853.11 7,603,527.34 23,037,325.77  

浙江三达三门县厂房无法搬迁的设备 736,604.72 556,626.79 179,977.93  

浙江三达三门县厂房土地 16,640,000.00 2,939,732.98 13,700,267.02  

合计 48,017,457.83 11,099,887.11 36,917,570.72  

2019 年公司发现厂房出现轻微开裂、局部塌陷；2020 年，厂房开裂、

塌陷情况加剧，公司战略发展规划调整，拟将浙江三达位于三门县的厂房

相关资产作为一个整体对外出售，2021 年公司与天台县东方橡胶厂签订厂

房转让意向书，双方初步同意以 2,000 万元价格转让浙江三达位于三门县厂

房及相应土地，从谨慎角度出发，公司根据该转让价格计提了 16,917,570.72

元减值准备。鉴于地基出现开裂、塌陷需要对厂房进行修复，主要影响的

是对应厂房价值，故将减值准备全额计入了固定资产厂房的减值准备。  

综上，公司由于出现地基开裂、塌陷等情况不可抗力，结合公司生产

规划调整，公司将生产设施搬离三门县生产基地，并按拟转让相关厂房及

土地的价格作为依据计提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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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无人潜水器项目相关机器设备  

公司年产 150 台智能化无人潜水器项目截止报告期末累计购入机器设

备 4,471,864.50 元，净值 3,774,353.42 元，主要为生产无人潜水器相关机器

设备。由于市场发生变化，公司年产 150 台智能化无人潜水器项目停止进

一步投入，公司为该项目购入的相关机器设备无法用于公司现有生产经营，

短期内预计无法给公司带来收益，目前处于闲置状态。从谨慎角度出发，

公司对该部分固定资产全额计提了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综上，由于公司终止无人潜水器项目，相关设备处于闲置状态，从谨慎角度

出发，公司对该部分固定资产全额计提了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二）结合各期经营情况，说明你公司在以前年度是否进行固定资产

减值测试，以及未计提减值损失的原因及合理性。  

1、公司 2017-2019 年经营基本情况  

单位：元 

年份 2017 年度 2018 年度 2019 年度 

营业收入    902,009,904.59  919,089,774.84 946,118,174.95 

营业成本    575,611,962.14  622,545,978.86 614,253,326.82 

毛利率 36.19% 32.26% 35.08% 

净利润    160,132,064.72  79,635,394.07 129,204,329.03 

公司 2017-2019 年经营稳定，毛利率较高。  

 

2、公司 2017-2019 年固定资产使用情况  

公司 2017 年和 2018 年所有固定资产都为公司正常经营所使用，无闲

置固定资产；2019 年末公司存在以下暂时闲置的固定资产，如下：  

单位：元 

固定资产类型 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原值 累计折旧/摊销 净值 

浙江三达三门县厂房 30,650,773.11 6,605,931.46 24,044,841.65  

绍兴三达厂房 41,356,195.85 5,713,844.25 35,642,351.60  

合计 72,006,968.96 12,319,775.71 59,687,193.25  

 

3、以前年度固定资产减值准备测试情况  

（1）2018 年及以前年度减值测试情况  

对于公司正常使用的固定资产，2018 年及以前年度公司经营情况稳定，

毛利率较高，盈利能力较好，正常使用的固定资产未发现存在减值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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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未计提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2）2019 年减值测试情况  

① 2019 年公司经营情况稳定，毛利率较高，盈利能力较好，正常使用

的固定资产未发现存在减值迹象，公司未计提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② 对于 2019 年末浙江三达三门县厂房，公司发现其地基出现轻微开

裂、局部塌陷等情况，考虑到人员安全等因素部分进行搬迁，希望通过加

固修复等方式继续使用；由于已出现减值迹象，公司对其进行了单独减值

测试。 

公司通过公开市场查询了三门县的工业厂房及土地出售价格，测算了

浙江三达三门县厂房及土地市场价值，考虑修复成本等因素，经测算，浙

江三达三门县厂房预计可回收金额超过账面价值，故公司在 2019 年末未计

提减值准备。 

③对于 2019 年末绍兴三达厂房，公司对其进行了单独减值测试。  

公司通过公开市场查询了绍兴市的工业厂房出售价格，测算了绍兴三

达厂房市场价值，经测算，绍兴三达厂房预计可回收金额超过账面价值，

公司在 2019 年末未计提减值准备。2021 年，公司将绍兴三达整体对外出售，

出售价格超过绍兴三达厂房及土地账面价值，绍兴三达厂房实际未出现减

值情况。 

 

年审会计师回复： 

针对上述事项，我们实施的审计程序包括但不限于： 

1、 我们对固定资产执行了监盘程序，实地查看了上述厂房、土地在

期末的实际状态。  

2、 我们对公司固定资产减值测试过程进行了复核。  

 

基于实施的审计程序，我们认为： 

就财务报表整体的公允反映而言，公司固定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在所有重

大方面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四、关于问询函“4. 2018 年至 2020 年期间，你公司存在实际控制人非经营

性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年报显示，截至 2020 年 5 月 29 日，你公司实际控制

人已全部归还上述占用资金（含利息）26,141.06 万元。此外，你公司披露的《内

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显示，你公司不存在财务报告内部控制重大缺陷，但年

报“内控自我评价报告”显示，你公司报告期存在 1 个财务报告重大缺陷。请你

公司核实上述披露是否准确，并说明你公司已采取的内部控制整改措施及整改

效果（如有）。请年审会计师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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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 

公司回复： 

（一）请公司核实上述披露是否准确 

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28 日披露的《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系公司根据《企

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及其配套指引的规定和其他内部控制监管要求，结合公司

内部控制制度和评价办法，在内部控制日常监督和专项监督的基础上，对 2020

年 12 月 31 日（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基准日）的内部控制有效性进行了评价，于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不存在财务报告内部控制重大缺陷。 

年报“内控自我评价报告”显示，公司报告期存在 1 个财务报告重大缺陷为

截至 2020 年 5 月 29 日，公司实际控制人已全部归还上述占用资金（含利息）

26,141.06 万元归还。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前述重大缺陷已经消除，公司不存

在财务报告重大缺陷。 

经核实，公司披露准确无误。 

（二）说明公司已采取的内部控制整改措施及整改效果 

公司已采取如下整改措施： 

1、收回关联方占用资金及利息； 

2、对主要责任人进行严肃问责； 

3、修订公司章程及相关内部控制管理制度，强化控制环境； 

4、加强法规制度的学习，加大公司内部职能部门的执行力度； 

5、进一步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细化各责任主体职责；强化对募集资

金使用审批流程的落实、跟踪及责任追究。 

综上，自实际控制人归还占用资金及利息之日起至期末，公司不存在内部控

制重大缺陷，整改措施取得良好效果。 

 

年审会计师回复： 

针对上述事项，我们实施的审计程序包括但不限于： 

1、我们检查了关联方占用资金及利息收回的银行流水。 

2、我们检查了公司采取的整改措施并测试执行情况。 

3、我们对公司内部控制进行了控制测试。 

基于上述实施的审计程序，我们认为，上述公司回复与我们执行公司 2020

年度财务报表审计过程中了解的相关情况没有重大不一致。 

 

五、关于问询函“6. 你公司于 2020 年 12 月 12 日披露的《关于全资子公司

认购合伙企业份额的公告》显示，你公司全资子公司浙江凤颐创业投资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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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以下简称“凤颐创投”）拟与浙江物产中大鸿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中大鸿泰”）签署合伙协议，凤颐创投拟作为衢州杉虎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以下简称“杉虎投资”）的有限合伙人认缴出资 15,000 万元，中大鸿泰拟

作为普通合伙人认缴出资 100 万元，缴付期限自合伙企业成立之日起 20 年内。

请你公司说明杉虎投资的实缴出资情况、经营运作及对外投资情况，结合合伙

协议约定的管理决策机制、收益分配机制等，说明杉虎投资业绩对你公司净利

润的影响及相关会计处理情况。请年审会计师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答： 

公司回复： 

（一）说明杉虎投资的实缴出资情况、经营运作及对外投资情况 

1、杉虎投资的实缴出资情况、经营运作 

截止报告期末，杉虎投资实缴出资额为 15,100 万元，各方出资额均已缴付。

杉虎投资股权机构如下： 

出资人 出资额 股权比例 执行事务人 

凤颐创投 15,000 万元 99.99% 否 

中大鸿泰 100 万元 0.01% 是 

合计 15,100 万元 100%  

杉虎投资主营业务：对外投资；实业投资；资产管理；投资管理；投资咨询；

财务咨询；企业管理咨询；市场营销策划。 

 

2、杉虎投资对外投资情况 

2020 年 12 月，杉虎投资通过非公开发行认购中信建投（股票代码 601066）

426.0153 万股普通股股票，认购价为每股 35.21 元，合计耗资 1.50 亿元，截止报

告期末，杉虎投资不存在其他投资情况。 

 

（二）合伙协议约定的管理决策机制、收益分配机制 

1、合伙协议约定的管理决策机制 

根据合伙协议约定，执行事务合伙人须由普通合伙人担任，由全体合伙人一

致同意并出具委托书后产生，由执行事务合伙人对外代表合伙企业执行合伙企业

事务，执行事务合伙人不按照合伙协议或全体合伙人的决定执行事务的，经其他

合伙人一致同意，可以予以除名或更换。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根据实

质重于形式原则，公司于 2020 年 12 月将杉虎投资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2、合伙协议约定的收益分配机制 

根据合伙协议约定，合伙企业的利润，按合伙人的实际出资比例进行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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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伙企业的亏损，由各合伙人按实际出资比例进行分担。同时，根据合伙人会议

决议，鉴于杭州德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德舟”）在杉虎投资认

购中信建投非公开发放股票过程中做了项目前期推荐等大量工作，合伙企业同意

聘用杭州德舟为合伙企业投资顾问，持续为凤颐创投在合伙企业中的对应中信建

设股数权益的后续投资及处置提供服务，投资顾问费为凤颐创投对应中信建设股

数权益净投资收益的 25%。 

 

（三）说明杉虎投资业绩对你公司净利润的影响及相关会计处理情况 

截止报告期末，杉虎投资将对于中信建投的投资列报于交易性金融资产，中

信建投在报告期末每股股价为 42 元，杉虎投资对中信建投的投资产生 2,892.64

万元的公允价值变动收益，同时公司根据与杭州德舟的约定，计提相关投资咨询

费 723.16 万元，冲减了公允价值变动收益，列报于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

负债），扣除杉虎投资管理费用及所得税影响，杉虎投资导致公司报告期净利润

增加 1,575.15 万元。 

 

年审会计师回复： 

针对上述事项，我们实施的审计程序包括但不限于： 

1、我们获取了公司董事会决议及投资审批表等，查看了公司公告，检查了

公司内部审批程序。 

2、我们获取了杉虎投资的合伙协议、合伙人会议决议、入伙协议、实际出

资银行流水等，检查了相关协议内容与公司提供信息是否一致。 

3、我们获取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之认购合同，检

查了杉虎投资认购价格及股数与公司提供信息是否一致。 

4、 我们通过公开市场查询了中信建投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实际情况，检查杉

虎投资认购价格及股数与公司提供信息是否一致。 

5、我们复核了公司及杉虎投资的会计处理过程及结果。 

 

基于实施的审计程序，我们认为公司相关会计处理在所有重大方面符合企

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六、关于问询函“7. 报告期内，你公司分别以 1,466.79 万元、407.44 万元

的价格向彭顷砡、吴琼瑛出售持有的如般量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如般量

子”）36%、10%的股权，本次交易完成后，你公司持有如般量子股权比例从 51%

降至 5%。如般量子主要从事量子通信、单光子通信、量子密钥分发等产业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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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研究及生产，系你公司于 2017 年与富尧团队及彭顷砡共同出资设立，主要

目的为促进你公司在量子通信技术应用领域的发展，完成相关技术的产业化目

标。请你公司： 

（2）说明出售如般量子 46%股权的转让款收付、资产交割、相关损益计算

和会计处理的具体情况。 

请年审会计师对上述问题（2）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答： 

公司回复： 

（一）说明出售如般量子 46%股权的转让款收付、资产交割、相关损益计

算和会计处理的具体情况。 

1、出售如般量子 46%股权的转让款收付、资产交割 

2020 年 8 月 26 日，公司与彭顷砡以及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吴琼瑛签订转让协

议，公司分别以人民币 1,466.7984万元、407.4440 万元出售持有的如般量子 36%、

10%的股权给彭顷砡、吴琼瑛。根据银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三力士股份

有限公司拟股权转让涉及的如般量子科技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项目

资产评估报告》（“银信评报字（2020）沪第 1145 号”），截至评估基准日 2020 年 

7 月 31 日，如般量子股东全部权益的市场价值评估值为 4,074.44 万元，股东

全部权益评估增值 958.64 万元，增值率 30.77%。2020 年 9 月 29 日，公司收到

彭顷砡、吴琼瑛分别支付的股权转让款 1,466.7984 万元、407.4440 万元，2020

年 9 月 30 日，公司完成如般量子的工商变更和资产交割。 

2、出售如般量子 46%股权的相关损益计算和会计处理的具体情况 

截止 2020 年 9 月 30 日，公司出售如般量子 46%的股权收到股权转让款合计

1,874.2424 万元，出售时如般量子 46%股权对应的如般量子净资产为 1,275.2624

万元，公司在报告期获得投资收益 598.98 万元。 

针对该交易，公司减少了对如般量子 46%的股权投资，同时确认了投资收益

598.98 万元，对于剩余的对如般量子 5%的股权投资，公司将其确认为以公允价

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权益工具），列报于“其他权益

工具投资”。 

综上，公司转让如般量子 46%股权的工商变更已经完成，股权转让款已经全

额收回，相关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规定。 

 

年审会计师回复： 

针对上述事项，我们实施的审计程序包括但不限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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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们获取了公司董事会决议，查看了公司公告，检查了公司转让如般量

子内部审批程序。 

2、我们获取了公司如般量子的股权转让协议，检查了股权转让款银行回单。 

3、我们获取了如般量子最新的工商资料，检查了如般量子股权转让相关的

工商变更完成情况。 

4、我们获取并复核了银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三力士股份有限公司

拟股权转让涉及的如般量子科技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项目资产评估

报告》（“银信评报字（2020）沪第 1145 号”）。 

5、我们复核了公司对如般量子股权转让事项的损益计算过程及会计处理。 

 

基于实施的审计程序，我们认为公司转让如般量子 46%股权的相关会计处

理在所有重大方面符合企业会计准则规定。 

 

七、关于问询函“8. 年报显示，2020 年 8 月 24 日，你公司与如般量子（当

时为子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你公司以 6,300 万元向如般量子转让持有的杭

州卓誉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杭州卓誉”）31.11%的股权。2020

年 10 月，你公司与如般量子签订补充协议，约定股权转让款项支付截止期推迟

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同时你公司在 2020 年 10 月退还 1,000 万股权转让款给如

般量子。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你公司转让杭州卓誉股权事项尚未办妥工商

变更，累计收到股权转让款项 400 万。请你公司： 

（2）说明上述交易的定价依据、股权转让款延期支付及退还的原因、相关

损益计算和会计处理的具体情况。 

请年审会计师对上述问题（2）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答： 

公司回复： 

（一）说明上述交易的定价依据、股权转让款延期支付及退还的原因、

相关损益计算和会计处理的具体情况。  

1、上述交易的定价依据  

上述交易的定价依据根据公司于 2017 年 9 月以 6,300 万元取得杭州卓

誉 31.11%的股权，神州量子多年来处于研发阶段未形成经营，连年亏损，

公司与受让方协商一致确定杭州卓誉 31.11%的股权交易价格按照公司收购

价格 6,300 万元确定，上述定价合理。  

2、上述交易的股权转让款延期支付及退还的原因 

2020 年 8 月 24 日，公司与如般量子签订《财产份额转让协议》，约定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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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如般量子转让其持有的杭州卓誉 31.11%的财产份额，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6300

万元，如般量子应在 2020 年 11 月 30 日之前支付全部转让款。如般量子受让杭

州卓誉 31.11%财产份额主要基于两者同属量子通信相关行业，如般量子受让后

可以整合行业资源，实现协同发展、资源配置优化，加快如般量子在相关行业的

发展。 

2020 年 8 月 26 日，公司与彭顷砡签订关于转让如般量子 36%股权的《股权

转让协议》，协议中彭顷砡对如般量子支付杭州卓誉的财产份额转让款承担连带

担保责任。 

2020 年 8 月 27 日，公司收到如般量子股权转让款 1,200 万元。 

双方在办理杭州卓誉工商变更手续过程中，因持有杭州卓誉 39%股权的合伙

人张洪亮已逝世，相关变更手续尚待张洪亮持有的杭州卓誉 39%财产份额完成继

承后才能办理，但由于办理股权继承所需时间较长。因此，公司与如般量子于

2020 年 10 月 25 日，签订补充协议，将款项支付时间变更为 2021 年 6 月 30 日，

即如般量子 2021 年 6 月 30 日前支付剩余财产份额转让款 6,100 万元，并且公司

向如般量子先行退回财产份额转让预付款 1,000 万元。 

根据双方签署相关协议，工商变更手续由如般量子负责，彭顷砡对如般量子

支付杭州卓誉的股权转让款承担连带担保责任并具有支付能力，公司认为收回杭

州卓誉剩余财产份额转让款具有相关保障。 

根据上述协议的约定，公司届时将按时收回转让款项或按照协议约定向彭顷

砡主张权利。 

3、交易的相关损失计算和会计处理 

由于杭州卓誉工商尚未完成变更、股权转让款 6,300 万元截止报告期末仅收

到 400 万元，该交易在报告期实际尚未最终完成，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42 号

——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的相关规定，公司将对杭州卓

誉的股权投资列于“持有待售资产”科目，将收到的 400 万股权转让款列于“预

收账款”科目，该交易在报告期未产生相关损益。 

综上，杭州卓誉股权转让交易报告期末尚未完成，公司将该股权投资列于“持

有待售资产”科目，该交易在报告期未产生相关损益。 

 

年审会计师回复： 

针对上述事项，我们实施的审计程序包括但不限于： 

1、我们获取并检查了公司杭州卓誉的股权转让协议、补充协议及股权转让

款银行回单。 

2、我们访谈公司管理层，了解了杭州卓誉股权转让定价依据、延期支付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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暂时退还 1,000 万元股权转让款的原因。 

3、我们获取股权受让方如般量子科技有限公司报表，了解了如般量子目前

经营情况；我们了解了对于如般量子支付杭州卓誉股权转让款承担连带责任的彭

顷砡的个人资产情况。 

4、我们咨询了律师的法律意见并获取法律意见书，判断截止 2020 年末杭州

卓誉股权转让的完成情况。 

5、我们复核了公司对杭州卓誉股权转让事项的损益计算过程及会计处理。 

 

基于实施的审计程序，我们认为，公司上述股权转让情况的说明与我们执

行公司 2020 年度财务报表审计过程中了解的相关情况没有重大不一致。 

 

八、关于问询函“9. 年报显示，你公司报告期末存货账面余额 20,421.40 万

元，存货跌价准备期末余额 802.63 万元，报告期增加计提 802.63 万元，减少“其

他”85.83 万元。请你公司： 

（1）结合存货的种类明细、数量、相关存货价格及后续走势情况，分析说

明你公司报告期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的测算过程、存货可变现净值的计算依据，

以及计提是否充分。 

（2）说明减少“其他”的内容和产生原因。 

请年审会计师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答： 

公司回复： 

（一）结合存货的种类明细、数量、相关存货价格及后续走势情况，

分析说明你公司报告期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的测算过程、存货可变现净值的

计算依据，以及计提是否充分。 

1、公司存货期末基本情况 

公司 2020 年末的存货构成情况列示如下：  

单位：元 

项目 
期末余额 

账面余额 存货跌价准备 账面价值 

原材料 64,045,160.41 5,920,297.51 58,124,862.90 

周转材料 765,419.94 214,755.94 550,664.00 

委托加工物资 22,541,698.25  22,541,698.25 

在产品 16,229,702.52  16,229,702.52 

库存商品 94,486,933.20 1,891,291.22 92,595,64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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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期末余额 

账面余额 存货跌价准备 账面价值 

发出商品 6,145,157.14  6,145,157.14 

合计 204,214,071.46 8,026,344.67 196,187,726.79 

 

（1）公司原材料主要由各种类的丁苯胶、生胶、天然胶、炭黑等构成，

另有少量轴承、锂电池组等无人潜水器项目原材料等。丁苯胶、生胶、天

然胶、炭黑等为公司橡胶 V 带生产所需原材料，报告期后市场价格逐渐上

涨。 

（2）公司委托加工物资主要由棉纱帆布构成，报告期后市场价格稳定。 

（3）公司在产品主要由正在生产过程中的橡胶 V 带等构成。  

（4）公司库存商品和发出商品主要由生产完成的橡胶 V 带构成，另有

少量外购橡胶带成品，橡胶 V 带期后销售价格稳定。  

 

2、公司报告期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的测算过程、存货可变现净值的计算

依据 

公司在报告期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合计 802.63 万元，具体构成如下：  

单位：元 

存货类别 存货跌价准备余额 

外购库存商品 1,879,788.59 

无人潜水器项目相关原材料 5,293,376.06 

浙江三达剩余存货（含部分原材料、周转材料及库存商品） 853,180.02 

合计 8,026,344.67 

（1）外购库存商品  

公司外购库存商品 1,879,788.59 元系通过香港 THE 

DISTRIBUNEERING  GROUP LTD 采购的米其林品牌硫化橡胶传动带及

张紧器等。由于 THE DISTRIBUNEERING  GROUP LTD 延迟交货，导致

本公司未能按照与客户约定时间交货从而未能实现最终销售，公司预计未

来也难以对外销售故全额计提了存货跌价准备。  

（2）无人潜水器项目相关原材料  

公司年产 150 台智能化无人潜水器项目截止报告期末累计购入原材料

5,293,376.06 元，主要为轴承、锂电池组等生产无人潜水器相关原材料，由

于市场发生变化，公司年产 150 台智能化无人潜水器新建项目停止进一步

投入，公司认为该项目购入的相关原材料无法用于现有生产经营，因此公



17 

司对该部分原材料全额计提了存货跌价准备。  

（3）浙江三达剩余存货  

浙江三达三门县生产厂区的地基出现开裂、塌陷等情况，搬迁过程中

发现部分机物料、周转材料等失去再使用价值，该部分存货合计 853,180.02

元，公司对该部分存货全额计提了存货跌价准备。  

3、 公司存货跌价准备是否计提充分  

（1）公司存货跌价政策  

产成品、库存商品和用于出售的材料等直接用于出售的商品存货，在

正常生产经营过程中，以该存货的估计售价减去估计的销售费用和相关税

费后的金额，确定其可变现净值；需要经过加工的材料存货，在正常生产

经营过程中，以所生产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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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其可变现净值；为执行

销售合同或者劳务合同而持有的存货，其可变现净值以合同价格为基础计

算，若持有存货的数量多于销售合同订购数量的，超出部分的存货的可变

现净值以一般销售价格为基础计算。  

期末按照单个存货项目计提存货跌价准备；但对于数量繁多、单价较

低的存货，按照存货类别计提存货跌价准备；与在同一地区生产和销售的

产品系列相关、具有相同或类似最终用途或目的，且难以与其他项目分开

计量的存货，则合并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除有明确证据表明资产负债表日市场价格异常外，存货项目的可变现

净值以资产负债表日市场价格为基础确定。  

本期期末存货项目的可变现净值以资产负债表日市场价格为基础确定。 

（2）公司的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是否充分  

公司期末根据存货跌价政策对期末结存的各类存货进行跌价测试：对

于正常经营相关的存货，经测算存货可变现净值高于存货账面价值，结合

公司的销售毛利率较高（2020 年度为 39.03%），正常用于生产销售的存货

未计提跌价准备；对于非正常经营相关的存货，公司进行了单独测试单独

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综上，公司的存货跌价准备计提充分。 

 

（二）说明减少“其他”的内容和产生原因  

2020 年 4 月，公司将持有的子公司浙江环能传动科技有限公司股权全

部对外转让，公司已经完成工商变更且已收款，转让完成后浙江环能传动

科技有限公司不再纳入合并报表范围，转让时浙江环能传动科技有限公司

账面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合计 858,367.43 元一同转出，从而导致公司存货

跌价准备“其他”减少 858,367.43 元。 



18 

年审会计师回复： 

针对上述事项，我们实施的审计程序包括但不限于：  

1、我们对公司期末结存的各类存货执行了监盘程序，并关注了存货状

况。 

2、我们根据公司的存货跌价政策，对公司计提的存货跌价情况进行了

复核。 

 

基于实施的审计程序，我们认为，就财务报表整体公允反映而言，公

司 2020 年末的存货跌价准备计提在所有重大方面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

规定。 

 

 

特此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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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关于三力士股份有

限公司 2020年年报问询函的专项回复说明》之盖章页） 

  

 

 

 

 

 

 

签字注册会计师：                                            

                   郭宪明                      陈仕国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二〇二一年五月三十一日  

 

 

                             

 

 

                   

   


	一、关于问询函“1、年报“募集资金承诺项目情况”显示，截至报告期末你公司“年产150台智能化无人潜水器新建项目”投资进度为64.85%。2021年4月27日，你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及终止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拟终止上述未实施完毕的募投项目，并将终止后的节余募集资金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请你公司：
	（4）结合上述情况，说明你公司对该在建工程报告期及前期的减值准备计提是否充分，相关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有关规定。
	请保荐机构对上述问题（1）（2）（3）、年审会计师对上述问题（4）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答：
	（一）该在建工程基本情况：

	二、关于问询函“2. 年报显示，你公司其他非流动资产中，预付工程设备及购房款报告期末余额为1,872.49万元。请说明上述预付款的主要内容、形成原因及合理性，预付对象与你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董监高等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可能造成利益倾斜的关系，在此基础上说明是否存在你公司资金非经营性占用或你公司违规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形。请年审会计师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答：
	三、关于问询函“3. 年报显示，报告期内你公司对房屋建筑物计提减值准备1,691.75万元，对机器设备计提减值准备377.43万元，而你公司2017-2019年度均未对固定资产计提减值准备。请你公司：
	（1）说明报告期对固定资产计提减值的原因及合理性，固定资产减值损失明细情况、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依据及计提金额的测算过程；
	（2）结合各期经营情况，说明你公司在以前年度是否进行固定资产减值测试，以及未计提减值损失的原因及合理性。
	请年审会计师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四、关于问询函“4. 2018年至2020年期间，你公司存在实际控制人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年报显示，截至2020年5月29日，你公司实际控制人已全部归还上述占用资金（含利息）26,141.06万元。此外，你公司披露的《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显示，你公司不存在财务报告内部控制重大缺陷，但年报“内控自我评价报告”显示，你公司报告期存在1个财务报告重大缺陷。请你公司核实上述披露是否准确，并说明你公司已采取的内部控制整改措施及整改效果（如有）。请年审会计师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五、关于问询函“6. 你公司于2020年12月12日披露的《关于全资子公司认购合伙企业份额的公告》显示，你公司全资子公司浙江凤颐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凤颐创投”）拟与浙江物产中大鸿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大鸿泰”）签署合伙协议，凤颐创投拟作为衢州杉虎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杉虎投资”）的有限合伙人认缴出资15,000万元，中大鸿泰拟作为普通合伙人认缴出资100万元，缴付期限自合伙企业成立之日起20年内。请你公司说明杉虎投资的实缴出资情况、经营运作及对外投资情况，结合合伙协...
	六、关于问询函“7. 报告期内，你公司分别以1,466.79万元、407.44万元的价格向彭顷砡、吴琼瑛出售持有的如般量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如般量子”）36%、10%的股权，本次交易完成后，你公司持有如般量子股权比例从51%降至5%。如般量子主要从事量子通信、单光子通信、量子密钥分发等产业化项目的研究及生产，系你公司于2017年与富尧团队及彭顷砡共同出资设立，主要目的为促进你公司在量子通信技术应用领域的发展，完成相关技术的产业化目标。请你公司：
	（2）说明出售如般量子46%股权的转让款收付、资产交割、相关损益计算和会计处理的具体情况。
	请年审会计师对上述问题（2）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七、关于问询函“8. 年报显示，2020年8月24日，你公司与如般量子（当时为子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你公司以6,300万元向如般量子转让持有的杭州卓誉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杭州卓誉”）31.11%的股权。2020年10月，你公司与如般量子签订补充协议，约定股权转让款项支付截止期推迟至2021年6月30日，同时你公司在2020年10月退还1,000万股权转让款给如般量子。截止2020年12月31日，你公司转让杭州卓誉股权事项尚未办妥工商变更，累计收到股权转让款项400万。请你公司：
	（2）说明上述交易的定价依据、股权转让款延期支付及退还的原因、相关损益计算和会计处理的具体情况。
	请年审会计师对上述问题（2）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八、关于问询函“9. 年报显示，你公司报告期末存货账面余额20,421.40万元，存货跌价准备期末余额802.63万元，报告期增加计提802.63万元，减少“其他”85.83万元。请你公司：
	（1）结合存货的种类明细、数量、相关存货价格及后续走势情况，分析说明你公司报告期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的测算过程、存货可变现净值的计算依据，以及计提是否充分。
	（2）说明减少“其他”的内容和产生原因。
	请年审会计师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