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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495         证券简称：*ST美尚         公告编号：2021-107 

 

美尚生态景观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半年报问询函部分回函 

暨延期回复的公告 

 

 

 

特别提示： 

1、公司收到《半年报问询函》后高度重视，立即组织相关人员展开回复工

作。本次《半年报问询函》共涉及 24 个问题，公司已于 2021 年 9 月 6 日、9 月

13 日分别对本次《年报问询函》的第 4、5、11(1)、24 题和第 1(2)(3)、12(1)、

16、17、22、23 题进行了回复，本次回复了第 14、15(1)(2)(3)、19、20 题。 

2、公司于 2021 年 9 月 17 日在《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回复的公告》

中详细说明了《半年报问询函》多次延期的具体原因。由于本次《半年报问询

函》剩余问题所涉及的数据较多，公司需进行逐项核实且需要审计机构核查并

发表意见，目前公司就相关问题所涉及的数据仍在积极整理中，经公司向深圳

证券交易所申请，《半年报问询函》涉及的部分问题，公司将延期于 2021 年 9

月 29 日前完成回复并披露。 

3、截止至 6 月 30 日，公司受限货币资金中被诉讼司法冻结的金额合计为

559.83 万元，公司生产经营正常有序，公司正在积极与法院和申请人协商，争

取尽快解决纠纷，该受限货币资金存在被司法处置划转的风险。公司将根据相

关事项进展情况依法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并注意投资

风险。 

 

美尚生态景观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8 月 30 日收到

深圳证券交易所下发的《关于对美尚生态景观股份有限公司的半年报问询函》（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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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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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板半年报问询函【2021】第 9 号）（以下简称“《半年报问询函》”）。要求

公司在 9 月 6 日前将有关说明材料报送创业板公司管理部并对外披露，同时抄送

江苏证监局上市公司监管处。 

公司收到《半年报问询函》后高度重视，立即组织相关人员展开回复工作。

公司已于 2021 年 9 月 6 日、9 月 13 日分别对本次《年报问询函》的第 4、5、11(1)、

24 题和第 1(2)(3)、12(1)、16、17、22、23 题进行了回复，由于剩余未回复的问

题需要审计机构核查并发表意见，目前公司与审计机构就相关问题所涉及的数据

仍在积极整理且逐项核查中，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半年报问询函》

涉及的部分问题，公司将延期于 2021 年 9 月 29 日前完成回复并披露。 

现公司对《半年报问询函》中部分问题作出回复如下： 

14、报告期末，公司长期应收款金额为 3.95 亿元，未计提坏账准备。请你

公司补充说明上述长期应收款对应的项目名称、金额、付费主体、是否存在回

款履约保障措施，并结合客户的资信能力、是否存在逾期情形等补充说明未计

提坏账准备的合理性。 

公司回复： 

公司长期应收款余额为 39,459.97 万元，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金额 付费主体 
回款保证

措施 

遵义市**大道景观提升工程 3,716.85 遵义市**城投公司 无 

道真**河河道综合治理建设
项目 

7,669.20 道真**建设局 无 

无锡市**田园综合体项目 1,341.35 无锡市**办事处 无 

怀远县**生态园林景观工程 2,210.48 怀远县**建设局 无 

北界河生态景观修复**期工
程 

722.68 江苏省无锡**管委会 无 

**小镇项目 23,799.41 磴口县**建设局 无 

合计 39,459.97   

上述长期应收款因未到付款期，所以不存在逾期的情形。公司长期应收款客

户主要为各级政府部门及相关基础设施投资建设主体，资信良好，具有较强的偿

债能力，款项收回风险较小；虽然上述客户遵义市**城投公司和道真**建设局对

应的应收账款截止至 2020年末存在逾期情况，逾期金额合计约为 1.97亿元，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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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该客户为政府部门及相关建设主体，且后续逾期的应收账款均在陆续支

付，截止至本回函日累计回款 0.18亿元，目前仍存在约 1.79亿元的应收账款逾

期，公司判断其还款意愿和能力仍较强，又因上述长期应收款项目尚未进入合同

约定的回款期，综合判断上述长期应收款不存在减值迹象，所以未计提坏账准备

系合理的。 

15、报告期末，你公司有价值 15.76 亿元的资产存在权利受限情况，涉及

货币资金、应收票据、应收账款、存货、投资性房地产、固定资产、长期应收

款、其他非流动资产。请你公司： 

（1）请按资产项目逐项说明受限资产的具体受限原因，受限期限、解除受

限的条件，你公司是否能够正常使用相关资产，相关资产权利受限对你公司业

务经营活动是否产生不利影响。 

公司回复： 

公司受限资产的受限原因、受限期限、解除受限的条件、资产使用状态及是

否影响公司业务经常活动的具体情况逐项说明如下： 

单位：万元 

受限资产类别 期末账面价值 受限原因 解除受限的条件 是否正常使

用 

是否影响正

常经营 

货币资金 124,998,541.47 保证金等 归还银行承兑汇票 否 否 

应收票据 38,508,804.20 质押 归还借款 否 否 

应收账款（原值） 405,743,530.22 质押 归还借款 是 否 

存货 52,749,489.07 抵押 归还借款 是 否 

投资性房地产 17,989.21 抵押 归还借款 是 否 

固定资产 20,646,888.37 抵押、售后回购等 归还借款 是 否 

长期应收款 50,000,000.00 质押 归还借款 是 否 

其他非流动资产 883,302,601.70 保理、质押 归还借款 是 否 

合     计 1,575,967,844.24     

上述应收账款、长期应收款及其他非流动资产能正常使用系因为仅作为融资

增信措施而不影响正常的收款，存货能正常使用系因为贷款主体仅要求保持一定

市值的存货而不限制苗木的买卖，投资性房地产和固定资产系公司的办公场所且

仍在正常使用中。 

（2）说明截至目前，受限货币资金 1.25 亿元是否真实存放于你公司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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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户，否已被冻结、划扣或存在相关风险。请公司补充说明其他货币资金的性

质，是否存在受限情形及原因，若是，按性质逐项列示受限货币资金的金额和

存放状态，是否存在被他方实际使用或者变相占用的情况。 

公司回复： 

受限货币资金 1.25亿元是真实存放在公司银行账户上的，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主体 开户机构 受限原因 账面金额 

美尚生态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无锡**支行 

大英住建局大英蓬莱项目农民工支付

保函保证金 6850077.5*20% 
137.00 

大英住建局大英蓬莱项目履约保函保

证金 13700155*20% 
274.00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无锡**支行 

应付银行承兑汇票-广发银行余额

20000000，按协议保证金比例为 100% 
2,000.00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无锡**行 

应付银行承兑汇票-招商银行余额

1000000，按协议保证金比例为 100% 
100.00 

应付银行承兑汇票-招商银行余额

60000000，按协议保证金比例为 50% 
3,000.00 

渤海银行无锡**营业部 
应付银行承兑汇票-渤海银行余额

5000000，按协议保证金比例为 100% 
500.00 

招商银行无锡**行 
应付银行承兑汇票招商银行余额

6000000，按协议保证金比例为 100% 
100.0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支行 
农民工保证金 302.43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支行 

账户被诉讼冻结 101.03 

账户被诉讼冻结 171.43 

账户被诉讼冻结 86.59 

其他账户 账户被诉讼冻结 122.06 

民生银行无锡**行 保证金账户 0.50 

金点园林 重庆三峡银行股份有限 应付银行承兑汇票 50%保证金 48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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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支行 应付银行承兑汇票 50%保证金 390.16 

应付银行承兑汇票 50%保证金 618.89 

应付银行承兑汇票 50%保证金 418.00 

应付银行承兑汇票 50%保证金 450.00 

应付银行承兑汇票 50%保证金 50.00 

应付银行承兑汇票 50%保证金 107.50 

应付银行承兑汇票 50%保证金 543.00 

应付银行承兑汇票 50%保证金 393.42 

应付银行承兑汇票 50%保证金 133.08 

应付银行承兑汇票 50%保证金 435.00 

应付银行承兑汇票 50%保证金 150.00 

应付银行承兑汇票 50%保证金 75.64 

应付银行承兑汇票 50%保证金 85.00 

应付银行承兑汇票 50%保证金 669.21 

中信银行重庆**行账务

中心 

应付银行承兑汇票保证金 27.95 

应付银行承兑汇票保证金 224.84 

应付银行承兑汇票保证金 0.57 

浦发银行重庆**行 活期保证金存款 15.00 

招商银行重庆**支行 承兑活期保证金 2.50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无锡**行 
保证金账户 0.34 

中国工商银行重庆**支

行 
农民工保证金 189.76 

其他账户 账户被诉讼冻结 78.72 

上海中景地

景园林规划

设计有限公

司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支行 

蚌埠龙子湖水生态环境综合治理项目

履约保函保证金，按协议保证金比例

为 100% 

65.23 

合计   12,499.85 

截止至 6 月 30 日，公司受限货币资金中被诉讼司法冻结的金额合计为

559.83 万元，公司生产经营正常有序，公司正在积极与法院和申请人协商，争

取尽快解决纠纷，该受限货币资金存在被司法处置划转的风险。 

其他货币资金与上述受限资金的差异主要为被诉讼冻结的金额，其他货币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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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不存在被他方实际使用或者变相占用的情况，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主体 开户机构 受限原因 账面金额 

美尚生态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无锡**支行 

大英住建局大英蓬莱项目农民工支付

保函保证金 6850077.5*20% 
137.00 

大英住建局大英蓬莱项目履约保函保

证金 13700155*20% 
274.00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无锡**支行 

应付银行承兑汇票-广发银行余额

20000000，按协议保证金比例为 100% 
2,000.00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无锡**行 

应付银行承兑汇票-招商银行余额

1000000，按协议保证金比例为 100% 
100.00 

应付银行承兑汇票-招商银行余额

60000000，按协议保证金比例为 50% 
3,000.00 

渤海银行无锡**行营业

部 

应付银行承兑汇票-渤海银行余额

5000000，按协议保证金比例为 100% 
500.00 

招商银行无锡**行 
应付银行承兑汇票招商银行余额

6000000，按协议保证金比例为 100% 
600.00 

民生银行无锡**行 保证金账户 0.50 

金点园林 

重庆三峡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支行 

应付银行承兑汇票 50%保证金 481.00 

应付银行承兑汇票 50%保证金 390.16 

应付银行承兑汇票 50%保证金 618.89 

应付银行承兑汇票 50%保证金 418.00 

应付银行承兑汇票 50%保证金 450.00 

应付银行承兑汇票 50%保证金 50.00 

应付银行承兑汇票 50%保证金 107.50 

应付银行承兑汇票 50%保证金 543.00 

应付银行承兑汇票 50%保证金 393.42 

应付银行承兑汇票 50%保证金 133.08 

应付银行承兑汇票 50%保证金 435.00 

应付银行承兑汇票 50%保证金 150.00 

应付银行承兑汇票 50%保证金 75.64 

应付银行承兑汇票 50%保证金 85.00 

应付银行承兑汇票 50%保证金 669.21 

中信银行重庆**行账务

中心 

应付银行承兑汇票保证金 27.95 

应付银行承兑汇票保证金 224.84 

应付银行承兑汇票保证金 0.57 

浦发银行重庆**行 活期保证金存款 15.00 

招商银行重庆**支行 承兑活期保证金 2.50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无锡**行 
保证金账户 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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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 开户机构 受限原因 账面金额 

上海中景地景

园林规划设计

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支行 

蚌埠龙子湖水生态环境综合治理项目

履约保函保证金，按协议保证金比例为

100% 

65.23 

无锡市古庄现

代农业园建设

发展有限公司 

支付宝 保证金 0.06 

合计   11,947.89 

 

（3）报告期末，4.06 亿元应收账款的受限原因为质押借款，而《差错更正

公告》对公司多年应收账款进行了调减，请说明应收账款质押借款的放款银行、

借款金额、利率、期限，会计差错更正对应收账款质押的影响，是否存在银行

抽贷的风险，如是，请充分提示相关风险，并说明对你公司生产经营的影响，

你公司拟采取的应对措施及其有效性。 

公司回复： 

公司 4.06 亿元应收账款的受限原因为质押借款，每笔受限应收账款的应收

账款名称、应收账款金额、借款金融机构、借款金额、利率、期限列示如下： 

单位：万元 

应收账款名称 应收账款金额 借款金融机构 借款金额 借款利率 借款期限 

无锡**生态旅游发

展有限公司 
5,300.00 招商银行无锡**行 4,000.00 

银行承兑汇

票 

2021/02/19-2022/

04/14 

无锡**学院、无锡市

**开发集团有限公

司 

2,324.80 
无锡市**商业保理

有限公司 
772.3771 9.0% 

2019/12/30-2021/

6/30 

到期双方签订展期

协议展期至2022年

1月30日 

南通**建设集团有

限公司 
10,779.94 

**金融保理（重庆）

有限公司 
2,000.00 8.0% 

2020/11/04-2021/

11/03 

重庆**仓储服务有

限公司 
3,866.85 

重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九龙坡支行 
5,000.00 8.00% 

2020/10/19-2021/

10/19 

**园林股份有限公

司 
3,697.04 

重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九龙坡支行 
4,330.69 

银行承兑汇

票 

2020/10/29-2021/

12/28 美尚生态景观股份

有限公司 
5,104.42 

重庆**房地产开发 617.06 重庆**商业保理有 1,600.00 8.5% 2018/10/17-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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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质押的应收账款未在此次会计差错更正中进行调减，并不影响质押的有

效性，也不会引起相应银行的抽贷风险。 

19、报告期末，你公司存货余额为 1.42 亿元，未计提跌价准备。请你公司

说明对存货相关的内部控制制度执行情况和报告期末存货的盘点情况，结合前

述情况说明你公司存货是否账实相符。 

公司回复： 

公司在《财务管理制度》中明确规定了存货管理制度，相关规定如下： 

1、存货采购应比质比价，大宗材料、经常性物资的采购应实行招标形式。 

2、存货的入库必须严格履行验收制度，对名称、规格、型号、数量、质量

等要逐项核对。 

3、存货的采购、验收、付款等职责必须严格分离。 

4、公司存货采用实际成本计价，存货的日常核算要及时、准确，财务部门

与存货管理部门应建立定期核对制度，保证存货核算的真实准确。 

根据企业会计政策，公司存货盘存制度采用永续盘存制。在会计年度终了，

对账面存货进行一次全面的盘点清查，并编制盘点表，保证账实相符，如有不符

应查明原因及时处理。2020 年末公司组织苗圃等人员对公司所有的消耗性资产

进行了全面盘点，盘点程序如下： 

（1）在年度终了前或后由财务负责人牵头，组织存货管理会计和苗圃管理

人员开会，商议苗木盘点事宜，并制定苗木盘点计划。 

（2）苗圃负责人根据盘点计划组织实地盘点，财务人员对整个盘点进行监

督。 

（3）苗圃人员根据原始数据进行汇总，并编制盘点表，财务人员对盘点表

进行账实核对，盘点人、制度表、核对人、监盘人在准确无误的盘点表上签字。 

因公司仅在每会计年度终对账面存货进行全面的盘点清查，所以每年期中报

集团有限公司 限公司 4/17 

贵阳**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 
1,032.16 

美尚生态景观股份

有限公司 
7,895.58 

**金融保理（重庆）

有限公司 
5,000.00 8.5% 

2021/4/9-2022/4/

8 

合     计 40,617.85  22,703.07   



9 
 

表存货余额的确认系在上年度期末存货余额的基础上根据当年苗木采购、销售情

况进行增减调整。又因每年苗圃盘点时间跨度较长，期间苗圃的管理则是对大规

格的常用苗木、培育的新品种苗木采用信息化管理手段，通过在每株树上挂牌，

对每株苗木都能进行跟踪管理，苗圃管理人员定期维护和更新树牌对应的苗木信

息，使管理人员能够时时监控并调整管理方案。对于苗圃苗木，公司将同一品种

的苗木一是按阶梯式规格分片种植，实现苗木出圃不间断；二是按预定出圃规格

设定的株行距种植，一次性定植使苗木达到株株精品从而符合市场需求。 

综上情况，由于近几年苗木市场需求较稳定，苗木价格波动不大，而苗木又

具有生长性，苗木市场价值高于账面价值，故公司未对其计提跌价准备，因此公

司存货是账实相符的。 

20、报告期末，你公司前期收购江苏绿之源生态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绿之源”）形成商誉余额 5,737.89 万元，未计提减值准备。请结合绿之源最

近三年一期所处行业发展趋势、产品和服务竞争力、订单获取情况、销售价格

与成本变化情况等，补充说明其业绩持续大幅下滑的具体原因，并结合其报告

期内应收款项回收及坏账计提、存货及合同资产减值计提等补充说明是否存在

为实现业绩承诺而调节利润的情形。 

公司回复： 

江苏绿之源生态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绿之源”、“公司”）成立于

2004年 11月，为美尚生态景观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尚生态”）旗下全

资子公司，深耕土壤矿山修复行业十五年，是一家集技术研发、项目策划、工程

设计和施工于一体的综合性生态修复和景观建设企业，专业从事裸露边坡、困难

立地、特殊空间、特殊场地条件环境恢复与综合治理，公司业务涉及各类采石废

弃矿山、有色金属污染废弃工矿地、各类工程开挖边坡及河湖水环境等治理修复、

湿地公园建设和土地综合整理利用等领域。 

绿之源现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自然资源部高寒干旱区矿山地质环境修复

工程创新中心”成员单位，拥有地质灾害防治施工甲级资质，通过质量、环境、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 

一、行业发展状况 

近年来，政府日益重视经济发展过程中对环境造成的负面影响，持续加大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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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治理的力度。十九大报告将建设生态文明提升为“千年大计”，尽管过去五

年来生态文明建设成效显著，不仅国内生态环境状况得到改善，而且我国已成为

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但是我国依然“生态环境保

护任重道远”，生态修复将是长期、持续性的过程。 

根据前瞻产业研究院和中研产业研究院数据，我国生态修复行业市场规模不

断扩大，从 2011年 1,656亿元增长至 2019年 3,872亿元，2012年至 2018年行

业增速也呈上升趋势，具体如下： 

 

生态修复潜在市场规模可观，未来具有发展前景。和巨大的行业市场相比，

目前绿之源的业务市场占比尚小，主要受到的影响是行业潜在市场空间尚待逐步

释放，但公司受资金、人力等因素带来的产能限制也待逐步扩大业务规模。 

二、行业竞争情况 

1、行业竞争情况 

我国矿山修复、土壤修复市场规模巨大，存在明显的“大行业、小公司”特

征。目前相关企业矿山修复营收均较小，单个企业规模占市场规模比例均低，尚

未形成绝对优势的龙头企业。 

2、行业内主要竞争对手情况 

（1）东方园林（002310.SZ）：1992 年成立，拥有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

包壹级资质、风景园林工程设计专项甲级资质等资质。主营业务包括市政园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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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环境综合治理、土壤矿山修复、工业危废处置及全域旅游等在内的业务板块。 

（2）铁汉生态（300197.SZ）：2001 年成立，涵盖生态环保、生态景观、

生态旅游、生态农业四大方向,部分业务涉及高速公路、铁路、矿山等边坡的生

态修复。 

（3）蒙草生态（300355.SZ）：2001 年成立，主营业务涵盖抗旱植物、耐

寒植物、草原生态、盐碱地改良、矿山修复、土壤修复、荒漠生态、藏域生态、

京津冀乡土植物、中东沙漠生态等。 

（4）江西绿巨人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2005年成立，主营业务涵盖生态

防护林建设、水环境治理、湿地保护修复、土壤及棕地修复、盐碱地治理、农村

环境治理、其他生态修复工程、地产园林、市政园林、旅游园林、其他园林绿化

工程。 

（5）北京建工环境修复股份有限公司：2007 年成立，主营业务涵盖土壤修

复、水体（地表水、地下水）修复、生态修复、环境修复咨询、设计、工程承包。 

3、行业竞争地位 

长期以来我国地方政府受困于矿山修复治理资金不足，矿山修复领域从业公

司一般规模较小，年产值大都在千万元以下，并且大多只能从事一些初级的修复

工作。绿之源成立之初即主要从事矿山修复及土地整理细分领域的技术研究及工

程治理，开发了 PMS植生基材喷射技术、生态棒绿化技术、绿化棚架技术等专用

技术和产品，拥有 26 项国家专利，并承担国家科技部、北京市科委等组织的多

项相关科研项目，“裸露坡面植被恢复综合技术研究”曾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

二等奖及北京市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建立了领先的矿山修复及土地整理技术体

系。 

绿之源获得地质灾害治理工程施工甲级资质及江苏省环境污染治理能力评

价生态修复类(施工)和(设计)双甲级认证，并与甘肃有色工程勘察设计研究院、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共建了自然资源部“高寒干旱区矿山地质环境修复工程技

术创新中心”（18 个工程技术创新中心中唯一一家专注于矿山地质环境修复的

民营企业）。未来绿之源目前已经申报地质灾害治理工程设计甲级资质，届时将

成为少数同时持有地质灾害治理工程施工甲级和设计甲级民企。 

三、商业减值测试结果 



12 
 

公司在每年年度终都会根据会计准则的规定对绿之源形成的商誉进行减值

测试，上海立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了《江苏绿之源生态建设有限公司资产组

可收回金额估值报告》（资信评估字（2021）第 A00001 号），报告显示：“根

据资产组所在企业管理层提供的资料，基于我们的工作范围、程序、目标公司准

备的财务预测和主要假设以及限制条件，我们认为采用收益法估值的江苏绿之源

生态建设有限公司资产组可收回金额为 16,400.00万元”。根据上述报告，公司

在 2020年不对绿之源进行商誉减值。 

四、2020年及 2021年上半年业绩持续大幅下滑的具体原因，否存在为实现

业绩承诺而调节利润的情形 

2020年、2021年上半年营业收入分别为 2250 万元和 474万元，处于下降趋

势，主要是受新冠病毒肺炎疫情爆发及疫情反复的影响，企业复工复产时间延迟，

多个项目执行进度放缓，公司的营业收入规模下降；此外，因近两年西南地区矿

山修复市场需求量较大且毛利率较高，销售价格及成本变化不大较稳定，因此公

司的战略目标市场转移至四川等地，而由于资金因素的限制，矿山修复工程类项

目规模都比较小，所以公司在该地区中标的项目规模不大，却占用了项目管理人

员的资质证书，降低了其他大型项目的参与度，营业收入随之下降，目前在手订

单约 800万元。 

其中，2020年及 2021年上半年的应收账款回收及计提、存货及合同资产减

值计提情况如下： 

单位：元 

类别 2020年初余额 本期增加 
本期回款/本期

减少 

2020年末余

额 

坏账准备计提

政策 

2020年末坏账

准备金额 

应收账款 217,611,092.13 -151,210,175.54 9,490,100.42 
56,910,816.

17 

按账龄组合计

提 
6,089,956.07 

存货 0.00 21,099,585.89 18,043,689.96 
3,055,895.9

3 

根据期末减值

测试金额计提 
 

合同资产 0.00 172,623,576.62 11,403,607.52 
161,219,969

.10 

已竣工验收项

目按账龄组合

计提 

575,375.28 

类别 2021年初余额 本期增加 
本期回款/本期

减少 

2021年 6月

末余额 

坏账准备计提

政策 

2021年 6月末

坏账准备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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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应收账款、存货及合同资产的减值是符合公司的会计政策及企业会计准

则，不存在为实现业绩承诺而调节利润的情形。 

 

特此公告。 

 

 

美尚生态景观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 9 月 22日 

应收账款 56,910,816.17 4,712,829.71 -17,716,650.14 
79,340,296.

02 

按账龄组合计

提 
14,263,336.27 

存货 3,055,895.93 5,432,432.95 3,670,300.18 
4,818,028.7

0 

根据期末减值

测试金额计提 
 

合同资产 161,219,969.10 4,748,857.32 5,277,254.23 
160,691,572

.19 

已竣工验收项

目按账龄组合

计提 

575,37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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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报告期末，你公司前期收购江苏绿之源生态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绿之源”）形成商誉余额5,737.89万元，未计提减值准备。请结合绿之源最近三年一期所处行业发展趋势、产品和服务竞争力、订单获取情况、销售价格与成本变化情况等，补充说明其业绩持续大幅下滑的具体原因，并结合其报告期内应收款项回收及坏账计提、存货及合同资产减值计提等补充说明是否存在为实现业绩承诺而调节利润的情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