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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天国富证券有限公司 

关于华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报问询函的回复 

 

深圳证券交易所： 

中天国富证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天国富证券”、“保荐机构”）作为华

塑控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及持续督导机构，现根据《关于对华塑控股

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报的问询函》（公司部年报问询函〔2021〕第 193 号）

的要求，对相关问题回复如下： 

一、你公司 2020 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2,464.90 万元，同比增加 60.28%，营业收入为 5,008.44 万元，同比减少

28.58%，公司股票继续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2020 年你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755.99 万元，同比增加 105.8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534.55 万元，同比下降 1,398.82%，主要盈利来源为依据法院判决冲回利息

1,425.55 万元和与主要债权人达成债务和解实现的债务重组收益 4,519.38 万元。

你公司连续 19 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负值。 

结合你公司连续 19 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负值及 2020 年的主要盈利来源为非经常性损益的情况，说明你公司持续经营能

力是否存在重大不确定性，请保荐机构、年审会计师进行核查并发布明确意见。 

【回复】 

1、公司连续 19 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负

值，主要原因如下： 

（1）公司自 1993 年 5 月上市后，分别于 1998 年 7 月、2002 年 11 月、

2007 年 9 月、2012 年 12 月、2014 年 1 月多次变更控股股东，较为频繁的控股

股东变更，使得公司在该期间内难以有效推进长期业务发展战略规划，从而出

现经营管理不善等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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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与四川德瑞房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川德瑞”）及陆续受让四川

德瑞对公司债权的四川宏志实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宏志实业”）、袁祖文、

兴源环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源环亚”）等诉讼的判决，导致与诉讼相

关的营业外支出金额较大。历史遗留债务负担较重，流动资金紧缺，限制日常

经营业务开展； 

（3）子公司上海渠乐贸易有限公司对上海友备石油化工有限公司的应收账

款无法收回，导致计提坏账准备金额较大； 

（4）原主营业务塑钢型材、大宗商品贸易、园林绿化业务等盈利规模较小。

另 2020 年新冠疫情期间上海樱华医院管理有限公司诊疗人次减少较大、北京博

威亿龙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会展服务基本停滞，影响了本期收入规模。 

2、2020 年的主要非经常性损益来源为： 

（1）与魏勇进行债务重组形成的债务重组收益 4,519.38 万元 

2020 年 8 月，自然人魏勇受让兴源环亚对公司的全部债权。经公司与魏勇

就债务清偿等问题进行了多次沟通，于 2020 年 11 月 5 日达成《执行和解协议》。

公司分别于 2020 年 11 月 11 日、2020 年 12 月 23 日，按照和解协议约定向魏勇

支付 2,000 万元、8,000 万元，至此公司与魏勇达成的和解协议已经履行完毕，

公司与魏勇之间的全部债权已结清。上述债务计算至清偿日的本息合计

14,519.38 万元，因此和解形成债务重组收益 4,519.38 万元。 

（2）根据判决调整减少了原对宏志实业的欠款利息 1,425.55 万元 

2020 年 4 月 2 日，公司收到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2019]川 01 民初 3688 号），判决公司归还借款本金 2,990.00 万元及利息（利

息按照 14.25%计算），华塑控股根据判决调整减少了原对宏志实业欠款利息

1,425.55 万元。 

目前，导致华塑控股出现经营亏损的主要因素已部分扭转或消除，持续经

营不存在不确定性： 

（1）公司于 2020 年 12 月完成向湖北省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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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资管”）的定向增发，收到募集资金 2.39 亿元。公司控股股东变更为湖北资

管，湖北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通过湖北省宏泰国有资本投资运

营集团有限公司间接控制湖北资管，成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2）公司负债构成主要是诉讼赔偿款，所涉及的重要诉讼的赔偿款项均已

在资产负债表日及其期后作出了偿付、和解等相关措施，并在相关公告和报表

附注中进行了适当披露。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账面货币资金余额为 15,899.16 万元，负债

总额 12,275.23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的净资产已经由 2019 年末-9,793.64 万元转

变为 14,812.40 万元。 

截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公司账面货币资金余额为 12,143.66 万元，债务总

额进一步降低到 5,770.36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的净资产进一步增加到 16,019.32

万元；其中涉及的与诉讼有关的负债进一步解决，解决情况如下： 

①与宏志实业诉讼事项：2021 年 1 月 19 日，华塑控股支付了南充市中级人

民法院 4,783.81 万元用于归还宏志实业的欠款，不足部分（118.77 万元），法院

已扣转公司北京房屋拍卖款支付。2021 年 4 月 12 日，公司收到本案执行法院四

川省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的《结案通知书》([2021]川 13 执恢 19 号)，确认

公司已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本案执行完毕并结案。 

②与袁祖文诉讼事项：2021 年 1 月 19 日，袁祖文申请执行华塑控股房产-

北京中电大厦经法院拍卖以 2,407.20 万元成交，2021 年 4 月 13 日，公司收到本

案执行法院南充市顺庆区人民法院出具的《结案通知书》（[2020]川 1302 执恢

1801 号），执行法院确认袁祖文向其申请执行的（2018）川 1302 民初 2280 号

《民事判决书》现已全部执行到位。 

③与九方腾宇诉讼事项：2021 年 3 月 1 日，公司向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

支付案款等合计 390.4 万元用于偿还深圳市九方腾宇贸易有限公司的欠款。

2021 年 3 月 26 日，公司收到本案执行法院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出具的

《执行裁定书》([2021]粤 0304 执恢 1160 号)，确认公司已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

定的义务，本案执行完毕并结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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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公司涉及未决诉讼情况 

华塑控股截至目前共计有五起正在进行中的诉讼，具体情况如下： 

①与李先慧民间借贷纠纷案：该案件标的金额包括借款利息 40.10 万元及

逾期付款的利息；原告垫付货款本金 161.45 万元及利息 16.35 万元，及逾期付

款的利息；律师费、保函保险费。华塑控股 2020 年度已计提预计负债，目前公

司已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对财务结果不构成影响。 

②与宏志实业第三人撤销之诉：该案件标的金额为 3,088 万元及利息，系

针对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已经判决生效的案件提起，且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一

审驳回起诉，目前上诉至最高人民法院。该案件是四川德瑞将债权转让给宏志

实业（4,000 万元）和兴源环亚（1.45 亿元），后兴源环亚又转让给了魏勇，根

据四川省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2021 年 4 月 12 日出具的文号（2021）川 13 执

恢 19 号《结案通知书》和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2021 年 3 月 24 日出具

的文号为（2021）川 01 执恢 256 号《结案通知书》,目前宏志实业认为其受偿

债权较少，因此作为第三人要求撤销公司和兴源环亚（即魏勇）案件的判决。

对于华塑控股来说，公司已经履行了相关的义务，由此公司承担败诉的可能性

较低。 

③与南充华塑建材有限公司的增资纠纷案：该案件正在审理过程中，即便

败诉，公司需要履行的义务，系将相关土地转让并履行 269.96 万元的出资义务。 

④与大连电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合同纠纷案：该案件正在审理过程中，

公司如果败诉，需要和建湖县菲迪贸易有限公司、江苏浩弘能源实业有限公司

连带承担 2,300 万元范围内的损失。 

⑤与南羽厂原职工诉讼案：系原改制前南充羽绒制品厂职工诉企业改制上

市无效。该案件尚未开庭，公司承担败诉的可能性较低。 

华塑控股对上述案件需要全部承担败诉风险的可能性较小，不会对华塑控

股的经营造成实质影响。 

（4）华塑控股正积极推进政府土地收储，目前正按照南充市政府要求开展

前期的拆迁工作。截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拟收储涉及资产原值 931.82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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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值 287.31 万元，合同约定的补偿款合计 8,498.13 万元。 

（5）樱华医院在人才、服务、品牌、区位等方面具备较好的竞争优势，后

续盈利能力空间较大。2020 年以来，公司医疗服务业务开展受到新冠肺炎疫情

的一定影响，但疫情减缓后公司医疗服务业务及经营业绩在逐步恢复。 

这些事项充分说明公司持续经营情况已经明显改善，持续经营不存在重大

不确定性。 

保荐机构核查结论： 

1、核查程序 

（1）查阅公司 2020 年度审计报告、2021 年一季报，对当期营业收入下滑

以及导致经营亏损的原因进行分析，对当期形成的非经营损益事项进行了核查，

对所涉及的重要诉讼在期后的偿付获取了相关资料；对未决诉讼事项进行了专

题调查及访谈； 

（2）访谈公司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等相关人员，核查关于公司

持续亏损、非经常性交易等问题的访谈记录，了解导致公司持续经营亏损的原

因、导致经营亏损主要因素是否消除、目前的生产经营情况及经营环境变化情

况、采取或拟采取的改善盈利能力的应对措施，以及对公司未来业务开展的判

断和相关规划。 

2、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1）公司持续经营亏损，主要系公司控股股东变更频繁、诉讼赔偿支出较

大、部分往来款坏账计提、原主营业务盈利规模偏低、新冠肺炎疫情等多方面

因素所致，导致出现亏损的主要因素已部分扭转或消除； 

（2）针对公司存在的连续多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为负值的情况，公司已采取包括积极推进落实债务纠纷诉讼化解方案、

开展股权融资补充资本金、通过资产处置、政府收储等方式改善业绩等多种手

段及应对措施，化解了上述主要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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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面对生产经营情况和经营环境的变化，公司已制定规划，已采取或拟

采取包括开展股权融资、推进主营业务发展、加强成本管控力度等多种手段及

应对措施，以改善公司盈利能力，目前已取得初步成效。 

二、年报显示，你公司 2020 年第一至四季度的营业收入分别为 1,016.03 万

元、1,014.90 万元、1,408.96 万元和 1,568.54 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分别为-705.22 万元、11.84 万元、-1,115.48 万元和 2,564.85 万元，经营活动

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 575.55 万元、-444.54 万元、-235.02 万元和-9,430.54 万元。 

请结合你公司和同行业可比公司收入季节性特征、市场需求变化、产品价

格变化趋势、成本费用确认依据和金额的变动情况等因素，说明报告期各季度

财务数据波动较大的原因及合理性，是否存在跨期确认收入或成本费用的情形，

请保荐机构、年审会计师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公司 2020 年各季度损益情况详见下表： 

单位：万元 

项目 1 季度 2 季度 3 季度 4 季度 总计 

一.营业收入 1,016.03 1,014.90 1,408.96 1,568.54 
5,008.4

4 

减：营业成本 741.08 780.96 890.67 932.04 3,344.74 

税金及附加 13.83 22.82 14.89 9.18 60.72 

销售费用 - - - 249.17 249.17 

管理费用 618.29 981.85 605.99 1,005.39 3,211.52 

财务费用 -32.14 27.30 -0.71 19.46 13.91 

加：其他收益 - 14.62 25.12 4,517.21 4,556.96 

投资收益（损失以“－”

列示） 
7.54 0.29 0.17 0.34 8.34 

信用减值损失（损失以

“－”列示） 
- - - 165.52 165.52 

资产处置收益（损失以

“－”列示） 
-1.23 50.28 -28.37 39.50 60.18 

二 .营业利润（亏损以

“－”列示） 
-318.72 -732.83 -104.96 4,075.88 2,919.37 

加：营业外收入 2.32 1,423.27 - -1,425.55 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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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营业外支出 364.87 655.95 968.57 -612.91 1,376.48 

三.利润总额（亏损总额

以“－”列示） 
-681.27 34.48 -1,073.52 3,263.24 1,542.93 

减：所得税费用 0.05 12.36 - 215.87 228.28 

四 .净利润（净亏损以

“－”列示） 
-681.32 22.12 -1,073.52 3,047.37 1,314.64 

1.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净亏损以“－”

列示） 

-705.22 11.84 -1,115.48 2,564.85 755.99 

2.少数股东损益（净亏

损以“－”列示） 
23.90 10.28 41.96 482.52 558.65 

从上表可知，公司各季度营业利润均为亏损（第四季度扣除债务重组实现

的其他收益亏损 441.33 万元），导致各季度归母公司的净利润波动较大的主要

原因如下： 

1、第二季度公司根据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

川 01 民初 3688 号），判决华塑控股归还借款本金 2,990.00 万元及利息（利息按

照 14.25%计算），公司根据判决调整减少了原对其欠款利息 1,425.55 万元，公

司据此计入当期营业外收入（后年报审计时，将其审计调整冲减营业外支出）； 

2、第四季度公司经华塑控股与魏勇就债务清偿等问题进行了多次沟通，于

2020 年 11 月 5 日达成《执行和解协议》。华塑控股分别于 2020 年 11 月 11 日、

2020 年 12 月 23 日，按照和解协议约定向魏勇支付 2,000 万元、8,000 万元，至

此公司与魏勇达成的和解协议已经履行完毕，公司与魏勇之间的全部债权已结

清。上述债务计算至清偿日的本息合计 14,519.38 万元，因此和解形成债务重组

收益 4,519.38 万元，公司据此计入其他收益-债务重组收益。 

综上所述，公司不存在跨期确认收入或成本费用的情形。 

保荐机构核查结论： 

1、核查程序 

（1）获取公司 1-4 季度各季度报表，分析公司各季度主要财务数据波动较

大的原因； 

（2）获取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川 01 民初

3688 号），判断公司根据判决调减原对宏志实业欠款利息 1,425.55 万元的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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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3）获取公司与魏勇达成的《执行和解协议》及支付和解款项银行流水，

核查公司与魏勇之间的全部债权是否已结清，债务重组事项是否执行完毕，是

否满足计入其他收益-债务重组收益的确认条件。 

2、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公司各季度营业利润均为亏损（第四季度扣除债务重组实现的其他收益亏

损 441.33 万元），导致各季度归母公司的净利润波动较大主要系根据判决调整

减少了原对宏志实业欠款利息 1,425.55 万元、与魏勇达成的《执行和解协议》

形成债务重组收益 4,519.38 万元，不存在跨期确认收入或成本费用的情形。 

三、年报显示，你公司其他应付款-与诉讼相关的应付款报告期末余额为

6,929.04 万元，较期初减少 13,706.83 万元，主要是通过诉讼和解执行的方式清

偿了对兴源环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源环亚”）的其他应付款。报告期

内，法院判决你公司向兴源环亚支付房地产合作开发款 5,527.58 万元及利息，

支付政府收储土地补偿款、赔偿损失共计 4,422.08 万元，兴源环亚将前述判决

所列的权益转让给魏勇。2020 年 12 月 23 日，你公司与魏勇达成执行和解协议

并履行完毕，你公司实现当期债务重组收益 4,519.38 万元。 

请你公司： 

（1）说明实现债务重组收益的测算过程、相应的会计准则依据，将债务

重组收益计入其他收益科目的依据，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有关规定； 

（2）说明你公司就上述案件在以前期间确认其他应付款时是否能够预计

实现债务重组收益的可能以及债务重组收益实现时可能对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

营成果产生的重大影响，是否存在跨期调节利润的情形。 

请保荐机构、年审会计师对上述问题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1、说明实现债务重组收益的测算过程、相应的会计准则依据，将债务重



9 

 

组收益计入其他收益科目的依据，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有关规定； 

2019 年 12 月 10 日，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川民终 946 号民事判

决，判令华塑控股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兴源环亚集团有限公司支付房地

产合作开发款 5,527.575 万及利息（利息以 5,527.575 万为基数，以年利率 4.75%

的 3 倍为标准，自 2016 年 1 月 1 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判令华塑控股

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兴源环亚支付政府收储土地补偿款 4,422.08 万。华

塑控股根据上述判决进行了会计处理，冲减了原账面为欠付四川德瑞的款项，

确认其他应付款—兴源环亚 13,117.78 万元（其中计入 2019 年度的金额为

7,676.42 万元）。 

2020 年 8 月，自然人魏勇受让兴源环亚集团有限公司对华塑控股的债权，

华塑控股与魏勇就债务清偿等问题进行了多次沟通。2020 年 11 月 5 日，华塑控

股与魏勇达成《执行和解协议》，约定：①在协议签署日之后 5 个工作日内，向

魏勇支付 2,000 万元，在 2020 年 12 月 25 日前，向魏勇支付 8,000 万元，支付

完毕上述合计 1 亿元后，魏勇自愿放弃其剩余债权金额；②若公司未能在前述

协议约定期限内向魏勇支付首笔款项 2,000 万元，则执行和解协议自动终止；

③若公司向魏勇支付完毕首笔款项 2,000 万元后，未按照约定期限向魏勇支付

第二笔款项 8,000 万元，视为公司严重违约，已支付的 2,000 万元视为违约金，

魏勇不再豁免公司基于（2019）川民终 946 号民事判决书确认的任何责任与义

务。 

华塑控股分别于 2020 年 11 月 11 日支付魏勇 2,000 万元、2020 年 12 月 23

日支付 8,000 万元，与魏勇之间的全部债权已结清，并从中获得债务重组收益

4,519.38 万元 

债务重组收益的测算过程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计息本金  
法院判

决利率 

 2020 年度

应计利息 

 迟延

履行期

间利率

（日） 

迟延

利息

天数  

迟延履行 

利息 

 2020 年度 

利息合计  

合作开发款  5,527.58  14.25% 774.77 0.02% 360 348.24 1,12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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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偿、赔偿款  4,422.08  
  

0.02% 360 278.59 278.59 

合计  9,949.66  
 

774.77 
  

626.83 1,401.59 

（续） 

项目 

截至 2020 年 12 月 25 日余额 
执行和解协

议归还 

债务重组 

收益  计息本金  
期初累计 

利息 

2020 年度 

当期利息 
合计 

合作开发款  5,527.58  3,168.13 1,123.00 9,818.71 

10,000.00 4,519.38 补偿、赔偿

款 
 4,422.08  

 
278.59 4,700.67 

合计  9,949.66  
 

1,401.59 14,519.38 10,000.00 4,519.38 

注：因《执行和解协议》约定，“在 2020 年 12 月 25 日前，向魏勇支付 8,000 万元，支

付完毕上述合计 1 亿元后，魏勇自愿放弃其剩余债权金额。”故 2020 年度利息测算截至

2020 年 12 月 25 日。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2 号 ——债务重组》 “第十条 以资产清偿债务方

式进行债务重组的，债务人应当在相关资产和所清偿债务符合终止确认条件时

予以终止确认，所清偿债务账面价值与转让资产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计入当期

损益。”《企业会计准则第 12 号-债务重组应用指南》“六、关于债务人的会计处

理 债务人以非金融资产清偿债务 债务人以单项或多项非金融资产（如固定资产、

日常活动产出的商品或服务等）清偿债务，或者以包括金融资产和非金融资产

在内的多项资产清偿债务的，不需要区分资产处置损益和债务重组损益，也不

需要区分不同资产的处置损益，而应将所清偿债务账面价值与转让资产账面价

值之间的差额，记入「其他收益—债务重组收益」科目”。 

 综上所述，华塑控股按照《执行和解协议》约定，分别于 2020 年 11 月 11

日支付魏勇 2,000 万元、2020 年 12 月 23 日支付 8,000 万元，共计支付 1 亿元。

截至 2020 年 12 月 25 日，华塑控股对魏勇债务账面价值为 14,519.38 万元，差

额 4,519.38 万元计入「其他收益—债务重组收益」科目，符合会计准则规定。 

2、说明你公司就上述案件在以前期间确认其他应付款时是否能够预计实

现债务重组收益的可能以及债务重组收益实现时可能对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

成果产生的重大影响，是否存在跨期调节利润的情形。 

2019 年 12 月 10 日，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川民终 946 号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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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决，判令华塑控股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兴源环亚集团有限公司支付房

地产合作开发款 5,527.575 万及利息（利息以 5,527.575 万为基数，以年利率

4.75%的 3 倍为标准，自 2016 年 1 月 1 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判令华塑

控股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兴源环亚支付政府收储土地补偿款 4,422.08 万。

华塑控股根据上述判决进行了会计处理，冲减了原账面为欠付四川德瑞的款项，

确认其他应付款—兴源环亚 13,117.78 万元（其中计入 2019 年度的金额为

7,676.42 万元）。 

华塑控股对该判决不服，认为该判决主要存在的问题系未依法查明和认定

四川德瑞超额转让房地产合作开发款债权的事实，致使公司向各债权受让人承

担的债务总额远远超过了对四川德瑞的负债，违反了法律规定的债权转让不得

加重债务人负担的基本原则，对于超额转让部分的法律后果应当由四川德瑞自

行承担。此外，公司认为在未实际收到政府支付的土地收储款的情况下，该判

决要求提前向四川德瑞支付土地收储收益不符合协议约定以及法律规定的公平

原则。公司随后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了再审申请，于 2020 年 5 月 29 日获悉最

高人民法院已立案受理公司与兴源环亚合同纠纷一案（案号：[2020]最高法民

申 2267 号），后经最高人民法院裁定驳回再审申请。 

华塑控股分别于 2020 年 7 月 29 日、2020 年 8 月 5 日收到兴源环亚出具的

《债权转让通知书》和《函》，兴源环亚已经向魏勇转让了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

（2019）川民终 946 号《民事判决书》所列的全部权益。 

2020 年 11 月 5 日，基于华塑控股与魏勇多次协商，达成《执行和解协议》，

华塑控股分别于 2020 年 11 月 11 日支付魏勇 2,000 万元、2020 年 12 月 23 日支

付 8000 万元，共计支付 1 亿元。至此，华塑控股与魏勇债务（原与兴源环亚债

务）清偿完毕。 

综上所述，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裁定前认为胜诉的可能性较大，不存在判

断和预计实现债务重组收益的可能性，也不可能就此与兴源环亚进行沟通谈判。

后兴源环亚在华塑控股尚不知情的情况下，向自然人魏勇转让了四川省高级人

民法院作出（2019）川民终 946 号《民事判决书》所列的全部权益，公司基于

通过债务谈判方式缓解债务压力，改善经营业绩，自 2020 年 8 月魏勇受让兴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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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亚对公司的上述债权后，公司与魏勇就债务清偿等问题进行了多次沟通，直

到 2020 年 11 月 5 日，公司才与魏勇达成《执行和解协议》。以前期间确认其他

应付款时并不能够预计兴源环亚将对公司的债权转让给第三人，并不能够预计

公司能实现债务重组收益以及对后续期间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不存在

跨期调节利润的情形。 

保荐机构核查结论： 

1、核查程序 

（1）查阅了公司与兴源环亚历年诉讼进展情况，获取相应的法律文书； 

（2）查阅了兴源环亚向魏勇转让债权的《债权转让通知书》、《函》及公司

相关公告； 

（3）查阅了公司与魏勇签署的《执行和解协议》，了解债务和解情况；查

阅并获取了支付魏勇和解款项的银行流水，并核查资金来源； 

（4）重新计算债务重组收益； 

（5）查阅企业会计准则及应用指南，分析公司会计处理是否符合准则规定。 

2、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1）公司债务重组收益计算无误，相关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及应用

指南规定； 

（2）公司在以前期间确认其他应付款时并不能够预计债务重组事项的发生，

本期确认的债务重组收益不存在跨期调节利润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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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你公司前期公告显示，四川宏志实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宏志

实业”）前期受让取得对你公司的债权 10,003.98 万元，其中本金 5,990.00 万元，

利息 4,013.98 万元。2017 年 12 月，宏志实业向你公司发出《关于欠款及减免

利息的通知》，你公司按要求偿付本金 3000 万元且你公司原控股股东西藏麦田

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为剩余欠款本金及利息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你公司获得

其 2400 万元的利息豁免。截止 2017 年末，你公司欠付宏志实业合计 4,603.98

万元，其中本金 2,990.00 万元，利息 1,613.98 万元。2019 年 1 月，宏志实业向

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你公司偿还截止到 2017 年 12 月 22 日的本金 2,990.00 万元及

对应利息 3,982.03 万元（该部分利息中包含了 2017 年已豁免的 2400 万元），

并支付自 2017 年 12 月 23 日起以 2990 万元本金为基数按月息 2%计算的利息。

2020 年 4 月，法院判决你公司归还借款本金 2,990.00 万元及利息（利息按照

14.25%计算）。2020 年末，你公司对宏志实业的其他应付款为 4,870.51 万元，

根据法院判决确认冲回原多计提宏志实业利息 1,425.55 万元。2021 年 1 月 19

日，你公司归还宏志实业的欠款 4,783.81 万元，不足部分 118.77 万元已扣转你

公司北京房屋拍卖款予以支付。 

请你公司： 

（1）说明对上述案件确认其他应付款及相应金额的依据，将所豁免的利

息金额计入其他应付款是否准确、恰当，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有关规定； 

（2）说明就上述案件在以前期间确认其他应付款时能否预见未来冲回所

豁免利息的可能以及冲回时可能对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的重大影响，

是否存在跨期调节利润的情形。 

请保荐机构、年审会计师对上述问题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1、说明对上述案件确认其他应付款及相应金额的依据，将所豁免的利息

金额计入其他应付款是否准确、恰当，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有关规定； 

公司因与四川德瑞房地产有限公司联合开发土地的需要，在 2009 年至

2010 年期间陆续向四川德瑞借款 1.1428 亿元。该部分资金主要用途为建设南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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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周家坝经济开发区的新厂区。后因联合开发未果，四川德瑞向公司提起诉讼，

公司于 2014 年 10 月 14 日收到四川省高院（2014）川民终字第 369 号民事判决

书 ，主要内容为：华塑控股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四川德瑞支付 11,428 万

元的资金占用利息（按中国农业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的 3 倍计算，自 2011 年

5 月 1 日起）。四川德瑞 2016 年初将其对公司的债权转让给宏志实业、张睿、鲜

果等人。根据四川德瑞与各债权人（宏志实业及张睿、鲜果等）达成的协议，

华塑控股按照四川德瑞与各债权人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月息 2%），约定利率

超过判决书判定同期银行 3 倍利率部分由四川德瑞承担。宏志实业分别于 2017

年 9 月 20 日、2017 年 11 月 16 日、2017 年 12 月 8 日、2017 年 12 月 22 日通过

受让张睿、鲜果等人债权的方式取得对华塑控股的债权 10,003.98 万元，其中本

金 5,990.00 万元，利息 4,013.98 万元。 

公司自 2014 年收到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川民终字第 369 号民事判

决书，历年均按该判决及四川德瑞与各债权人约定的利率计算各债权人资金占

用利息并进行账务处理（四川德瑞于 2017 年 12 月 28 日，就上述约定专门致函

华塑控股《关于协议书的条款说明》确认上述事项）。2017 年 12 月 27 日，公

司收到宏志实业出具的《关于欠款及减免利息的通知》。随后公司按照要求履行

了该通知的全部条款【2017 年 12 月 28 日偿付本金 3,000 万且华塑控股控股股

东西藏麦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为剩余欠款本金及利息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根据该通知的承诺并经宏志实业确认，华塑控股获得其 2,400 万元的利息豁免。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欠付宏志实业合计 4,603.98 万元，其中本金

2,990.00 万元，利息 1,613.98 万元。 

2019 年 1 月 4 日，宏志实业向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华塑控

股偿还截至 2017 年 12 月 22 日的本金 2,990.00 万元及对应利息，并支付自 2017

年 12 月 23 日起以 2,990.00 万本金为基数按月息 2%计算的利息（系根据四川德

瑞与各债权人约定）。2019 年 2 月 10 日，华塑控股向四川省南充市中级人民法

院提出管辖权异议。2019 年 3 月 22 日，四川省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2019）

川 13 民初 5 号之一《民事裁定书》，明确华塑控股对管辖权提出的异议成立，

将案件移送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 



15 

 

2020 年 3 月 18 日，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川 

01 民初 3688 号），判决华塑控股归还借款本金 2,990.00 万元及利息（利息按照

14.25%计算），华塑控股根据判决调整减少了原对其欠款利息 1,425.55 万元。 

综上所述，公司认为确认其他应付款及相应金额、将所豁免的利息金额调

整减少其他应付款是准确、恰当的，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有关规定。 

2、说明就上述案件在以前期间确认其他应付款时能否预见未来冲回所豁

免利息的可能以及冲回时可能对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的重大影响，

是否存在跨期调节利润的情形。 

公司对宏志实业确认的其他应付款形成过程如本题 1 所述，在此期间，宏

志实业及张睿、鲜果等人多轮多次到公司催款和谈判，但因各债权人各自的想

法、诉求、方式等都各不相同，并债权标的金额也各不相同，公司也无法用统

一标准去谈判。同时公司因资金紧张均未能支付。直至 2017 年 12 月 27 日公司

收到宏志实业出具的《关于欠款及减免利息的通知》才得知张睿、鲜果等 4 人

已将其对公司的债权转让给宏志实业。 

综上所述，公司历年确认其他应付款时均根据当时判决结果以及四川德瑞

与各债权人约定确认并进行的会计处理，对于以前期间确认其他应付款时，公

司无法预见后续宏志实业通过收购其他债权人对公司的债权，以及 2019 年又对

公司提起诉讼、无法预见提起诉讼后法院如何判决，更无法预见未来冲回所豁

免利息的可能以及冲回时可能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的重大影响，不

存在跨期调节利润的情形。 

保荐机构核查结论： 

1、核查程序 

（1）获取公司与宏志实业、兴源环亚历年相关的诉讼资料； 

（2）查阅公司历年诉讼公告； 

（3）查阅四川德瑞、兴源环亚、宏志实业等相关债权人转让协议，四川德

瑞《关于协议书的条款说明》等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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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查阅 2017 年年报向宏志实业函证豁免事项及债务豁免后余额，核查

关于宏志实业董事长的访谈记录，了解有关商业目的、过程等，检查华塑控股

款项的支付、会计处理、核查公司及原实际控制人的专项承诺； 

（5）获取期后《结案通知书》([2021]川 13 执恢 19 号)，确认公司已根据

生效法律文书履行相关义务，本案执行完毕并结案。 

2、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公司在以前期间确认其他应付款时无法预见未来冲回所豁免利息的可能以

及冲回时可能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的重大影响，也不存在跨期调节

利润的情形。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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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天国富证券有限公司关于华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年报问询函回复》之盖章页） 

 

 

 

 

 

 

 

 

中天国富证券有限公司 

2021 年 6 月 8 日 


	一、你公司2020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464.90万元，同比增加60.28%，营业收入为5,008.44万元，同比减少28.58%，公司股票继续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2020年你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755.99万元，同比增加105.8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9,534.55万元，同比下降1,398.82%，主要盈利来源为依据法院判决冲回利息1,425.55万元和与主要债权人达成债务和解实现的债务重组收益4,519.38万元。你公司连续19年扣除非...
	二、年报显示，你公司2020年第一至四季度的营业收入分别为1,016.03万元、1,014.90万元、1,408.96万元和1,568.54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为-705.22万元、11.84万元、-1,115.48万元和2,564.85万元，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575.55万元、-444.54万元、-235.02万元和-9,430.54万元。
	三、年报显示，你公司其他应付款-与诉讼相关的应付款报告期末余额为6,929.04万元，较期初减少13,706.83万元，主要是通过诉讼和解执行的方式清偿了对兴源环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源环亚”）的其他应付款。报告期内，法院判决你公司向兴源环亚支付房地产合作开发款5,527.58万元及利息，支付政府收储土地补偿款、赔偿损失共计4,422.08万元，兴源环亚将前述判决所列的权益转让给魏勇。2020年12月23日，你公司与魏勇达成执行和解协议并履行完毕，你公司实现当期债务重组收益4,519.38万元。
	四、你公司前期公告显示，四川宏志实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宏志实业”）前期受让取得对你公司的债权10,003.98万元，其中本金5,990.00万元，利息4,013.98万元。2017 年 12 月，宏志实业向你公司发出《关于欠款及减免利息的通知》，你公司按要求偿付本金 3000万元且你公司原控股股东西藏麦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为剩余欠款本金及利息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你公司获得其2400万元的利息豁免。截止2017年末，你公司欠付宏志实业合计4,603.98万元，其中本金2,990.00万元，利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