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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473          证券简称：*ST 圣莱        公告编号：2021-044 

宁波圣莱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 2020 年年报问询函的回复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21 年 5 月 19 日，宁波圣莱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

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管理部下发的《关于对宁波圣莱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年报的问询函》（公司部年报问询函【2021】第 139号），以下简称“《问

询函》”。公司现就《问询函》相关问题回复如下： 

1、报告期内，你公司已出售原有小家电业务，暂无主营业务且年审会计师

认为你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存在重大不确定性。请你公司披露： 

（1）前期与相关方签署的《销售合作框架协议》执行进展、新业务筹备及

开展的具体情况；（2）你公司为恢复持续经营能力已采取或拟采取的应对措施

及可行性；（3）请结合你公司负债状况、财务压力、经营风险等事项对公司存

在的退市风险进行充分提示。请你公司年审会计师对上述事项进行核查并发表

意见。 

（1）前期与相关方签署的《销售合作框架协议》执行进展、新业务筹备及

开展的具体情况； 

公司回复： 

2021 年 4月 14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开展销售合作的议案》，公司与上海海滨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滨电

气）签订了《销售合作框架协议》，约定合作开展输配电设备生产销售合作，生

产低压柜系列、电能计量箱、高压柜系列成套设备。目前，公司已根据终端产品

订单采购部分原材料，逐步开始生产，具体情况为： 

（1）厂房租赁：公司已租赁 3000平方米厂房，并根据业务生产需求，对厂

房进行了装修改造，厂区部署了制造车间、装配车间、材料库、综合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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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设备采购：根据产品的生产工序及设备要求，公司已采购数控转塔冲

床、剪板机等生产设备； 

（3）人员招聘：公司原有经验丰富的经营管理人员、财务人员及仓库管理

人员，目前已招聘输配电专业技术、采购、生产人员共 9名，其他生产人员通过

劳务派遣的方式参与生产。 

（4）公司目前已收到上海海滨电气发来的恒光滨海水韵华庭小区工程

0.4KV 动力柜项目、新昌新明漏报箱项目等的订单共计 1050 万元，公司已联系

并采购主要原村料（铜排线、母线槽、柜架、组和箱、变压器等），组织相关员

工进行生产。 

（2）你公司为恢复持续经营能力已采取或拟采取的应对措施及可行性； 

公司回复： 

2019 年度，公司出售了持续亏损严重的小家电业务，此后公司一直无主营

业务在经营。公司通过多次探索，对恢复持续经营能力所采取的主要措施有： 

1、由于公司主要经营资金一度处于被控股股东关联方占用状态，公司经营

一度陷入困境，管理层考察的一些优质项目也主要因为资金问题未能推进或开展

合作，2021 年 4 月底，通过多方共同努力，公司收回了大部分被占用资金，公

司现有货币资金 1.17 亿元，可以满足开展相关项目。 

2、2021年 4月，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与上海海滨电气开展输配电设备生产

销售合作，该业务合作是在公司主营业务长期缺失情况下，为公司积极寻求业务

转型和公司长远发展的积极探索，该业务的开展可以提升公司盈利能力，保护全

体股东利益。 

3、下一步，公司将结合客观情况及监管要求，继续积极探索和考察其他具

备可持续性经营的业务，提高公司抗风险能力。公司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

章程的要求，及时履行审议程序及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3）请结合你公司负债状况、财务压力、经营风险等事项对公司存在的退

市风险进行充分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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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回复： 

截至 2021年 4 月 30日，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主要财务数据项目 2021 年 4 月 30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15,582.18 9,502.36 

流动资产总额 
14,935.81 8,823.08 

货币资金 
11,726.08 5,731.00 

非流动资产总额 
646.37 679.28 

负债总额 
10,599.72 11,083.85 

流动负债总额 
2,953.72 3,436.34 

非流动负债总额 
7,646.00 7,647.51 

净资产 
4,982.45 -1,581.49 

资产负债率 
68.02% 116.64% 

截至 2021年 4 月 30日，公司货币资金账面余额 11,726.08万元（其中：

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余额 3,378.24万元），公司资产负债率为 68.02%，公司主要

负债为因投资者诉讼计提的预计负债，并非金融机构欠款，无短期债务还款压力。  

公司因虚假陈述被投资者索赔，截至本信息披露日有效诉讼索赔金额共计

199,106,225.79元，目前一审二审判决的案例平均赔付比例为 50%左右，虽最终

赔付金额及比例尚存在不确定性，但对公司后期的资金使用情况必然造成重大影

响。 

目前公司与海滨电气的项目合作处于起步阶段，公司能否按约定完成相关输

配电设备的生产及能够接到足够的订单，海滨电气对销售合作协议及其他相关协

议的履行情况尚存在一定不确定性。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0 年修订）》第 14.3.1 条“（一）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为负值且营业收入低于 1 亿元，或追溯重述

后最近一个会计年度净利润为负值且营业收入低于 1亿元；（二）最近一个会计

年度经审计的期末净资产为负值，或追溯重述后最近一个会计年度期末净资产为

负值”的情形，其股票交易将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现就相关风险提示如下： 

公司已于 2021 年 4月 29日披露 2020年年度报告，公司 2020年度净利润为

负值且营业收入低于 1 亿元、期末净资产为负值，该二项数据触及《深圳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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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0 年修订）》第 14.3.1 条第一款第（一）（二）项的

规定，公司股票（证券简称：ST 圣莱，证券代码：002473）交易已被实施 “退

市风险警示”（在公司股票简称前冠以“*ST”字样）。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0修订）》第 14.3.11 的规定，如

公司 2021 年度出现：（一）经审计的净利润为负值且营业收入低于 1 亿元，或

追溯重述后最近一个会计年度净利润为负值且营业收入低于 1亿元（本节所述净

利润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者为准，所述营业收入应当扣除与主营业务无

关的业务收入和不具备商业实质的收入）；（二）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期末

净资产为负值，或追溯重述后最近一个会计年度期末净资产为负值；（三）财务

会计报告被出具保留意见、无法表示意见或者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公司股票将

被终止上市交易。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为本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

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正式公告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

险。 

会计师回复： 

我们执行的主要核查程序： 

1、我们获取并查验了公司新业务筹备及开展的相关资料，包括：厂房租赁

协议、设备采购合同、劳动合同、销售合同等。 

2、我们查阅了公司公告，公司已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0 

年修订）》提示股票交易退市风险。 

3、公司 2021年 4月 30日货币资金余额 11,726.08万元比 2020 年 12月 31

日 5,731.00 万元，增加 5,995.08万元，主要是公司 2021年 4月 29 日、4月 30

日收到控股股东关联方代为归还占用资金 5,000.00万元和 2,000.00 万元。我们

获取了银行进账单并执行了函证程序。 

经核查，我们认为公司上述回复与我们核查过程中了解的信息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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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20 年 1 月，你公司子公司宁波圣汇美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圣汇

美”）与内蒙古态和共生农牧业发展有限公司签署合作贸易协议，合作进行肉

牛养殖产业链贸易业务，圣汇美预付合作款 2,000 万元，你公司期末预付账款

账面余额 1,990 万元。请补充披露: 

（1）上述合作项目的具体情况，相关合作方与你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董监高等人员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上述业务是否具备商业实质，相关方是

否存在变相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情形；（2）截至目前上述合作具体进展，态和

共生未按协议约定进行结算的原因，后续合作是否继续履行，你公司是否存在

无法收回合作款的可能；（3）请结合上述情况说明你公司未对上述预付款计提

减值的合理性进行说明。 

请你公司年审会计师对上述事项进行核查并发表意见。 

 

（1）上述合作项目的具体情况，相关合作方与你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董监高等人员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上述业务是否具备商业实质，相关方是

否存在变相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情形； 

    公司回复： 

根据控股股东及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书面确认，相关合作方与

公司的控股股东、现任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2020 年 1月 5 日、1月 8日，公司与内蒙古态和共生农牧业发展有限公司签

订《合作贸易协议》、《合作贸易协议二》，约定合作进行肉牛养殖产业链贸易

业务，协议主要条款如下： 

1、交易主体 

甲方：宁波圣汇美商贸有限公司 

乙方：内蒙古态和共生农牧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2、合作内容 

甲乙双方合作进行肉牛养殖产业链贸易业务，具体包括：乙方采购健康的架

子牛及相对应的饲料，并进行一个周期（一般不超过 12 个月）的饲养、育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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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销售；甲方对肉牛养殖产业链商品贸易提供资金支持；甲方提供资金支持，

并派驻主要管理人员；乙方提供业务团队、养殖技术、管理经验、基础设施以及

贸易链相关的业务资源。 

3、利润核算与分配 

双方利润核算按两个肉牛养殖周期计算（一般不超 12个月），双方共同指定

符合要求的第三方审计机构进行核算，按约定比例共同承担盈余。 

利润分配：甲乙双方核算的利润分配比例为 55%：45%，当甲方可得分配利

润不足年化 15%时，乙方应按 15%年化收入补足甲方。 

根据双方的约定，上述项目具备商业实质。但在实际执行中，公司发现资金

实际使用用途与协议约定的用途可能存在不一致之处，可能存在资金被对方占用

情形，公司正逐步采取各种措施收回上述资金。 

（2）截至目前上述合作具体进展，态和共生未按协议约定进行结算的原因，

后续合作是否继续履行，你公司是否存在无法收回合作款的可能； 

公司回复： 

2020 年 1 月公司与内蒙古态和共生农牧业发展有限公司签订合作贸易协议

约定合作进行肉牛养殖产业链贸易业务，公司开始时并未派驻管理人员及财务人

员。公司独立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对项目进行现场检查时，发现资金实际使用用

途与协议约定的用途可能存在不一致之处，要求依约派驻管理人员及财务人员，

跟踪并督促项目合作方按协议约定履约，根据公司相关制度规范运作流程，但并

未得到对方的配合。2021 年 1 月合作贸易协议约定的合作期限届满前，公司向

合作方发函说明合作不再延续，要求收回 2000 万元出资及约定的收益，合作方

承认了该款项的真实性，要求分期归还合作资金，对于归还方案正与对方沟通协

商中，目前公司正考虑采取其他多种措施努力收回上述资金，对于最终能否全部

收回上述合作款项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3）请结合上述情况说明你公司未对上述预付款计提减值的合理性进行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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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回复： 

2020 年度会计期限内合作尚未到期且期限未满一年,根据态和共生提供的

2020 年 12 月 31 日财务报表，态和共生的资产总额 4,265.75 万元、负债总额

3,371.89 万元、净资产 893.86 万元，2020 年度利润总额为-12.74 万元，存货

2,939.89万元，生产性生物资产 1,286.95万元，具备偿还能力，因此公司未对

上述预付款计提减值。 

会计师回复： 

我们执行的主要审计程序： 

1、向圣莱达公司获取了态和共生 2020 年 1月份的银行对账单，从对账单上

显示，态和共生于 1 月份收到圣汇美转账的 2000 万元，并陆续支付给通辽市科

尔沁区金润饲料加工专业合作社和通辽市科尔沁区益牧种植专业合作社。 

2、我们向圣莱达公司获取了与对方公司签订的《合作贸易协议》、圣汇美支

付态和共生的付款审批单及银行回单。 

3、获取了态和共生 2019年度由通辽市鑫博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通辽鑫博

审字[2020]第 103号”审计报告，态和共生 2020年度财务报表。 

4、获取了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2020年半

年报问询函的回复》的专项报告，亚太事务所对态和共生的财务账簿进行了检查，

结论为由于核查范围受限，无法对态和共生支付款项购买饲料的合作社进行核查，

无法判断合作社是否按照合同约定对态和共生进行供货。由于核查范围受限，亚

太事务所未对实物资产（含牛及草料）的存量及价值进行充分判断，无法判断其

库存价值是否与审计报告中的价值相符，是否如牧场厂长所述。审计意见为无法

判断该笔养牛项目交易是否具有合规性。 

5、我们通过查询圣莱达公司公开披露的公告了解到了态和共生项目的相关

信息。圣莱达公司 2020 年 9 月 22 日披露的《半年报问询函回函的公告》：公司

部分独立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于 2020 年 8 月下旬对该项目进行了现场核查，查

看了态和共生公司银行账户明细账，发现贸易合作协议支付之 2000 万元，并未

按协议约定购买架子牛进行育肥，大部分资金被用于购买饲料，存在资金被挪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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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2020 年 12 月 22 日圣莱达公司披露的《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的回

复公告》：9 月上旬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宋骐先生在北京直接与合作方的负责人对

接，督促对方改正并按照约定使用合作资金。 

6、已向态和共生寄发企业往来款询证函，并取得回函相符的询证函。 

7、视频访谈了态和共生的相关负责人，根据访谈回复：原合同约定的 15%

的年化收入无法按协议履行，若合作不再延续，计划分期还清合作款，目前正与

圣莱达沟通协商中。 

基于以上执行的审计程序，我们对公司能否全部收回合作款未能获取充分、

适当的审计证据，故在审计报告中对该事项进行了保留。 

3、截至报告期末，你公司控股股东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余额总计 7,905.41

万元，相关方曾承诺于 2020 年 12月 31日前全部偿还上述资金。请补充披露截

至目前上述承诺履行的具体情况，你公司已采取或拟采取的应对措施，并请你

公司年审会计师结合上述违规占用资金等事项详细核查你公司内部控制制度执

行情况，并对你公司内部控制有效性发表明确意见。 

公司回复： 

2020 年度，公司自查发现存在控股股东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形，发现情况后

公司高度重视，积极采取措施化解相关问题。2020年 7月 31日，公司召开第四

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的议案》及《关于督

促控股股东关联方尽快归还占用资金的议案》的议案，2020年 8月 3日，公司

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改聘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公司及时更换了时任负有责任的董事长及总经理。2020年 12月 30 日，公司召

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采取措施向控股股东关联方

追缴占用资金的议案》。此外，公司管理层多次通过发函、电话、微信等方式联

系控股股东关联方及实际控制人，要求归还占用资金，切实解决问题。2021年 4

月 29日、4月 30日公司分别收到控股股东关联方代为归还占用资金 5000万元，

和 2000 万元。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违规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行为违反了《关于

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损害了公司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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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大投资者的利益。截至目前控股股东关联方已归还大部分占款，相应减少了对

公司造成的损失，公司督促控股股东关联方尽快审核、确认并归还剩余部分占款。 

会计师回复： 

针对违规占用资金等事项，我们主要实施了以下核查程序： 

1、了解并评价公司与货币资金收支和管理、关联方交易、对外担保等相关

的内部控制的建立和执行情况，检查相关内控制度是否存在缺陷并得到有效运行； 

2、检查公司与关联方的资金收付流水，重点关注非经营性资金往来和关联

方资金占用情况； 

3、获取了公司的企业信用报告，检查是否存在抵押、质押、担保等情况；

获取并检查公司银行账户开户清单、取得银行对账单及银行存款余额调节表，对

银行账户进行了函证，并对函证过程进行了控制； 

4、我们核查了公司采取的整改措施并测试执行情况：2020年 8 月，公司针

对内部控制存在的重大缺陷，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

的要求，结合公司实际情况进行了整改: （1）更换了管理层，选举了新的董事

长，聘任了新的总经理及副总经理，明确三会一层的管理权限及审批权限； （2）

完善了新的财务管理制度及审批流程，明确资金划转必须由董事长、财务负责人、

财务经理审批；（3）公司已收回公司及所有子公司营业执照、公章、法人章、

财务章，印章、银行账户等实行统一按制度管理；公司对原有印章管理制度等制

度文件进行修订完善，并正式实施新的印章管理制度，明确将公司公章、财务专

用章与法人代表印章安排不同部门管理，印章管理体现不相容岗位相互制衡和监

督的原则，采用分开保管、专人负责的办法对印章进行管理和使用；严格要求印

章管理员按照公司印章管理制度保管印章，用印必须见到审批完整的审批文件且

逐一核对文件内容后方可使用，并详实登记每次用印情况。 

5、我们对公司内部控制进行了控制测试。 

基于我们所实施的上述审核程序和获得的审核证据，我们认为，整改后圣莱

达公司已按照《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和相关规定在所有重大方面保持了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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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财务报告内部控制，未发现存在非财务报告相关内部控制方面的重大缺陷。 

4、报告期内，你公司因投资者诉讼事项计提预计负债 3,262 万元。请补充

披露相关诉讼事项进展情况，你公司计提预计负债计提金额的确认依据、方法

及合理性，并请结合你公司资金状况等事项说明上述诉讼可能会对你公司财务

状况产生的影响。请你公司年审会计师对上述事项进行核查并发表意见。 

公司回复： 

截至审计报告日，公司投资者诉讼明细如下：一审判决 10 起，索赔金额

8,564,959.44 元，判决赔付金额 3,840,735.85 元；已调解 16 起，索赔金额

5,214,997.39元，调解赔付金额 2,401,773.78 元。未决案件 371起，索赔金额

140,344,734.81 元。公司期末共计提预计负债 76,414,877.04 元，其中：一审

已判决和已调解案件根据判决和调解金额计提预计负债，一审未判决的根据已判

决和调解案件的赔付比例 50%，作为计提预计负债的依据。 

审计报告日至问询函回复日，一审判决 3 起，索赔金额 21,382,529.86 元，

判决赔付金额 9,667,000.21 元，赔付比例为 45%。新增诉讼案件 77 例，变更诉

讼请求一例，索赔金额共 44,981,534.15元。 

因虚假证券陈述，诉讼有效期满日为 2021 年 5月 11日，目前公司已收到大

部分起诉案件，未决有效案件金额合计为 19,910.62万元，若全部按照 50%比例

赔偿损失，公司将承担 9,955.31 万元。截至 2021 年 4 月 30 日，公司货币资金

账面余额 11,726.08万元，其中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余额 3,378.24万元，若全部

赔偿公司将损失大部分资金。公司拟将案件上诉至上一级人民法院，争取获得对

公司更有利的判决结果或延缓判决执行。此外，公司正积极通过多种方式尽快收

回所有其他对外投资款项以缓解后续的资金压力。 

会计师核查意见： 

我们已审阅公司上述回复，我们认为上述回复与我们在执行圣莱达 2020年

度财务报表审计过程中了解的信息一致。针对投资者诉讼事项，我们执行的主要

审计程序包括（但不限于）： 

1、了解并评价公司对诉讼处理相关的内部控制设计和运行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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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查阅公司关于投资者诉讼的相关信息披露情况； 

3、获取全部案件清单，查阅相关立案文书、调解协议、判决书等相关文件，

并对公司管理层及公司法务人员进行了访谈，了解案件进展情况，对未决诉讼的

判断； 

4、向公司聘请的律师函证，了解律师对诉讼案件的基本情况及预计损失金

额的专业意见。 

基于上述审计程序，我们认为公司对投资者诉讼事项计提预计负债，其计提

金额的确认依据、方法是合理的。 

5、报告期内，你公司计提坏账准备 11,916 万元，请你公司结合最近三年

应收账款实际坏账率以及核销情况、应收账款主要客户的行业分布情况以及主

要客户的还款情况与信用情况，评估应收账款的坏账风险，并请对比同行业公

司的情况说明你公司坏账准备计提是否能充分反映应收账款整体质量，应收账

款坏账准备计提是否充分、谨慎。请你公司年审会计师对上述问题进行详细核

查并发表意见。 

公司回复： 

1、报告期内，公司计提坏账准备 11,916 万元。其中：其他应收款计提坏账

准备 8,659 万元，应收账款计提坏账准备 3,257 万元。其他应收款中，针对控股

股东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计提坏账准备 7,905 万元。2020 年度单项计提坏

账准备明细如下： 

 

单位名称 本期计提 

北京中航绿能科技有限公司 26,170,406.09 

上海亮视影业有限公司 2,405,450.00 

控股股东关联方非经营资金占用 79,054,170.43 

合  计 107,630,026.52 

2、公司最近三年无实际核销的应收账款。 

3、最近三年主要客户回款情况： 

2020年度主要客户销售、回款情况 

单位名称 行业分布 期初余额 
本期销

售 
本期回款 

期末余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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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航绿能科技有限

公司 
光伏新材料 38,943,437.27  1,090,000.00 37,853,437.27 

星美影业有限公司 
影视制作、影院

运营 
3,588,481.00   3,588,481.00 

上海亮视影业有限公司 
影视设备买卖与

租赁 
3,202,000.00  200,000.00 3,002,000.00 

深圳市克耐克科技有限

公司 
仪器仪表制造 1,091,250.00   1,091,250.00 

宁波仕诺电器有限公司 
电气机械和器材

制造 
1,088,708.26   1,088,708.26 

合  计  47,913,876.53  1,290,000.00 46,623,876.53 

  2019年度主要客户销售、回款情况： 

单位名称 行业分布 期初余额 本期销售 本期回款 期末余额 

北京中航绿能

科技有限公司 
光伏新材料 19,345,510.19 40,450,277.14 20,852,350.06 38,943,437.27 

星美影业有限

公司 

影视制作、影

院运营 
3,588,481.00   3,588,481.00 

上海亮视影业

有限公司 

影视设备买

卖与租赁 
3,472,000.00 1,330,000.00 1,600,000.00 3,202,000.00 

深圳市克耐克

科技有限公司 

仪器仪表制

造 
1,091,250.00   1,091,250.00 

宁波仕诺电器

有限公司 

电气机械和

器材制造 
1,088,708.26   1,088,708.26 

合  计  28,585,949.45 41,780,277.14 22,452,350.06 47,913,876.53 

 

 

 

2018年度主要客户销售、回款情况： 

单位名称 行业分布 期初余额 本期销售 本期回款 期末余额 

北京中航绿能科

技有限公司 

光伏新材

料 
 19,345,510.19  19,345,510.19 

美康雅 CONAIR 

CORPORATION 

家用电器

批发 
470,651.30 35,944,444.01 32,801,479.06 3,613,616.25 

余姚市富达电子

有限公司 

电气机械

和器材制

造 

2,658,181.24 5,699,473.47 5,348,635.61 3,009,019.10 

上海亮视影业有

限公司 

影视设备

买卖与租

赁 

-28,000.00 7,000,000.00 3,500,000.00 3,472,000.00 

山东胜宁电器有

限公司 

电气机械

和器材制

造 

1,349,598.30 3,210,008.40 2,914,036.20 1,645,570.50 

合  计  4,450,430.84 71,199,436.07 44,564,150.87 31,085,716.04 

公司属于小家电行业，因主营业务连续多年亏损，公司已于 2019 年出售小

家电业务板块。目前公司主营业务处于转型阶段，公司 2020年度除零星销售外，

无主营业务，前期客户回款也较少。公司应收账款参考历史信用损失经验，结合

当前状况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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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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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失率对照表，计算预期信用损失。报告期对存在减值迹象的应收账款单项计提

坏账准备。2020年 12月 31日公司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明细如下： 

类  别 

期末余额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价值 
金  额 比例（%） 金  额 

计提比例

（%） 

按单项计提坏账准备 43,731,369.64 70.03 43,731,369.64 100.00  

按组合计提坏账准备 18,715,772.31 29.97 16,695,995.16 89.21 2,019,777.15 

其中：组合一 18,715,772.31 29.97 16,695,995.16 89.21 2,019,777.15 

       组合二      

合  计 62,447,141.95 100.00 60,427,364.80  96.77  2,019,777.15 

组合计提项目： 

名  称 

期末余额 

应收账款 坏账准备 计提比例（%） 

1 年以内 24,367.88   

1-2 年 2,398,899.82 719,669.95 30.00 

2-3 年 632,358.81 316,179.41 50.00 

3 年以上 15,660,145.80 15,660,145.80 100.00 

合  计 18,715,772.31 16,695,995.16 89.21 

公司严格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及自身会计政策计提坏账准备，公司的坏账准备

能够反映应收账款整体的质量，应收账款坏账准备的计提是充分、谨慎的。针对

个别客户尚未收回的应收款项，公司已采取法律措施进行追偿，公司管理层将尽

最大努力追回相关款项，维护上市公司及股东的利益。 

会计师核查意见： 

我们已审阅公司上述回复，我们认为上述回复与我们在执行圣莱达 2020年

度财务报表审计过程中了解的信息一致。针对计提坏账准备事项，我们执行的主

要审计程序包括（但不限于）： 

1、了解、评价与应收账款管理相关的内部控制的设计，并测试关键控制运

行的有效性。 

2、复核管理层对应收账款进行减值测试的相关考虑及客观证据，关注管理

层是否充分识别已发生的减值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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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北京中航绿能科技有限公司、上海亮视影业有限公

司，我们执行的审计程序主要如下： 

（1）我们在公开网站查询了北京中航绿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航

绿能”）和上海亮视影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亮视”）相关工商信息，了解

其与圣莱达不存在关联关系及其他除业务关系之外的任何关系。 

（2）中航绿能：我们获取销售合同、经过中航绿能盖章确认后的货物验收

确认单、根据相关合同及补充协议中约定的验收条件满足后方确认收入同时结转

相应成本，核查了收入确认相关的货物验收单据，证实了中航绿能应收账款的真

实性。上海亮视：我们获取了双方签订的租赁合同以及其他协议，对应收账款的

真实性进行了核实。 

（3）获取了中航绿能对未按照合同约定履行还款义务的情况说明及还款计

划。 

（4）已取得中航绿能的 2020年 12月 31日财务报表，该公司无实质经营，

截至 2020年 12月 31日已累计亏损 1,101.71万元，累计净资产为-101.71万元，

其主要资产为出资 4,500.00万元投资了泗洪百慕科技有限公司，无法取得该被

投资公司财务数据。 

（5）我们已向中航绿能和上海亮视公司进行函证，截至审计报告日均未收

到对方回函。 

（6）中航绿能：圣莱达公司已于 2019 年 12月委托律师，该事项进入司法

程序，圣莱达 2021 年 3月已向公安机关报案进入刑事侦查，我们已取得宁波市

公安局江北分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的受案回执；上海亮视：公司已委托律师进入

司法程序，案件 2021 年 4月 6日一审已开庭，尚未宣判。 我们均与案件的代理

律师进行了沟通，并获取了关于案件的相关情况说明、受案回执和开庭传票等资

料，根据代理律师说明：律师根据中航绿能方面信息了解，中航绿能因投资失败

已无履行款项支付能力；上海亮视公司目前经营状况较差，恐难以支付欠付的租

赁费用。 

4、单项计提的控股股东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我们执行的审计程序主

要如下： 

（1）我们获取并查阅了公司相关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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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到星美国际之集团公司星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已于 2020年 12月 7日被

港交所退市，星美控股公布的最近一期的财务报表为 2018年度，显示：2017年

星美控股销售收入 37.89亿港元，亏损额为 2.67亿港元，2018年收入为 16.72

亿港元，亏损额为 50.82亿港元。 

（2）我们查询到，控股股东持有圣莱达公司的股权已 90.16%进行质押, 质

押融资余额为 48,611.00万元，质押股票市值在在 12,155.00万元左右，远远低

于其质押融资余额； 

（3）我们向星美国际和华民贸易函证，截至审计报告日未收到回函； 

（4）我们在公开网站查询到星美国际和华民贸易已涉及到多笔诉讼； 

（5）我们获取了星美国际和华民贸易于 2020年 9月 14日做出的还款承诺

函，截至审计报告日未按照约定归还资金占用款； 

通过执行上述审计程序，我们认为圣莱达公司坏账准备计提是充分、谨慎的。 

 

 

 

  宁波圣莱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六月三日 

 


	2020年1月5日、1月8日，公司与内蒙古态和共生农牧业发展有限公司签订《合作贸易协议》、《合作贸易协议二》，约定合作进行肉牛养殖产业链贸易业务，协议主要条款如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