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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959        证券简称：百利科技          公告编号：2023-005 

湖南百利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公司杉杉项目 

费用超控相关事项的监管工作函》回复的公告 

 

 

 

湖南百利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1年5月签署的

杉杉项目实际履约过程中因多方面因素，建设周期延长、项目成本增加，预计总

成本超出项目调整的控制估算约1.35亿元，导致项目将产生亏损约1.15亿元，对

公司当期业绩构成不利影响。鉴于该事项对公司有较大影响，公司于2023年2月

10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监管一部下发的《关于公司杉杉项目费用超控

相关事项的监管工作函》。公司收到上述工作函后高度重视，并立即组织有关部

门按照相关要求对所涉问题进行认真落实，现就相关问题回复如下： 

一、你公司2021年年报显示，当年12月17日，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关于杉

杉项目窑炉等费用超控的议案》，但公司未披露该议案的具体信息。请公司：（1）

补充说明杉杉项目费用超控的具体情况，包括但不限于公司知悉相关费用超控的

具体时点、金额及预计后续发生情况；（2）结合公司2021年年报对该项目收入、

成本、预计负债等的确认情况，说明公司前期是否预见到有关费用超控，是否存

在计提预计负债不及时、不充分的情况，是否存在成本费用应结转而未结转等利

润调节情形，是否可能导致会计差错更正。 

回复： 

(1)补充说明杉杉项目费用超控的具体情况，包括但不限于公司知悉相关费

用超控的具体时点、金额及预计后续发生情况； 

（一）杉杉项目费用超控总体情况 

公司于2021年5月21日完成与湖南杉杉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于2021年9月

更名为巴斯夫杉杉电池材料有限公司)总包合同的签订，合同金额为8亿元。合同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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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订后，各项工作均有序开展。在项目实施过程中，由于业主对设备技术、品牌

及型号等要求变更、技术条件调整和原材料价格上涨等因素影响，致使杉杉项目

预计总成本累计超出项目控制估算13,502.95万元。杉杉项目控制估算及预计总

成本情况详见下表： 

表1：2021-2023年杉杉项目控制估算及预计总成本情况
④
 

                                                          单位：元 

注： 

① 控制估算是预测合同约定范围内所需大概费用，估算结果主要用于项目费用控制，

同时作为公司编制和调整EPC项目预计总成本的重要依据。一般来说，只有在合同出现变更

等重大变化时，控制估算才会做相应调整。在2022年，杉杉项目签订了增补协议约0.25亿元，

合同额由8亿元调整为约8.25亿元，控制估算由约7.8亿元相应调整为约8.05亿元。 

② 预计总成本为项目在执行过程中预计发生的一切费用，是公司按完工百分比法确定

合同完工进度的重要依据，根据公司造价部门编制的工程预算书确定。在各会计期末（一般

为年末），公司对未完成项目尚需发生的工程费用进行可靠估计，加上该项目已发生的累计

实际费用，调整该项目的预计总成本。合同签订后，杉杉项目的预计总成本为约7.8亿元，

因各项超控的影响，2021年末杉杉项目预计总成本调整为约7.98亿元，2022年调整预计总成

本为约9.4亿元。 

按照合同预计总成本乘以完工进度扣除以前会计期间累计已确认费用后的金额，确认为

当期合同费用。用计算公式表示如下： 

完工进度=累计实际发生的合同成本/合同预计总成本*100% 

当期确认的合同费用＝合同预计总成本×完工进度-以前会计期间累计已确认的费用 

③ 超控金额为该时点上项目预计总成本超出项目控制估算的金额。 

④ 表1中的数据为含税金额，表3的数据为不含税金额，二者之间的金额差异为税额影

响所致。 

⑤ 杉杉项目合同签订时金额为8亿元，项目初始控制估算为7.8亿元。由于项目控制估

算只有在合同金额出现变化时才会做相应调整，至2021年底合同总额未发生变更，故2021

年末杉杉项目控制估算未发生变化，仍为7.8亿元。 

年度 合同额 控制估算
①
 预计总成本

②
 超控金额

③
 

2021年 800,000,000.00  779,934,200.00
⑤
  798,609,581.00

⑥
 18,675,381.00 

2022年 825,533,551.66  805,467,752.00 940,497,227.00  135,029,475.00 

2023年 825,533,551.66  805,467,752.00 940,497,227.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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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根据2021年末测算，杉杉项目预计设备超控7,784万元，其他设备、材料、建安部分

根据已签合同金额和预计发生费用预计较控制估算减少4,293万元，其他费用根据已发生费

用和预估费用合计减少1,623万元，合计杉杉项目预计总成本增加1,868万元，即2021年末杉

杉项目的预计总成本调增至79,861万元，已涵盖7,784万设备超控部分的影响。 

（二）公司知悉相关费用超控的具体时点、金额 

1、第一次超控审批情况 

2021年12月，公司采购部进行杉杉项目采购设备招标时，预计此批次设备采

购费用超出控制估算7,784万元。按公司在项目执行期间与业主的沟通，业主基

本认可相关设备超控费用，本着持续推进项目的原则，公司当时先实施采购，再

进一步洽谈补充协议事项。根据公司相关内控管理制度规定，需对超出控制估算

事项进行事前审批才能开展采购工作，超控审批为实施采购的前置流程。公司根

据要求将超控情况上报董事会审批，经董事会审批通过后，公司采购部门方可组

织实施后续的招标、洽谈、合同签订等工作。据此，2021年12月17日，公司召开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超控申请，本次审批的超控金额为

7,784万元，本次审批的具体超控项目如下： 

（1）窑炉：窑炉控制价为18,288万元，预计成本超控2,032万元。 

（2）除湿机：除湿机控制价为324万元，预计成本超控1,256万元。 

（3）外轨：外轨控制价为2,880万元，预计成本超控3,510万元。 

（4）其他设备：除上述超控项目外，纯水制备、冷水机组、新风机组设备、

产线集成设备、起重设备及电梯设备，预计合计超出控制估算986万元。 

本次超控仅仅是部分设备采购超控，主要是由于业主对相关设备技术要求提

高，超出市场常规配置价格，且原材料价格上涨，导致相关设备费用超控。公司

发现上述设备采购预计超出控制估算7,784万元后，立即组织有关部门对杉杉项

目的预计总成本进行了重新预估。2021年12月，杉杉项目尚处基础土建施工的前

期阶段，大部分设备采购合同尚未签署，根据公司当时的成本预估，杉杉项目的

预计总成本调整为7.98亿元（预计总成本是根据杉杉项目累计已发生的费用结合

未完成项目尚需发生的工程费用进行可靠估计测算得出，并非项目实际发生的成

本），并未超过杉杉项目的预计合同总收入。本次设备采购超控只是导致项目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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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率降低，但并未形成亏损合同。 

2、第二次超控审批情况 

随着杉杉项目的持续推进，由于技术条件变化、原材料上涨、业主要求提高

等因素影响，叠加新冠疫情导致杉杉项目建设周期延长、项目成本增加，项目土

建安装施工费用持续增加，至2023年1月杉杉项目土建安装累计费用超控，同时

业主已确认的增补额不及预期。根据公司相关内控管理制度规定，公司向董事会

再次提出费用超控申请，预计杉杉项目的总成本费用将超出项目控制估算

13,502.95万元(包含第一次超控审批的项目)。2023年2月8日，公司第四届董事

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对项目整体超控事项进行了审议。本次审批的超控项目具体情

况如下： 

（1）设备费用总体超出控制估算9,868.71万元，设备超控明细如下： 

表2：设备超控明细表 

单位：元 

设备名称 合同金额 合同签订时间 控制估算金额 超控金额 

窑炉 201,600,000.00  2021.12 184,480,000.00  17,120,000.00  

外轨 63,900,000.00  2021.12 29,500,000.00  34,400,000.00  

除湿机组 16,403,000.00  2022.1-5 3,240,000.00  13,163,000.00  

纯水、冷水、

新风机组、产

线等 

285,975,000.00  2021.10-2022.1 276,863,278.61  9,111,721.39  

变压器、

MES+SCADA系

统等 

80,114,414.00  2021.12-2022.6 55,222,006.41  24,892,407.59  

合计 647,992,414.00  - 549,305,285.02  98,687,128.98  

至2023年1月，公司在对杉杉项目部分设备的采购招标询价工作中发现，根

据业主的要求询价，设备部分的采购费用累计超控9,868.71万元（包含2021年董

事会已审批的7,784万元设备超控）。2023年1月，董事会收到采购部门提出的超

控申请并知悉上述超控事宜。公司于2023年2月8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

会议，对杉杉项目所有超控项目进行了集中审议，批准了上述9,868.71万元的设

备超控申请。本次超控审批是根据公司内部控制制度履行的审议程序，本次审议

批准的费用超控额度并非杉杉项目实际已发生的损失。公司通常是在每年度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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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项目已发生费用并结合对未完成项目尚需发生的费用进行估计来调整对项

目的预计总成本。2021年末，杉杉项目的预计总成本调整为7.98亿元，并未超过

杉杉项目的预计合同总收入，未形成亏损合同。至2022年末，根据公司更新后的

预计成本估算数据，杉杉项目合同总金额82,553.36万元，项目预计成本为

94,049.72万元，预计项目将产生亏损约11,496.36万元。 

（2）钢管阀门、电气材料等材料费用总体超出控制估算1018.61万元。 

（3）三元厂房、公辅安装等建安费用总体超出控制估算3,729.18万元。 

（三）预计后续发生情况 

本次超出控制估算后，因部分增补已落实，杉杉项目合同总金额增加至

82,553.36万元，杉杉项目预计总成本超出控制估算约13,502.95万元，调整后项

目预计总成本为94,049.72万元，预计项目将亏损11,496.36万元。公司将继续与

业主洽谈增补事项，如签订增项补充协议，项目亏损将会相应调减。 

(2)结合公司2021年年报对该项目收入、成本、预计负债等的确认情况，说

明公司前期是否预见到有关费用超控，是否存在计提预计负债不及时、不充分的

情况，是否存在成本费用应结转而未结转等利润调节情形，是否可能导致会计差

错更正。 

（一）杉杉项目项目收入、成本确认情况 

根据公司内控制度的相关规定，在各会计期末（一般为年末），公司对未完

成项目尚需发生的工程费用进行可靠估计，加上该项目已发生的累计实际费用，

调整该项目的预计总成本。截止目前杉杉项目各期收入、成本确认情况如下： 

表3：杉杉项目各期收入、成本确认情况表
⑦
 

单位：元 

 2021年 2022年 2023年（预计） 合计 

项目实际发生成

本（不含税） 
77,713,169.67  640,373,784.00  122,854,762.45  840,941,716.12 

项目预计发生成

本（不含税） 
712,513,843.96  840,941,716.12  840,941,71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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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⑦ 表3中的数据为不含税金额，表1的数据为含税金额，二者之间的金额差异为税额影

响所致。 

⑧ 预计损失为项目预计发生总成本减去项目预计总收入，即：840,941,716.12元

-739,572,755.01元=101,368,961.11元（不含税） 

2021年12月，公司正在进行杉杉项目部分设备的采购招标询价工作，公司根

据业主的要求询价后发现部分设备将超出公司的原控制估算，因内控制度管理要

求，需对超出控制估算事项进行事前审批才能开展采购工作，超控审批为实施采

购的前置流程。公司根据要求将超控情况上报董事会审批，经董事会审批通过后，

公司采购部门方可组织实施后续的招标、洽谈、合同签订等工作。因此，公司内

部的超控审批仅为项目执行过程中的风险控制程序，并非发生实际的损失。 

公司财务部门根据杉杉项目的当期预计总成本估算于2021年年报确认杉杉

项目财务数据时，根据会计准则的要求按照项目完工百分比法确认杉杉项目收入

7,815.84万元、成本7,771.32万元。 

（二）公司关于预计负债的确认情况 

2021年12月，公司采购部进行杉杉项目采购设备招标时，发现设备采购费用

预计超出控制估算7,784万元，并通过了公司董事会的超概审批。由于上述设备

采购超概，公司立即组织有关部门对杉杉项目的预计总成本进行了重新预估。且

按照公司内控制度的要求，在各会计期末（一般为年末），公司需对未完成项目

尚需发生的工程费用进行可靠估计，加上该项目已发生的累计实际费用，调整该

项目的预计总成本。根据公司当时的成本预估，杉杉项目的预计总成本调整为

7.98亿元，并未超过杉杉项目的预计合同总收入。本次设备采购超控只是导致项

目毛利率降低，但并未形成亏损合同，因此未确认预计负债。 

2022年末，随着杉杉项目的持续推进，由于技术条件变化、原材料上涨、业

本期进度 10.91% 76.15% 12.94% 100.00% 

本期确认收入 

（不含税） 
78,158,366.96  553,368,808.45  108,045,579.60  739,572,755.01  

预计损失
⑧
 

（不含税） 

 101,368,961.11  101,368,96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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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求提高等因素影响，叠加新冠疫情导致杉杉项目建设周期延长、项目成本增

加，项目土建安装施工费用持续增加，公司对杉杉项目的预计总成本进行了重新

预估，杉杉项目预计总成本为94,049.72万元，大于调整后的合同额82,553.36

万元，预计项目将亏损11,496.36万元，据此公司在2022年度计提预计负债

10,136.90万元(不含税）。 

综上，公司在2021年年报时不存在计提预计负债不及时、不充分的情况，不

存在成本费用应结转而未结转等利润调节情形，也不会导致会计差错更正。 

二、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上市公司发生重大亏损或者遭受重大

损失的，应当及时披露相关情况及对公司的影响；上市公司预计年度业绩将出现

亏损等情况的1个月内进行预告。请公司对照上述规定，并结合对杉杉项目的会

计处理，自查前期信息披露是否合规，是否存在临时公告披露不及时、定期报告

相关财务信息披露不准确等情形。 

回复：经公司自查，2021年12月初，公司采购部进行采购设备招标时，由于

原材料价格上涨及业主要求提高等因素影响，杉杉项目部分设备的采购费用预计

超出控制估算7,784万元（后期经过与业主沟通，该部分设备实际超控未达到

7,784万元）。根据公司内部控制相关管理规定，前述超控事项触及公司董事会

审批程序。公司向董事会提出费用超控申请，董事会于2021年12月17日召开会议，

批准同意了前述超控事项。 

本次超控审批是根据公司内部控制制度履行的审议程序，本次审议批准的费

用超控额度并非杉杉项目实际已发生的损失。因本次部分设备超控是由于业主对

相关设备技术要求提高，超出市场常规配置价格，且原材料价格上涨，导致相关

设备费用超控，业主也基本认可相关超控费用。经过公司与业主多轮反复的沟通，

业主已同意增补2000多万元。本次设备采购超控导致项目毛利率降低，但并未形

成亏损合同。  

2021年度，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932.50万元，同比上涨

24.02%。当年杉杉项目确认收入7,815.84万元、成本7,771.32万元，影响当期利

润44.52万元。故2021年的费用超控事项未导致公司2021年度业绩出现亏损或大

幅下滑，未触及业绩预告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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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公司前期信息披露符合《上市规则》相关规定，不存在临时公告披露

不及时、定期报告相关财务信息披露不准确的情形。 

三、公告显示，杉杉项目原定于2022年5月31日前竣工，但截止目前尚未建

设完成，出现长时间延期。请公司结合杉杉项目的目前履约进度及后续履约安排，

说明项目延期是否可能导致公司承担违约责任，项目费用超控的预计是否充分，

是否存在进一步计提预计负债的风险。 

回复： 

杉杉项目原合同定于2022年5月31日前竣工，自承揽项目后，公司始终积极

推进项目，但因在基础施工阶段受疫情、不利天气影响，加上安装施工阶段技术

方案调整后的业主论证确认周期较长，导致长周期设备订货和施工延后，项目整

体工期较原计划出现滞后。项目于2022年5月完成土建主体工程施工，截止目前

安装工程已接近收尾阶段，计划于2023年4月30日整体完工。 

在杉杉项目的实施过程中，由于影响工期的原因较多，公司现场项目部会定

期以会议形式，根据项目的实际施工进展与业主确认可实现的工程进度。杉杉项

目中出现较原定工期延期的情况，公司均与业主充分沟通确认，签署验收记录后

开始一下阶段的工程施工；同时，在设备到货、出入库等过程中业主需参与监督

并签字认可。到目前为止，杉杉项目一直保持着较好的推进进度，根据公司其他

已完工总包项目的执行情况，非公司原因的工期延期，不会导致公司承担违约责

任。 

现阶段杉杉项目的费用控制估算是公司根据项目技术协议、项目设计方案并

结合已签订的设备材料采购合同或设备材料的目前市场价格等客观情况，综合分

析论证后编制的项目预计成本估算，项目费用的预计是充分的，不存在进一步计

提预计负债的风险。 

四、你公司2022年三季报显示，前三季度公司实现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5 亿元；公告显示，杉杉项目费用超控将导致项目亏损约1.15 亿元。请公司

对照相关规定，审慎核实并说明上述亏损是否可能导致公司当期业绩触及业绩预

告情形；如是，尽快履行相应信息披露义务。 

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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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随着杉杉项目的持续推进，由于技术条件变化、原材料上涨、业主

要求提高等因素影响，叠加新冠疫情导致杉杉项目建设周期延长、项目成本增加，

项目土建安装施工费用持续增加，至2023年1月杉杉项目土建安装累计费用超控，

同时业主已确认的增补额不及预期，公司向董事会再次提出费用超控申请。公司

要求立即组织造价部门就相关费用超控情况进行核实说明，并要求财务部门就费

用超控对项目总体经营效益影响进行测算。根据公司更新后的预计成本估算数据，

杉杉项目合同总金额82,553.36万元，项目预计成本为94,049.72万元，预计项目

将产生亏损约11,496.36万元。 

经财务部门反复测算并审慎核实，在考虑杉杉项目因费用超控引起项目亏损

约1.15亿元的影响后，公司预计2022年度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不触及《股票上市

规则》中有关“业绩预告”规定的情形。公司将积极关注项目进展，及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湖南百利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三月四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