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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关于北京中迪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报问询函的回复 

 

信会师函字[2022]第 ZB077号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管理二部： 

北京中迪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迪投资”或“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12 日披露了《北京中迪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报告》（以下简称

“年度报告”），并于 2022 年 4 月 13 日收到贵所下发的《关于对北京中迪投资

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报的问询函》（公司部年报问询函〔2022〕第 63 号，以

下简称“问询函”），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我们”或

“年审会计师”）对于问询函中提到的需要年审会计师核查或发表意见的问题进

行了认真分析与核查，现根据问询函所涉问题进行回复，具体内容如下： 

在本回复中，除非文义载明，相关简称与《北京中迪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报告》中“释义”所定义的词语或简称具有相同的含义。 

 

问题 1：关于收入确认。根据年报，你公司 2021 年实现营业收入 7.85 亿元，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76 亿元。其中，四季度实现营业收入 7.32

亿元，主要为“中迪•花熙樾”地产项目部分楼栋四季度竣工交付并确认收入。

请说明以下事项： 

（1）请结合房地产政策、行业可比公司情况、相关销售合同条款等，说明

“中迪·花熙樾”项目收入确认情况，包括但不限于具体确认时点，确认依据，

项目竣工验收情况及证明材料，是否已满足合同规定的交付条件，是否已备案

或已办理交房手续，是否存在客户未签收或未完成银行按揭审批而提前确认收

入的情形，是否存在期后退款情形，是否满足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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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回复： 

1、房地产业务收入确认政策及行业可比公司比较 

（1）万科房地产销售收入确认政策为：在房产完工并验收合格，达到销售

合同约定的交付条件，在客户取得相关商品或服务控制权时点，确认销售收入的

实现。 

（2）保利地产房地产销售收入确认政策为：在房产完工并验收合格，签订

了销售合同，取得了买方付款证明并交付使用时确认销售收入的实现。买方接到

书面交房通知，无正当理由拒绝接收的，于书面交房通知确定的交付使用时限结

束后即确认收入的实现。 

（3）公司房地产销售收入确认政策为：在房产完工并验收合格，达到销售

合同约定的交付条件，在客户取得相关商品或服务控制权时点，确认销售收入的

实现。 

公司房地产销售收入确认政策与万科一致，与保利地产销售收入确认政策无

实质差异。 

 

2、销售合同中关于房产控制权转移时点的主要条款 

根据与业主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及其补充协议约定，与判断

房产控制权转移时点相关的主要条款摘录如下（以下文字摘录自合同不同位置相

关条款）： 

（1）在房屋达到交付使用条件后，出卖人可以通知买受人办理房屋交付手

续，通知方式包括但不限于挂号信、特快专递、手机短信、报纸公告等形式。买

受人逾期办理交房手续的，则视为出卖人已于通知交房届满之日交付房屋，买受

人已接收房屋；该商品房的毁损、灭失的风险责任自通知交房届满之日起转移至

买受人。 

（2）出卖人在合同约定的交付日期届满之前已具备合同约定的交付条件的，

可通知买受人提前交付，出卖人通知交付日期即为交付日，双方关于房屋交付的

权利义务从交付日起按合同及本补充协议约定执行。 

（3）买受人在出卖人书面通知的时间和地点办理该商品房的交接手续。 

（4）买受人未收到前述交接通知的，以本合同约定的交付日期届满之日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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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理交接手续的起始时间，以该商品房所在地为办理交接手续的地点。 

公司《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系参照四川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四川省

工商行政管理局制定的《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示范文本》（参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制定的《商品房买卖

合同（预售）示范文本》（GF-2014-0171），并结合四川省实际）而制定，符合相

关规定及房地产行业惯例。 

关于视同交付条款（即买受人逾期办理交房手续的，则视为出卖人已于通知

交房届满之日交付房屋，买受人已接收房屋），公司《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

约定和收入确认政策与前文所述保利地产收入确认政策一致。 

 

3、收入确认主要依据与具体确认时点 

（1）“中迪•花熙樾”项目 4#、5#、6#、7#楼收入确认主要依据为：4#、

5#、6#、7#楼完工并验收合格（2021 年 10 月 30 日取得《四川省房屋建筑工程

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竣工验收报告》）、签订了销售合同、取得了买方付款证明、

房产已交付（包括买受人逾期未办理交房手续，在书面通知的交房届满之日或合

同约定的交付日期届满之日视同交付），公司在上述条件同时满足时确认房地产

销售收入。 

（2）收入确认具体时点 

在房产完工验收合格、销售合同已经签订、买方付款证明已经取得的情况下，

收入确认具体时点主要取决于房产交付（含视同交付）时间，“中迪•花熙樾”项

目 4#、5#、6#、7#楼收入确认具体时点如下： 

达州中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达州中鑫”）于 2021 年 10月 15

日，在达州晚报上刊登《交房公告》，同时公司也向已满足全额付款证明条件的

购房人邮寄了《接房通知书》，公告或通知的交付时间为 2021 年 10 月 31 日至

2021年 11月 3日。 

2021 年 12月 17 日，达州中鑫向自上次通知日（2021年 10月 15 日）至 2021

年 12 月 17 日期间满足全额付款证明条件的购房人邮寄了《接房通知书》，通知

的交付时间为 2021 年 12月 31日前。 

综上，“中迪•花熙樾”项目 4#、5#、6#、7#楼，已于 2021年 10 月 30日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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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四川省房屋建筑工程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竣工验收报告》，符合合同规定的

交付条件。截止 2021 年 12月 31日，共计 1077 套房产确认收入，其中 924套实

际交付或视同交付时间在 2021年 10月 31日至 2021年 11月 3日期间，58套实

际交付时间在 2021 年 11 月 4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0 日期间（系购房人早于公司

通知的交付时间届满之前，或公司虽未邮寄接房通知单，但购房人看到交房公告

后，在满足全额付款证明条件的情况下，自行前往“中迪•花熙樾”项目办理交

付手续），95套在书面通知的交房届满之日（2021年 12月 31日）或合同约定的

交付日期届满之日（2021年 12月 31日）视同交付。 

“中迪•花熙樾”项目 4#、5#、6#、7#楼 2021 年度确认收入的 1077套房产

销售合同均已备案，1077套房产全部交付（截止 2021年 12月 31日实际办理交

付手续 487套，视同交付 590套，截止本函回复日止累计实际办理交付手续 869

套，余 208 套尚未实际办理交付手续），不存在客户未签收（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视同交付 590 套，客户虽未实际办理交付手续，但根据合同约定可以视

同已签收交付）的情况，已确认收入的 1077 套房产不存在未完成银行按揭审批

而提前确认收入的情形，不存在期后退款情形，“中迪•花熙樾”项目 4#、5#、

6#、7#楼收入确认满足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2）请详细说明“中迪·花熙樾”项目销售及交付情况，包括但不限于销

售对象性质（个人或公司），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已售套数，其中已备案比例、

已网签比例、已签署交房合同比例、已交付比例等，并结合回复情况说明收入

是否满足确认条件。 

 

公司回复： 

截止 2021年 12月 31日止，从“中迪•花熙樾”项目整体看，“中迪花熙樾”

项目共计获取 9栋楼（4栋楼已完工，5栋楼在建）2017套房产预售许可，已签

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即已签约销售 1762 套（已售比例 87.36%），已签订合同均已

网签（合同网签比例 100%），1733 套已完成合同备案（合同备案比例 98.35%），

已交付（含视同交付）1077套（交付比例 53.40%）。 

从“中迪•花熙樾”项目已完工的首开区看，首开区 4#、5#、6#、7#楼共 1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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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房产已获预售许可，已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即已签约销售 1100 套（已售比例

98.04%），已签订合同均已网签（合同网签比例 100%），1090 套已完成合同备案

（合同备案比例 99.09%），已交付（含视同交付）1077 套（交付比例 95.99%）。 

“中迪•花熙樾”项目 2021 年度已确认收入房产 1077 套，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实际办理交付手续 487 套（占已确认收入套数比例 45.22%），截止本函

回复日止累计实际办理交付手续 869套（占已确认收入套数比例 80.69%）。销售

对象除一套房产为企业外，其他均为个人，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相关收入满

足收入确认条件。 

 

（3）根据你公司 2021 年 8月 17 日对我部关注函回函，“中迪·花熙樾”

项目归还信托款项尚有 8,000万元以上流动性缺口，在无其他还款来源情况下，

可能存在资金链断裂的风险，且该项目部分幕墙、外墙、软景、车库等未开始

施工。请结合前期回函内容，说明项目 2021 年四季度达到竣工验收的合理性，

以及满足交房条件的合理性。 

 

公司回复： 

1、关于流动性缺口影响 

公司在 2021 年 8 月 17 日对关注函回函中回复；“17,745 万元信托本金必

须在 2021 年 9月至 11月期间依次全部清偿完毕，根据还款来源资金测算，2021

年 8月至 11月期间，即便在充分考虑销售回款的情况下，“中迪•花熙樾”项目

仍有 8,000 万元以上的流动性资金缺口，如果该 8,000 万元资金缺口无法解决，

将会造成“中迪•花熙樾”项目资金链断裂的风险，从而引发四川信托诉讼、项

目无法按期竣备交房等一系列严重后果。” 

公司在 2021年 8月 17日回复关注函时，面临 2021年 9月至 11 月期间要清

偿 17,745 万元四川信托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川信托”）信托贷款的巨大压

力。后续，经公司与四川信托努力沟通，已经于 2021年 9月与四川信托就 16,850

万元信托贷款本金展期达成一致，自 2021年 9月至 2022年 5月分期分笔进行偿

还。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达州中鑫归还前述信托贷款本金 6,100 万元，剩

余 10,750 万元在 2022 年 5月之前分五笔清偿，信托贷款展期后，公司资金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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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大幅缓解，“中迪•花熙樾”项目资金链断裂的风险已经解除，其对项目工

程建设进度的影响已经不复存在。 

2、“中迪•花熙樾”项目 2021年四季度达到竣工验收的合理性 

“中迪•花熙樾”项目 2021 年 10 月 30 日完成竣工验收的是 4#、5#、6#、

7#楼，在 2021 年 8 月 17 日回复关注函时，4#、5#、6#、7#楼主要是剩余外墙、

公共装修、消防工程、入户门安装等收尾阶段工程，公司为保证工程节点采取了

一系列的抢工措施，如加快物资物料的及时供应、调整管理技术人员、增加作业

班组及施工人员、局部区域在保证安全施工的前提下实施立体交叉作业，同时根

据工程具体情况，制定了新的夜间施工方案，使得“中迪•花熙樾”项目 4#、5#、

6#、7#楼在 2021 年 10 月 30 日达成竣工验收，取得《四川省房屋建筑工程和市

政基础设施工程竣工验收报告》，满足交房条件。 

 

（4）请年审会计师对上述事项进行核查，并说明对公司收入确认执行的审

计程序、抽取的样本比例等，是否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证明公司收入确

认的真实性、准确性。 

 

年审会计师回复： 

我们在审计过程中对中迪投资收入确认给予了充分的关注，对于收入执行的

主要程序包括但不限于： 

1、了解、测试中迪投资与商品房销售、收款相关的内部控制的设计和执行； 

2、检查公司的房产标准买卖合同条款，以评价公司有关房地产开发项目收

入确认政策是否符合相关会计准则的要求； 

3、就本年确认房产销售收入的项目，查验商品房总体验收情况的外部证据；

执行细节测试，抽样（抽样比例为 76.02%）检查收款记录、房产买卖合同、交

房验收相关文件及其他可以证明房产已交付的支持性文件，以评价相关房产销售

收入是否按照公司的收入确认政策确认； 

4、在资产负债表日前后对房产销售收入进行截止性测试，选取样本，检查

相关支持性文件，以评价相关房产销售收入是否已在恰当的期间确认。 

基于实施的审计程序，我们认为，我们获取的审计证据是充分、适当的，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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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报表整体的公允反映而言，公司 2021 年收入确认的处理在所有重大方面符

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问题 3、关于非标审计意见。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你公司

出具了带持续经营重大不确定性段落的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强调事项为你公

司连续两年经营亏损，且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金

额达 8.41 亿元。请说明以下事项： 

（3）请年审会计师根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324 号——持续经

营》，说明出具带持续经营重大不确定性段落的无保留意见的依据，是否存在以

带解释性说明的无保留意见或审计报告中的关键审计事项段代替非无保留意见

的情形。 

 

年审会计师回复： 

我们在审计过程中对中迪投资持续经营情况给予了充分的关注。基于实施的

审计程序，我们认为，中迪投资以持续经营假设为基础编报财务报表是恰当的，

并且对影响持续经营能力的重大不确定性事项，以及管理层针对这些事项或情况

的应对计划进行了充分披露。我们根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324号——

持续经营》的要求在审计报告中增加了以“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为

标题的单独部分。不存在以带解释性说明的无保留意见或审计报告中的关键审计

事项段代替非无保留意见的情形。 

 

问题 4、关于是否规避退市。因 2020 年净利润为负且扣除后营业入低于 1

亿元，你公司股票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根据《股票上市规则（2022 年修订）》

第 9.3.11 条，你公司 2021 年会计年度如出现经审计的净利润为负值且营业收

入低于 1 亿元、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等情形的，将触及股

票终止上市情形。请你公司结合上述问题的回复，说明你公司是否存在规避终

止上市行为。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第 8 页 

公司回复： 

公司不存在规避终止上市的行为。2020 年度，公司因下属地产项目受到疫

情影响工程进度滞后造成未能实现交付以及相关收入扣除问题，导致公司 2020

年度收入低于 1亿元，被实施股票交易退市风险警示。 

2021 年度，公司全力推动达州中鑫下属“中迪•花熙樾”项目的开发建设，

制订严格的工程施工计划，保证施工材料的供应充足，增加施工人员，严格监督

各工程节点的完成情况，实现了该项目 4#、5#、6#、7#楼的按期完工交付。 

公司 2021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78,464.64 万元，扣除后营业收入 77,004.46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37,567.81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权

益合计为 86,281.96 万元。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普通特殊合伙）于 2022 年 4 月

11日对公司财务报表及营业收入扣除情况出具了《2021年度审计报告》（信会师

报字[2022]第 ZB10349 号）和《2021年度营业收入扣除情况表的鉴证报告》（信

会师报字[2022]第 ZB10347号）。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 年修订）》9.3.7 条的规定，上

市公司因触及本规则第 9.3.1条第一款第（一）项至第（三）项情形，其股票交

易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后，首个会计年度的年度报告表明公司符合不存在本规则

第 9.3.11 条第一款第（一）项至第（四）项任一情形的条件的，公司可以向深

交所申请撤销退市风险警示。公司 2021 年度经营情况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2022 年修订）》第 9.3.11 条的情形，且公司不存在《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年修订）》规定的其他需要实行退市风险警示或其他

风险警示的情形，公司符合撤销股票退市风险警示的条件。 

 

公司与《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 年修订）》第 9.3.11 条规定

逐项对比如下表： 

项目 公司情况 

经审计的净利润为负值且营业收入低于 1 亿元，或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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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属于 

经审计的期末净资产为负值，或者追溯重述后最近一个会计年度期末净资产

为负值 

不属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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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公司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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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属于 

未在法定期限内披露过半数董事保证真实、准确、完整的年度报告 不属于 

虽符合第 9.3.7 条的规定，但未在规定期限内向本所申请撤销退市风险警示 不属于 

因不符合第 9.3.7 条的规定，其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申请未被本所审核同意 不属于 

 

同时，公司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年修订）》第九章

规定其他涉及退市风险警示或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形。 

 

年审会计师回复： 

经核查，我们认为, 就财务报表整体的公允反映而言，中迪投资公司不存在

规避终止上市行为。  

 

问题 5、关于存货。年报显示，报告期内你公司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2.59 亿

元，转回或转销存货跌价准备 579.72 万元。请说明以下事项：  

（1）请你公司说明各项开发成本和开发产品存货跌价准备的具体测算过程，

并结合相关项目所处区域的房地产市场情况及变化趋势、周边可比项目市场价

格等补充说明存货跌价准备计提的充分性、准确性，以前年度是否存在应计提

未计提的情况，是否存在利用计提跌价准备进行利润调节的情形。请年审会计

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公司回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 号-存货》中相关规定，资产负债表日，存货应当

按照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计量，存货成本高于其可变现净值的，应当计提存货

跌价准备。 

存货中开发成本、开发产品可变现净值，按照存货的估计售价减去至完工时

估计将要发生的成本、销售管理费用及相关税费后的金额确定，公式如下： 

可变现净值=开发后房地产价值-续建开发成本-销售税金及附加-销售管理

费用-所得税-部分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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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末和 2021 年末，公司各项目存货可变现净值的确定均委托了专业资

产评估机构进行评估，具体情况如下。 

1、“中迪•绥定府”项目 

“中迪•绥定府”项目首开区已经开发完成，其余部分尚在开发建设中，北

京中天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受公司委托对“中迪•绥定府”项目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的存货可变现净值进行了评估，并出具了中天华资评报字[2022]

第 10340 号《资产评估报告》。根据评估报告，评估方法为假设开发法，评估过

程中比较了在评估时点近期有过交易的类似房地产价格，评估结果符合相关项目

所在区域房地产市场及周边可比项目市场价格变化趋势。 

根据评估结果，“中迪•绥定府”项目存货评估值为 75,644.00 万元，2021

年度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前账面价值 93,961.48 万元，2021 年度计提存货跌价准

备 18,317.48 万元。 

2021 年度，“中迪•绥定府”项目发生存货跌价准备的原因系受国内宏观经

济环境和房地产行业政策影响，房地产行业市场价格整体下滑，“中迪•绥定府”

项目所在城市达州属于三、四线城市，项目受政策和环境影响较大，售价较上年

末降低，存货发生减值。 

2、“中迪•花熙樾”项目 

“中迪•花熙樾”项目 4#、5#、6#、7#楼在 2021 年 10 月 30 日完成竣工验

收，其余部分尚在开发建设中，北京中天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受公司委托对

“中迪•花熙樾”项目截止 2021年 12月 31 日的存货可变现净值进行了评估，并

出具了中天华资评报字[2022]第 10341 号《资产评估报告》。根据评估报告，评

估方法为假设开发法，评估过程中比较了在评估时点近期有过交易的类似房地产

价格，评估结果符合相关项目所在区域房地产市场及周边可比项目市场价格变化

趋势。 

根据评估结果，“中迪•花熙樾”项目存货评估值为 65,874.00 万元，2021

年度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前账面价值 72,244.36 万元，2021 年度计提存货跌价准

备 6,370.36 万元。 

2021 年度，“中迪•花熙樾”项目发生存货跌价准备的原因系受国内宏观经

济环境和房地产行业政策影响，房地产行业市场价格整体下滑，“中迪•花熙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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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所在城市达州属于三、四线城市，项目受政策和环境影响较大，售价较上年

末降低，存货发生减值。 

3、“两江•中迪广场”项目 

“两江•中迪广场”项目 C 分区已经开发完成，其余部分尚在开发建设中，

存货类别包括开发产品和开发成本，北京中天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受公司委

托对“两江•中迪广场”项目截止 2021年 12月 31日的商誉所在资产组组合进行

了评估（即对“两江•中迪广场”项目商誉减值测试行为提供价值参考依据），并

出具了中天华资评报字[2022]第 10339号《资产评估报告》。根据评估报告，“两

江•中迪广场”项目商誉所在资产组组合包括存货，存货价值评估方法为假设开

发法，评估过程中比较了在评估时点近期有过交易的类似房地产价格，评估结果

符合相关项目所在区域房地产市场及周边可比项目市场价格变化趋势。 

根据评估结果，“两江•中迪广场”项目在开发项目（开发成本）和“两江•

中迪广场”项目 C 分区车位（开发产品）不存在减值，“两江•中迪广场”项目

C 分区不包含车位的开发产品评估值为 5,126.00 万元，2021 年度计提存货跌价

准备前账面价值 5,886.03 万元，2021年度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760.03 万元。 

2021 年度，“两江•中迪广场”项目 C分区不包含车位的开发产品发生存货

跌价准备的原因系：（1）受国内宏观经济环境和房地产行业政策影响，房地产行

业市场价格整体下滑，同时“两江•中迪广场”项目系商业物业，剩余未售开发

产品位置相对较差，处于边角区域，价格下跌（2）受“两江•中迪广场”项目整

体工程进度影响，商业物业运营不及预期，价格受到影响。 

4、“绵世•溪地湾”项目 

“绵世•溪地湾”项目 2017年已经开发完成，现存存货中车位存在减值，北

京中天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受公司委托对“绵世•溪地湾”项目截止 2021

年12月31日的车位存货可变现净值进行了评估，并出具了中天华资评报字[2022]

第 10342 号《资产评估报告》。根据评估报告，存货价值评估方法为市场法，评

估过程中比较了在评估时点近期有过交易的类似房地产价格，评估结果符合相关

项目所在区域房地产市场及周边可比项目市场价格变化趋势。 

根据评估结果，“绵世•溪地湾”项目车位评估值为 6,526.75万元，2021年

度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前账面价值 6,965.11 万元，2021 年度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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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8.36万元。 

2021 年度，“绵世•溪地湾”项目车位发生存货跌价准备的原因系受国内宏

观经济环境和房地产行业政策影响，房地产行业市场价格整体下滑，车位售价较

上年末降低，存货发生减值。 

综合以上情况，2021 年末公司各项目存货可变现净值是依据专业资产评估

机构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确定的，存货跌价准备的计提是充分和准确的。2020

年末，公司各项目存货可变现净值也是依据专业资产评估机构出具的《资产评估

报告》确定的，以前年度不存在应计提而未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的情况，不存在利

用跌价准备进行利润调节的情形。 

 

年审会计师回复： 

我们在审计过程中对中迪投资存货跌价准备测算给予了充分的关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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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及以

前年度存货减值测试的处理在所有重大方面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2）请你公司说明转回或转销的原因，并结合已计提跌价准备存货实现销

售情况，说明本期转回或转销存货跌价准备、前期计提跌价准备的会计处理是

否合规。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公司回复： 

2021 年度，公司转回或转销存货跌价准备 579.72 万元，全部系 2021 年度

销售 2020 年末已经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的存货，从而转销存货跌价准备 579.72

万元。相关会计处理为：公司在相关存货销售确认收入并按存货账面原值结转主

营业务成本的同时，将已销售存货对应的存货跌价准备同时结转并计入主营业务

成本（减少主营业务成本）。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 1号-存货》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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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审会计师回复： 

我们在审计过程中对中迪投资存货跌价准备会计处理给予了充分的关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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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存货跌价准备转销的处理在所有重大方面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中国注册会计师：张金华 

（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季  妍 

 

 

 

中国•上海         二〇二二年五月十二日 


	问题1：关于收入确认。根据年报，你公司2021年实现营业收入7.85亿元，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76亿元。其中，四季度实现营业收入7.32亿元，主要为“中迪•花熙樾”地产项目部分楼栋四季度竣工交付并确认收入。请说明以下事项：
	（4）请年审会计师对上述事项进行核查，并说明对公司收入确认执行的审计程序、抽取的样本比例等，是否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证明公司收入确认的真实性、准确性。
	问题3、关于非标审计意见。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你公司出具了带持续经营重大不确定性段落的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强调事项为你公司连续两年经营亏损，且截止 2021 年12 月 31 日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金额达 8.41 亿元。请说明以下事项：
	（3）请年审会计师根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1324号——持续经营》，说明出具带持续经营重大不确定性段落的无保留意见的依据，是否存在以带解释性说明的无保留意见或审计报告中的关键审计事项段代替非无保留意见的情形。
	问题4、关于是否规避退市。因 2020年净利润为负且扣除后营业入低于 1亿元，你公司股票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根据《股票上市规则（2022年修订）》第 9.3.11 条，你公司 2021年会计年度如出现经审计的净利润为负值且营业收入低于 1亿元、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等情形的，将触及股票终止上市情形。请你公司结合上述问题的回复，说明你公司是否存在规避终止上市行为。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