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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询函专项说明 

天健函〔2021〕11-42号 

 

深圳证券交易所： 

由华图山鼎设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转来的《关于对华图山鼎设

计股份有限公司的年报问询函》（创业板年报问询函〔2021〕第 433 号）(以下简

称问询函）奉悉。我们已对问询函中需要我们说明的财务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

现汇报说明如下。（如无特别说明，金额单位为人民币万元） 

 

一、2020 年，你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2,545.34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 41.31%；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以下简称“净利润”）1,416.37 万元，较上

年同期减少 32.85%；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460.40 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 17.99%；你公司 2020 年度净利率为 11.29%，

2019 年度为 9.87%。（1）……。（2）……。（3）请会计师说明针对公司 2020 年

度收入真实性、核算准确性及成本结转准确性所实施的具体审计程序及结果，

涉及细节测试的，说明抽样情况、细节测试覆盖范围、具体实施情况及结果。（4）

请会计师针对公司 2020 年营业收入中是否存在与主营业务无关的业务收入或不

具备商业实质的收入发表专项意见。（5）……。（6）……。（7）2020 年，你公

司发生的销售费用、管理费用及财务费用相比上年度合计减少 902.16 万元。请

会计师说明针对公司 2020 年度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及财务费用核算的完整性及

准确性所实施的具体审计程序及结果。（问询函第 1条第 3 点、第 4 点、第 7点） 

(一) 请会计师说明针对公司 2020 年度收入真实性、核算准确性及成本结

转准确性所实施的具体审计程序及结果，涉及细节测试的，说明抽样情况、细

节测试覆盖范围、具体实施情况及结果 

1． 对公司 2020 年度收入真实性、核算准确性所实施的具体审计程序及结

果 

(1) 核查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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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了解与收入确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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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查主要的设计服务合同，识别与收入确认相关的条款，评价收入确认

政策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3) 对营业收入按季度、客户等实施分析程序，识别是否存在重大或异常波

动，并查明波动原因； 

4) 以抽样方式对建筑工程设计收入进行测试，检查相关设计服务合同条款

和设计成果、进度确认函、政府审批文件等支持性文件，具体细节测试抽样情况

如下： 

相关设计服务合同：2020年度的设计项目约 165个，根据细节测试最低样

本量计算结果抽选检查对应 85个项目的合同，检查部分对应收入金额 11,586.10

万元，占总营业收入约 92.35%，未见明显异常； 

设计成果：2020 年度的设计项目约 165 个，根据细节测试最低样本量计算

结果抽选检查对应 82个项目的设计成果，主要包含提交给客户的概念册、方案

册、施工总平图等，检查部分对应收入金额 11,483.21万元，占总营业收入约

91.53%，未见明显异常； 

进度确认函：2020年度的设计项目约 165 个，根据细节测试最低样本量计

算结果抽选检查对应 105个项目的进度确认函进行检查，检查部分对应收入金额

10,728.78万元，占总营业收入的 85.52%，未见明显异常； 

政府审批文件：2020年度需政府审批的项目 77个，根据细节测试最低样本

量计算结果抽选检查对应 41个项目的政府审批文件，检查部分对应收入金额

4,315.92万元，占需政府审批项目对应营业收入的 87.78%，未见明显异常； 

5) 结合应收账款函证，以抽样方式向主要客户函证本期销售额，具体细节

测试抽样情况如下： 

抽样方法 
样本

量 
总体 函证主要内容 具体实施情况以及结果 

按照重要性水平，销

售额以及应收账款余

额的重要项目全部函

证，剩余项目根据最

低样本量计算结果进

行简单随机抽样 

108家 

客户 

280家 

客户 

应收账款余额、

设计服务项目、

本 项 目 进 度 情

况、本年度按照

合同约定应确认

的设计费金额、

本年度的收款额 

2020 年销售额发函金额为

9,312.58 万元，占总收入金额

的 74.23%，回函可确认金额为

8,069.86 万元，占发函金额的

81.75%，未回函项目均通过替

代测试确认。综上通过函证以

及替代测试确认的金额占发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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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样方法 
样本

量 
总体 函证主要内容 具体实施情况以及结果 

金额的 100.00% 

 6) 以抽样方式对资产负债表日前后确认的营业收入核对至设计文件签收

表、进度确认函、政府审批文件等支持性文件，评价营业收入是否在恰当期间确

认；具体细节测试抽样情况如下： 

2020 年 12 月 31 日前 30 日内共抽取 30 个项目收入进行检查，检查对应的

合同、设计成果、进度确认函等，涉及金额 2,678.32 万元，截止测试未发现跨

期情况； 

2020年 12月 31日至报告日公司共确认营业收入 2,533.14万元，共抽取 29

个项目收入进行检查，检查对应的合同、设计成果、进度确认函等，涉及金额

1,709.04万元，截止测试未发现跨期情况。 

(2) 核查结论 

经核查，公司 2020 年度收入真实、核算准确。  

2． 对公司 2020 年度成本结转准确性所实施的具体审计程序及结果 

(1) 核查程序 

1) 了解与设计成本确认相关的关键内部控制,包含采购外包设计服务循环

和人工薪酬循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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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查主要的外包设计服务合同，识别与外包设计成本确认相关的合同条

款； 

3) 对外包设计服务成本和人工薪酬成本按月实施分析程序，识别是否存在

重大或异常波动，并查明波动原因； 

4) 以抽样方式对建筑工程设计成本进行测试，检查相关外包设计服务合同

条款和设计分包成果、分包确认函等支持性文件，具体细节测试抽样情况如下： 

相关分包设计服务合同：就本年度设计分包成本金额大于 20.00 万元的项目

检查对应分包设计服务合同条款，并与设计分包合同对应的项目主合同进度进行

匹配，检查的设计分包成本金额占营业成本中设计分包成本金额的 89.55%，检

查结果未见明显异常； 

设计分包成果：本年度确认设计分包成本金额大于 20.00 万元的项目共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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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对该 26项检查其设计分包成果，检查结果未见明显异常； 

分包确认函：我们对本年度分包项目的分包确认函进行检查，该部分确认函

对应的分包成本金额为 2,237.16 万元，占营业成本中设计分包成本金额的

93.72%，检查结果未见明显异常。 

5) 结合应付账款函证，以抽样方式向主要供应商函证本期采购额，具体细

节测试抽样情况如下： 

抽样方法 样本量 总体 函证 具体实施情况及实施结果 

按照重要性水平，采

购额以及应付账款余

额的重要项目全部函

证，剩余项目根据最

低样本量计算结果进

行简单随机抽样 

34家供

应商 

106家供

应商 

应付账款余

额、应付账

款本期采购

金额、本期

付款金额 

本年度向主要供应商采购额共 2,629.21

万元，采购额发函金额为 1,652.65万元，

占采购总额的 62.86%，回函可确认金额

为 1,644.65万元，占发函金额的 99.52%，

回函金额未达发函金额 100.00%系回函发

现一个不符事项，影响金额 8.00万元，

已对此进行审计调整。 

6) 以抽样方式对资产负债表日前后确认的营业成本核对至设计成果、进度

确认函等文件，评价营业成本是否在恰当期间确认，具体细节测试抽样情况如下： 

资产负债表日前共抽取 60 个分包项目成本进行检查对应的分包设计成果、

分包确认函，涉及金额 2,112.29万元，截止测试未发现跨期情况； 

2020年 12月 31 日至报告日营业成本发生额为 1,832.72万元，其中针对职

工薪酬成本 1,013.03 万元，我们检查了期后 1-4月份的职工薪酬计提、发放等，

截止测试未发现跨期情况；其中针对分包设计成本 434.23 万元，我们抽选了其

中 28项检查对应的分包设计成果、分包确认函，检查金额 362.02万元，占期后

分包设计成本总体金额 83.37%，截止测试未发现跨期情况。 

(2) 核查结论 

公司按照设计项目归集完整、准确，在收入确认时所结转成本的会计处理谨

慎客观。 

 

(二) 请会计师针对公司 2020 年营业收入中是否存在与主营业务无关的业

务收入或不具备商业实质的收入发表专项意见 

1. 公司 2020年营业收入构成 

公司 2020年度营业收入的构成如下所示： 

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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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类型 营业收入 
是否与主营业务无

关[注] 

主营业务收入： 122,604,908.34  

建筑设计收入 122,604,908.34 否 

其中：住宅 66,605,952.07 否 

城市综合体 19,866,070.93 否 

公共建筑 29,174,766.47 否 

规划/景观/室内 6,958,118.87 否 

其他业务收入 2,848,482.37  

出售家具收入 2,638,039.47 是 

晒图费收入 122,230.18 否 

租金收入 88,212.72 是 

合  计 125,453,390.71  

[注]公司主营业务系提供建筑工程设计及相关咨询服务, 其他业务收入中

出售家具的收入为外购家具出售产生的收入，是公司室内设计的衍生收入，与主

营业务建筑工程设计无关；晒图费收入系公司与客户签订合同时，合同中约定向

客户提交资料时包含固定数量的图纸，提交超出合同约定数量的图纸产生的由客

户承担的超额晒图费与主营业务建筑工程设计相关；租金收入系出租投资性房地

产产生的租金收入，与主营业务建筑工程设计无关。 

根据《关于退市新规下营业收入扣除事项的通知》规定，具体项目扣除如下

表： 

单位：元 

项  目 营业收入 备注 

营业收入： 125,453,390.71  

减：营业收入扣除项目   

与主营业务无关的业务收入 2,726,252.19  

其中：正常经营之外的其他业务收入 2,726,252.19  

不具备商业实质的收入   

与主营业务无关或不具备商业实质的其

他收入 
  

营业收入扣除后金额： 122,727,138.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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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核查程序 

针对上述事项，我们主要执行了以下审计程序： 

(1) 根据《关于退市新规下营业收入扣除相关事项的通知》的相关要求，对

公司营业收入的类型进行判断，检查其是否属于与主营业务无关的业务收入或不

具备商业实质的收入； 

(2) 查询各业务板块主要客户信用信息，检查客户的企业状态、经营范围、

股东情况等信息，选取样本检查公司各业务板块与客户签订的合同、收入确认的

支持性文件，评价相关交易的商业合理性。 

3． 核查结论 

经核查，我们认为报告期内公司正常经营之外的其他业务收入为

2,726,252.19 元，属于与主营业务收入无关的业务收入，我们认为公司管理层

编制的扣除情况表在所有重大方面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

（2020 年 12 月修订）》的规定，如实反映了公司 2020 年度营业收入扣除情况。 

 

(三) 2020 年，你公司发生的销售费用、管理费用及财务费用相比上年度合

计减少 902.16 万元。请会计师说明针对公司 2020 年度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及

财务费用核算的完整性及准确性所实施的具体审计程序及结果。 

1． 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及财务费用波动分析 

公司 2020年发生的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及财务费用相比 2019年度合计减少

902.16 万元，主要系公司的职工薪酬费用、差旅费、业务招待费用、办公费、

折旧及摊销、利息支出、其他财务费用减少所致，具体波动分析如下表： 

项  目 
2020年度

发生额 

2019年度

发生额 
变动额 费用大幅下降的原因 

销售费用 400.08 526.70 -126.62  

其中：雇员费用 235.69 288.01 -52.32 

1. 根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财

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阶段性减免企

业社会保险费的通知》（人社部发

﹝2020﹞11 号），社保费用减免

22.40万元； 

2.因公司销售部门结构优化，公司

销售人员数有所减少； 

3.2020 年业务规模缩减，销售人

员绩效奖金有所下降，与营业收入

同向变动 



                                                                                     

第 7 页 共 14 页 

项  目 
2020年度

发生额 

2019年度

发生额 
变动额 费用大幅下降的原因 

差旅费 11.42 30.79 -19.37 

受疫情影响，销售人员出差频次较

以前年度降低，差旅费较以前年度

有所下降 

业务招待费 26.66 66.97 -40.31 

受疫情影响，销售部门发生的业务

招待费规模较以前年度有所下降，

与营业收入同向变动 

管理费用 1,944.09 2,595.25 -651.16  

其中：职工薪

酬 
1,190.61 1,595.34 -404.73 

1.因新冠疫情，社保费用被减免金

额 105.10万元； 

2.因减少分支机构导致员工减少，

以及关闭员工食堂等原因，导致后

勤人员减少，2020 年管理人员月

平均人数较 2019年降低 25.81%，

人员减少导致薪酬降低约 299.63

万元 

办公费 307.74 417.22 -109.48 

1.人员减少导致的对应办公费用

降低； 

2.子公司西安山鼎建筑工程设计

咨询有限公司减少办公场所，导致

租赁费减少 

中介机构服务

费 
251.33 216.89 34.44 

2020 年公司新增诉讼，2020 年度

共 9项诉讼发生诉讼费用，导致律

师费用上升 

折旧及摊销 87.59 124.30 -36.71 

1.因办公场所缩减，2020 年 4 月

将原自用房产对外出租转入投资

性房地产核算，对应折旧费用转确

认为其他业务成本，导致管理费用

中的折旧金额降低； 

2.因减少分支机构，办公场所缩

减，2020 年度报废以及处理部分

办公家具以及电子设备，导致折旧

费用减少 

差旅费 83.05 176.50 -93.45 

1.受新冠疫情影响，2020 年上半

年差旅发生频率大幅降低； 

2.因减少外地分支机构导致差旅

需求降低 

其他 23.77 65.00 -41.23 
受新冠疫情影响，2020 年上半年

业务招待费用大幅缩减 

财务费用 -135.21 -10.83 -124.38  

其中：利息支

出 
69.87 133.69 -63.82 

2020 年 6 月提前一次性归还长期

借款 975.00万元，导致 2020年利

息支出较 2019年降低 

其他财务费用 0.01 36.50 -36.49 

2019 年公司的其他财务费用主要

系向股东车璐借款 3,000.00 万元

而确认的费用，2020 年无此情况，

导致 2020 年度其他财务费用较

2019年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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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2020年度

发生额 

2019年度

发生额 
变动额 费用大幅下降的原因 

合  计 2,208.96 3,111.12 -902.16  

 

2． 核查程序 

(1) 获取并检查管理费用、销售费用、财务费用明细表，了解其主要构成情

况，并询问相关管理层，了解各项费用中明细波动的原因； 

(2) 查阅公司员工花名册中管理人员、销售人员的人数和薪酬情况，并将公

司员工人数与薪酬情况与同行业上市公司进行对比分析； 

(3) 访谈公司管理层，了解各部门人员情况、责任分工和业务核算流程，评

价其员工数量是否满足核算需要，并针对职工薪酬进行分析性程序，检查其波动

情况是否与业务规模的变动进行对比，分析是否具有合理性，检查职工薪酬是否

存在漏计少计以及跨期情况； 

(4) 对销售费用、管理费用、财务费用进行细节性测试，检查支持性文件；

追踪已选取的项目至相关费用明细表，检查费用所计入的会计期间，评价费用是

否被记录于正确的期间； 

(5) 对销售费用、管理费用、财务费用进行截止性测试，检查期后费用的支

付情况，核查公司费用是否在正确的会计期间确认。 

3． 核查结论 

经核查，公司 2020 年度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及财务费用核算完整、准确。 

 

二、2020 年末，你公司应收账款账面余额为 17,065.50 万元，计提坏账

6,515.72 万元，其中，按 100%比例单项计提坏账准备金额为 738.29 万元，其

他为按账龄组合的预期损失率计提坏账，其中一年以内计提比例为 8.54%，1-2

年为 28.11%，2-3年为 44.25%，3-4 年为 64.79%，4年以上为 100%。（1）……。

（2）请会计师说明针对公司期末应收账款余额的真实性、坏账计提的充分性所

实施的具体审计程序及结果，涉及审计抽样的，说明抽样过程，覆盖范围及细

节测试情形。（3）年报显示，你公司 2020 年度因金融资产转移而终止确认的应

收账款账面金额为 805.60 万元，确认转让利得为 180 万元，转移方式为应收账

款出售。请说明以上应收账款出售的具体方式、合作方信息、作价依据、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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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会计处理，履行的审议程序及是否存在未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的情形。请

会计师结合所实施的具体审计程序，针对以上应收账款的终止确认是否符合企

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发表专项意见。 

(一) 请会计师说明针对公司期末应收账款余额的真实性、坏账计提的充分

性所实施的具体审计程序及结果，涉及审计抽样的，说明抽样过程，覆盖范围

及细节测试情形。 

1. 核查程序 

(1) 了解与应收账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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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抽样方式对应收账款余额进行函证，具体细节测试抽样情况如下： 

抽样方法 样本量 总体 函证主要内容 具体实施情况以及结果 

按重要性水平，重

要项目全查，剩余

项目根据最低样

本量计算结果进

行简单随机抽样 

108 家

客户 

280 家

客户 

应收账款余额、设

计服务项目、本项

目进度情况、本年

度按照合同约定

应确认的设计费

金额、本年度的收

款额 

2020 年 应 收 账 款 余 额 为

17,065.50 万元，发函金额为

13,757.68 万 元 ， 占 余 额 的

80.62%，回函可确认金额为

9,571.60 万元，占发函金额的

69.57%，未回函项目已进行替代

测试。综上通过函证以及替代测

试的确认金额占发函金额的

100.00% 

(3) 以抽样方式对重要客户应收账款回款进行测试，具体细节测试抽样情况

如下： 

就 2020年度重要客户回款记录，选取 46条收款记录，检查对应的收款回单

以及合同，检查对应的收款回单以及合同，核对收款回单信息（日期、金额、对

方单位等）与账面信息、合同约定是否一致，回款测试金额 5,459.08 万元，经

检查，未见明显异常。 

就资产负债表日至报告日期间的回款选取 27 条收款记录，检查对应的收款

回单以及合同，核对收款回单信息（日期、金额、对方单位等）与账面信息、合

同约定是否一致，回款测试金额 1,747.75万元，经检查，未见明显异常。 

(4) 对于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账款，获取并检查管理层对未来现金流量

现值的预测，评价在预测中使用的关键假设的合理性和数据的准确性，并与获取

的外部证据进行核对； 

(5) 对于采用组合方式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账款，评价管理层按信用风险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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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划分组合的合理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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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核查结论 

经检查，公司期末应收账款余额真实、坏账计提充分。 

(二) 年报显示，你公司 2020 年度因金融资产转移而终止确认的应收账款

账面金额为 805.60 万元，确认转让利得为 180 万元，转移方式为应收账款出售。

请会计师结合所实施的具体审计程序，针对以上应收账款的终止确认是否符合

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发表专项意见。 

1. 关于应收账款的终止确认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的说明 

(1) 关于金融资产终止确认涉及的会计准则规定 

应收账款属于《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与计量》财会﹝2017﹞

7 号）规定的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之一，根据该准则第二十五条的规定：

“金融资产满足下列条件之一的，应当终止确认： 

1) 收取该金融资产现金流量的合同权利终止； 

2) 该金融资产已转移，且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 23 号—金融资产转移》

规定的金融资产终止确认条件。”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3 号--金融资产转移》（财会﹝2017﹞8 号）第五

条的规定：“金融资产满足下列条件之一的，应当终止确认： 

1) 收取该金融资产现金流量的合同权利终止； 

2) 该金融资产已转移，且该转移满足本准则关于终止确认的规定。”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3 号--金融资产转移》（财会﹝2017﹞8 号）第十

七条的规定企业在发生金融资产转移时，应当评估其保留金融资产所有权上的风

险和报酬的程度，并分别下列情形处理：（一）企业转移了金融资产所有权上几

乎所有风险和报酬的，应当终止确认该金融资产，并将转移中产生或保留的权利

和义务单独确认为资产或负债；（二）企业保留了金融资产所有权上几乎所有风

险和报酬的，应当继续确认该金融资产。 

    (2) 公司应收账款是否达到终止确认条件的分析 

根据受让方基于标的债权的债务人情况、账龄、预计催收成本等因素的考虑

与公司协商确定债权转让价格，公司与受让方于 2020年 10月签署了不附追索权

的《债权转让协议》，协议约定公司以 180.00 万元出售公司享有的部分债权，受



                                                                                     

第 11 页 共 14 页 

让方付清全部转让价款之日为转让标的权利移交日。根据协议，自权利移交日起，

公司对转让标的所享有的一切权利、权益和利益均由受让方享有，且该等权利、

权益和利益的转移不以转让方实际交付有关资产文件或资产为前提。合同未约定

权利移交后公司需就后续受让方催款以及款项回收的事项承担其他义务。公司于

2020 年 11 月 9 日收到了应收账款转让款 180.00 万元并与受让方完成标的债权

的资料交接，并通知债务人标的债权转让的情况，完成标的债权的交接手续。根

据以上合约条款，自受让方付清全部转让价款之日，公司转移了金融资产所有权

上几乎所有的风险和报酬，不再保留对标的债权的控制，满足了金融资产终止确

认的条件，因此，公司终止确认了上述应收账款。 

(3) 核查程序 

1) 访谈公司管理层，了解该交易的背景、交易价款、转让过程等信息； 

2) 获取公司与受让方签订的《债权务转让协议》，查阅相关合同条款，核查

公司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3) 访谈受让方，了解受让方的基本情况、与公司交易的来源方式、交易定

价情况、受让方对回款的预计、市场定价情况、受让方对此类业务的审查程序、

债权转让过程以及交接手续、受让方的收款措施、预计回款时间、公司后续应承

担的责任等信息； 

4) 获取并检查公司收到交易价款的银行流水； 

5) 实施函证程序，向受让方询证了交易的关键信息； 

6) 对受让方与公司是否存在关联关系进行核查。 

(4) 核查结论 

经核查，上述应收账款满足终止确认的条件，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三、你公司 2020 年初及 2020 年末存货账面价值为 0，合同资产账面价值均

为 0。请结合你公司业务模式、收入确认依据及新收入准则相关条款，说明报告

期末不存在存货及合同资产的原因及合理性，是否符合行业惯例，是否符合企

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请会计师发表专项意见。 

(一) 报告期末不存在存货及合同资产的原因及合理性 

1. 报告期末不存在存货的原因及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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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在确认项目或项目阶段的收入时，匹配结转该项目或项目阶段的设计成

本，在未达到收入确认条件时，已发生的项目成本在“合同履约成本”中列示。 

由于公司提供的服务系创意、理念的体现，其设计成果是否得到委托方及外

部审批机构的认可或何时方能得到委托方及外部审批机构的认可具有较大的不

确定性，公司结合自身的经营特点，公司预计已经发生的劳务成本能否得到补偿

具有不确定性，因此，在资产负债表日，对于公司尚未取得明确证据证明已经发

生的合同履约成本能得到补偿的，基于谨慎性原则，将其计入营业成本，不确认

收入，故公司在资产负债表日不保留存货。自公司上市以来，成本确认方法保持

一贯性，未发生变化。 

2. 报告期末不存在合同资产的原因及合理性 

建筑设计业务合同中，公司履约业务完成的标志为提交设计成果得到甲方或

第三方机构的确认审核，而客户付款的时点，根据建筑设计合同中约定，应当为

公司完成阶段设计并获取到客户签署的确认书或其他专业机构的第三方外部证

据，此时公司已获取收取对价的权利，公司仅随着时间的流逝即可收款。因此，

建筑设计业务履约义务的完成与客户应付款的节点同步，不确认合同资产。 

(二) 报告期末不存在存货及合同资产符合行业惯例 

1. 报告期末不存在存货符合行业惯例 

同行业上市公司 主营业务 
建筑设计收入占营

业收入比例 
报告期末是否存在存货 

尤安设计（证券代码：

300983） 
建筑设计 100.00% 报告期末无存货 

汉嘉设计(证券代码：

300746) 

建筑设计、EPC

总承包业务 
39.04% 报告期末无存货 

上述同行业公司与公司的业务结构相似，在资产负债表日上述公司亦不保留

存货。故报告期末不存在存货在同行业中具有一定的参考性，公司的财务处理符

合行业惯例。 

2. 报告期末不存在合同资产符合行业惯例 

同行业上市公司 主营业务 
建筑设计收入占营

业收入比例 

报告期末是否存在合同

资产 

尤安设计（证券代码：

300983） 
建筑设计 100.00% 报告期末无合同资产 

汉嘉设计(证券代码：

300746) 

建筑设计、EPC

总承包业务 
39.04% 

报告期末就建筑设计业

务无合同资产，就 EPC

总承包业务质保金确认

了合同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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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同行业公司与公司的业务结构相似，在资产负债表日上述公司就建筑设

计业务不保留合同资产，仅就 EPC总承包业务以及建筑承包合同质保金保留合同

资产。故报告期末不存在合同资产在同行业中具有一定的参考性，公司的财务处

理符合行业惯例。 

(三) 报告期末不存在存货及合同资产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 

1. 报告期末不存在存货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的说明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4号——收入（2017）》相关规定，对于在某一时段

内履行的履约义务，履约进度不能合理确定时，已经发生的成本预计能够得到补

偿的，按照已经发生的成本金额确认收入，直到履约进度能够合理确定为止。 

由于在资产负债表日公司未取得明确证据证明已经发生的合同履约成本能

得到补偿的，基于谨慎性原则将其计入营业成本，不确认劳务收入，故公司在资

产负债表日不保留存货，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 

2. 报告期末不存在合同资产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的说明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规定，合同资产是指企业已向客户转让商品而有权收

取对价的权利，且该权利取决于时间流逝之外的其他因素。如企业向客户销售两

项可明确区分的商品，企业因已交付其中一项商品而有权收取款项，但收取该款

项还取决于企业交付另一项商品的，企业应当将该收款权利作为合同资产。 

针对建筑设计项目，建筑设计业务履约义务的完成与客户应付款的节点同步，

公司在完成阶段设计并获取相关证据后，已获取收取对价的权利，公司仅随着时

间的流逝即可收款，满足新收入准则对应收账款的定义。故报告期末不存在合同

资产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 

(四) 针对公司报告期末不存在存货及合同资产所执行的审计程序 

(1) 核查程序 

1) 结合企业会计准则相关准则的规定，对公司期末是否存在存货及合同资

产进行判断； 

2) 查询同行业上市公司案例，考虑同行业上市公司与公司业务结构、收入

确认方法，结合同行业上市公司对存货及合同资产的会计处理进行判断； 

3) 访谈公司管理层，了解公司业务模式、合同主要条款、收入确认方法等，

对公司期末不存在存货及合同资产的合理性进行判断。 

(2) 核查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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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期末不存在存货及合同资产的会计处理具有合理性，符合行业惯例，符

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专此说明，请予察核。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杭州  中国注册会计师： 

 

 二〇二一年六月四日 


	一、2020年，你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2,545.34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41.31%；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以下简称“净利润”）1,416.37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32.85%；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1,460.40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17.99%；你公司2020年度净利率为11.29%，2019年度为9.87%。（1）……。（2）……。（3）请会计师说明针对公司2020年度收入真实性、核算准确性及成本结转准确性所实施的具体审计程序及结果，涉及细节测试的，说明抽...
	(一) 请会计师说明针对公司2020年度收入真实性、核算准确性及成本结转准确性所实施的具体审计程序及结果，涉及细节测试的，说明抽样情况、细节测试覆盖范围、具体实施情况及结果
	(二) 请会计师针对公司2020年营业收入中是否存在与主营业务无关的业务收入或不具备商业实质的收入发表专项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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