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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于 对 苏 州 海 陆 重 工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2 0 2 1 年 年 报 问 询 函 的 回 复  

 

大华核字[2022]0010350 号 

 

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管理部： 

苏州海陆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陆重工”或“公司”）转来贵部《关于

对苏州海陆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报的问询函》（公司部年报问询函〔2022〕

第 217 号）收悉，根据相关要求，我们对需要会计师发表意见的相关问题回复如

下： 

一、问题 1 

1、根据年报，你公司 2021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25.33 亿元，其中第四季度实现

10.94 亿元，占全年的 43.19%（2020 年度占比为 35.80%）。根据你公司前期对我部

《关于对苏州海陆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报的问询函》（公司部年报问询函

〔2021〕第 12 号）的回复（以下简称“2020 年报问询回复”），你公司截至 2020 年

末在手订单对应有 22.49 亿元预计将于 2021 年度确认收入。你公司压力容器产品

的收入逐年增长，2019 年至 2021 年实现营业收入分别为 2.98 亿元、4.06 亿元、9.07

亿元。 

请你公司： 

（1）按订单列示第四季度收入、成本并说明两者的匹配性，说明 2021 年第

四季度收入占比同比上升的原因及合理性，收入截止性测试的具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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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根据你公司 2020 年报问询回复估计，你公司 2021 年度就新增订单确认

收入为 2.84 亿元，请说明 2021 年新获订单数量、金额，相较 2020 年度是否存在

大幅下降，如是，说明下降原因及对你公司生产经营的影响； 

（3）请列示 2019 年至 2021 年相关产品的销量、单价及各年间变化原因，说

明各年间的核算政策及其变化情况，该业务与其他工程类项目之间的关系，在其

他业务未发生大幅变化的情况下而此类产品收入大幅增长的原因及合理性。 

请年审会计师对上述问题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按订单列示第四季度收入、成本并说明两者的匹配性，说明 2021 年第

四季度收入占比同比上升的原因及合理性，收入截止性测试的具体情况； 

1、按订单列示第四季度收入、成本并说明两者的匹配性 

公司 2021 年第四季度收入金额、成本金额及毛利率情况如下： 

产品类别 
订单数量

（个） 

第四季度收入金

额（万元） 

第四季度成本金

额（万元） 

第四季度毛利率

（%） 

全年毛利率

（%） 

锅炉及相关配套

产品 
124 38,067.74 27,375.76 28.09 25.65 

压力容器产品 27 46,249.06 37,238.12 19.48 18.46 

核电产品 5 992.22 799.01 19.47 24.44 

污水处理工程 29 2,160.82 1,598.40 26.03 27.07 

环保工程服务 6 13,444.82 10,154.06 24.48 19.70 

其他业务（注） - 8,525.33 4,698.96 44.88 46.50 

合计 191 109,439.98 81,864.32 25.20 25.06 

注：其他业务主要系新能源电力销售、固废污水处置和废料销售等滚动模式业务。 

由上表可见，公司第四季度综合毛利率与全年毛利率基本一致，主要产品类

别的第四季度毛利率与全年毛利率存在略微差异但不重大，主要系公司的锅炉及

相关配套产品、压力容器产品、核电产品和工程类服务均属于定制化业务，每个

订单的价格通常通过招投标等方式确定，受市场竞争的激烈程度、技术要求、制

作难度以及客户对价格的敏感程度等各方面的因素影响，因而每个订单的定价水

平、成本情况不尽相同。此外，公司根据收入及成本核算原则，在满足收入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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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时确认收入，同时结转相关成本至营业成本，收入、成本的确认是准确、完

整、真实的。公司第四季度收入与成本是匹配的。 

2、说明 2021 年第四季度收入占比同比上升的原因及合理性 

公司 2021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25.33 亿元，其中：第四季度实现 10.94 亿元，占

全年的 43.19%；公司 2020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20.25 亿元，其中：第四季度实现 7.25

亿元，占全年的 35.80%，2021 年第四季度收入较 2020 年第四季度收入占比提高主

要系：盛虹炼化（连云港）有限公司近年来签订的订单在第四季度集中交付，确

认收入 2.47 亿元，如剔除该客户的影响，2021 年第四季度收入占全年收入的比例

为 33.47 %，同比变动较小。 

此外，公司与同行业可比公司按季度统计的营业收入情况如下表所示： 

项目 

西子洁能（002534） 兰石重装（603169） 天沃科技（002564） 同行业平均 海陆重工 

金额（万

元） 

占比

（%） 

金额（万

元） 

占比

（%） 

金额（万

元） 

占比

（%） 

金额（万

元） 

占比

（%） 

金额（万

元） 

占比

（%） 

2021 年度 

第一季度 98,426.02 14.96  80,858.95 20.03  201,902.20 29.66  127,062.39  21.88  35,293.04 13.93  

第二季度 180,550.08 27.45  88,335.11 21.88  211,206.44 31.03  160,030.54  27.56  63,212.76 24.96  

第三季度 140,961.10 21.43  104,430.43 25.87  65,049.40 9.56  103,480.31  17.82  45,333.31 17.90  

第四季度 237,875.91 36.16  130,081.61 32.22  202,521.08 29.75  190,159.53  32.74  109,439.99 43.21  

合计 657,813.11 100.00  403,706.10 100.00  680,679.12 100.00  580,732.78  100.00  253,279.10 100.00  

2020 年度 

第一季度 92,521.87 17.28  63,833.79 22.01  101,129.81 13.11  85,828.49  16.12  20,795.26 10.27  

第二季度 144,797.40 27.04  52,606.72 18.13  125,966.05 16.33  107,790.06  20.25  63,595.07 31.40  

第三季度 128,055.12 23.91  68,482.65 23.61  273,922.38 35.52  156,820.05  29.46  45,621.02 22.53  

第四季度 170,192.24 31.78  105,160.92 36.25  270,229.12 35.04  181,860.76  34.17  72,499.64 35.80  

合计 535,566.63  100.00  290,084.08  100.00  771,247.36  100.00  532,299.36  100.00  202,510.99  100.00  

如上表所示，从公司与同行业可比公司按季度汇总的销售收入可以看出，通

常下半年稍高于上半年，公司各季度之间收入波动情况与同行业可比公司无重大

差异。2021 年第四季度收入较 2020 年第四季度收入占比提高主要系盛虹炼化（连

云港）有限公司的订单在 2021 年第四季度集中交付，确认收入 2.47 亿元所致。 

3、收入截止性测试情况 

针对公司是否存在跨期确认收入情形，我们执行的截止性测试主要程序包括： 

（1）了解、评价和测试与收入确认相关的内部控制关键控制设计及运行的有

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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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对公司主要销售人员进行访谈，了解公司与主要客户的交易情况及收入

波动原因，了解公司发货情况及客户签收或验收相关情况； 

（3）结合预收合同款的收款情况、合同约定等分析判断收入确认是否合理，

获取期末发出商品明细，核对大额发出商品期后转销情况； 

（4）对主要客户在报告期内收入发生额及往来余额进行函证； 

（5）对于内销收入，对公司资产负债表日后一个月确认的营业收入执行截止

性测试程序，获取销售收入明细账，从中抽取记账凭证，并与出库单、客户签收

单等支持性单据进行核对，核查收入是否计入了恰当的期间，截止性测试核查比

例为 64.36%； 

（6）对于外销收入，获取公司资产负债表日前后一个月的中国电子口岸（出

口退税联网稽查系统）的成交记录及报关单等支持性文件，以评价收入是否被记

录于恰当的会计期间，资产负债表日前后核查比例为 100.00%。 

经核查，公司 2021 年度收入不存在跨期情况。 

（二）根据你公司 2020 年报问询回复估计，你公司 2021 年度就新增订单确

认收入为 2.84 亿元，请说明 2021 年新获订单数量、金额，相较 2020 年度是否存

在大幅下降，如是，说明下降原因及对你公司生产经营的影响； 

报告期内，公司在手订单的执行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公式 金额 

2020 年末在手订单金额 A 278,066.77 

2020 年末在手订单在 2021 年确认收入金额 B 189,301.50 

2021 年度新增订单确认收入金额 C 33,524.72 

2021 年度其他业务确认收入金额（注） D 30,452.88 

2021 年度收入金额合计 E=B+C+D 253,279.10 

2020 年末在手订单在 2021 年未确认收入金额 F=A-B 88,765.27 

2021 年度新接订单金额 G 229,597.23 

2021 年末在手订单金额 H=A+G-B-C 284,837.79 

注：其他业务主要来自于固废污水处置、新能源电力销售和废料销售等滚动模式业务。 

由上表可见，2020 年末在手订单在 2021 年确认收入金额 18.93 亿元，与公司

2020 年报问询回复预计的 22.49 亿元有差异，主要系部分订单因设计图纸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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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要求变更、生产环节复杂等原因，建造周期超过 1 年；另外部分现场制作的

项目受疫情影响，项目实施进度慢，影响交货期。 

2021 年，公司新接订单数量、金额分别为 557 个、22.96 亿元，相较去年同比

分别增长 14.14%、1.51%，不存在大幅下降的情形。 

 

（三）请列示 2019 年至 2021 年相关产品的销量、单价及各年间变化原因，

说明各年间的核算政策及其变化情况，该业务与其他工程类项目之间的关系，在

其他业务未发生大幅变化的情况下而此类产品收入大幅增长的原因及合理性。 

1、2019 年至 2021 年相关产品的销量、单价 

2019 年至 2021 年压力容器产品的销量、单价变动情况如下： 

项目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金额 变动率（%） 金额 变动率（%） 金额 

销售收入（万元） 90,681.86 123.34 40,602.44 36.41 29,766.05 

销售数量（台） 354.00 84.38 192.00 0.52 191.00 

平均销售单价（万元/台） 256.16 21.13 211.47 35.69 155.84 

2020年至 2021年，压力容器产品的销售数量分别较上期增长 0.52%和 84.38%，

平均销售单价增长率分别为 35.69%和 21.13%。 

2021 年度销售数量较 2020 年度大幅增长，主要系 2020 年疫情影响导致部分

订单的生产进度有所延长，2021 年疫情有所好转后开始集中交付所致。 

报告期内，压力容器销售单价呈上涨趋势，一方面，由于公司生产的压力容

器属于非标设备，单台设备之间的重量、材质、材料规格、工艺要求差异较大，

因此销售单价有所不同；另一方面，压力容器产品的销售单价呈逐年上升趋势，

与钢材的市场价格变化有一定联系，2019 年至 2021 年，钢材综合价格指数变动情

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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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图可见，钢材综合价格指数从 2020 下半年开始大幅上升，至 2021 年仍

维持在高位，公司压力容器产品的单价变动趋势与钢材价格的整体变动趋势基本

一致。 

2、公司的核算政策 

（1）成本核算 

参见“四、（一）、3 公司成本核算过程和结转方法”。 

（2）收入确认 

①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适用的具体收入确认政策 

公司压力容器产品销售业务属于在某一时点履行的履约义务，具体确认方法

如下： 

A．合同约定由公司负责送货且无需现场安装的，以产品已经发出并送达客

户指定地点，经客户签收确认时客户即取得所转让商品控制权，此时确认为销售

收入实现； 

B．合同约定由客户自提且无需安装的，以客户自提并在提货单上签收确认

时客户即取得所转让商品控制权，此时确认销售收入实现； 

C．现场制作的产品，以产品完工经客户验收合格并在交接单上签收时客户

即取得所转让商品控制权，此时确认销售收入实现； 

D．合同约定需要由公司现场安装的产品，以产品完成安装并经客户验收合

格，并在交接单上签收时客户即取得所转让商品控制权，此时确认销售收入实现。 

②2020 年 1 月 1 日之前适用的具体收入确认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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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商品销售方式确认收入具体原则如下： 

A．合同约定由公司负责送货且无需现场安装的，以产品已经发出并送达客

户指定地点，经客户签收后确认收入的实现； 

B．合同约定由客户自提且无需安装的，以客户自提货物时并在提货单上签

收后确认收入的实现； 

C．现场制作的产品，以产品完工经客户验收合格并在交接单上签收后确认

收入的实现； 

D．合同约定需要由公司现场安装的产品，以产品完成安装并经客户验收合

格，并在交接单上签收后确认收入的实现。 

综上所述，公司收入确认政策、收入确认时点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要求，

且符合行业惯例，公司的核算政策在各年度间未发生变化。 

3、该业务与其他工程类项目之间的关系 

公司的压力容器产品主要应用于炼油及石油化工、煤化工、基础化工等领域，

客户群体多为炼化行业的大型国企，与公司其他工程类项目如污水处理工程、环

保工程服务的应用领域和客户群体有所不同。 

4、在其他业务未发生大幅变化的情况下而此类产品收入大幅增长的原因及

合理性 

2019年至 2021年，压力容器产品的销售收入增长率分别为 36.41%和 123.34%，

原因主要系：下游炼油及石油化工、煤化工行业需求旺盛，国内多个大型炼化项

目开工建设，公司凭借多年积累的竞争优势，获得了多个大型炼化项目的合同，

订单量和销售量稳定增长。其中 2021 年销售收入增幅较大，主要系 2021 年疫情

影响逐步消除等原因，延迟的主要订单开始集中交付，如公司与盛虹炼化（连云

港）有限公司的订单在 2021 年第四季度集中交付，确认收入 2.47 亿元。 

 

（四）执行的核查程序 

针对上述问题，我们在执行 2021 年度财务报表审计中实施的主要程序包括： 

1、获取公司各类产品的收入成本明细表，结合定价和生产情况等因素分析收

入与成本的匹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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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获取销售台账，与报表核对一致，筛选第四季度收入情况，分析第四季度

收入的变动原因及合理性； 

3、对公司营业收入执行截止性测试；  

4、获取公司 2020 年、2021 年新接订单及在手订单明细表，访谈公司销售负

责人、财务负责人，抽取主要新增订单及在手订单并核查相关合同；筛选 2020 年

末在手订单情况在当期确认收入的情况，并与前期预估数据进行比较，分析差异

原因及合理性；对 2021 年新接订单情况与 2020 年进行比较，核查是否存在大幅

下降的情形； 

5、结合销售台账及相关合同，对相关产品销售数量和销售价格的变动进行分

析，并对销售收入变动较大的产品类别分析变动原因； 

6、访谈公司管理层和销售负责人，了解公司的各类业务板块情况、板块间的

业务模式及关联性； 

7、访谈公司财务负责人，了解公司各类业务的核算政策，结合行业惯例，分

析是否合理以及近年来是否存在重大变动情况。 

 

（五）核查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 

1、 公司 2021 年第四季度收入、成本基本匹配，无重大异常情形； 

2、 由于公司生产的非标准化产品制作周期较长，根据客户要求，公司安排生

产和交货，因而部分月度交货较为集中。公司 2021 年第四季度收入占全年收入比

重较高，主要系部分客户交货较为集中且订单金额较高所致； 

3、收入截止测试未发现公司存在跨期事项，收入均被记录于恰当的会计期间； 

4、2021 年新获订单数量、金额较 2020 年仍保持增长，不存在大幅下降的情

形； 

5、2021 年受疫情逐步消除及下游市场需求旺盛的影响，压力容器产品销售数

量及销售收入大幅增长，由于公司生产的压力容器属于非标设备，单台设备之间

的重量、材质、材料规格、工艺要求差异较大，因此销售单价有所不同； 

6、公司的相关核算政策符合行业惯例，各年间不存在重大变动；压力容器产

品与公司其他工程类项目在应用领域、客户群体间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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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问题 2 

2．根据年报，你公司向宁夏江南集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南集成”）

于 2018 年 6 月 5 日提供 1 亿元担保，担保期为 12 个月，但截至报告期末仍未履

行完毕。该笔贷款出现逾期并已于 2020 年结清本金，尚有罚息 219.52 万元。 

根据你公司 2020 年报问询回复，江南集成于 2020 年 6 月 30 日出售给你公司

实际控制人徐元生的哥哥徐鸿武控制的张家港信科诚新能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信科诚”），不再属于你公司合并范围内的子公司。你公司在论证前

述出售股权行为具有商业实质时提及，信科诚受让后将为江南集成在法律诉讼、

债务重组、资产变现、业务重整等方面提供帮助，以期能尽快让江南集成摆脱债

务危机、走出困境，最大限度的实现江南集成现有资产、业务、人员的价值最大

化。 

请你公司在向相关方核实的基础上说明以下事项： 

（1）自 2020 年 7 月以来，信科诚为化解江南集成债务危机等开展的具体工

作及所取得的成果，与你公司 2020 年报问询回复内容是否相符，仍未能解除你公

司对江南集成担保责任的原因，并说明前述对于出售股权事宜具有商业实质的结

论是否依然成立及理由，如否，请说明你公司前期就相关股权出售事项的会计处

理是否合规、准确； 

（2）说明前述江南集成的贷款本金是否由你公司履行担保责任而结清、结清

的具体时间是否晚于 2020 年 6 月 30 日，如是，说明江南集成对你公司应付款的

会计处理、相应款项对你公司转让江南集成股权时的作价影响、你公司尚未追偿

的情形是否构成关联方对你公司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理由，并说明你公司后续追

偿措施（如有）； 

（3）就你公司仍对罚息 219.52 万元负有担保责任，说明在 2020 年 6 月 30 日

后仍承担担保责任所履行的审议程序及临时信息披露情况。 

请年审会计师对上述问题（1）（2）、你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问题（2）（3）

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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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自 2020 年 7 月以来，信科诚为化解江南集成债务危机等开展的具体工

作及所取得的成果，与你公司 2020 年报问询回复内容是否相符，仍未能解除你公

司对江南集成担保责任的原因，并说明前述对于出售股权事宜具有商业实质的结

论是否依然成立及理由，如否，请说明你公司前期就相关股权出售事项的会计处

理是否合规、准确； 

1、自 2020 年 7 月以来，信科诚为化解江南集成债务危机等开展的具体工作

及所取得的成果，与你公司 2020 年报问询回复内容是否相符 

自 2020 年 6 月起控股股东关联方信科诚在受让江南集成股权后，集中利用了

自身资源，为江南集成在法律诉讼、债务重组、资产变现、业务重整等方面提供

帮助。具体包括： 

（1）提议江南集成制定应收账款管理制度，并成立专项小组，激励积极追讨

应收账款的相关人员。江南集成加大力度回笼应收款，已偿还银行贷款 6,082.46

万元；对于江南集成已胜诉但尚未执行到的应收账款，专项小组一直加大追讨力

度，以期尽早回收应收款项，减少损失。 

（2）协助江南集成开展追讨有效建设工程款的诉讼、仲裁案件共 3 件，其中

1 件已经生效法律文书确认，2 件仍在法院审理阶段。 

（3）协助江南集成应诉２件民事纠纷，截止目前上述案件均在审理过程中。 

（4）协助江南集成向法院提起执行异议和执行复议２件。 

（5）协助江南集成解决已建设电站的运维问题，以便回收质保金。 

（6）协助江南集成出售现有电站，以期能让江南集成进一步摆脱亏损局面。 

（7）协助江南集成稳定现有的团队，化解多起劳务纠纷，保证重要的岗位人

员不流失。 

综上所述，自 2020 年 7 月以来，信科诚为化解江南集成债务危机等给江南集

成在法律诉讼、资产变现等方面提供帮助，与公司 2020 年报问询回复内容相符。 

 

2、仍未能解除你公司对江南集成担保责任的原因 

2018 年 6 月 5 日，公司、吴卫文与包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海分行（以下简

称“包商银行乌海分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为江南集成与包商银行乌海分行

签订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提供担保，主债权金额人民币 10,000 万元，担保合同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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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时间为 2018 年 6 月 5 日至 2019 年 6 月 4 日，该笔贷款本金已于 2020 年结清，

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尚有罚息 219.52 万元，公司对此仍负有担保责任，未能

解除的原因系： 

海陆重工已偿还该笔贷款的本金及合同利息，公司向包商银行乌海分行申请

减免余下的罚息 219.52 万元，并于 2020 年 5 月向包商银行乌海分行提交了减免申

请（2020 年 12 月 20 日转让给徽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该减免申请尚未得到银行的处理意见，相应的担保责任未解除。 

3、说明前述对于出售股权事宜具有商业实质的结论是否依然成立及理由，

如否，请说明你公司前期就相关股权出售事项的会计处理是否合规、准确 

如本回复二\（一）\1 所述，控股股东关联方信科诚为改善江南集成经营状况

做了很多工作，以期能整合利用江南集成原有的客户资源、人力资本、创新能力、

组织管理等无形资产，原有行业资源尚能整合利用，只是目前仍处于解决前期亏

损情况的阶段，尚未开展新业务。 

上市公司对其关联企业，即受让方信科诚不存在任何形式的担保，控股股东

控制的上市公司从事的主营业务中有与江南集成具备相关性的业务，其中约 10

亿元资产的光伏发电业务，即电站的发电运营，2021 年度实现净利润约占上市公

司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的 16.87%。该部分业务日常需要运维团队进行运维

管理，以保证其盈利能力，而江南集成进入光伏行业较早，有较丰富的经验和技

术，对电站提高性能、降低运营成本具备相关的协同性。 

综上所述，信科诚收购江南集成股权有其商业实质性的结论依然成立。 

 

（二）说明前述江南集成的贷款本金是否由你公司履行担保责任而结清、结

清的具体时间是否晚于 2020 年 6 月 30 日，如是，说明江南集成对你公司应付款

的会计处理、相应款项对你公司转让江南集成股权时的作价影响、你公司尚未追

偿的情形是否构成关联方对你公司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理由，并说明你公司后续

追偿措施（如有） 

1、说明前述江南集成的贷款本金是否由你公司履行担保责任而结清、结清

的具体时间是否晚于 2020 年 6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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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6 月 5 日，海陆重工、吴卫文与包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海分行签订

最高额保证合同，为江南集成与包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海分行签订的流动资金

借款合同提供担保，主债权金额人民币 10,000 万元，担保合同起止时间为 2018 年

6 月 5 日至 2019 年 6 月 4 日，具体偿还及海陆重工代偿后应收江南集成款项的结

清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偿还主体 偿还时间 本金 
利息及罚

息 
合计 

海陆重工代为偿还后 

应收江南集成款项的结清情况 

江南集成 
2019.7 50.00   50.00 不适用 

2019.9 20.00   20.00 不适用 

小计 70.00   70.00 
 

海陆重工 

2019.10 2,000.00   2,000.00 2019 年 11 月，江南集成以银行存款偿还 

2019.12 3,000.00 419.64  3,419.64 注 1 

2020.3 4,930.00 70.00 5,000.00 注 2 

2020.5 
 

369.09 369.09 注 3 

小计 9,930.00 858.73 10,858.73  

合计 10,000.00 858.73 10,878.73  

注 1：2019 年 12 月，海陆重工代江南集成偿还本金、利息及罚息共计 3,419.64

万元，海陆重工对江南集成债权 3,419.64 万元。2019 年 12 月，江南集成以应收票

据的方式偿还海陆重工款项 300 万元；2020 年 1 月，以应收票据的方式偿还海陆

重工款项 119.64 万元；差额部分 3,000 万元（3,419.64-300-119.64=3,000）于 2019 年

12 月以三方抵账的方式清偿，其具体情况为： 

海陆重工下设子公司阜城县汇光新能源有限公司原建造电站资产时的总承包

方为江南集成，在海陆重工代江南集成偿还包商银行借款时，上述子公司仍对江

南集成存在应付工程款，与此同时，海陆重工代江南集成偿还借款后，形成对江

南集成的应收。此时，海陆重工、阜城汇光、江南集成各方的债权债务关系为海

陆重工应收江南集款项、江南集成应收阜城汇光款项。 

上述各方为了简化债权债务关系，同时考虑到减少资金的划拨，各方同意债

权债务相互抵账，其具体操作方式：2019 年 12 月，各方签订协议，同意海陆重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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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对江南集成的债权等额抵减江南集成对阜城汇光债权，经此抵减后，海陆重工

对江南集成的债权为零。 

注 2：2020 年 3 月，海陆重工代江南集成偿还本金、利息及罚息共计 5,000 万

元，海陆重工对江南集成债权 5,000.00 万元。同样基于海陆重工子公司阜城县汇

光新能源有限公司、阜城县银阳新能源有限公司应付江南集成工程款，而海陆重

工因代偿享有对江南集成的债权，2020 年 3 月，各方签订协议，同意海陆重工以

对江南集成的债权等额抵减江南集成对阜城汇光、阜城银阳债权，经此抵减后，

海陆重工对江南集成的债权为零。 

注 3：2020 年 5 月，海陆重工代江南集成偿还利息及罚息 369.09 万元，从而

形成海陆重工对江南集成债权 369.09 万元。同样基于海陆重工子公司阜城县汇光

新能源有限公司应付江南集成工程款，而海陆重工因代偿享有对江南集成的债权，

2020 年 6 月，各方签订协议，同意海陆重工以对江南集成的债权等额抵减江南集

成对阜城汇光债权，经此抵减后，海陆重工对江南集成的债权为零。 

综上所述，海陆重工因履行担保责任形成的对江南集成的债权在 2020 年 6 月

30 日前均已收回。 

 

2、说明江南集成对你公司应付款的会计处理 

（1）海陆重工代江南集成偿还上述款时，江南集成作如下会计处理：借：短

期借款，财务费用等，贷：其他应付款-苏州海陆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2）江南集成偿还海陆重工款项时，江南集成作如下会计处理：借：其他应

付款-苏州海陆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贷：银行存款、应收票据、应收账款-阜城县

汇光新能源有限公司等。 

 

3、相应款项对你公司转让江南集成股权时的作价影响、你公司尚未追偿的

情形是否构成关联方对你公司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理由，并说明你公司后续追偿

措施（如有） 

如本回复二\（二）\1 所述，海陆重工因履行担保责任形成的对江南集成的债

权在 2020 年 6 月 30 日前均已收回，因此，海陆重工代江南集成偿还包商银行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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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一事不会对海陆重工转让江南集成股权时的作价产生影响，也不构成关联方对

海陆重工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三）执行的核查程序 

1、对信科诚相关人员、海陆重工相关人员进行访谈，了解相关信科诚为化解

江南集成债务危机等开展的具体工作及成果，仍未能解除公司对江南集成担保责

任的原因； 

2、获取海陆重工付江南集成偿还包商银行贷款的资料，包括但不限于银行单

据、包商银行出具的还款说明； 

3、获取各方签订的债权债务转账协议并与账面进行核对； 

4、查阅海陆重工代江南集成偿还借款后，双方的会计处理。 

 

（四）核查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 

1、自 2020 年 7 月以来，信科诚为化解江南集成债务危机等开展的具体工作

及所取得的成果，与公司 2020 年报问询回复内容是相符的； 

2、由于海陆重工对江南集成的借款提供担保而承担有连带责任，但本金已偿

还且已支付部分罚息，公司与包商银行沟通希望减免掉部分罚息，因此，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尚未解除对江南集成担保责任； 

3、出售股权事宜具有商业实质的结论依然成立，公司前期就相关股权出售事

项的会计处理是合规、准确的； 

4、海陆重工因履行担保责任形成的对江南集成的债权在 2020 年 6 月 30 日前

均已收回，因此，海陆重工代江南集成偿还包商银行款项一事不会对海陆重工转

让江南集成股权时的作价产生影响，也不构成关联方对海陆重工非经营性资金占

用。 

 

三、问题 3 

3．根据你公司 2020 年报问询回复，江南集成 2017 年度、2018 年度、2019 年

度实际完成金额分别为 25,610.13 万元、4,417.78 万元、-16.87 亿元，合计-13.87 亿



大华核字[2022]0010350 号 

第 15 页 

元，未完成业绩承诺。其中，聚宝行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聚宝行”）持

有的你公司 4,421.05 万股股票未被质押且被你公司予以首轮冻结，你公司认为收

回该等股票的可能性较大，按 2020 年 12 月 31 日收盘价 4 元确认与聚宝行相关的

业绩补偿金 1.77 亿元计入交易性金融资产。根据年报，你公司 2021 年度确认业绩

补偿或有对价变动的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1.32 亿元；前述保全期限届满，且截止财

务报表报出日你公司尚未收到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对吴卫文、聚宝行所

持你公司股票采取续保措施的书面通知。 

请你公司： 

（1）说明前述保全措施的进展以及聚宝行所持你公司股份的冻结状态，在

2020 年初已达到业绩补偿条件但截至目前仍未完成补偿的情况下，确认交易性金

融资产以及其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的合规性； 

（2）说明前述业绩补偿事项所涉及诉讼的进展，以及在相关机构长时间未能

审理案件的情况下，业绩补偿得以履行的可能性及判断依据，以及你公司拟采取

的补救措施（如有）； 

（3）说明对交易性金融资产进行减值测试的具体情况，以及随着未能回购注

销、现金补偿的时间延长，你公司未对交易性金融资产计提减值准备的合规性。 

请年审会计师对上述问题（1）（3）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说明前述保全措施的进展以及聚宝行所持你公司股份的冻结状态，在

2020 年初已达到业绩补偿条件但截至目前仍未完成补偿的情况下，确认交易性金

融资产以及其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的合规性； 

1、说明前述保全措施的进展以及聚宝行所持你公司股份的冻结状态 

公司 2017 年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了吴卫文、聚宝行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聚宝行”）持有的宁夏江南集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

南集成”）83.6%股权。 

根据本公司与吴卫文、聚宝行签署的《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吴卫文、聚宝

行承诺标的公司（江南集成）2017 年度、2018 年度及 2019 年度净利润预测值分别

为 23,601.57 万元、28,826.25 万元、29,899.20 万元。上述三个年度累计实现的扣非

后净利润数不低于 82,327.02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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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集成 2017 年度-2019 年度 3 个年度实际累计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38,648.66 万元。 

因江南集成在业绩承诺期内未能实现承诺的业绩，根据《盈利预测补偿协议》

及《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的约定，吴卫文、聚宝行需

要对公司补偿 155,960.00 万元（即交易对价 175,560.00 万元扣除尚未支付的对价

19,600.00 万元的余额），其中：吴卫文应补偿 121,520.00 万元（其中：股票 41,520.00

万元，现金 80,000.00 万元）；聚宝行应补偿股票 34,440.00 万元。 

为督促保障业绩承诺方履行业绩补偿承诺，公司（申请人）已于 2019 年 3 月

就公司与吴卫文、聚宝行股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向苏州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请

求裁决要求吴卫文、聚宝行将其持有申请人的全部股票划至申请人指定账户，并

在申请人股东大会通过该等回购事项的决议后，配合申请人以 1 元的总价格回购

全部股份并办理注销手续。公司同时向法院申请对吴卫文、聚宝行名下财产采取

保全措施。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已于 2019 年 3 月出具了《民事裁定书》（（2019）

粤 0304 财保 997 号），于 2019 年 4 月出具了《查封、冻结、扣押财产通知书》（（2019）

粤 0304 执保 2177 号），依法裁定保全了被申请人吴卫文、聚宝行名下的以下财

产：冻结被申请人吴卫文名下持有海陆重工 53,299,101 股的股票（轮候冻结）、

冻结被申请人聚宝行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名下持有海陆重工 44,210,526 股的股票（首

轮冻结），保全期限 3 年，保全到期日为 2022 年 3 月 31 日。 

2022 年 2 月，公司向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申请继续冻结被申请人吴

卫文名下持有海陆重工 53,299,101 股的股票以及被申请人聚宝行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名下持有海陆重工 44,210,526 股的股票。 

截止 2021 年度财务报表报出日（2022 年 4 月 7 日），公司尚未收到广东省深

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对吴卫文、聚宝行名下持有的海陆重工股票采取续保措施的

书面通知。 

2022 年 5 月，公司收到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对吴卫文、聚宝行名下

持有的海陆重工股票采取续保措施的书面通知，其内容：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

民法院于 2022 年 4 月出具了《查封、冻结、扣押财产通知书》（（2019）粤 0304

执保 2177 号之一），依法裁定保全了被申请人吴卫文、聚宝行名下的以下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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冻结被申请人吴卫文名下持有海陆重工 53,299,101 股的股票、冻结被申请人聚宝

行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名下持有海陆重工 44,210,526 股的股票，保全期限 3 年，保

全到期日为 2025 年 2 月。 

此外，被申请人吴卫文名下持有海陆重工 53,299,101 股的股票处于轮候冻结

状态，被申请人聚宝行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名下持有海陆重工 44,210,526 股的股票

处于首轮冻结状态。 

 

2、在 2020 年初已达到业绩补偿条件但截至目前仍未完成补偿的情况下，确

认交易性金融资产以及其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的合规性 

因江南集成在业绩承诺期内未能实现承诺的业绩，根据《盈利预测补偿协议》

及《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的约定，吴卫文、聚宝行需

要对公司补偿 155,960.00 万元（即交易对价 175,560.00 万元扣除尚未支付的对价

19,600.00 万元的余额），其中：吴卫文应补偿 121,520.00 万元（其中：股票 41,520.00

万元（对应股份 53,299,101 股），现金 80,000.00 万元）；聚宝行应补偿股票 34,440.00

万元（对应股份 44,210,526 股）。 

如本回复三\（一）\1 中所述，被申请人吴卫文名下持有海陆重工 53,299,101

股的股票处于轮候冻结状态，被申请人聚宝行名下持有海陆重工 44,210,526 股的

股票处于首轮冻结状态，公司在综合考虑交易对方的信用风险及偿付能力等因素

后，最终只确认了聚宝行应补偿股票 44,210,526 股作为交易性金融资产（非同一

控制下企业合并形成的或有对价）并确认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然而，根据中国证监会《监管规则适用指引—会计类第 1 号》的相关规定：“非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形成的或有对价中，若购买方根据标的公司的业绩情况确定

收回自身股份的数量，该或有对价在购买日不满足“固定换固定”的条件，不属于

一项权益工具，而是属于一项金融资产。因此，购买方应当在购买日将该或有对

价分类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损益的金融资产。随着标的公司实际业绩

的确定，购买方能够确定当期应收回的自身股份的具体数量，则在当期资产负债

表日，该或有对价满足“固定换固定”的条件，应将其重分类为权益工具（其他权

益工具），以重分类日相关股份的公允价值计量，并不再核算相关股份的后续公

允价值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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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上述规定，公司根据《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的条款，并依据大华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20 年 4 月 27 日出具《重大资产重组业绩承诺实现情况

说明的审核报告》（大华核字[2020]004568 号）审核确认，江南集成 3 个年度累计

实现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38,648.66 万元，

能够确定应收回的自身股份的具体数量，据此公司向苏州仲裁委员会提交恢复仲

裁申请并获得受理，同期公司也启动了回购及注销对应补偿股份的程序，因此，

2020 年该或有对价满足“固定换固定”的条件，应将其重分类为权益工具（其他

权益工具），以重分类日相关股份的公允价值计量，并不再核算相关股份的后续

公允价值变动。而实际上，公司在 2020 年末、2021 年末仍将上述或有对价确认为

金融资产并调整其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基于上述原因，本公司应对 2020 年度、2021

年度财务报表中该事项进行更正，更正情况如下： 

（1）公司对该前期差错采用追溯重述法进行更正，相应对 2020 年度、2021

年度合并财务报表进行了追溯调整，追溯调整对合并财务报表相关科目的影响具

体如下： 

A、对 2020 年度合并财务报表项目及金额具体影响 

报表项目名称 重述前金额 累积影响金额 重述后金额 

交易性金融资产 189,742,104.00  -176,842,104.00  12,900,000.00  

递延所得税负债 47,334,419.49  -5,371,578.91  41,962,840.58  

其他权益工具   -141,031,577.94  -141,031,577.94  

未分配利润 -461,306,021.43  -30,438,947.15  -491,744,968.58  

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35,810,526.06  -35,810,526.06   

所得税费用 84,630,403.03  -5,371,578.91  79,258,824.12  

（一）基本每股收益 0.938  -0.036  0.902  

（二）稀释每股收益 0.938  -0.036  0.902  

注：前期会计差错更正事项对合并现金流量表项目无影响。 

 

B、对 2021 年度合并财务报表项目及金额具体影响 

报表项目名称 重述前金额 累积影响金额 重述后金额 

交易性金融资产 325,473,682.00  -309,473,682.00  16,000,000.00  

递延所得税负债 65,978,044.24  -25,266,315.61  40,711,728.63  

其他权益工具 

 
-141,031,577.94  -141,031,577.94  



大华核字[2022]0010350 号 

第 19 页 

报表项目名称 重述前金额 累积影响金额 重述后金额 

未分配利润 -18,970,096.13  -143,175,788.45  -162,145,884.58  

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132,631,578.00  -132,631,578.00   

所得税费用 23,258,241.01  -19,894,736.70  3,363,504.31  

（一）基本每股收益 0.525  -0.134  0.391  

（二）稀释每股收益 0.525  -0.134  0.391  

注：前期会计差错更正事项对合并现金流量表项目无影响。 

 

（2）前期会计差错更正事项对相关期间母公司财务报表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

果的影响 

A、对 2020 年度母公司财务报表项目及金额具体影响 

受影响的比较期间报表项目名称 重述前金额 累积影响金额 重述后金额 

交易性金融资产 176,842,104.00  -176,842,104.00   

递延所得税负债 26,526,315.60  -5,371,578.91  21,154,736.69  

其他权益工具   -141,031,577.94  -141,031,577.94  

未分配利润 -573,742,110.32  -30,438,947.15  -604,181,057.47  

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35,810,526.06  -35,810,526.06   

所得税费用 -3,543,779.62  -5,371,578.91  -8,915,358.53  

注：前期会计差错更正事项对母公司现金流量表项目无影响。 

 

B、对 2021 年度母公司财务报表项目及金额具体影响 

受影响的比较期间报表项目名称 重述前金额 累积影响金额 重述后金额 

交易性金融资产 309,473,682.00  -309,473,682.00   

递延所得税负债 46,421,052.30  -25,266,315.61  21,154,736.69  

其他权益工具   -141,031,577.94  -141,031,577.94  

未分配利润 -221,818,789.24  -143,175,788.45  -364,994,577.69  

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132,631,578.00  -132,631,578.00   

所得税费用 16,865,494.30  -19,894,736.70  -3,029,242.40  

注：前期会计差错更正事项对母公司现金流量表项目无影响。 

综上所述，公司根据江南集成实际完成的业绩对赌情况、《盈利预测补偿协

议》及《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的约定，并综合考虑交

易对方的信用风险及偿付能力等因素，确认对聚宝行应补偿股票 44,210,526 股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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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的，但是在 2020 年末、2021 年末仍将其确认为交易性金融资产存在差错，对

此，公司将作出会计差错更正，将该应收业绩补偿确认为其他权益工具。 

 

（二）说明对交易性金融资产进行减值测试的具体情况，以及随着未能回购

注销、现金补偿的时间延长，你公司未对交易性金融资产计提减值准备的合规性； 

海陆重工对江南集成未能完成业绩承诺而应收被申请人吴卫文、聚宝行的业

绩补偿 155,960.00 万元，其中：吴卫文应补偿 121,520.00 万元，聚宝行应补偿股票

34,440.00 万元（对应股份 44,210,526 股，以下简称“聚宝行股票”），公司在综合考

虑交易对方的信用风险及偿付能力等因素后，未确认与吴卫文相关的业绩补偿，

而只确认了聚宝行股票对应的业绩补偿，并作为交易性金融资产（非同一控制下

企业合并形成的或有对价）核算，公司对该交易性金融资产未确认减值准备，原

因如下： 

尽管由于苏州仲裁委员会作出中止本案仲裁程序的决定【《苏州仲裁委员会

决定书》（2019）苏仲裁字第 0190 号】，使得上述股票的回购注销、现金补偿

的时间延长，但如本回复三\（一）\1 中所述，聚宝行股票已于 2019 年 3 月由广东

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裁定冻结，保全到期日为 2022 年 3 月 31 日，到期后公

司申请继续冻结，2022 年 4 月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裁定继续冻结，保全

期限 3 年，保全到期日为 2025 年 2 月。此外，聚宝行股票处于首轮冻结状态，因

此公司认为收回聚宝行股票的可能性较大。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的规定，金融工具的减

值的范围为：（一）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和按照本准则第十八条分类为以

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二）租赁应收款；（三）

合同资产；（四）企业发行的分类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

融负债以外的贷款承诺和适用本准则第二十一条（三）规定的财务担保合同。依

据上述规定，交易性金融资产无需计提减值准备。 

此外，如本回复三\（一）\2 中所述，根据中国证监会《监管规则适用指引—

会计类第 1 号》的相关规定，由于 2020 年、2021 年公司已能够确定应收回的自身

股份的具体数量，即能够确定应收聚宝行的股票数量，因此，2020 年、2021 年该

或有对价满足“固定换固定”的条件，应将原作为交易性金融资产核算的聚宝行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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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重分类为权益工具（其他权益工具）进行核算，公司对此将作为会计差错予以

更正。更正后聚宝行股票作为其他权益工具核算，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

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的规定，亦无

需对其他权益工具计提减值准备。 

综上所述，由于聚宝行股票已被法院裁定冻结且属于首轮冻结，公司综合考

虑交易对方的信用风险及偿付能力等因素后，确认了聚宝行股票对应的业绩补偿，

原将该业绩补偿作为交易性金融资产（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形成的或有对价）

核算，依据中国证监会《监管规则适用指引—会计类第 1 号》的相关规定应将其

重分类为权益工具（其他权益工具）进行核算，公司对此将作会计差错更正。根

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

工具列报》的规定，无论聚宝行的股票是更正前作为交易性金融资产还是更正后

作为其他权益工具均无需计提减值准备，因此，公司未对聚宝行股票计提减值准

备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 

 

（三）执行的核查程序 

1、获取并查阅海陆重工与吴卫文、聚宝行签署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

资产协议》及《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等资料； 

2、从互联网查阅公司发布的与业绩承诺相关的公告； 

3、与公司管理层等沟通与江南集成业绩承诺有关的事项及进展情况； 

4、获取并查阅吴卫文、聚宝行股票质押、冻结的相关资料； 

5、根据《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及《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等资

料中对业绩补偿的相关约定，计算各补偿义务人应补偿金额； 

6、查阅《监管规则适用指引—会计类第 1 号》中关于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形成的或有对价的相关规定。 

 

（四）核查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 

吴卫文名下持有海陆重工 53,299,101 股的股票处于轮候冻结状态、聚宝行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名下持有海陆重工 44,210,526 股的股票处于首轮冻结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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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确认对聚宝行应补偿股票 44,210,526 股是合理的，但是在 2020 年末、2021

年末仍将其确认为交易性金融资产存在差错，应将该应收业绩补偿重分类为其他

权益工具。 

 

四、问题 4 

4．根据年报，截至报告期末你公司在产品余额为 8.57 亿元，占存货余额的

比例为 73.69%。 

请你公司列示在产品的主要构成、库龄等情况，以及年末在手订单情况、建

造周期及履约进度，并说明是否存在成本结转不及时、不充分等情况。请年审会

计师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一）请你公司列示在产品的主要构成、库龄等情况，以及年末在手订单情

况、建造周期及履约进度，并说明是否存在成本结转不及时、不充分等情况； 

1、在产品的主要构成、库龄 

公司生产的产品属于非标准产品，建造周期通常为 6 至 12 个月，报告期末，

在产品的主要构成、库龄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在产品项目 1 年以内 1-2 年 2-3 年 3 年以上 合计 
1 年以内比

例（%） 

锅炉及相关配

套产品 
43,301.94 2,013.92 286.67 363.87 45,966.39 94.20 

压力容器产品 28,849.97 1,393.35 248.42 1,270.53 31,762.27 90.83 

核电产品 2,883.90 612.00 851.45 3,239.42 7,586.76 38.01 

污水处理工程 333.98 - - - 333.98 100.00 

环保工程服务 85.67 - - - 85.67 100.00 

合计 75,455.46 4,019.26 1,386.54 4,873.82 85,735.08 88.01 

 

如上表所示，公司 1 年以内在产品余额占各期末在产品余额的比重在 90%左

右，与 6 至 12 个月的建造周期相匹配；1 年以上在产品主要系：一方面核电项目

受国家政策影响生产周期较长，另一方面部分产品因工艺复杂生产周期较长，此

外，部分合同因客户整体项目进度和疫情形势影响导致交货期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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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年末在手订单情况、建造周期及履约进度 

随着国家“双碳”系列政策的陆续出台和持续落实，行业下游客户需求依然相

对旺盛，报告期内公司的在手订单和销售收入稳步增长。截至 2021 年末，公司在

手执行订单金额约为 28.48 亿元，其中：主要订单（在执行订单金额超过 1000 万

元）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序号 合同编号 产品名称 客户名称 
在执行订单金

额（不含税） 

截至 2021 年末

的执行进度 

期后是否

交货 

计划建造

期间 

1 2021041 锅炉及相关配套产品 客户一 9,309.73 
部分在制造、部

分已完工 
部分交货 2021-2022 

2 2013 环保工程服务 客户二 8,897.83 在制造 否 2021-2022 

3 2021171 锅炉及相关配套产品 客户三 8,422.21 在图纸设计 否 2021-2022 

4 2020372 锅炉及相关配套产品 客户四 8,389.73 在制造 否 2020-2022 

5 2021-外 002 锅炉及相关配套产品 客户五 7,493.21 在备料 否 2021-2022 

6 2021263 锅炉及相关配套产品 客户六 6,713.95 
部分在制造、部

分已完工 
是 2021-2022 

7 2021252 锅炉及相关配套产品 客户七 6,647.79 在制造 部分交货 2021-2022 

8 2021254 压力容器产品 客户八 6,630.97 在制造 否 2021-2022 

9 2021475 压力容器产品 客户九 6,192.92 在图纸设计 否 2021-2022 

10 2018156 压力容器产品 客户十 5,854.82 
部分在制造、部

分已完工 
否 2018-2022 

11 2032 环保工程服务 客户十一 5,798.79 在制造 否 2021-2022 

12 2020417 压力容器产品 客户十二 5,634.51 
部分在制造、部

分已完工 
是 2020-2022 

13 2019392 压力容器产品 客户十三 5,011.06 
部分在制造、部

分已完工 
部分交货 2019-2022 

14 2021253 锅炉及相关配套产品 客户十四 4,849.56 在制造 否 2021-2022 

15 2021391 压力容器产品 客户十五 4,734.51 在制造 否 2021-2022 

16 2021200 压力容器产品 客户十六 3,924.78 
部分在制造、部

分已完工 
部分交货 2021-2022 

17 2021276 锅炉及相关配套产品 客户十七 3,769.81 在制造 否 2021-2022 

18 2021167 压力容器产品 客户十八 3,671.24 在制造 是 2021-2022 

19 2020359 锅炉及相关配套产品 客户十九 3,442.48 在制造 否 2020-2022 

20 2021412 锅炉及相关配套产品 客户二十 3,345.13 在备料 否 2021-2022 

21 2020233 锅炉及相关配套产品 客户二十一 3,345.13 在制造 否 2020-2022 

22 2019293 锅炉及相关配套产品 客户二十二 3,150.44 在制造 否 2019-2022 

23 2021411 锅炉及相关配套产品 客户二十三 3,097.35 在备料 否 2021-2022 

24 2021474 压力容器产品 客户二十四 3,005.31 在图纸设计 否 2021-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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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合同编号 产品名称 客户名称 
在执行订单金

额（不含税） 

截至 2021 年末

的执行进度 

期后是否

交货 

计划建造

期间 

25 2021107 锅炉及相关配套产品 客户二十五 2,911.50 在制造 部分交货 2021-2022 

26 2021003 锅炉及相关配套产品 客户二十六 2,761.06 在制造 否 2020-2022 

27 1728 环保工程服务 客户二十七 2,593.10 在制造 否 2018-2022 

28 2020101 核电产品 客户二十八 2,477.88 在制造 否 2020-2023 

29 2021336 压力容器产品 客户二十九 2,477.88 
部分在制造、部

分已完工 
是 2021-2022 

30 2020311 锅炉及相关配套产品 客户三十 2,402.65 在制造 否 2020-2022 

31 2021440 锅炉及相关配套产品 客户三十一 2,389.38 在备料 否 2021-2022 

32 2021371 核电产品 客户三十二 2,387.61 在图纸设计 否 2021-2024 

33 2021081 压力容器产品 客户三十三 2,297.35 
部分在制造、部

分已完工 
是 2021-2022 

34 2021470 锅炉及相关配套产品 客户三十四 2,238.94 在图纸设计 否 2021-2022 

35 2018124 核电产品 客户三十五 2,189.38 暂停 否 2017-2022 

36 2020157 锅炉及相关配套产品 客户三十六 2,185.84 在制造 
已发货，在

安装 
2020-2022 

37 2021353 压力容器产品 客户三十七 2,159.29 在备料 否 2021-2022 

38 2021086 锅炉及相关配套产品 客户三十八 2,123.89 在制造 是 2021-2022 

39 2021272 锅炉及相关配套产品 客户三十九 2,114.94 在制造 否 2021-2022 

40 2020360 锅炉及相关配套产品 客户四十 1,988.14 在制造 否 2020-2022 

41 2020255 锅炉及相关配套产品 客户四十一 1,980.88 在制造 否 2020-2022 

42 2020341 压力容器产品 客户四十二 1,980.53 在制造 否 2020-2022 

43 2020320 锅炉及相关配套产品 客户四十三 1,909.73 在制造 否 2020-2022 

44 2020394 锅炉及相关配套产品 客户四十四 1,870.09 在制造 否 2020-2022 

45 1902 环保工程服务 客户四十五 1,840.40 在制造 否 2020-2022 

46 2019125 核电产品 客户四十六 1,786.36 在制造 否 2019-2022 

47 2021264 锅炉及相关配套产品 客户四十七 1,768.14 在制造 是 2021-2022 

48 2021153 锅炉及相关配套产品 客户四十八 1,739.82 在制造 是 2021-2022 

49 2021179 锅炉及相关配套产品 客户四十九 1,705.31 在制造 否 2021-2022 

50 2021454 锅炉及相关配套产品 客户五十 1,663.72 在图纸设计 否 2021-2022 

51 2020063 锅炉及相关配套产品 客户五十一 1,631.42 
部分在制造、部

分已完工 

已发货，在

安装 
2020-2022 

52 2021279 压力容器产品 客户五十二 1,557.52 在制造 是 2021-2022 

53 2021085 压力容器产品 客户五十三 1,528.32 在图纸设计 否 2021-2022 

54 2021038 锅炉及相关配套产品 客户五十四 1,458.41 在制造 否 2021-2022 

55 2021205 核电产品 客户五十五 1,437.88 在制造 否 2021-2024 

56 2021210 锅炉及相关配套产品 客户五十六 1,433.63 在制造 否 2021-2022 

57 2021026 锅炉及相关配套产品 客户五十七 1,431.86 在制造 否 2021-2022 

58 2021340 压力容器产品 客户五十八 1,398.23 在制造 否 2021-2022 

59 2021-外 003 锅炉及相关配套产品 客户五十九 1,397.22 在制造 否 2021-2022 

60 2021204 核电产品 客户六十 1,385.13 在制造 否 2021-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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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合同编号 产品名称 客户名称 
在执行订单金

额（不含税） 

截至 2021 年末

的执行进度 

期后是否

交货 

计划建造

期间 

61 2021316 锅炉及相关配套产品 客户六十一 1,327.43 在制造 否 2021-2022 

62 2021239 压力容器产品 客户六十二 1,309.73 在制造 否 2021-2022 

63 2021002 锅炉及相关配套产品 客户六十三 1,280.51 在制造 否 2020-2022 

64 2021043 锅炉及相关配套产品 客户六十四 1,269.91 
部分在制造、部

分已完工 
是 2021-2022 

65 2021433 压力容器产品 客户六十五 1,190.27 在制造 否 2021-2022 

66 2021190 锅炉及相关配套产品 客户六十六 1,141.59 在制造 否 2021-2022 

67 2020053 压力容器产品 客户六十七 1,132.74 
部分在制造、部

分已完工 
是 2020-2022 

68 2021400 锅炉及相关配套产品 客户六十八 1,132.74 在制造 否 2021-2022 

69 2021406 锅炉及相关配套产品 客户六十九 1,113.27 在备料 否 2021-2022 

70 2020364 锅炉及相关配套产品 客户七十 1,097.35 在制造 是 2020-2022 

71 2021047 锅炉及相关配套产品 客户七十一 1,092.92 在制造 是 2020-2022 

72 2021422 锅炉及相关配套产品 客户七十二 1,085.84 在图纸设计 否 2021-2022 

73 2021280 压力容器产品 客户七十三 1,071.33 在制造 否 2021-2022 

74 2021277 锅炉及相关配套产品 客户七十四 1,060.18 在制造 否 2021-2022 

75 2021007 锅炉及相关配套产品 客户七十五 1,013.27 在制造 是 2020-2022 

合计     

 

219,255.77      

 

由上表可见，公司主要在手订单在报告期末尚未完工交货，执行进度与计划

的建造期间相匹配。 

 

3、公司成本核算过程和结转方法 

公司生产的产品为非标设备，公司按单台产品核算成本，成本主要包括材料

成本、人工成本、制造费用和外协成本。产品成本核算及结转方法如下： 

（1）生成产品编号 

公司根据产品编号规则按年度及订单顺序编制产品编号。销售合同签订后，

销售部将订单信息录入 ERP 系统中。  

（2）编制物料清单 

技术部门按图纸为每个产品编号编制物料清单，并在 ERP 系统录入清单中

的物料信息。  

（3）材料采购及入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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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购部根据物料清单及库存情况进行比价采购，并将采购订单信息录入 ERP 

系统，材料送达仓库经质量部验收后办理入库手续。 

（4）下达生产计划及领料 

生产计划部编制并下达生产计划，并根据物料清单，申请领料，并录入 ERP 

系统。仓库根据产品编号物料清单及领料单编制材料出库单。 

（5）成本归集与分配 

财务部门根据出库单进行账务处理，按月从 ERP 系统导出生产领料清单，将

各产品编号的领用材料成本直接归集到相应产品上；直接人工、制造费用根据当

月各产品耗用工时分配到各产品编号产品上；财务部门按月汇总外协成本，将各

产品编号的外协成本直接归集到相应产品上。 

（6）完工入库 

生产加工完成并检验合格后，根据各产品编号实际发生的成本转入产成品。 

（7）销售出库 

相关产品交付并满足收入确认条件的，在确认收入的同时将产成品账面成本

结转至营业成本。 

综上，公司成本核算过程与主要生产流程一致，成本核算过程及结转方法保

持一贯性，成本结转及时、充分。 

 

（二）执行的核查程序 

针对上述问题，我们在执行 2021 年度财务报表审计中实施的主要程序包括： 

1、获取公司的生产流程图、抽查生产与仓储环节流转单据（生产订单、领料

申请单、材料出库单、生产入库单等），了解公司的内部控制制度，并对其内部

控制进行测试； 

2、获取了公司在产品明细账，确认了在产品的构成明细、金额、库龄等信息； 

3、对公司采购负责人、销售负责人、成本主管会计进行访谈，了解存货的采

购周期、生产周期、销售模式、供货周期、在手订单情况，对在产品构成及库龄

变动原因及合理性进行分析，对主要在手订单的执行情况和建造周期进行分析。 

 

（三）核查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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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核查，我们认为，公司在产品的构成明细、金额、库龄等信息真实、准确；

主要在手订单按照生产计划组织生产，执行进度与计划建造期间相匹配；公司成

本核算过程与主要生产流程一致，成本核算过程及结转方法保持一贯性，成本结

转及时、充分。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大华核字[2022]0010350 号问询函回复之签字盖章页）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北京 

  孙广友 

 中国注册会计师：  

  姚植基 

  二〇二二年五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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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问题3
	（一）说明前述保全措施的进展以及聚宝行所持你公司股份的冻结状态，在2020年初已达到业绩补偿条件但截至目前仍未完成补偿的情况下，确认交易性金融资产以及其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的合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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