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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部年报问询函的回复 

天职业字[2022]26082-7号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部年报问询函[2022]第 314号》，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本所”）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部年报问询函[2022]第 314号》

（以下简称“问询函”）所列问题进行回答，特出具本报告。 

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报告的真实性、准确性承担法律责任，并

保证本报告中所涉及各项承诺不存在虚假陈述、重大遗漏之情形。 

一、问题 1、关于营业收入和净利润 

报告期内，你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6,524.66 万元，同比增长 40.21%；实现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以下简称“净利润”）-198.67 万元，同比下降

152.4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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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4.89 万元，同比下降 248.09%。请你公司结合所处行业情况、

业务发展情况、市场竞争情况、资产结构、成本、费用、毛利率等，补充说明

报告期内营业收入增长明显，而净利润和扣非后净利润大幅下降的原因，相关

因素是否具有持续性影响，是否对你公司持续经营能力进一步产生不利影响。

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1、关于营业收入大幅上升、净利润大幅下降、持续经营能力的说明 

（1）公司从事的主要业务为珠宝黄金业务、自行车及锂电池材料业务 

在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和人均收入水平不断提高的背景下，珠宝首饰消费在满足保值

需求外，也是人们追求时尚、彰显个性的需要。目前我国是全球最大、最重要、增长最快的

珠宝市场之一，多个珠宝品类消费位居世界前列，其中黄金、白银、铂金、玉石、珍珠等产

品销售均居世界首位。我国珠宝黄金行业市场已形成境内、香港、国外品牌三足鼎立格局，

市场份额持续集中。目前我国人均珠宝消费量依旧远低于发达国家，我国珠宝黄金消费市场

仍有较大提升空间，但市场竞争激烈。2019 年 8 月公司投资设立控股子公司深圳鑫森珠宝

黄金供应链有限公司，开始涉足珠宝黄金业务。经内生发展，珠宝黄金业务逐渐成为公司核

心经营业务。2020年、2021年，公司珠宝黄金业务营业收入分别为 8706万元、13292万元，

业务发展态势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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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是全球电动自行车生产和销售大国，经过多年发展，电动自行车逐渐成为消费者日

常短途出行和外卖快递行业的主要交通工具，目前全社会保有量约 2亿辆。同时新能源技术、

新能源材料发展和普及，及新能源领域国家政策支持，电动自行车及锂电池材料业务所处行

业空间广阔，具有长期持续发展的良好前景。新冠疫情的出现，提高了人们环保意识和健康

意识，绿色出行逐渐成为更多人的选择，但全球疫情仍在持续，及国内局部疫情时有发生，

对电动自行车行业的生产物资供应、生产组织、运输销售的效率和成本，产生了一些困扰和

影响。新能源原材料供应依然偏紧、输入性通膨压力加大局面依然持续。公司作为八十年代

成立的自行车企业，公司和产品曾享誉国内外，成为国内同行业领先者之一，深耕国内市场

三十多年来，公司自有“阿米尼”品牌和产品在国内市场具有比较稳定的业内声誉。但市场

竞争非常激烈，公司重整后家底薄、实力弱的实际情况并未改变，参与市场竞争的各项投入

有限。2020 年、2021 年，公司自行车及锂电池材料业务营业收入分别为 2984 万元、2937

万元。 

（2）公司 2021年 12月 31日资产结构如下： 

单位：万元 

资产项目 金额 占资产比重 

货币资金 3,324.70 34.15% 

应收账款 4,685.01 48.12% 

预付款项 130.04 1.34% 

其他应收款 49.47 0.51% 

存货 824.86 8.47% 

其他流动资产 181.42 1.86% 

流动资产合计 9,195.49 94.45% 

固定资产 343.92 3.53% 

使用权资产 150.53 1.55% 

递延所得税资产 6.40 0.07% 

其他非流动资产 40.00 0.41% 

非流动资产合计 540.85 5.55% 

资产合计 9,736.34 100.00% 

从资产构成和流动性来看，公司流动资产占资产比重为 94.45%，流动性较强。流动资

产主要由货币资金、应收账款构成，变现能力较强。 

（3）2021 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65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40.21%，主要系公司

珠宝黄金业务实现较大幅度增长。公司 2019年 8 月公司投资设立控股子公司深圳鑫森珠宝

黄金供应链有限公司，开始涉足珠宝黄金业务。三年时间里，公司在制度建设、团队建设、

业务系统建设、产品开发、供销客户拓展、市场发展、财务管理、内控管理等方面，不断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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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健全，经营订单运作效率和服务质量较初期逐步提升，客户珠宝黄金业务订单量提升，珠

宝黄金业务营业收入逐步增长。 

2021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为-198.67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152.4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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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4.89 万

元，同比下降 248.09%。在营业收入同比上升的背景下，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及扣非后净利

润同比下滑主要受毛利率下降、费用和坏账增加的影响。 

毛利率下降的分析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本年比上年增减 

营业收入 16,524.66 11,785.75 40.21% 

营业成本 15,260.70 10,322.16 47.84% 

营业毛利 1,263.96 1,463.59 -13.64% 

毛利率 7.65% 12.42% -4.77% 

分业务类别的收入、成本和毛利率表如下： 

单位：万元 

业务 
2021 年 2020 年 

收入 成本 毛利 毛利率（%） 收入 成本 毛利 毛利率（%） 

自行车业务 962.98 515.67 447.31 46.45 1,643.55 819.95 823.60 50.11 

电池材料 1,974.53 1,968.43 6.10 0.31 1,340.50 1,319.13 21.37 1.59 

珠宝黄金供应

链服务 

13,291.54 12,493.59 797.95 6.00 8,706.41 8,094.06 612.35 7.03 

软件设备 295.61 283.01 12.61 4.26 95.29 89.02 6.27 6.58 

合计 16,524.66 15,260.70 1,263.96 7.65 11,785.75 10,322.16 1,463.59 12.42 

2020年度至 2021年度，公司营业毛利率从 12.42%下降至 7.65%，主要影响因素分析如

下： 

2020年度至 2021 年度，公司自行车及零配件销售收入由 1,643.55 万元下降至 962.98

万元，毛利率下降 3.66%，主要由于自行车及电动自行车市场竞争的加剧以及新冠疫情的反

复对经营产生的影响，加上公司因为资金压力，在市场宣传营销方面投入有限，市场份额下

降，导致自行车及零配件销售的整体收入下降，规模效益降低所致。 

2020年度至 2021年度，公司锂电池材料销售收入由 1,340.50万元增长至 1,974.53万

元，成本由 1,319.13万元增长至 1,968.43 万元，毛利率下降 1.29%，主要由于 2021年第

四季度该业务原材料锰酸锂价格上涨幅度较大所致。此外，公司该业务规模相对于同行业公

司规模相比较小，规模效益本身相对较低，因此公司锂电池材料销售毛利率有所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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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度至 2021年度，公司珠宝黄金业务销售收入由 8,706.41万元增长至 13,291.54

万元，成本由 8,094.06万元增长至 12,493.59万元，毛利率下降 1.03%，由于公司该业务

盈利来源于向下游客户销售与向上游供应商采购之间的差价，伴随着原材料等价格高位波动，

销售毛利率有所下降。 

费用增加的分析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本年比上年增减 

销售费用 330.40 254.07 30.04% 

管理费用 615.46 478.36 28.66% 

研发费用 203.72 250.69 -18.74% 

财务费用 1.06 1.87 -43.32% 

合计 1,150.64 984.99 16.82% 

销售费用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本年比上年增减 

职工薪酬 154.31 107.82 43.13% 

市场促销宣传费 70.54 119.35 -40.90% 

租赁及物业管理费 2.81 0.38 639.47% 

差旅费用 16.39 13.37 22.59% 

其他 86.35 13.15 556.65% 

合计 330.40 254.07 30.04% 

管理费用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本年比上年增减 

职工薪酬 229.95 215.28 6.81% 

中介服务费 149.63 142.74 4.83% 

日常管理费 83.61 91.13 -8.25% 

折旧摊销费 152.28 29.21 421.33% 

合计 615.46 478.36 28.66% 

如上表所示，2021年度，公司费用较上年同期增加 16.82%，主要由销售费用及管理费

用增加所致。公司 2021年度销售费用为 330.40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 30.04%，主要系职

工薪酬支出及设计费用随着公司珠宝黄金业绩提升同步增加所致。公司 2021年度管理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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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615.46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 28.66%，主要系因适用新租赁准则，使用权资产折旧金额

较高所致。 

坏账准备增加的分析：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 年 12月 31 日 2020 年 12月 31 日 

其他应收款坏账损失 -4.98 -0.97 

应收账款坏账损失 -234.92 -59.35 

合计 -239.90 -60.32 

如上表所示，2021年度，公司信用减值损失发生额较上年同期增加 179.58万元，上升

比例为 297.72%，主要系客户货款逾期，存在减值风险，导致单项计提的坏账准备增加所致。 

未来在珠宝黄金业务方面，公司将进一步搭建供应商体系和拓展客户资源，完善内部业

务流程和内控体系建设，推进供应链系统平台搭建提升运营质量效率，争取实现营业收入较

大增长。在自行车及零配件及锂电池材料业务方面，公司将对重点成熟区域组织货源、管控

质量、协调运输及完善售后，保障订单业务稳定；对其他区域，积极与客户供应商沟通合作，

力争扩大阿米尼品牌的影响力，以促进订单业务增长。同时，公司将努力开源节流，加强供

应链管理和成本管控，保障业务稳步发展。 

综上，前述因素虽然对公司 2021年经营业绩造成了一定不利影响，但不会对公司未来

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也不具备持续性。 

2、会计师核查程序和意见 

针对上述收入事项，会计师执行了以下程序： 

（1）了解、评价和测试公司销售与收款相关内部控制设计和运行的有效性; 

（2）检查客户合同相关条款，关注定价方式、验收方式、交货地点及期限、结算方式

等是否发生变化，并评价收入确认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是否与披露的会计政策一

致; 

（3）通过公开渠道查询和了解主要客户的背景信息，如工商登记资料等，确认客户与

深中华公司及关联方是否存在潜在未识别的关联方关系; 

（4）向客户函证当期交易额和款项余额，并对重要客户进行走访，核实公司收入确认

的真实性; 

（5）检查客户合同、出入库单、送货单及送货签收记录等; 

（6）检查资产负债表日前后一定周期内的送货单，关注签收日期，确认收入确认是否

计入正确的会计期间。 

针对上述成本事项，会计师执行了以下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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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检查成本的内容和计算方法是否符合会计准则规定，前后期是否一致； 

（2）对成本执行分析性程序，分析不同业务类型的成本和毛利率是否存在异常，分析

成本月度波动是否异常； 

（3）对成本进行倒轧，复核公司成本结转的准确性； 

（4）取得企业存货库龄表，对存货跌价准备金额进行复核，以验证企业存货跌价准备

金额是否正确。 

针对上述费用事项，会计师执行了以下程序： 

（1）对费用执行分析性程序，分析费用月度波动是否异常； 

（2）检查大额费用的合同、发票、银行回单等单据，以验证费用的真实性； 

（3）对费用的计提及分摊进行测算，以验证发生额的准确性； 

（4）对费用进行截止测试，以检查是否发生跨期现象。 

经核查，报告期内，公司本期营业收入较上期大幅增加、净利润大幅减少符合行业情况，

真实反映公司的实际经营情况，相关因素虽然对公司 2021年经营业绩造成了一定不利影响，

但不会对公司未来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也不具备持续性。 

二、问题 3、关于前五大客户销售、第一大关联方客户销售和前五大供应商

采购 

你公司 2019 年、2020 年和 2021 年前五大客户合计销售金额占比分别为

74.82%、62.97%和 87.61%，2021年度新增第一大关联方客户销售占比为 30.36%；

前五大供应商合计采购金额占比分别为 67.89%、31.76%和 71.38%，前两大供应

商采购占比为 66.50%。请你公司： 

（1）披露第一大客户的具体情况，包括但不限于客户名称、成立时间、经

营范围、注册资本，经营规模与其订单金额是否匹配等，并说明对第一大客户

的主要销售情况，包括但不限于发生时点、产品、数量、价格等，第一大客户

是否为报告期内新增客户，相关销售合同的获取方式，相关交易是否存在商业

实质； 

（2）披露本期珠宝业务前五大客户具体情况，包括但不限于客户名称、成

立时间、经营范围、注册资本，经营规模与其订单金额是否匹配，是否与你公

司和你公司主要股东、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并对比

上一报告期前五大客户分析客户变化情况及原因； 

（3）说明前五大客户销售占比和前两大供应商采购占比较高的原因，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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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及采购渠道是否具有持续性，是否存在大客户、供应商依赖的情形。 

请年审会计师结合对公司审计核查的整体情况、销售合同核查情况、客户

函证及走访比例等，说明公司营业收入中是否存在无商业实质的交易，销售合

同、客户是否存在异常，收入确认是否准确，并对上述问题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披露第一大客户的具体情况，包括但不限于客户名称、成立时间、经营范围、

注册资本，经营规模与其订单金额是否匹配等，并说明对第一大客户的主要销售情况，包括

但不限于发生时点、产品、数量、价格等，第一大客户是否为报告期内新增客户，相关销售

合同的获取方式，相关交易是否存在商业实质； 

公司第一大客户为福州融润珠宝有限公司（简称“福州融润”），经查询工商网站公开

信息、公司业务财务信息，及对客户进行走访，经整理情况如下： 

1、第一大客户信息及销售情况说明 

（1）第一大客户信息 

客户名称 

销 售 合

同 的 获

取方式 

客户注册时

间 

合 作 时

间 
经营范围 

注 册

资本 

经 营

规模 

交 货

方式 

公 司

是 否

为 其

唯 一

客户 

其订单

金额是

否匹配 

是 否

为 报

告 期

内 新

增 客

户 

是 否

为 关

联方 

福州融润

珠宝有限

公司 

商 业 洽

谈，确认

需 求 后

下单 

2012-3-31 2020 年

5 月 

金银饰品、铂金饰品、钻石、

珠宝饰品生产、加工、销售；

旅游资源开发与经营；酒店

经营管理；物业管理；日用

百货、五金交电、电子产品、

化工原料（不含危险化学

品）销售；电子商务技术开

发。(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 

300

万 元

人 民

币 

小 型

企业 

快 递

至 客

户 福

州 门

店 

否 是 否 是 

福州融润是子公司鑫森的股东深圳钻金森珠宝黄金供应链有限公司的股东陈俊荣之妻

陈雪津实际控制的公司，该客户注册时间较早，2012年 3月 31日注册设立，2020年 5月开

始与鑫森公司开展业务合作，并非报告期内新增的客户，交易地点与福州融润经营地址一致。 

（2）对第一大客户的主要销售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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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 数量（件） 销售额（万元） 价格区间（元/件） 

钻石镶嵌饰品 6,081.00 2,816.58 439.82－219,546.90 

黄金饰品 6,700.00 2,190.40 304.11－14,225.12 

裸钻 18.00 10.55 3,095.81－17,256.64 

合计 12,799.00 5,017.52  

客户在福州设立两家门店，员工约 25人，主营珠宝批发及零售定制，福州融润向公司

批量采购黄金饰品、钻石镶嵌饰品后销售给福州当地的批发商及代理商，以及根据门店顾客

需求向公司下定制化订单。 

福州融润 2021年向公司采购金额为 5,017.52万元，较 2020年采购额增加了 3,956.27

万元，主要是随着深中华的子公司鑫森公司 3年来经营订单运作效率和服务质量较初期不断

提升，能够较好满足客户订单需求和时效保障等，并不断丰富珠宝黄金饰品等产品供应。2021

年福州融润向公司采购黄金饰品 2,190.40万元，此外，随着福州融润 2021年销售规模的扩

大，其钻石镶嵌饰品采购额增加，2021年钻石镶嵌饰品采购额为 2,816.58万元，较 2020

年采购额增加了 1,755.33万元，福州融润向公司采购金额符合其自身经营规模。 

公司与福州融润交易均有签订销售合同，公司按签收单确认收入，产品定价策略主要为

实时黄金价格+钻饰成品的加工费+钻石的国际行情价格+利润，福州融润销售毛利率与公司

珠宝业务平均毛利率水平接近，交易真实且公允。 

2、会计师核查程序和意见 

针对上述事项，会计师执行了以下程序： 

（1）了解、评价和测试公司销售与收款相关内部控制设计和运行的有效性; 

（2）检查客户合同相关条款，关注定价方式、验收方式、交货地点及期限、结算方式

等是否发生变化，并评价收入确认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是否与披露的会计政策一

致; 

（3）通过公开渠道查询和了解主要客户的背景信息，如工商登记资料等，确认客户与

深中华公司及关联方是否存在潜在未识别的关联方关系; 

（4）向客户函证当期交易额和款项余额，并对重要客户进行走访，核实公司收入确认

的真实性; 

（5）检查客户合同、出入库单、送货单及送货签收记录等; 

（6）检查资产负债表日前后一定周期内的送货单，关注签收日期，确认收入确认是否

计入正确的会计期间。 

经核查，会计师认为，福州融润是子公司鑫森的股东深圳钻金森珠宝黄金供应链有限公

司的股东陈俊荣之妻陈雪津实际控制的公司，该客户注册时间较早，2012年 3月 31日注册

设立，2020年 5月开始与鑫森公司开展业务合作，并非报告期内新增的客户，交易地点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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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融润经营地址一致，客户向公司采购金额符合其自身经营规模；会计师在走访时通过访

谈及检查福州融润对其客户的销售出库单，了解到福州融润向公司采购的产品在期后均已实

现销售，公司对福州融润的收入具有商业实质；公司与福州融润交易均有签订框架协议及具

体的购销合同，销售合同未见异常；公司与客户真实且公允，不存在虚构客户增加收入的情

形；公司按签收确认收入，不存在提前确认收入的情况。 

（二）披露本期珠宝业务前五大客户具体情况，包括但不限于客户名称、成立时间、

经营范围、注册资本，经营规模与其订单金额是否匹配，是否与你公司和你公司主要股东、

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并对比上一报告期前五大客户分析客户变化

情况及原因； 

1、本期珠宝业务前五大客户信息 

经查询工商网站公开信息、公司业务财务信息，及对客户进行走访，经整理情况如下： 

（1）福州融润珠宝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福州市鼓楼区鼓东街道五四路 158 号环球广场 A 区 2002 室-A 

注册资本 30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陈雪津 

成立日期 2012-3-31  

经营范围 金银饰品、铂金饰品、钻石、珠宝饰品生产、加工、销售；旅游资源开发与经营；

酒店经营管理；物业管理；日用百货、五金交电、电子产品、化工原料（不含危险

化学品）销售；电子商务技术开发。(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 

订单金额（万元） 5,017.52 

其订单金额是否

匹配 

是 

是否存在关联关

系 

是 

（2）深圳市云上珠宝首饰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 

注册地址 深圳市罗湖区东晓街道翠竹北路石化工业区 3 栋 6 楼东 

注册资本 100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林云斌 

成立日期 2015-5-6 

经营范围 一般经营项目是：黄金、珠宝、铂金、玉器、钻石、琥珀、珊瑚饰品的销售；国内

贸易，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许可经营项目是： 



10 
 

订单金额（万元） 4,684.52 

其订单金额是否

匹配 

是 

是否存在关联关

系 

否 

（3）西安众金璞商贸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地址 陕西省西安市碑林区环城南路东段宏信国际花园 1 号楼 1709 室 

注册资本 100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李雁玲 

成立日期 2017-12-26 

经营范围 珠宝、金银饰品、计算机及耗材、办公用品、钟表、眼镜、工艺品、普通机械及配

件、五金交电、日用百货、服装鞋帽、针纺织品、黄金饰品的销售；文化艺术交流

活动的策划；企业管理咨询；企业形象设计；商务信息咨询；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

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订单金额（万元） 1,834.13 

其订单金额是否

匹配 

是 

是否存在关联关

系 

否 

（4）西安格罗姆商贸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地址 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长安中路 123 号赛格国际购物中心一层 1C002 号 

注册资本 100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李雁玲 

成立日期 2017-12-29 

经营范围 珠宝、金银饰品、计算机及耗材、办公用品、钟表、眼镜、工艺品、普通机械及配

件、五金交电、日用百货、服装鞋帽、针纺织品的销售；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的策划；

企业管理咨询；企业形象设计；商务信息咨询（除金融、证劵、期货、基金的信息

咨询）；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禁止或限制进出口的货物、技术除外）。(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订单金额（万元） 1,265.82 

其订单金额是否

匹配 

是 

是否存在关联关

系 

否 

（5）福州市仓山区鼎爵珠宝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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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类型 个体工商户 

注册地址 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金山街道浦上大道 272 号仓山万达广场 A 区 1F 层编号

【JY-BX-017】 

注册资本 - 

法定代表人 崔银梅 

成立日期 2021-11-5 

经营范围 珠宝首饰零售；珠宝首饰批发；珠宝首饰回收修理服务；日用百货销售；五金产品

零售；五金产品批发；电子产品销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 

订单金额（万元） 399.84 

其订单金额是否

匹配 

是 

是否存在关联关

系 

否 

如以上表所示，除福州市仓山区鼎爵珠宝商行外，公司珠宝业务前五大客户注册时间均

较早，其自公司珠宝业务开展以来陆续进行交易，向公司采购金额符合其自身经营规模。福

州市仓山区鼎爵珠宝商行是公司本期新开发的客户，主要业务是黄金饰品业务，由于黄金产

品周转快，加之年底为珠宝商配货高峰期，下单规模大，公司与其交易额符合行业特点。 

本期珠宝业务前五大客户，与深圳中华自行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主要股东、董事、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均不存在关联关系。第一大客户福州融润是子公司鑫森的股东深圳钻金

森珠宝黄金供应链有限公司的股东陈俊荣之妻陈雪津实际控制的公司。 

上期前五大客户分别是西安格罗姆商贸有限公司、深圳彼爱钻石有限公司、恒信玺利实

业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云上珠宝首饰有限公司、福州融润珠宝有限公司，其中，恒信玺利

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5年 7月 10日挂牌新三板，主营钻石珠宝首饰产品的设计研发和销

售，2019年拟 A股 IPO，由于其 IPO规范成本高且融资能力下降，资金回款较慢，公司经综

合评估，本期暂停与其合作；深圳彼爱钻石有限公司于 2020年 7月申请破产，本期已结束

合作。 

西安众金璞商贸有限公司和福州市仓山区鼎爵珠宝商行是本期新增的前五大客户，其中，

西安众金璞商贸有限公司与西安格罗姆商贸有限公司均为 CC卡美品牌的结算主体，CC卡美

是一个以别致、婉约设计珠宝表达中国情感的专业珠宝品牌，现已进入中国大陆 20余座城

市，拥有 40多家店面，公司与 CC卡美的交易结算从西安格罗姆商贸有限公司转为西安众金

璞商贸有限公司；福州市仓山区鼎爵珠宝商行是公司通过同行引荐开发的客户，主营黄金珠

宝零售批发业务。 

2、会计师核查程序和意见 

针对上述事项，会计师执行了以下程序： 

（1）了解、评价和测试公司销售与收款相关内部控制设计和运行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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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检查客户合同相关条款，关注定价方式、验收方式、交货地点及期限、结算方式

等是否发生变化，并评价收入确认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是否与披露的会计政策一

致; 

（3）通过公开渠道查询和了解主要客户的背景信息，如工商登记资料等，确认客户与

深中华公司及关联方是否存在潜在未识别的关联方关系; 

（4）向客户函证当期交易额和款项余额，并对重要客户进行走访，核实公司收入确认

的真实性; 

（5）检查客户合同、出入库单、送货单及送货签收记录等; 

（6）检查资产负债表日前后一定周期内的送货单，关注签收日期，确认收入确认是否

计入正确的会计期间。 

会计师对珠宝业务前五大客户的销售合同、签收单等进行了核查，核查比例达 80%以上，

并对前五大客户执行了函证程序，走访了福州融润珠宝有限公司与深圳市云上珠宝首饰有限

公司。经核查，销售合同未见异常，公司与客户直接的交易真实，具有商业实质，不存在虚

构客户增加收入的情形；公司按签收单确认收入，不存在提前确认收入的情况；前五大客户

向公司采购金额符合其自身经营规模；福州融润是子公司鑫森的股东深圳钻金森珠宝黄金供

应链有限公司的股东陈俊荣之妻陈雪津实际控制的公司，其他客户与公司主要股东、董事、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均不存在关联关系；本期前五大客户变化主要是受客户实际经营情况影

响，符合实际情况。 

（三）说明前五大客户销售占比和前两大供应商采购占比较高的原因，相关销售及采

购渠道是否具有持续性，是否存在大客户、供应商依赖的情形。 

1、向前五大客户销售的情况 

单位：万元 

客户名称 销售金额 
占当期主营业务收入

比例（%） 
期末应收账款余额 期后回款 

福州融润珠宝有限公司 5,017.52 30.36 414.63 414.63 

深圳市云上珠宝首饰有限公司 4,684.52 28.35 462.72 462.72 

西安众金璞商贸有限公司 1,834.13 11.10 944.61 607.83 

广水市嘉旭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1,675.10 10.14 1,892.57 680.00 

西安格罗姆商贸有限公司 1,265.82 7.66 0.17 - 

合计 14,477.09 87.61 3,714.70 2,165.18 

注：上表期后回款数据统计至 2022年 4月 22日审计报告批准报出日。 

公司前五大客户销售中，珠宝销售占比 77.47%，珠宝客户集中度高，主要是因为钻石

饰品价格受重量、颜色、净度等多个参数的影响，钻石需经过严格的挑选及检测，钻石货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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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高，珠宝批发及代理商往往需要对珠宝供应链公司进行严格的筛选，一旦确立业务合作

关系，即形成长期的合作关系；为保证产品供货及时性及稳定性，钻石批发及代理商一般向

少数几家评估后的供应商采购，所以客户集中符合行业情况，销售渠道具有持续性。 

公司珠宝业务主要是做珠宝批发，定制类业务占比较小，仅占 4%左右，公司珠宝款式

比较大众化且较为畅销，销售渠道较多，加之钻石黄金容易变现且保值性强，综上，公司对

前五大客户不存在重大依赖。 

2、向前两大客户采购的情况 

排名 供应商名称 
采购金额 

（万元） 

占当期营业成本

总额比例（%） 

1 深圳市华茂黄金有限公司 5,528.77 36.23 

2 福建恒胜珠宝有限公司 4,619.13 30.27 

合计 10,147.90 66.50 

公司前两大客户分别为深圳市华茂黄金有限公司（简称“华茂黄金”）、福建恒胜珠宝

有限公司（简称“福建恒胜”），其中，华茂黄金是上海黄金交易所的一级会员，由于公司

暂不具备向上海黄金交易所采购黄金的资格，所有黄金采购均需通过华茂黄金向上海黄金交

易所采购，故采购占比大；华茂黄金资信良好且经营稳定，公司对华茂黄金的采购渠道具有

持续性；根据上海黄金交易所会员名录与查询，截止目前，上海黄金交易所深圳会员数量在

20家以上，不同会员黄金供货质量相同，手续费率存在小幅差异，采购成本相近，黄金采

购渠道多，公司对深圳市华茂黄金有限公司不存在重大依赖。 

福建恒胜珠宝有限公司是公司通过同行引荐获取的钻石镶嵌饰品成品供应商，该供应商

钻石饰品款式设计贴近市场需求，与公司设计理念契合，公司所有钻石镶嵌饰品成品均向该

供应商采购，经统计，公司钻石镶嵌饰品直接销售占比 26.16%，公司向福建恒胜的采购比

例与钻石镶嵌饰品销售占比接近，符合公司业务情况；自公司珠宝业务开展以来，就与福建

恒胜陆续进行交易，福建恒胜供货及时稳定，采购渠道具有可持续性；子公司深圳鑫森珠宝

黄金供应链有限公司所在地址深圳水贝，是国内交易量、影响力最大的珠宝专业交易市场，

同时也是珠宝厂商的聚集地，公司采购渠道多，对福建恒胜不存在重大依赖。 

3、会计师核查意见 

公司客户及供应商集中度高，符合行业情况，具有合理性；公司与客户、供应商一般保

持长期的合作，销售与采购渠道具有持续性；销售与采购渠道较多，不存在对上述大客户、

供应商依赖的情形。 

（四）收入总体核查情况及意见 

对于收入确认，会计师执行了以下程序： 

（1）了解、评价和测试公司销售与收款相关内部控制设计和运行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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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检查客户合同相关条款，公司定价方式、验收方式、交货地点及期限、结算方式

等未发生重大变化，收入确认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与披露的会计政策一致; 

（3）通过公开渠道查询和了解主要客户的背景信息，如工商登记资料等，经核查，公

司不存在通过虚构客户增加收入的情况，对关联交易及关联往来已进行充分披露; 

（4）向客户函证当期交易额和款项余额，函证比例如下： 

单位：元 

项目 主营业务收入 应收账款 

发函金额 a 158,057,232.52 52,170,243.01 

科目余额 b 165,246,577.95 54,169,661.20 

发函比例 c=a/b 95.65% 96.31% 

回函金额 e 158,057,232.52 49,553,825.89 

其中：回函相符金额 126,994,474.82 40,044,833.91 

回函不符但调节后相符金额 31,062,757.70 9,508,991.98 

相符比例 f=e/a 100.00% 94.98% 

（5）对客户进行走访，前五大客户中，本期走访了福州融润珠宝有限公司、深圳市云

上珠宝首饰有限公司、广水市嘉旭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三家客户，三家客户收入占比 68.85%； 

（6）检查客户合同、出入库单、送货单及送货签收记录等，检查比例达 80%以上，公

司与客户的交易是真实的; 

（7）检查资产负债表日前后一定周期内的送货单，关注签收日期，经检查，公司不存

在提前确认收入的情形。 

三、问题 4、关于应收账款 

年报显示，你公司应收账款报告期末账面余额 5,416.97 万元，计提坏账准

备 731.96 万元，计提比例 12.33%，较去年同期计提比例 8.28%增长了 5.23%。

其中，单项金额重大并单独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对象有广水市嘉旭能源科技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嘉旭能源”）一家公司，对应应收账款期末余额 1,892.57

万元，计提坏账准备 378.51 万元，计提比例为 20%，另外单项金额不重大但单

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公司有 8家，应收账款期末账面余额共计 514.68 万元，计提

坏账准备 344.42 万元。你公司应收账款坏账准备期初余额为 497.04 万元，本

期增加 423.06 万元，收回或转回 188.13 万元。请你公司： 

（1）结合你公司会计政策、应收账款结构，量化分析 2021 年应收账款计

提比例大幅高于 2020 年度的原因及合理性，是否存在部分应收账款未及时计提

坏账准备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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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20 年嘉旭能源为你公司第一大应收账款欠款方，你公司未对其单独

计提坏账准备，而 2021年你公司对嘉旭能源单独计提坏账准备，计提比例为 20%，

请你公司说明报告期内改变对嘉旭能源应收账款计提方式的具体原因和依据，

其履约能力或履约意愿是否出现明显不利变化等； 

（3）说明上述收回或转回的应收账款对应款项涉及的对象、发生时间、金

额、减值准备的计提时间、转回理由及合理性。 

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结合你公司会计政策、应收账款结构，量化分析 2021年应收账款计提比例大幅

高于 2020年度的原因及合理性，是否存在部分应收账款未及时计提坏账准备的情形； 

1、应收账款坏账政策及坏账准备计提情况如下： 

（1）公司应收账款坏账政策如下： 

1）单项金额重大并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 

单项金额重大的判断依据或金额标准 单项金额重大并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计提方法 

单项金额超过 500 万元（含）的应收商业承兑汇票、

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根据其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低于

其账面价值的差额计提坏账准备 

2）按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 

确定组合的依据  

账龄分析组合 根据以前年度与之相同或相类似的、具有类似信用

风险特征的应收款项组合的实际损失率为基础，对

于单项金额非重大的应收款项，将其与经单独测试

后未减值的应收款项一起按信用风险特征划分为

若干组合。 

其他 银行承兑汇票 

组合中，采用账龄分析法计提坏账准备的计提比例如下： 

账龄 应收商业承兑汇票计提比例 应收账款计提比例 其他应收款计提比例 

1 年以内（含 1 年） 0.3% 0.3% 0.3% 

1～2 年（含 2 年） 100% 0.3% 0.3% 

2～3 年（含 3 年） 100% 0.3% 0.3% 

3 年以上 100% 100% 100% 

其中：已确定无法收回的 予以核销 予以核销 予以核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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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单项金额重大并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 

单项金额不重大的判断依据或金额标准 单项金额虽不重大并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计提方法 

单项金额低于 500 万元（含）且根据性质收回可能性

很小的应收商业承兑汇票、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根据其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低于其

账面价值的差额计提坏账准备 

（2）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情况 

公司的应收账款分类披露如下： 

类别 

期末余额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价值 
金额 比例（%） 金额 

计提比例

（%） 

单项金额重大并单独计提

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 

18,925,666.88 34.94 3,785,133.38 20.00 15,140,533.50 

按信用风险特征组合（账龄

分析法）计提坏账准备的应

收账款 

30,097,225.06 55.56 90,291.68 0.30 30,006,933.38 

单项金额不重大但单独计

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 

5,146,769.26 9.50 3,444,152.55 66.92 1,702,616.71 

合计 54,169,661.20 100.00 7,319,577.61 13.51 46,850,083.59 

续上表： 

类别 

期初余额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价值 
金额 比例（%） 金额 

计提比例

（%） 

单项金额重大并单独计提

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 

- - - - - 

按信用风险特征组合（账龄

分析法）计提坏账准备的应

收账款 

49,601,217.08 82.67 148,803.65 0.30 49,452,413.43 

单项金额不重大但单独计

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 

10,400,557.65 17.33 4,821,546.38 46.36 5,579,011.27 

合计 60,001,774.73 100.00 4,970,350.03 8.28 55,031,424.70 

单项金额重大并单独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 

名称 
期末余额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计提比例（%） 计提理由 

广水市嘉旭能源科技有限 18,925,666.88 3,785,133.38 20.00 货款逾期，存在



17 
 

名称 
期末余额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计提比例（%） 计提理由 

公司 减值风险 

合计 18,925,666.88 3,785,133.38 20.00  

按账龄分析法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 

账龄 期末余额 坏账准备期末余额 计提比例（%） 

1 年以内（含 1 年） 28,013,989.01 84,041.97 0.30 

1-2 年（含 2 年） 2,073,521.05 6,220.56 0.30 

2-3 年（含 3 年） 9,715.00 29.15 0.30 

合计 30,097,225.06 90,291.68 0.30 

期末单项金额虽不重大但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 

应收款项内容 期末余额 坏账金额 计提比例（%） 理由 

四川万灵电动科技有限公司 1,102,072.20 1,102,072.20 100 预计收回难度较大 

苏州市大名车业有限公司 990,658.42 495,329.21 50 预计收回难度较大 

苏州市佳鑫经贸有限公司 888,757.00 444,378.50 50 预计收回难度较大 

东莞大享新能源有限公司 741,734.00 222,520.20 30 预计收回难度较大 

石家庄大松科技有限公司 677,064.00 677,064.00 100 预计收回难度较大 

广东新凌嘉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348,136.00 104,440.80 30 预计收回难度较大 

上海斯文电动车有限公司 281,507.50 281,507.50 100 预计收回难度较大 

天津汇聚电动车有限公司 116,840.14 116,840.14 100 预计收回难度较大 

合计 5,146,769.26     3,444,152.55 66.92  

如以上表格所示，公司 2021年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金额大幅高于 2020年主要是因为

对广水市嘉旭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单项计提了 20%的坏账，坏账准备计提金额为 3,785,133.38

元。此外，公司根据坏账准备政策按账龄计提法计提坏账 90,291.68元，坏账准备较小主要

是因为应收账款账龄主要集中于 1年以内；公司根据客户的资信状况、回款能力等方面进行

判断，对应收账款余额 500万元以下的客户单项计提了坏账准备 3,444,152.55元，上期金

额不重大但单项计提金额为 4,821,546.38元，本期坏账准备计提较上期减少 1,377,393.83

元，主要是因为本期客户以货抵债或收回了货款，应收账款余额减少导致。公司应收账款坏

账准备计提是及时、充分且合理的。 

2、会计师核查程序和意见 

针对上述事项，会计师执行了以下程序： 

（1）对应收账款管理内控相关内部控制的设计及运行有效性进行了解和测试； 

（2）复核管理层有关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会计政策的合理性及一致性,并对管理层认

定的单项金额重大标准是否合理进行复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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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对于单独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选取样本获取管理层对预计未来可收回金额

做出估计的依据，包括客户信用记录、违约或延迟付款记录及期后实际还款情况，并复核其

合理性； 

（4）对于按账龄分析法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分析公司应收账款坏账准备会计估

计的合理性，并选取样本对账龄准确性进行测试。 

经核查，会计师认为，公司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符合会计政策，应收账款坏账准备的

计提是及时、充分且合理的。 

（二）2020年嘉旭能源为你公司第一大应收账款欠款方，你公司未对其单独计提坏账

准备，而 2021 年你公司对嘉旭能源单独计提坏账准备，计提比例为 20%，请你公司说明报

告期内改变对嘉旭能源应收账款计提方式的具体原因和依据，其履约能力或履约意愿是否出

现明显不利变化等； 

1、嘉旭能源应收账款计提方式的具体原因和依据 

受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高位波动影响，锂电池相关的原材料价格猛涨，根据 SMM价格

显示，截至 2021年 12月 24日，中国电池级碳酸锂价格从 5.3万元/吨上涨至 25.4万元/

吨，较年初涨幅约 379%，锂电池原材料价格高但毛利率低，锂电池生产商材料成本难以转

嫁至下游，受行业影响，嘉旭能源 2021年经营资金周转存在困难，导致应收账款逾期时间

长，截至 2022年 4月 19日，嘉旭能源回款金额 680.00万元，回款比例为 35.90%，资金回

笼存在一定风险，考虑其账龄在一年以内，且期后也在陆续回款，公司对其应收账款计提

20%的坏账准备。 

2、会计师核查程序和意见 

会计师执行了以下程序：对嘉旭能源进行走访，对其嘉旭能源高管进行访谈，到其生产

车间观察生产情况，获取纳税申报表及检查广水嘉旭的电费单、高压用户单。 

经核查，我们认为，公司对广水嘉旭按 20%计提坏账准备是充分合理的。 

（三）说明上述收回或转回的应收账款对应款项涉及的对象、发生时间、金额、减值

准备的计提时间、转回理由及合理性。 

1、应收账款收回或转回情况 

客户名称 发生时间  
减值准备计提

时间 

2020 年应收账款

期末余额 

2021 年应收账款

期末余额 

坏账准备收

回或转回 

深圳市加浩松科技有限公司 2017-2019 年 2019 年 2,393,603.75 - 718,081.13 

深圳市威特瑞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2017-2019 年 2020 年 1,670,971.05 - 501,291.32 

郑州桂冠科贸有限公司 2017 年前-2020 年 2020 年 1,007,233.79 7,600.00 302,170.14 

石家庄大松科技有限公司 2017 年前 2017 年前 837,064.00 677,064.00 16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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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市大名车业有限公司 2017 年前-2019 年 2020 年 652,372.42 355,920.42 148,226.00 

广东新凌嘉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 2019 年 371,136.00 348,136.00 27,950.69 

上海斯文电动车有限公司 2017 年前-2020 年 2018-2020 年 304,867.50 281,507.50 23,360.00 

济南禹欣泰销售有限责任公司 2017 年前-2019 年 2020 年 510.00 - 255.00 

合计   7,237,758.51 1,670,227.92 1,881,334.28 

其中： 

深圳市加浩松科技有限公司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转回理由为：该客户 2021年以三元材料、

电解液货物抵减了债务 2,343,000.00元，收回货款 50,603.75元，2021年应收账款期末余

额为零，公司将以前年度计提的坏账准备 718,081.13元全部转回。 

深圳市威特瑞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转回理由为：该客户 2021年以锰

酸锂货物抵减了债务 1,670,000.00元，收回货款 971.05元，2021年应收账款期末余额为

零，公司将以前年度计提的坏账准备 501,291.32元全部转回。 

其他客户应收账款坏账转回理由为：收回了货款，应收账款余额减少所致。 

2、会计师核查意见 

应收账款坏账准备收回或转回是因为客户以货抵债或者收回了货款，应收账款余额减少

所致，应收账款坏账准备收回或转回理由合理。 

 

 

 

 

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二○二二年五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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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本期珠宝业务前五大客户信息
	2、会计师核查程序和意见

	（三）说明前五大客户销售占比和前两大供应商采购占比较高的原因，相关销售及采购渠道是否具有持续性，是否存在大客户、供应商依赖的情形。
	1、向前五大客户销售的情况
	2、向前两大客户采购的情况
	3、会计师核查意见

	（四）收入总体核查情况及意见

	三、问题4、关于应收账款
	（一）结合你公司会计政策、应收账款结构，量化分析2021年应收账款计提比例大幅高于2020年度的原因及合理性，是否存在部分应收账款未及时计提坏账准备的情形；
	1、应收账款坏账政策及坏账准备计提情况如下：
	2、会计师核查程序和意见

	（二）2020年嘉旭能源为你公司第一大应收账款欠款方，你公司未对其单独计提坏账准备，而2021年你公司对嘉旭能源单独计提坏账准备，计提比例为20%，请你公司说明报告期内改变对嘉旭能源应收账款计提方式的具体原因和依据，其履约能力或履约意愿是否出现明显不利变化等；
	1、嘉旭能源应收账款计提方式的具体原因和依据
	2、会计师核查程序和意见

	（三）说明上述收回或转回的应收账款对应款项涉及的对象、发生时间、金额、减值准备的计提时间、转回理由及合理性。
	1、应收账款收回或转回情况
	2、会计师核查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