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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威卡威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 2021 年年报问询函的回复公告 

 

 

 

北京威卡威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上市公司”、

“京威股份”）于 2022 年 5 月 11 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关于对北京威卡威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报的问询函》（公司部

年报问询函【2022】第 239 号）(以下简称“年报问询函”)，公司就年报问询

函所涉及的有关问题逐项进行了认真核查，公司已向深圳证券交易所进行了回复，

现将回复具体内容披露如下：  

问题一、2021 年度，你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350,891 万元，同比下降 6.53%；

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以下简称“净利润”）10,211 万元，同比下降

9.26%；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以下简称“扣

非后净利润”） 10,467 万元，同比增长 60.8%。根据《年度报告》，你公司主要

产品外饰件产品、内饰件产品、其他产品和服务销售收入分别较上年同期下降

1.59%、19.17%、25.15%，成本分别较上年同期下降 2.63%、13.57%、31.61%，

毛利率分别较上年变化 0.77%、-5.62%、6.60%。请你公司补充披露以下内容，

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后发表意见。 

（一）、补充披露各类产品营业成本的主要构成项目原材料、人工工资、折

旧、能源和动力等项目的金额、成本占比情况。 

【回复】 

2021 年各类产品营业成本的主要构成及占比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产品类型 
原材料 人工 物料消耗 折旧费 能源和动力 其他 营业 

成本合计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外饰件产品 97,987.20 48.69 45,723.99 22.72 21,210.91 10.54 15,784.11 7.84 11,079.77 5.51 9,446.62 4.69 201,232.60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内饰件产品 21,355.95 71.29 4,307.86 14.38 1,075.55 3.59 1,565.38 5.23 976.95 3.26 674.48 2.25 29,956.17 

其他产品和服务 18,598.27 75.98 2,134.64 8.72 602.41 2.46 1,768.52 7.23 693.87 2.83 679.38 2.78 24,477.09 

合计 137,941.42 53.95 52,166.49 20.40 22,888.87 8.95 19,118.01 7.48 12,750.59 4.99 10,800.48 4.22 255,665.86 

2020 年各类产品营业成本的主要构成及占比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产品类型 
原材料 人工 物料消耗 折旧费 能源和动力 其他 营业 

成本合计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外饰件产品 96,082.16 46.49 46,856.04 22.67 23,111.95 11.18 18,667.35 9.03 11,538.95 5.58 10,414.19 5.04 206,670.64 

内饰件产品 23,127.40 66.72 5,686.15 16.41 1,589.32 4.59 2,223.05 6.41 1,266.64 3.65 768.51 2.22 34,661.07 

其他产品和服务 34,074.05 95.20 641.73 1.79 63.60 0.18 476.72 1.33 107.44 0.30 428.07 1.20 35,791.61 

合计 153,283.61 55.31 53,183.92 19.19 24,764.87 8.94 21,367.12 7.71 12,913.03 4.66 11,610.77 4.19 277,123.32 

（二）、结合各类产品销售数量、销售单价、成本构成等情况，详细分析公

司销售收入下滑、产量下降的情况下毛利率增长的原因及合理性。 

【回复】 

公司 2021 年度和 2020 年度营业收入、营业成本、毛利率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产品 

类型 

2021年 2020年 变动 

收入 成本 毛利 

毛利率 

（%） 

收入 成本 毛利 

毛利率 

（%） 

收入 

变动 

收入 

变动 

比率 

（%） 

成本变动 

成本 

变动 

比率 

（%） 

毛利

率 

变动 

（%） 

金额 
占比 

% 
金额 

占比 

% 
金额 

占比 

% 
金额 

占比 

% 
金额 

占比 

% 
金额 

占比 

% 

外饰件 

产品 
281,257.27 80.16 201,232.60 78.71 80,024.67 84.04 28.45 285,791.01 76.13 206,670.64 74.57 79,120.37 80.50 27.68 -4,533.74 -1.59 -5,438.04 -2.63 0.77 

内饰件 

产品 
34,544.94 9.84 29,956.17 11.72 4,588.77 4.82 13.28 42,739.87 11.38 34,661.07 12.51 8,078.80 8.22 18.90 -8,194.93 -19.17 -4,704.90 -13.57 -5.62 

其他产品 

和服务 
35,089.22 10.00 24,477.09 9.57 10,612.13 11.14 30.24 46,876.93 12.49 35,791.61 12.92 11,085.32 11.28 23.65 -11,787.71 -25.15 -11,314.52 -31.61 6.60 

合计 350,891.43 100.00 255,665.86 100.00 95,225.57 100.00 27.14 375,407.81 100.00 277,123.32 100.00 98,284.49 100.00 26.18 -24,516.38 -6.53 -21,457.46 -7.74 0.96 

公司各类产品销售数量、销售单价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产品 

类型 

2021年 2020年 变动 

销量 
销售 

单价 

收入 

金额 
销量 

销售 

单价 

收入 

金额 

销量 

变动 

销量变动 

比率 

（%） 

销售 

单价 

单价变

动 

比率 

（%） 

收入 

变动 

收入 

变动 

比率 

（%） 

外饰件产品 8,635.56 32.57 281,257.27 8,259.37 34.60 285,791.01 376.19 4.55 -2.03 -5.87 -4,533.74 -1.59 

内饰件产品 2,439.13 14.16 34,544.94 3,084.28 13.86 42,739.87 -645.15 -20.92 0.30 2.16 -8,194.93 -19.17 



其他产品和服务   35,089.22   46,876.93     -11,787.71 -25.15 

公司 2021 年营业收入为 350,891.43 万元，较上年同期 375,407.81 万元下

降 6.53%，营业成本为 255,665.86万元，较上年同期 277,123.32万元下降 7.74%，

营业毛利率为 27.14%，较上年同期 26.18%增加 0.96%。 

公司 2021 年毛利率较上年同期增加 0.96%，其中外饰件产品毛利率变动贡

献 1.73%，内饰件产品毛利率变动贡献-0.84%，其他产品和服务毛利率变动贡献

0.07%。由此可见，2021 年毛利率较 2020 年略增加 0.96%，主要系因收入、毛利

贡献较高的外饰件产品影响所致。 

1、外饰件产品 

（1）外饰件产品对整体收入、毛利的影响 

从公司收入、成本及毛利的产品大类分析可见，公司外饰件产品于 2020 年

度、2021 年度实现的收入占总体收入的比重皆超 75%，毛利占总体毛利的比重皆

超 80%，对公司收入及毛利的影响重大。 

2021 年外饰件产品实现营业收入 281,257.27 万元，占 2021 年营业收入总

额的 80.16%，2020 年外饰件产品实现营业收入 285,791.01 万元，占 2020 年营

业收入总额的 76.13%；2021 年度收入较上年下降 1.59%。2021 年营业成本为

201,232.60 万元，较上年下降 2.63%；2021 年毛利率 28.45%较上年增加 0.77%。 

（2）外饰件产品毛利变化分析 

销量方面：公司外饰件产品销量较上年同期有所增长，原因系 2021 年外饰

件产品销售中部分毛利较高产品订单量增加，另外，部分客户受新冠疫情及汽车

芯片短缺的影响，未能按计划完成整车生产，致使外饰件产品销量略有下降，以

上两方面综合影响，导致外饰件产品销量与上年同期相比略有增加。 

价格方面：外饰件产品单价方面因受产品所属结构、工艺、材料、表面处理

方式等不同，外饰件产品价格存在差异，且受单价年降影响，2021 年平均单价

有所波动。 

成本方面：外饰件产品从成本构成上看，其中原材料 2021年占比为 48.70%，

较上年增加 2.20%，原因系 2021 年主要原材料价格上涨；人工成本 2021 年占比

为 22.72%，较上年增加 0.05%，原因系 2020 年度公司享受了地方政府因疫情防

控稳定就业减免企业承担社会保险的政策，2021 年无上述减免，另外公司每年



对员工薪资水平进行上调，人均薪酬上涨。以上因素综合影响，导致人工成本略

有上升。另外，因公司推行降本增效，改进工艺、提高效率、精简机构及人员，

进行一系列改善活动，使得各成本构成项除原材料、人工成本有所增长外，其他

成本项目均有所下降。 

产品销售结构方面：公司 2021 年外饰件产品销售中部分毛利较高产品订单

量增加，增加了外饰件产品的毛利。 

综上，因受单价影响，公司 2021 年度外饰件产品销售收入略有下降，但成

本下降幅度大于收入下降幅度，且公司 2021 年外饰件产品销售中部分毛利较高

产品订单量增加，以上因素综合影响，导致外饰件产品毛利率 2021 年较 2020

年度略有 0.77%的上升。 

2、内饰件产品 

公司内饰件产品 2021 年营业收入为 34,544.94 万元，较上年下降 19.17%，

营业成本为 29,956.17 万元，较上年下降 13.57%，毛利率为 13.28%，较上年下

降 5.62%，整体看，销售数量下降，单位成本有所上升，毛利率下降明显。但该

类产品销售占总体比重较小，相较于外饰件，对综合毛利的影响程度较低。 

内饰件产品与外饰件产品相比，内饰件产品工艺以注塑为主，因该工艺市场

上成熟度高，因此市场竞争更加激烈，且因其主要产品工艺相对简单毛利率水平

明显低于外饰件产品。因此，公司对该类订单会慎重选择并适时进行结构性调整，

因此销售收入、销售数量及平均单价会有所波动。 

内饰件产品从成本构成分析，其原材料在成本中占比较高，2021 年为 71.29%，

较上年上升 4.57%，原因系受原材料价格上涨影响，另一方面，公司推行降本增

效，改进工艺等一系列改善活动，使得成本构成项除原材料外，其他项目均有所

下降。 

内饰件产品营业毛利率变动系上述因素综合影响所致。 

3、其他产品和服务 

其他产品和服务主要包括不能归属于外饰件产品和内饰件产品的其他产品，

以及出售给客户的模具、废品等收入。 

因该类收入大部分与下游客户的汽车产销数量无明显的正相关关系，更多与

当年项目的开发数量、量产的车型、项目的大小、整体的工艺水平等方面相关，



因此销售收入与同期对比度较低。2021 年其他产品收入和服务营业收入为

35,089.22 万元（占全年营业收入 10%）,较上年下降 25.15%，营业成本为

24,477.09 万元，较上年下降 31.61%，营业毛利率为 30.24%，较上年上升 6.60%，

主要系销售规模的变动影响。 

综上，在销售收入下降，但公司综合毛利率有 0.96%小幅上升，主要是基于： 

1、毛利率较高的外饰件产品毛利有所增长，主要是因为部分毛利较高的产

品销售量增加，导致外饰件产品毛利率整体有所增长，由于在总营业收入中比重

较大，对总体毛利率提升有一定贡献。 

2、内饰件产品收入下降，成本上升，导致毛利率下降较大（5.62%），但由

于其在总营业收入中占比小（9.84%），相对影响较小。 

3、其他产品和服务收入、成本同时下降，但毛利率大幅增长（6.60%），主

要系因公司销售模具毛利变动影响。 

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2021 年度审计，我们关注到： 

2021 年受新冠疫情及汽车芯片短缺的影响，公司部分客户未能按计划完成

整车生产，因此导致公司整体销售规模略有下降，公司 2021 年度较 2020 年度毛

利率的变化，主要是基于： 

1）公司产品销售单价存在年降； 

2）为控制成本，公司继续推行降本增效，改进工艺、提高效率、精简机构

及人员，进行一系列改善活动，使得原材料、人工成本外的其他成本项均有所下

降； 

3）公司部分毛利较高产品的销售额增加，使得毛利上涨； 

针对公司上述收入、成本及毛利率变动情况，我们执行的主要审计程序如下： 

（1）了解和评价与收入确认和成本核算相关的内部控制，并测试其运行的

有效性； 

（2）查阅销售合同，并访谈管理层，分析收入确认时点是否符合企业会计

准则的要求； 

（3）对收入和成本进行比较分析，包括本年与上年、本年各月之间、产品

销售结构、销售数量以及价格变动是否异常，并分析异常变动的原因； 



（4）对重要产品的毛利率进行不同维度的分析，包括本年与上年、各月之

间、不同产品类型以及不同客户下各类产品毛利率变动情况进行比较分析，与同

行业企业进行对比分析，分析是否存在异常情况，并查明原因； 

（5）对重要产品或变动异常的毛利率进行因素分析，包括单价、单位成本

以及销售数量影响程度分析，检查是否存在异常情况，并查明原因； 

（6）获取成本计算表，复核其计算的准确性，比较本年与上年主要产品的

单位产品成本、比较单位产品成本料、工、费构成及成本占比是否存在异常情况，

并查明原因； 

（7）进行存货计价测试，检查其入库、出库及结存单价的准确性，对销售

数量和结转营业成本的出库数量进行比较分析，检查营业成本结转的完整性； 

（8）对主要客户的销售额进行函证，对回函存在差异的，查明原因并取得

相关支持证据，未回函的执行替代程序，检查期后回款等； 

（9）自销售收入的会计记录和出库记录中选取样本，与该笔销售相关的合

同、发货单及签收记录做交叉核对，对成本结转进行截止性测试，检查是否存在

跨期确认收入和结转成本的情况； 

（10）执行期末存货盘点，关注是否存在已确认销售收入但实际并未发出的

存货，或已符合收入确认条件的发出存货，但未确认收入的情况；通过存货盘点，

检查存货出入库记录的完整性。 

通过 2021 年审计过程中执行的上述程序，公司 2021 年营业收入为

350,891.43 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6.53%，主要系因公司部分客户受新冠疫情及

汽车芯片短缺的影响未能按计划完成整车生产，导致公司整体销售规模略有下降。

营业成本为 255,665.86 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7.74%，营业毛利率为 27.14%，

较上年同期上升 0.96%，原因系公司通过资源整合及工艺改进、推行降本增效等

措施，成本中部分项目有所下降，另外，因公司 2021 年部分毛利高产品销量增

加，使得毛利上涨。以上因素综合影响，公司全年营业毛利率较上年同期增长

0.96%，增幅不大。公司销售收入下滑、产量下降的情况下毛利率小幅增长具有

合理性。 

问题二、2021 年末，你公司预付账款金额为 15,882 万元，较期初增长 86.14%；

其他非流动资产中包括预付总部办公楼款 6,756 万元。请你公司补充披露以下



内容，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后发表意见。 

（一）、前五名预付款单位的名称、关联关系、预付款性质、付款时点与付

款安排是否与合同约定一致、截至目前合同履行情况，是否存在变相资金占用

的情形。 

【回复】 

2021 年末，公司预付账款金额为 158,821,313.91 元，按预付对象归集的年

末余额前五名的预付款情况如下： 

单位 

名称 
单位名称 

是否为

关联方 
款项性质 

2021 年 

12 月 31 日余额 
账龄 

占预付款项

年末余额合

计数的比例

（%） 

第一名 
广东利元亨智能装备

股份有限公司 
否 设备款 28,137,000.00 1 年以内 17.72 

第二名 
无锡泓亿商务管理有

限公司 
否 设备款 11,840,000.00 1 年以内 7.45 

第三名 
惠州市鼎力智能科技

有限公司 
否 设备款 11,250,000.00 1 年以内 7.08 

第四名 
天津本钢钢铁贸易有

限公司 
否 材料款 8,110,576.37 1 年以内 5.11 

第五名 
布勒（无锡）商业有

限公司 
否 设备款 6,769,911.60 1 年以内 4.26 

合计    66,107,487.97  41.62 

1、广东利元亨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利元亨”） 

公司于 2021 年 11 月 26 日与利元亨签订设备买卖合同，用于公司投资建设

的锂电池项目。按照合同约定，在合同签订后支付部分预付款项。公司于 2021

年 12 月 14 日支付第一笔货款 2,813.70 万元，本次交易付款时点与付款安排与合

同约定一致。截止目前，该合同正常执行中，设备仍在制作中。 

公司与利元亨无关联关系。 

2、无锡泓亿商务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无锡泓亿”） 

公司于 2021 年 8 月 25 日与无锡泓亿签生产线加工定制合同，系公司为汽车

零部件生产而新建的生产线。管理层结合目前生产线的损耗寿命程度、现有产能、

新增及潜在定点项目客户提前规划生产线的投建。 

按照合同约定，在合同签订后及设备部件到场后，需按进度支付款项。公司

分别于 2021 年 9 月 1 日、2021 年 12 月 17 日、2021 年 12 月 31 日支付无锡泓亿

生产线采购款 592 万元（其中银行承兑汇票 572.43 万元）、296 万元、296 万元，

2021 年度共计预付 1,184 万元。截止目前，支付款项对应的设备均已到场，设备



处于安装过程中。 

公司与无锡泓亿无关联关系。 

3、惠州市鼎力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惠州鼎力”） 

公司于 2021 年 11 月 24 日与惠州鼎力签订设备购销合同，主要用于公司投

资建设的锂电池项目。按照合同约定，在合同签订后支付部分预付款项。公司于

2021 年 12 月 7 日支付第一笔预付款 1,125 万元，本次交易付款时点与付款安排

与合同约定一致。截至目前，该合同正常执行，设备仍在制作中。 

公司与惠州鼎力无关联关系。 

4、天津本钢钢铁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本钢”） 

公司于 2020 年 12 月 25 日与天津本钢签订 2021 年材料采购协议，天津本钢

是公司合作多年的供应商伙伴，公司长期向天津本钢采购钢材。按照合同约定，

采取预付款订货方式，本次交易付款时点与付款安排与合同约定一致。截至目前，

合同正常执行中。 

公司与天津本钢无关联关系。 

5、布勒（无锡）商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布勒公司”） 

公司于 2021 年 11 月 11 日与布勒公司签订设备供应协议，采购的设备主要

用于公司投资建设的锂电池项目。按照合同约定，在合同签署后支付部分预付款

项。公司分别于 2021年11月 19日、2021年 12月 28日支付布勒合同设备款 645.66

万元、31.33 万元，共计 676.99 万元，上述两笔预付款付款时点与付款安排与合

同约定一致。截至目前，该合同正常执行，设备已到场，正在安装过程中。 

公司与布勒无锡无关联关系。 

综上，公司与利元亨、无锡泓亿、惠州鼎力、天津本钢和布勒无锡公司的往

来均属于公司日常经营活动或新项目的采购交易，公司与上述公司无任何关联关

系，亦不存在变相资金占用的情形。 

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针对京威股份预付材料、设备款的情况，我们执行的主要程序如下： 

1）测试并评价管理层与资产采购相关的关键内部控制； 

2）获取合同，阅读合同主要条款，分析采购需求以及是否具备商业合理性； 



3）检查付款凭证与合同约定的付款进度是否一致，以及收款方名称与合同

约定是否一致； 

4）实施函证程序，对未回函的实施替代的检查程序，包括检查原始凭单，

如合同、发票、验收单等； 

5）通过公开渠道查询供应商的公开信息、经营范围、经营异常等情况； 

6）检查资产负债表日后的预付款项、在建工程和固定资产明细账，并检查

相关凭证，核实期后是否已收到相关资产并转销预付款项，分析资产负债表日预

付款项的真实性和完整性。 

7）检查是否为与关联方之间的交易，是否存在关联方资金占用的情形。 

通过 2021 年审计过程中执行的上述程序，京威股份 2021 年末前五名预付款

单位均与公司无关联关系，京威股份按与供应商签订的采购合同系采购材料或设

备，为公司实际需求，具备商业合理性，通过检查付款时点与合同约定对比，预

付款项均与合同约定的付款时点一致。不存在变相资金占用的情形。 

（二）、预付办公楼款的收款方名称、关联关系、预付时点及后续付款进度，

上述付款安排与合同约定是否一致，是否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的情形。 

【回复】 

2021 年 12 月，公司参与一处位于北京市通州区台湖镇民企总部基地的不动

产的公开司法拍卖，并于 2021 年 12 月 8 日拍得该不动资产。该不动产为原被执

行人新华联控股有限公司的资产，按照法院的拍卖公告流程，公司于 2021 年 12

月支付拍卖价款 6,559 万元以及缴纳契税 196.77 万元，具体付款情况如下： 

时间 收款方 金额 款项性质 

2021年 12 月 8 日 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13,118,000.00 20%保证金 

2021年 12 月 15 日 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52,472,000.00 
80%不动产款

项 

2021年 12 月 27 日 
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通州区税务局（国

家金库北京市通州区支库） 
1,967,700.00 3%契税 

合计  67,557,700.00   

公司根据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拍卖规定及裁定书进行付款，付款时点及

付款进度均与法院公告一致。 

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已全额支付上述拍卖竞得不动产款项、并于

后期取得不动产权证书，并完成与北京悦豪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北京新华联民



企总部基地钥匙移交手续。公司已于 2022 年 3 月迁入该地址办公。 

公司与新华联控股有限公司无关联关系，亦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的情形。 

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1）获取拍卖公告、竞买记录等信息； 

2）检查法院裁定的文件，核对融 e 购平台的不动产、坐落地、竞拍价格、

竞拍时间等信息是否一致； 

3）检查付款凭证，并与拍卖规则核对是否与付款节点是否一致； 

4）检查不动产实际交付手续，产权证原件，结合交付和过户完成时间，判

断预付的不动产款项分类和列报是否正确。 

通过 2021 年审计过程中执行的上述程序，京威股份通过法院竞得的上述不

动产，款项支付进度按照法院拍卖规定及裁定书确定和实施，不存在非经营性资

金占用的情形，京威股份于 2021 年 12 月 31 日对该笔款项列报符合企业会计准

则的相关规定。 

问题三、2018 年，你公司将持有的宁波京威动力电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宁波动力电池”）27%的股权以及宁波正道京威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

波正道京威”）50%的股权，分别以 54,000 万元和 2,000 万元转让给北京致云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致云”）。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你公司未

收到北京致云的股权转让款，并对上述应收款项全额计提坏账准备。此外，你

公司应收无锡泓亿商务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无锡泓亿”）股权转让款 12,650

万元。请你公司补充披露以下内容，请年审会计师对问题（1）（2）进行核查并

发表意见。 

（一）、结合前期你公司对宁波动力电池及宁波正道京威初始投资金额、转

让价格、款项回收情况等，详细列示各会计期间上述股权转让、应收股权款减

值事项对你公司财务报表的影响，说明上述未收回股权转让款已采取或拟采取

的相关措施。 

【回复】 

公司于 2017 年度对宁波动力电池和宁波正道京威进行投资，初始投资分别

为 54,000 万元和 2,000 万元。2018 年 4 月，公司与北京致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北京致云”）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协议约定宁波动力电池和宁波正



道京威股权转让价格分别为 54,000 万元和 2,000 万元，同时约定北京致云需在宁

波动力电池和宁波正道京威工商变更完成当日之后的三年内，按照北京致云实际

经营状况分批将股权转让协议项下的股权转让款足额支付给公司。宁波动力电池

和宁波正道京威分别于 2018 年 12 月和 2019 年 4 月完成工商变更，按协议约定

北京致云需要在工商变更完成当日之后的三年内分别支付 54,000 万元和 2,000

万元股权转让价款，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尚未收到北京致云的股权转

让款，且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股权转让款 54,000 万元已逾期。 

公司结合北京致云的付款意愿和付款能力对预计信用损失进行综合评估，基

于谨慎考虑，公司于 2019 年、2020 年、2021 年分别计提坏账准备 15,982.29 万

元、23,217.71 万元、16,800 万元。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对应收北京致

云股权转让款 56,000 万元已全额计提坏账准备。 

公司于 2019 年度、2020 年度、2021 年度多次通过书面文件向北京致云发送

催款函，各年均对北京致云的财务状况进行调查。 

公司于 2022 年 1 月 7 日向北京致云发出了正式的律师函，告知其拖欠股权

转让款的行为已严重损害了京威股份的合法权益，谨请北京致云本着诚信原则，

务必在收到律师函后十（10）个工作日内将 56,000 万元股权转让款足额支付给

京威股份，否则，京威股份将通过司法程序要求北京致云承担因上述事宜导致的

一切损失及法律责任，并保留采取进一步法律行动的权利。 

目前，公司已委托律师事务所，就北京致云所欠股权转让款事项向人民法院

提起了诉讼，公司将以法律手段维护股东权益。 

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对京威股份应收北京致云股权转让款的减值计提，我们执行的主要程序如下： 

1）测试并评价管理层与应收股权转让款减值相关的关键内部控制； 

2）访谈和现场走访股权受让方，了解和分析其财务状况、还款意愿以及还

款能力； 

3）获取受让方的公开信息以及向其函证付款安排； 

4）获取管理层针对股权转让款可回收性的分析报告，复核管理层针对股权

转让款的减值测试报告。 

通过 2021 年审计过程中执行的上述程序，对北京致云的访谈和现场走访，



了解其财务状况，评估还款能力以及还款意愿；查询北京致云、宁波动力电池以

及宁波正道京威公开信息，并向北京致云函证付款安排；京威股份根据北京致云

付款意愿和付款能力对预计信用损失进行综合评估，对应收股权转让款的减值测

试及减值计提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二）、根据报备资料，2021 年末对无锡泓亿存在预付款 1,184 万元。请说

明无锡泓亿长期未支付股权转让款的前提下，你公司对其预付款项的原因及合

理性。请你公司说明无锡泓亿与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或董监高是否存在关联关

系或应予以说明的其他关系。 

【回复】 

1、公司与无锡泓亿（或无锡星亿）业务往来情况 

2021 年 8 月 25 日，公司与无锡泓亿签订生产线加工定制合同，用于公司的

零部件项目。按照合同约定，在合同签订及设备部件到场后，需按供货进度、设

备安装进度支付部分预付款。截至 2021 年末，公司预付无锡泓亿采购设备预付

款余额为 1,184 万元，均按照合同约定执行。截至目前，该采购合同正常执行，

设备部件已经到场，正在设备安装调试过程中。 

公司作为中高端乘用车配套的汽车零部件企业，主营汽车零部件内外饰装饰

件，产品适用于各类中高档乘用车（传统及新能源）装配。其中涉及铝合金、不

锈钢、冷轧及镀锌钢板、塑料和橡胶等多种材质，公司的核心技术铝合金氧化、

金属喷漆、金属喷粉、塑料喷漆等表面处理工艺技术，尤其是公司的铝合金全自

动表面光亮氧化技术和车用铝型材挤出技术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管理层每年会

根据现有生产线的损耗程度、预期寿命、现有产能、新增及潜在定点项目客户订

单量等提前规划生产线的采购建设工作。公司早期在投资无锡星亿（无锡泓亿的

控股子公司）之前已与其进行合作，采购生产线。 

公司根据内控制度在进行大额采购业务时，至少向两家及以上相关行业供应

商进行询价，综合考虑报价、行业知名度、团队专业能力、售后服务等方面对供

应商进行评价，确定最终合作方。 

公司与无锡泓亿及其控股子公司无锡星亿有着长期的合作关系，公司与其发

生的业务往来均基于生产线建设的真实需求而签订采购合同，合同约定的付款进

度和付款条件亦与公司向其他设备供应商相近，公司在与无锡泓亿发生股权转让



事项之前双方即存在生产线采购交易，本次交易属于公司日常经营过程中生产线

采购交易，且双方均按照合同约定执行，具有合理性。 

2、无锡泓亿与公司第一大股东及公司董监高的关系 

   经与公司第一大股东北京中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环投资”）及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问询后获悉，公司股东中环投资、公司董事、监

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与无锡泓亿公司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可能导致公司对其利

益倾斜、应予以说明的其他关系。 

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对京威股份预付无锡泓亿 1,184 万元设备款的原因及合理性，我们执行的主

要程序如下： 

1）公司与无锡泓亿（包括无锡星亿）的采购交易，我们检查了采购申请单、

比价文件、合同等，与公司生产设施类采购内控流程一致； 

2）我们向公司以及无锡泓亿执行了访谈程序，了解业务背景、采购需求等，

分析交易是否具有合理的商业理由； 

3）检查合同定价，了解定价原则以及比价过程，分析定价是否公允； 

4）检查合同约定的付款进度是否合理，实际付款时间是否与合同约定一致； 

5）对于往来余额执行函证程序； 

6）执行盘点程序，同时检查期后设备到货情况。 

通过 2021 年审计过程中执行上述程序，我们了解到公司每年会根据现有生

产线的损耗程度、预期寿命、现有产能、新增及潜在定点项目客户订单量等提前

规划生产线的采购建设工作。公司在股权转让事项之前即与无锡星亿进行合作，

采购生产线。通过对公司已有产线、使用年限、产能以及未来需求的了解和分析，

公司采购为真实需求，具备商业合理性。且公司在与无锡泓亿发生股权转让事项

之前与无锡星亿即存在采购交易。股权转让款偿还来源于无锡泓亿（包括无锡星

亿）的经营性现金收入。京威股份在股权转让之前持有无锡星亿 48%的股权，属

于京威股份的联营公司，股权转让后，股东关系终止，京威股份与无锡泓亿（包

括无锡星亿）无关联关系。 

（三）、请你公司独立董事说明是否上述对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的事项履



行勤勉尽责义务，如是，请提供相应证明资料；并对上述股权转让事项是否损

害上市公司股东利益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1、独立董事履行勤勉尽责的情况 

经公司与独立董事问询，各位独立董事均表示：“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在

上述对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的股权转让事项的持续期间内，一直高度关注公司

的催款情况及整体事项进展，对可能发生的风险进行风险提示，履行了独立董事

勤勉尽责的义务。 

2022 年 1 月 17 日，我们会同公司审计委员会参加了与年审会计师的见面会，

就公司 2021 年年度审计业务流程事项进行沟通，对公司财务报表有重大影响的

事项进行了重点剖析。其中，对公司应收股权转让款事项进行了详细深入的分析，

我们充分了解了公司转让宁波京威动力 27%股权和转让宁波正道京威 50%股权

给北京致云的过程情况，以及公司转让无锡星亿智能环保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48%

股权给无锡泓亿的过程情况。 

上述股权转让款，公司于 2021 年 1-12 月仅收到无锡泓亿公司的 800 万回款

和 150 万元银行承兑汇票，未收到北京致云的任何款项。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应收北京致云股权转让款余额 56,000 万元已全部逾期。公司管理层介绍，

公司已获得北京致云出具的承诺函，北京致云承诺以其拥有的某家上市公司实控

人债权为公司该笔债权做质押担保，作为其应付该笔股权转让款的增信措施。经

公司对北京致云该笔应收债权的适当调查，确认属实。从当时情况看，该应收股

权转让款预计会得到增信保证。我们和会计师提示公司尽快督促北京致云完成相

关增信手续的办理。 

我们向审计师了解了应对这些股权转让应收账款等重大事项拟采取的审计

程序和措施，并提醒审计师在会计处理上做到谨慎、在开展审计程序上做到充分，

同时要求公司适当时候采取司法手段追缴相关债权。 

2022 年 3 月 16 日，公司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了《关于

2021 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我们依据《公司章程》、《公司独立董事制

度》相关规定，认真审查了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的相关议案资料，并

对存在减值迹象的应收股权转让款展开了深入讨论，进一步了解了应收北京致云



和应收无锡泓亿两项股权转让款坏账准备计提的合理性，并对上述股权转让事项

强调应立即采取诉讼法律措施保障公司权益、提示公司做好风险防范及应对措施。 

截止目前，公司委托律师事务所，已就北京致云所欠股权转让款事项向人民

法院提起了诉讼。 

2022 年 3 月 22 日，公司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审计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审

议了公司“2021 年度报告及其摘要”，作为审计委员会成员袁蓉丽、郑元武和鲍

丽娜在会前均对年报中的对财务报表有重大影响的事项分别进行了沟通，充分了

解了重大事项的进展情况，其中委员会主任袁蓉丽特别对四季度影响利润的因素

进行了询问。” 

2、独立董事对股权转让事项发表的意见 

独立董事意见：“2018 年 4 月 13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

议审议通过将公司持有的宁波动力电池 27%的股权以及持有的宁波正道京威 50%

的股权，分别以 54,000 万元和 2,000 万元转让给北京致云；2018 年 10 月 17 日，

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将公司持有的无锡星亿智能环

保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48%的股权以 16,000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无锡泓亿。上述股

权转让事项是基于当时市场环境变化、合作各方战略规划存在分歧、交易机会等

原因，为维护公司的正当权益而作出的决策，公司已就股权转让事项履行了必要

的审议、披露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问题四、2021 年及 2020 年，你公司领取薪酬员工总人数分别为 7,950 人、

6,734 人，期末在职员工人数分别为 6,271 人、6,734 人；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

支付的现金金额分别为 84,054 万元、76,319 万元。请你公司补充披露以下内容，

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后发表意见。 

（一）、2021 年度员工人数发生大幅变动的原因，员工人数大幅减少对生产

经营造成的影响。 

【回复】 

2021 年公司披露的领取薪酬员工总人数为 7,950 人，系 2021 年度内在本公

司领取过薪酬的员工累计人数，包含了期末在职职工人员及报告期内曾在公司领

取过薪酬但报告期末已经离职的人员。2020 年公司披露的领取薪酬员工总人数

未包含当期已离职人员数量，2020 年包含已离职员工人数的领取薪酬员工总人



数为 8,873 人。2021 年领取薪酬员工总人数较上年同期变动幅度为-10.40%。 

2021 年末公司在职员工人数为 6,271 人，2020 年末为 6,734 人，减少人数

463 人，减少比例 6.88%。主要系公司一线生产员工的变动。 

与 2020 年对比，2021 年公司生产人员减少主要原因如下：一方面，公司持

续推行降本增效措施，通过改进工艺、提升效率、推行生产自动化、调整人员结

构等诸多措施，有计划、有步骤的降低人员数量。另一方面，受疫情及芯片短缺

影响，下游主机厂的整体产量及稳定生产受到了一定影响，进而影响配套零部件

企业的产量及正常的生产安排。为应对该市场环境及客户的不确定性变动，保质

保量及时供货，同时能灵活应对生产安排的起伏要求，公司采用部分劳务派遣用

工方式以应对以上的变化。 

公司人员波动在公司可控范围内，未对公司生产经营造成影响。 

（二）、结合人员变动时点、平均薪酬等情况，说明你公司支付的应付职工

薪酬金额大幅增长的原因及合理性。 

【回复】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年度 2020年度 变动额 
变动比

例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84,054.02 76,318.94 7,735.08 10.14% 

其中：支付劳务派遣费 4,843.92 2,199.16 2,644.76 120.26% 

支付给正式职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79,210.10 74,119.78 5,090.32 6.87% 

正式职工人数 7,950.00 8,873.00 -923.00 -10.40% 

正式职工平均薪酬/年 9.96 8.35 1.61 19.28% 

公司 2021 年支付薪酬 84,054.02 万元较 2020 年支付 76,318.94 万元增加

7,735.08 万元，增幅 10.14%。主要原因系（1）2020 年度公司享受了地方政府

因疫情防控稳定就业减免企业承担社会保险的政策，累计享受减免金额

4,616.85 万元；（2）依据公司制定的员工薪酬方案标准、结合各子公司所在地

区的社会平均工资水平，公司每年对员工薪资水平进行调整。另外，本年公司支

付给职工的奖金金额较上年增加了 1,342.20万元。2020 年剔除社保减免因素影

响后，2021 年、2020 年人均薪酬分别是 9.96 万元/年、8.87 万元/年，两期人

均薪酬增长幅度为 12.29%，属于公司正常的调薪增长范围，公司职工薪酬的变

动是合理的。 



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对京威股份应付职工薪酬情况，我们执行的主要程序如下： 

1）测试并评价公司薪酬与人事相关的关键内部控制； 

2）了解工资政策，对工资总额、员工人数两期变动进行分析，各部门各月

工资费用波动进行分析以及人均薪酬分析； 

3）对工资、社保、公积金等计提政策进行检查，对社保和公积金的计提进

行测算，对工资、社保及公积金的发放进行检查； 

4）检查劳务派遣合同、劳务派遣人员工作记录等，了解工资计提原则并对

工资计提和发放进行检查； 

5）检查应付职工薪酬的分配方法是否与上年一致，并将应付职工薪酬计提

数和相关的生产成本、费用等项目核对； 

6）检查离职补偿人员名单和金额，并与合同核对一致，离职补偿账务处理

是否正确； 

7）检查应付职工薪酬期后付款情况。 

通过 2021 年审计过程中执行的上述程序，京威股份 2021 年员工人数较 2020

年下降，主要系因通过劳务派遣工人替代了部分生产员工，2021 年和 2020 年薪

酬变动主要系因公司 2020 年享受政府给予的社保和住房公积金的减免、按照薪

酬政策每年度工资普涨以及 2021 年奖金较 2020 年增加所致。公司工资、奖金计

提和发放符合公司薪酬政策。 

 

特此公告。 

 

 

北京威卡威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5 月 25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