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深圳市奋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奋达科技”、“上市公司”或“公司”）
于近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下发的《关于对深圳市奋达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中小板关注函【2020】第 279 号，以下简称“《关注函》”），要
求公司对相关事项做出书面说明。

收到《关注函》后，公司高度重视，立即组织公司相关人员和相关中介机构对
《关注函》提及的问题进行逐项核查落实。 截至目前，公司和相关中介机构已对《关
注函》中相关问题完成了确认工作，中介机构也已经出具相关专项说明。

公司对深交所《关注函》的答复具体如下：
问题 1：请你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4 号———非

标准审计意见及其涉及事项的处理》的相关规定，详细说明：
1、请你公司和会计师分别说明保留意见涉及事项对你公司 2019 年财务报表的

实际影响金额、考虑影响金额后盈亏性质是否发生变化；如确认影响金额不可行，
请说明不可行的原因。

2、请你公司说明消除相关事项及其影响的具体措施、预期消除影响的可能性及
时间。

3、会计师无法获取适当审计证据的资产范围合计逾 30 亿元，占你公司 2019 年
总资产的 61.27%。 请会计师结合资产金额、涉及科目范围、影响程度等因素，详细说
明其认为保留意见涉及事项对财务报表不具有广泛性影响的原因， 是否存在以保
留意见代替无法表示意见的情形。

回复：
1、请你公司和会计师分别说明保留意见涉及事项对你公司 2019 年财务报表的

实际影响金额、考虑影响金额后盈亏性质是否发生变化；如确认影响金额不可行，
请说明不可行的原因。

（1）公司说明
公司 2018 年度财务报表审计机构系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公司

2019 年年度财务报表审计机构变更为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
称“会计师”或“立信”），依据立信出具的编号为“信会师报字【2020】第 ZI10323 号”
的 2019 年年度审计报告，形成保留意见涉及事项及对应的金额如下：

事项内容 金额（亿元）

商誉减值 28.00

固定资产减值 1.94

存货跌价准备 0.74

长期待摊费用（模夹治具）摊销 0.59

对应所得税金额 -0.49

净利润的影响 30.77

针对上述事项在 2019 年末的财务核算，审计机构已取得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而审计机构对上述事项出具保留意见， 是由于其未获取充分适当的证据判断上述
事项对 2018 年的影响情况。 具体情况如下：

1）商誉减值事项
公司 2019 年末商誉的构成包括并购深圳市富诚达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

诚达”）形成的商誉 25.45 亿元，以及并购欧朋达科技（深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欧
朋达”）形成的商誉 2.55 亿元。

①并购富诚达形成的商誉减值事项说明
A、富诚达的经营管理情况
公司于 2017 年完成对富诚达的收购后，为了保持富诚达的稳定经营，及保证原

股东可积极采取措施促进业绩承诺的实现， 富诚达在 2017 年 -2019 年三年业绩承
诺期内主要由富诚达原股东文忠泽、董小林等作为主要负责人进行经营管理。 2019
年业绩对赌到期后，为了加强对富诚达的管理，公司 2020 年 1 月开始采取了各项管
理措施，并于 2020 年 3 月 18 日完成了富诚达的公章、财务章、营业执照以及财务资
料等的交接工作。

B、并购富诚达形成的商誉减值确认
对于并购富诚达形成的商誉在 2019 年末的减值情况， 公司聘请了独立的第三

方评估机构， 对富诚达的商誉减值情况进行评估， 并取得了编号为“银信财报字
【2020】沪第 265 号”的评估报告，根据评估报告的结果，公司 2019 年末计提了商誉
减值准备 25.45 亿元，并购富诚达形成的商誉已全额计提减值准备。

而对于并购富诚达形成的商誉在 2018 年末的减值情况，在 2018 年年报审计过
程中， 聘请了独立的第三方评估机构对公司并购富诚达形成的商誉进行了减值测
试，根据当时第三方机构出具的评估结果，上述商誉不存在减值。 但是，在完成富诚
达管理交接工作后， 公司管理层发现原股东作为主要负责人的管理层对 2018 年商
誉减值测试中营业收入预测存在依据不充分的情形，公司发现上述事项后，积极与
2019 年年报审计的审计机构及评估机构进行沟通， 重新复核对并购富诚达形成的
商誉在 2018 年末减值计提的合理性， 并积极与富诚达部分前任管理层及前任评估
师进行沟通，但因业绩对赌期内富诚达主要由富诚达原股东进行管理，部分资料未
妥善保管， 已难以回溯 2018 年度商誉减值测试时点的完整信息和做出的假设是否
合理，难以测算其 2018 年度商誉相关的资产组的可收回金额，无法获取充分的证据
确认 2018 年商誉减值计提金额的准确性。

②并购欧朋达形成的商誉减值事项说明
对于并购欧朋达形成的商誉在 2019 年末的减值情况， 公司聘请了独立的第三

方评估机构， 对欧朋达的商誉减值情况进行评估， 并取得了编号为“银信财报字
【2020】沪第 264 号”的评估报告，根据评估报告的结果，公司 2019 年末累计需计提
商誉减值准备 9.1 亿元，并购欧朋达形成的商誉已全额计提减值准备。

对于并购欧朋达形成的商誉在 2018 年末的减值情况，在 2018 年年报审计过程
中，聘请了独立的第三方评估机构对公司并购欧朋达形成的商誉进行了减值测试，
公司根据其最终的评估结果计提了商誉减值准备 6.55 亿元，计提减值后，并购欧朋
达形成的商誉账面余额为 2.55 亿元。 2019 年年报审计过程中，审计机构对上述欧朋
达形成的商誉 2018 年末减值计提情况进行复核，发现 2018 年度欧朋达亏损达 4.87
亿元，需要判断 2018 年商誉减值计提的充分性，但由于无法获取期初商誉测试的评
估机构的评估说明及评估明细表，难以复核期初商誉减值测试的过程，审计机构难
以判断 2018 年度商誉是否足额计提。

2）其他事项
对于固定资产减值、存货跌价准备、模夹治具摊销等事项，公司管理层在完成上

述交接工作后，加强了对富诚达的有效管控，对各项资产进行了 2 次盘点，通过对
各项资产的财产记录、实物保管、实物盘点、账实核对等措施，发现富诚达存在部分
固定资产已处于闲置状态，部分存货长期未销售并且未做处理，模夹治具的摊销政
策依据不充分，并且存在模夹治具的实物管理混乱的情形。

在此情况下，公司积极配合审计机构和评估机构对上述资产的财务核算及价值
进行确认，对于闲置和在用的固定资产的减值情况，公司聘请了独立的第三方评估
机构对固定资产的可收回金额进行了评估， 并出具了编号为“粤深中达信评报字
【2020】 第 0105 号”、“粤深中达信评报字【2020】 第 0106 号”、“粤深中达信评报字
【2020】第 0107 号”、“粤深中达信评报字【2020】第 0108 号”的资产评估报告；对于存
货，公司在现场盘点及库龄分析的基础上，依据公司会计政策，对存货充分计提了
跌价准备；对于长期待摊费用（模夹治具），公司根据上市公司会计政策，对长期待
摊费用（模夹治具）的余额全部一次性计入 2019 年度损益，通过上述措施，公司对截
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的资产状况进行了确认。 但因对富诚达子公司的管控存在一
定缺陷， 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证据确认上述事项在 2018 年 12 月 31 日的状态和价
值。

综上，公司对 2019 年 12 月 31 日的商誉已全部计提减值，商誉减值对报表的影
响已消除。 固定资产减值、存货跌价准备、模夹治具摊销事项取得了明确的财务核
算依据，但公司未有充分的证据判断上述事项对 2018 年的影响情况。

关于上述事项对 2018 年和 2019 年净利润的影响情况，因为公司 2018 年和 2019
年的归属母公司的净利润分别为 -7.77 亿元和 -30.53 亿元，考虑上述事项后，2018
年和 2019 年的盈亏性质不会发生变化。

（2）年报会计师意见
由于奋达科技 2019 年度财务报表审计系立信首次接受公司年度财务报表审计

工作的委托，会计师需对公司 2019 年度财务报表的期初余额执行相应的审计程序。
公司在 2018 年对并购富诚达形成的商誉的金额未计提减值准备， 会计师在复

核富诚达 2018 年度商誉减值测试的过程中，发现 2018 年商誉减值测试中预测收入
存在依据不充分的情形：富诚达 2018 年实际收入较 2017 年度下滑 9%，但富诚达原
股东为主的前任管理层预计 2019 年的营业收入为 23.57 亿元， 预测增长率达到
93%，该数据甚至高于收购时的预计数据 22.51 亿元，针对远高于以前年度收入增长
率的预测收入并未取得充分的依据；同时，2019 年实际收入金额为 9.08 亿元，实际
收入金额远远小于 2019 年预测的收入金额。 虽然与富诚达相关的商誉在 2018 年已
存在减值迹象，但由于上文所述，公司难以重新测算 2018 年度商誉相关的资产组的
可收回金额，因此无法确定 2019 年度计提的商誉减值准备中应归属于 2018 年度的
部分；因此，会计师无法就 2019 年度确认的资产减值损失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
据。

针对并购欧朋达形成的商誉仅计提了部分商誉减值准备， 而在 2019 年度商誉
减值准备测试时，由于获取的资料以及前任评估师评估依据的限制，公司难以重新
测算 2018 年度商誉相关的资产组的可收回金额，因此无法确定 2019 年度计提的商
誉减值准备中应归属于 2018 年度的部分；因此，我们无法就 2019 年度确认的资产
减值损失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由于公司对子公司富诚达缺乏有效管控， 公司难以重新测算 2018 年度固定资
产计提减值准备、存货计提跌价准备、长期待摊费用摊销的影响金额，因此无法确
定 2019 年度计提的减值准备以及长摊待摊费用的摊销金额应归属于 2018 年度的
部分；因此，会计师无法就 2019 年度确认的资产减值损失以及长期待摊费用摊销金
额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综上所述，公司 2018 年亏损 7.77 亿元，2019 年亏损 30.53 亿元，考虑上述事项
对 2018 年度财务报表可能产生的影响后， 估计 2018 年和 2019 年的盈亏性质不会
发生变化。

2、请你公司说明消除相关事项及其影响的具体措施、预期消除影响的可能性及
时间。

公司说明：
因审计机构出具保留意见， 仅是对上述事项对 2018 年的影响金额的准确性无

法判断，而上述事项截至 2019 年期末的财务确认具有明确的财务核算依据。 所以，
保留意见所涉事项在 2019 年末产生的影响均已消除，不会对 2020 年及以后产生影
响。 具体情况如下：

（1）关于商誉的减值
2019 年度公司进行商誉减值测试测算，聘请了专业的第三方评估机构，并提供

了充分适当的原始依据， 富诚达以及欧朋达与商誉相关的资产组的可回收金额已
经很低，商誉已全额计提减值。审计机构保留意见所涉及的商誉减值对 2018 年影响
无法准确确认，但在 2019 年度已经消除，对公司未来不会产生新的影响。

（2）关于固定资产减值
2019 年年度审计过程中，公司对各项固定资产进行了充分的现场盘点并对减值

情况进行了评估， 并聘请了专业的第三方评估机构对固定资产的可收回金额进行
专业评估。 固定资产减值主要是由于欧朋达和富诚达的固定资产减值，主要原因系
产能利用率不足，2019 年欧朋达计提固定资产减值 0.41 亿元，富诚达计提固定资产
减值 1.53 亿元。 审计机构保留意见所涉及的固定资产减值事项对 2018 年可能产生
的影响，在 2019 年期末已通过上述措施消除。

公司现已全面加强对富诚达和欧朋达的管理和支持，按项目实际需求购置固定
资产，对闲置设备及时进行清理处置；最大努力的发挥富诚达、欧朋达和上市公司
及其子公司的协同效应，促进富诚达和欧朋达的业务健康发展。

（3）关于存货跌价
2019 年，公司下属子公司富诚达的存货计提跌价准备 0.74 亿元，截至 2019 年

度累计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0.76 亿元。 在 2019 年审计过程中，公司 2 次组织对存货
进行盘点，并由审计机构和评估机构对监盘，在现场盘点及库龄分析的基础上，并
结合 2020 年存货的报废情况，公司对富诚达的存货进行了全面清查，依据公司会计
政策，因富诚达超过 1 年以上的长库龄存货可对外出售的可能性比较低，报废价值
也较小，因此对库龄超过 1 年的存货全额计提了跌价准备，并对部分 2020 年已报废
的存货全额计提了跌价准备，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对于存货已足额计提了跌价
准备。因此，审计机构保留意见所涉及的存货跌价准备事项对 2018 年可能产生的影
响，在 2019 年期末已全部消除。

公司未来将加大对子公司富诚达的存货管控力度，从产品的排产、生产品质管
控以及交付等各方面，合理安排，及时更新库存记录，提升存货的周转，降低存货的
积压及跌价风险。

（4）关于长期待摊费用 - 模夹治具
公司下属子公司富诚达对领用的模夹治具从 2017 年起在财务记录上按受益期

摊销的方式进行摊销，但是在摊销的过程中对产品预计的受益期估计没有充分、适
当的证据证明其受益期的合理性，只是按财务人员估算的销售情况进行分摊，导致
期末账面存在大量的模夹治具既无对应实物和也无受益产品摊销的情形。 2019 年
度公司已将其未摊销完毕的模夹治具一次性计入当期营业成本。 因此，审计机构保
留意见所涉及的长期待摊费用（模夹治具）摊销政策对以前年度可能产生的影响，
在 2019 年期末已全部消除。

公司未来将规范富诚达模夹治具的会计核算，将领用的模夹治具按上市公司统
一的核算模式，一次性计入当期成本费用。 该事项对 2020 年度不会产生影响。

3、会计师无法获取适当审计证据的资产范围合计逾 30 亿元，占你公司 2019 年
总资产的 61.27%。 请会计师结合资产金额、涉及科目范围、影响程度等因素，详细说
明其认为保留意见涉及事项对财务报表不具有广泛性影响的原因， 是否存在以保
留意见代替无法表示意见的情形。

会计师说明：
2019 年度无法获取适当审计证据的涉及金额约 312,606.02 万元（税前），主要涉

及的科目为商誉、固定资产、存货以及长期待摊费用。
根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502 号———在审计报告中发表非无保留意

见》第四章第二节第八条规定：当存在下列情形之一时，注册会计师应发表保留意
见：“（一）略；（二）注册会计师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以作为形成审计意见
的基础，但认为未发现错报（如存在）对财务报表可能产生的影响重大，但不具有广
泛性。 ”。

导致保留意见的事项涉及公司调减 2019 年 12 月 31 日合并总资产的金额为
31.26 亿元，占调整前合并总资产的 38.97%，其中 2019 年度确认的与商誉和固定资
产相关的资产减值损失合计为 29.94 亿元，包括一部分可能需要在以前年度财务报
表中确认的资产减值损失。 上述事项可能产生的影响不会改变公司 2018 年度和
2019 年度的亏损状态。 会计师综合考虑上述因素后，判断认为这些事项对财务报表
可能产生的影响重大，但不具有广泛性，故发表了保留意见，不存在以保留意见代
替无法表示意见的情形。

问题 2：根据《审计报告》中“形成保留意见的基础”的内容，你公司对并购子公
司富诚达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诚达”）和欧朋达科技（深圳）有限公司商誉及
固定资产计提 29.93 亿元减值损失， 对富诚达存货计提 7,384 万元跌价损失，2019
年营业成本中包含 5,865 万元模具摊销成本，但会计师无法就相关资产减值准备获
取充分审计证据。 请补充说明：

1、请你公司说明为保证会计师开展审计工作所提供的具体保障措施，相关措施
是否足够保障会计师获取审计证据，是否已充分履行管理层对财务报表的责任，已
履行的资产减值测试过程及相关损失计提金额的准确性。

2、请会计师说明无法就相关资产减值获取充分审计证据的具体原因及情形、已
获取的审计证据及尚未获取及执行的审计证据及范围。

回复：
1、请你公司说明为保证会计师开展审计工作所提供的具体保障措施，相关措施

是否足够保障会计师获取审计证据，是否已充分履行管理层对财务报表的责任，已
履行的资产减值测试过程及相关损失计提金额的准确性。

公司说明：
（1）公司为配合审计机构开展审计工作，主要提供了如下的保障措施：
1）对商誉的减值测试，公司聘请了第三方评估机构对公司 2019 年度的商誉进

行减值测试；积极配合提供评估机构以及审计机构所需要的关于 2018 年和 2019 年
关于商誉减值测试的资料清单；就商誉减值事项，积极与前任评估师进行沟通；根
据会计师和评估师的要求积极安排客户及供应商等的访谈。

2）对固定资产减值测试，公司聘请了独立的第三方评估师对公司的固定资产采
用了公允价值减处置费用的可收回金额进行了再次评估； 对存货跌价及固定资产
减值测试，公司多次组织安排了对存货及固定资产的盘点，2019 年年末公司组织了
大规模的详细的固定资产盘点以及存货盘点，并针对本次盘点存在的问题，在 2020
年 3 月 31 日，再次组织了人手进行了二次盘点，审计机构和评估机构对两次盘点均
进行了监盘。

3）对长期待摊费用之中的模夹治具，公司组织了车间人员对在用模夹治具进行
清查，对模夹治具内部核算安排专人进行了专项检查。

通过上述措施， 已充分保障会计师对 2019 年 12 月 31 日上述各项资产的财务
处理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2）已履行的管理层对财务报表的责任
为了富诚达的稳定经营，公司在 2017 年至 2019 年期间仍委派富诚达原股东文

忠泽、董小林、张敬明等人继续担任富诚达管理层，虽然公司在 2019 年财务报表年
度审计期间竭尽全力配合审计机构的工作， 但是由于前期对子公司的管控存在一
定缺陷，对富诚达日常经营获取的资料相对较少，审计机构对富诚达的以前年度内
部管理轨迹运行相关的资料的核查存在一定难度， 富诚达尚存在部分管理资料无
法提供给审计机构，如 2018 年末商誉减值测试的原始数据来源，2018 年末固定资产
闲置情况，2018 年末长期待摊费用模具夹具治具的实物状况以及各月分摊的具体
的依据，2018 年末存货的状态，因此审计机构未能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对公司
2018 年底的资产的准确性进行确定，因此，对财务报表的期初数出具了保留意见。

2020 年 1 月，我公司做出股东会议决定，变更了富诚达的董事会成员和法定代
表人，并不断与原股东进行磋商，于 2020 年 3 月完成了公章、财务章、营业执照、数
字证书、银行管理员 Ukey 等公司财物的交接，全面接管了富诚达。

自公司完成富诚达的交接工作之后，公司已充分履行了管理层对财务报表的责
任， 对审计机构提出的问题逐项进行了核实， 并对财务报表进行了相关的会计处
理。

（3）已履行的资产减值测试过程及相关损失计提金额的准确性
1）对商誉减值已履行的资产减值测试过程详见本回复问题 4 之 1。
2）对固定资产减值已履行的资产减值测试过程：
①管理层对闲置资产进行了专门的清查，对该部分闲置固定资产，公司组织了

招投标，二手设备厂商对相关设备进行了独立报价；并对该部分资产聘请了独立的
第三方评估机构对其清算价值进行了评估；

②对在用的设备及在建工程等聘请了独立的第三方评估机构对公允价值减去
处置费用后的净额进行了评估； 并与该部分资产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进行
比较，根据两者之间较高者确定。

3）对存货的跌价已履行的测试过程：
首先对存货的的库龄进行分析：库龄在一年以内的，按存货的成本与可变现净

值孰低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对库龄在一年以上的存货按如下方法测试其跌价金额：
①原材料账面库龄一年以上且期后 1-3 月仍未出库以及期末在财务系统已经

显示冻结、报废的原材料，单独计提跌价，由于残值可收回金额较小，全额计提跌价
准备。

②半成品以及成品期末长库龄（1 年以上），且期后 1-3 月仍未出库且 4-6 月销
售预计也无对应的订单需求， 以及期末结存但期后大量报废的半成品呆滞项目涉
及半成品，单独计提跌价，由于残值可收回金额较小，全额计提跌价准备。

③发出商品实际库龄在 1 年以上，全额计提跌价准备；
综上所述，公司认为，在 2019 年年度财务报表审计期间，公司管理层已充分履

行对财务报表的责任， 已履行的资产减值测试过程合理、 相关损失计提的金额准
确。

2、请会计师说明无法就相关资产减值获取充分审计证据的具体原因及情形、已
获取的审计证据及尚未获取及执行的审计证据及范围。

会计师说明：
（1）商誉减值
针对商誉减值，审计人员已获取了 2019 年度的富诚达、欧朋达商誉减值评估报

告及对应的评估说明和评估明细表， 并对其商誉减值测试的过程执行了以下主要
程序：

1）复核公司对商誉减值迹象分析的判断；
2） 复核公司对商誉所在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的划分的合理性以及分摊的恰当

性；
3）复核公司确定的减值测试方法与模型的恰当性；
4） 将管理层编制的相关商誉所在的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 2018� 年度的盈利预

测与 2019� 年度实际运营结果进行比较，以评价管理层对未来现金流量的预测编制
是否存在偏向性；

5） 评估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计算中选取的关键参数包括预测期以及稳定期
的收入增长率和毛利率，折现率的合理性以及恰当性，并对于折现率执行了验证性
分析。

但由于公司无法完全提供以前年度商誉减值测试的预测基础信息和假设，会计
师无法对期初商誉测试的过程进行复核， 但是本次减值测试已难以回溯 2018 年度
商誉减值测试时点的完整信息和做出的假设是否合理， 难以测算其 2018 年度商誉
相关的资产组的可收回金额，无法确认 2018 年商誉减值计提金额的准确性。

（2）固定资产减值
公司固定资产减值集中在欧朋达和富诚达，针对固定资产减值测试，会计师获

取了 2019 年度固定资产清单、固定资产（机器设备）的开机率以及稼动率；并对固定
资产的机器设备已经进行了监盘，确认固定资产的实际状态；获取了独立的第三方
评估机构的评估报告并复核了其评估过程执行的主要程序及参数假设的确定依
据。

2018 年度欧朋达虽然已对部分固定资产计提了减值准备，但是由于其减值准备
只针对部分闲置设备进行了评估，对在用设备未进行评估，难以判断 2018 年底其在
用设备是否存在减值情形。而 2019 年度富诚达设备存在大量的闲置，对于该部分设
备也难以确定其 2018 年 12 月 31 日的状态， 无法获知其期初是否存在减值的迹象
以及减值的具体金额。

（3）存货跌价准备
对存货跌价准备计提充分性，审计人员获取了以下证据：
1）获取了 2019 年年末存货结存明细表以及系统结存状态；
2）获取公司 2018、2019 年度存货的库龄表，对长库龄的存货重新核实其存货的

可变现情况；
3）获取了 2020 年 3 月存货报废的清单；
4）获取了 2020 年 1-3 月存货的销售清单以及 4-6 月的预测的销售需求。
会计师在 2020 年年初以及 3 月底对存货实施监盘程序， 检查存货的数量及状

况，并复核了富诚达存货跌价准备的计提过程。
会计师对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存货跌价准备的计提依据获取了充分适当的

审计证据，但难以核实期初存货的状态，难以判断期初库龄 1 年以上的存货是否已
经足额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4）长期待摊费用 - 模具夹具治具
对长期待摊费用 - 模具夹具治具，会计师获取了以下证据：
1）获取了富诚达 2019 年 12 月 31 日未摊销金额与相应产品的摊销明细表；
2）获取了奋达科技以及欧朋达对模具夹具治具的核算清单；
3）检查了公司模具夹具治具的采购与领用单据，获取了富诚达车间模具夹具治

具的清查表。
4）复核了公司 2020 年 1 月的摊销过程表。
由于富诚达未提供对 2019 年度各月长期待摊费用模具夹具治具摊销过程，会

计师难以核实其各月摊销金额的准确性。 同时，由于富诚达对模具夹具治具实物没
有有效的管理证据，难以核实其期初的状态。

问题 3：2020 年 4 月 30 日，你公司公告称对 2018 年度财务报表进行会计差错更
正，合并范围内调增营业收入 693 万元、调减营业成本 532.83 万元等。 请你公司逐
项说明各科目调整的具体原因，是否明显违反会计准则的规定。

回复：
2018 年度财务报表各科目调整的明细及具体原因：
1、资产负债表各科目调整情况
单位：万元

资产 更正前（A） 更正后（B） 更正金额（C=B-A） 更正原因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90,865.33 90,865.58 0.25 ①
应收账款 103,864.64 103,868.04 3.40 ②
预付款项 2,824.66 2,838.91 14.25 ③
存货 44,851.52 44,773.87 -77.65 ②

其他流动资产 6,244.53 6,067.75 -176.78 ②
流动资产合计 254,145.50 253,908.97 -236.53
非流动资产：
固定资产 99,139.92 99,054.16 -85.76 ②
在建工程 28,202.01 28,445.25 243.24 ②

递延所得税资产 3,531.79 3,354.86 -176.93 ②
其他非流动资产 6,324.85 6,310.80 -14.05 ③
非流动资产合计 514,836.91 514,803.41 -33.50

资产总计 768,982.41 768,712.38 -270.03
（续上表）
单位：万元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 更正前（A） 更正后（B） 更正金额（C=B-A） 更正原因

流动负债：

应付账款 62,601.62 61,818.47 -783.15 ②

应交税费 5,054.09 5,055.80 1.71 ③

其他应付款 11,899.18 12,128.42 229.24 ②

流动负债合计 179,655.15 179,102.95 -552.20

非流动负债： -

非流动负债合计 - - -

负债合计 246,000.08 245,447.88 -552.20

所有者权益：

资本公积 267,297.20 267,288.51 -8.69 ②

其他综合收益 584.69 597.98 13.29 ④

未分配利润 47,080.47 47,343.61 263.14 ②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权益合计 522,730.88 522,998.62 267.73 ②

少数股东权益 251.45 265.88 14.43 ②

所有者权益合计 522,982.33 523,264.50 282.17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
计 768,982.41 768,712.38 -270.03

2、利润表各科目调整情况

项目 更正前（A） 更正后（B） 更正金额
（C=B-A） 更正原因

一、营业总收入 334,550.47 335,243.47 693.00

其中：营业收入 334,550.47 335,243.47 693.00 ③

二、营业总成本 318,639.92 318,107.09 -532.83

其中：营业成本 274,497.82 274,446.39 -51.43 ②、③、⑥

管理费用 13,248.29 12,767.14 -481.15 ②、③

财务费用 3,405.36 3,405.11 -0.25 ①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72,971.08 -71,745.25 1,225.83

减：营业外支出 738.10 1,518.12 780.02 ③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
列） -72,030.58 -71,584.78 445.81

减：所得税费用 6,139.39 6,316.32 176.93 ②、⑤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78,169.98 -77,901.10 268.88

①银行未达账项调整：系根据银行函证回函金额调整的未达账项。
②合并抵消差异：系重新核实内部交易及往来的抵消明细数据进行抵消所致。
③重分类调整差异：
A、将计入管理费用的投资性房地产租赁业务中水电费收入、成本重分类至其

他业务收入及其他业务成本。 调增营业收入 693.00 万元， 调增营业成本 400.70 万
元，调增管理费用 292.30 万元。

B、 将计入管理费用的非是正常管理损失的物料报废损失重分类至营业外支
出，调增营业外支出 780.2 万元，调减管理费用 780.2 万元，合并层面管理费用与营
业成本重分类调减管理费用金额 6.57 万元。

C、其他的重分类调整主要系将款项性质为长期资产款的预付账款重分类至其
他非流动资产；将在其他应付款、应付账款、预付账款同时挂账的供应商金额进行
对冲所致。

④外币报表折算差异，内部往来合并抵消差异。
⑤合并抵消内部未实现毛利税率的影响。
⑥内部未实现毛利抵消差异
如上所述，前述差错更正主要系重分类差异构成，未明显违反企业会计准则的

相关规定。
问题 4：报告期内，你公司对富诚达计提 25.45 亿元商誉减值损失。 请你公司核

查并说明：
1、报告期内富诚达一次性全额计提商誉减值损失的原因及合理性，以前年度未

计提商誉减值损失的合理性，是否存在利润操纵的情形。
2、富诚达业绩承诺期内承诺业绩及实际业绩完成情况、过往业绩是否存在需调

整的情形、富诚达业绩补偿义务人实际需补偿金额、是否具备补偿能力及金额计算
过程、你公司 2019 年对相关补偿收益的确认金额，你公司为保障业绩承诺补偿所采
取的措施。

回复：
1、报告期内富诚达一次性全额计提商誉减值损失的原因及合理性，以前年度未

计提商誉减值损失的合理性，是否存在利润操纵的情形。
报告期内对富诚达商誉减值测试的具体过程如下：
（1）确认商誉减值的方法及合理性说明
首先判断减值迹象：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8 号 -- 资产减值》第二章第五条第

（六）项“企业内部报告的证据表明资产的经济绩效已经低于或者将低于预期，如资
产所创造的净现金流量或者实现的营业利润（或者亏损）远远低于（或者高于）预计
金额等”，根据富诚达 2017-2019 年财务数据，富诚达 2017 年净利润约为 1.89 亿元，
2018 年净利润约为 2.49 亿元，2019 年净利润约为 -1.9 亿元，2019 年的净利润远远
低于并购时（并购时预测 2019 年净利润为 3.5 亿元）及上一年度商誉减值测试管理
层预测的数据（上一年度预测 2019 年净利润为 3.8 亿元），故公司对并购富诚达所
形成的商誉存在明显减值迹象。

在对商誉减值测试时，首先对不包含商誉的富诚达资产组进行减值测试，计算
可收回金额，并与相关账面价值相比较，确认相应的减值损失；然后将企业合并形
成的商誉的账面价值，自购买日起按照合理的方法分摊至相关的资产组，对包含商
誉的资产组进行减值测试， 根据其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与预计未来现
金净流量的现值两者之间较高者确定资产组的可收回金额，根据资产组的可收回金
额减去资产组账面价值的金额确定商誉减值金额。

考虑到富诚达资产组不存在一个公平交易的销售协议价格，富诚达资产组也无
活跃交易市场，同时也无法获取同行业类似资产交易案例，故无法可靠估计富诚达
资产组的市场价值（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8
号—资产减值》，无法可靠估计资产组的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时，应当
以该资产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作为其可收回金额。 故采用收益法确定资产
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并以此作为包含商誉的资产组的可收回金额。

本次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的计算采用收益法的计算公式为：

式中：
P：表示包含商誉的资产组未来现金流量现值
Ri：资产组未来第 i 年的预期收益（自由现金流量）
r：折现率
n：评估对象的未来预测期。
资产组第 i 期预计的现金流量(Ri)
=� 第 i 期预计能够独立产生的营业收入 - 第 i 期对应的预计营业成本
- 第 i 期对应的预计的税金及附加 - 第 i 期预计的管理费用
- 第 i 期预计的销售费用 - 第 i 期预计营运资金增加额
- 第 i 期预计的为使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所发生的现金流出
+ 第 i 期折旧摊销等非付现成本费用
（2）商誉减值的具体计算过程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深圳市富诚达科技有限公司
对子公司的持股比例 100%

（1） 包含商誉的资产组或资
产组组合的账面价值

①对应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的账面价值 35,555.68
②商誉账面价值 254,542.97
合计 =①+② 290,098.65

（2）可回收金额
①资产组的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 不适用
②资产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 14,227.45
③可回收金额取①和②中较高者 14,227.45
（3）商誉减值金额 254,542.97

（3）对收购富诚达所形成的商誉减值测试的关键参数分析
①营业收入
单位：万元
项目 /年度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2024年

手机通讯类业务 59,602.18 65,115.38 68,045.58 71,107.63 74,307.47

穿戴类业务 1,604.56 1,752.98 2,081.67 2,274.22 2,376.56

电子烟业务 3,231.73 3,684.17 4,374.95 4,779.63 4,994.72

散热器及其他业务 9,112.11 9,745.84 10,266.78 10,623.84 10,996.97

营业收入合计 73,550.59 80,298.38 84,768.98 88,785.32 92,675.72

富诚达的主要产品包括智能手机金属结构件（包括音量键支架、静音键支架、电
源键支架、指纹键装饰圈等）、智能穿戴金属结构件（智能手表表圈、智能耳机铰链
等）以及其他工艺类似的精密金属结构件。 资产组的营业收入构成包括：手机通讯
类业务、穿戴类业务、电子烟业务、散热器及其他类业务。 其中手机通讯类业务和穿
戴类业务收入占营业收入的 80%以上。本次预测为资产组管理层根据资产组的生产
经营情况，以历史数据为基础，在综合考虑行业的发展趋势、未来发展战略及业务
拓展规划、资产组核心竞争力、经营状况等因素的基础上进行了适当预计。 主要收
入预测的合理性分析如下：

A．手机通讯类
因为 COVID-19 病毒的不确定性在过去一个月有所增加， 全球智能手机市场

复苏将在 2020 年受到影响。 根据国际数据公司的最新预测(IDC)预计 2020 年全球
智能手机市场将下降 2.3%，发货量略高于 13 亿。 预计 COVID-19 病毒的爆发将对
手机通讯类行业产生短期影响，2020 年上半年发货量预计同比下降 10.6%。 在 5G
加速努力的推动下，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有望在 2021 年恢复增长，2019 年 -2021 年
复合增长率 2%。

数据来源：IDC
从全球智能手机行业的发展来看，其年度结果均有变化，年增长率是一个短期

的概念，故本次不采用该指标进行比较，复合增长率是长期时间基础上的核算，更
能够说明行业增长或变迁的潜力和预期，故而本次选取复合增长率指标进行分析。
根据资产组的预测过程得出资产组中手机通讯类类金属结构件 2019 年至 2021 年
的销售量复合增长率为 4.35%， 该复合增长率较 IDC 公布的出货量复合增长率 2%
相比高，但发展趋势均处于低速上涨趋势，相对较平稳，考虑到资产组手机通讯类
金属结构件 2020 年预测基数处于较低的水平， 故认为本次资产手机通讯类金属结
构件的收入增长率预测具有合理性。

B．可穿戴设备类
根据 IDC 的最新数据，到 2020 年，全球可穿戴设备市场预计将增长 9.4%，达到

3.682 亿台。 与 2019 年 89%的增长相比，这标志着市场的大幅放缓，因为 COVID-19
病毒大流行影响了 2020 年上半年的供应。尽管如此，预计在整个预测期内仍将保持
健康增长，到 2024 年年底，出货量将达到 5.268 亿台，五年复合年增长率(CAGR)为
9.4%，可听设备 2020-2024 年的复合增长率为 10.3%，达到 3.015 亿台。

数据来源：IDC
根据资产组的预测过程得出资产组中穿戴类金属结构件 2020 年至 2024 年的

销售量复合增长率为 16%（主要为可听设备）， 该复合增长率较 IDC 公布的可听设
备出货量复合增长率 10.3%相比较高，但发展趋势均处于较高速上涨趋势，考虑到
资产组 2020 年为近三年首次导入苹果客户穿戴类金属结构件， 预测基数处于较低
的水平，后续随着料号的增加会呈快速增长趋势，故认为本次资产组穿戴类金属结
构件的收入增长率预测具有合理性。

②毛利率

项目 /年度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2024年

毛利率 16.51% 16.78% 16.61% 16.07% 16.02%

富诚达未来年度预计毛利率维持在 16%左右。
从金属结构精密件行业来看，2016-2019 年，毛利率水平相对较稳定，可比上市

公司近几年毛利率水平变动如下表：
证券代码 证券名称 2016年报 2017年报 2018年报 2019年报

300115.SZ 长盈精密 27.96% 24.10% 19.94% 21.39%

300083.SZ 劲胜智能 23.22% 26.57% 12.54% 11.75%

002475.SZ 立讯精密 21.50% 20.00% 21.05% 19.91%

002426.SZ 胜利精密 11.00% 10.75% 10.02% 8.04%

002635.SZ 安洁科技 36.15% 37.62% 31.28% 28.06%

002600.SZ 领益智造 9.76% 10.35% 20.18% 22.76%

300433.SZ 蓝思科技 25.28% 27.96% 22.63% 25.21%

平均值 22.12% 22.48% 19.66% 19.59%

从上表可以看到， 可比同行业上市公司在 2016 年－2019 年的毛利率呈小幅度
下降趋势，但整体相对较平稳，考虑到资产组管理层变化的因素及行业竞争加剧的
影响， 本次富诚达预测期毛利率较可比公司低 3%左右。 结合行业及资产组自身情
况以及 2020 年富诚达第一季度的实际毛利率情况， 我们认为预测期的毛利率水平
具有合理性。

③折现率

项目 /年度 税前折现率WACCBT 税后折现率WACC

本次减值测试预测 16.31% 14.02%

富诚达预测期的税前折现率取 16.31%。
近期市场类似并购案例折现率选取情况如下：

交易标的 交易买方 标的主要经营的业务 评估基准日
税后折现率即加权
平均资本成本

WACC

惠州威博精密科技
有限公司 安洁科技

消费电子金属精密结构件的
研

发、生产和销售
2016/12/31 13.50%

兴科电子科技有限
公司 银禧科技 CNC金属精密结构件的研

发、生产和销售 2016/3/31 14.09%

翊腾电子科技（昆
山）有限公司 永贵电器

精密连接器以及精密结构件
的研发、生产、销售以及相关
配套加工服务

2015/12/31 13.75%

深圳市东方亮彩精
密技术有限公司 江粉磁材 智能消费电子高精密结构件

的制造生产和销售 2015/9/30 11.08%

深圳市创世纪机械
有限公司 劲胜智能 自动化、智能化精密加工设

备的研发、生产、销售和服务 2015/3/31 12.30%

深圳市联懋塑胶有
限公司 星星科技

智能消费电子高精密结构件
的研发设计、制造生产及销
售

2014/11/30 12.85%

东莞市湘将鑫精密
科技有限公司 大富科技 消费类电子产品精密金属结

构件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2017/6/30 12.08%

广东龙昕科技有限
公司 康尼机电 消费电子精密结构件表面处

理 2016/12/31 13.30%

本次减值测试 14.02%

注：由于并购案例中折现率的选取均为税后折现率，故比较基础为税后折现率；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8 号———资产减值》的规定，在对未来现金净流量进行折现时
已将其调整为税前的折现率。

本次商誉减值测试中折现率的选取采用加权平均资本成本模型计算得出，税后
折现率为 14.02%， 近期市场类似并购案例收益法评估并购标的的折现率区间为
11.08%至 14.09%，本次商誉减值测试中折现率在市场案例区间内，具有合理性。

且对折现率预测时，与相应的宏观、行业、特定市场、特定市场主体的风险因素
相匹配，与未来现金净流量均一致采用税前口径，另本次商誉减值测试税前折现率
与 2018 年商誉减值测试税前折现率基本一致，差异很小，综上，折现率具有合理性。

综上所述，本次商誉减值测试在评估方法、相关参数等方面均具有合理性，故报
告期内对富诚达一次性全额计提商誉减值损失。

（2）前年度未计提商誉减值损失的合理性说明
富诚达 2018 年度未计提商誉减值损失主要原因是在商誉减值测试过程中，富

诚达原股东作为主要负责人的经营管理层对收入预测极度乐观， 富诚达 2018 年实
际收入较 2017 年度下滑 9%，但管理层预计 2019 年的营业收入为 23.57 亿元，预测
增长率达到 93%，由此导致 2020 年以及后续年度的收入整体金额偏高，经评估测试
的结果为不存在减值迹象。

由于富诚达 2018 年度的经营管理者为业绩承诺的原股东， 奋达科技对富诚达
前期除了在董事会派驻了 2 位董事外， 富诚达日常经营管理决策主要由原股东进
行，对富诚达的日常经营管理缺乏有效管控，因此未能及时识别相关销售预测的不
合理性。2019 年进行商誉减值测试时，公司发现了 2018 年商誉减值存在较多的不合
理之处， 但由于难以回溯 2018 年度商誉减值测试时点的完整信息和做出的假设是
否合理，因此在 2019 年度全额计提商誉减值。 综上，公司不存在利润操作的情形。

2、富诚达业绩承诺期内承诺业绩及实际业绩完成情况、过往业绩是否存在需调
整的情形、富诚达业绩补偿义务人实际需补偿金额、是否具备补偿能力及金额计算
过程、你公司 2019 年对相关补偿收益的确认金额，你公司为保障业绩承诺补偿所采
取的措施。

根据与富诚达原股东签署的收购协议，2017 年度、2018 年度、2019 年度承诺经
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20,000 万元、26,000 万元、35,000
万元，累计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不低于 8.1 亿元。

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2020 年 4 月 29 日出具的编号为“信会
师报字 [2020]第 ZI10335 号”的《关于深圳市富诚达科技有限公司 2019 年业绩承诺
实现情况的专项审计报告》， 富诚达 2017 年至 2019 年累计实现扣非后净利润为
2.65 亿元。

因固定资产减值、存货减值、长期待摊费用摊销方法的影响，可能存在过往业绩
需要调整的情形，但因业绩实现情况系以 2017 年至 2019 年的累计数确认，所以不
影响整体业绩实现情况的确认。

因奋达科技与富诚达原股东对富诚达 2019 年经审计的财务数据存在异议，异
议的主要内容为对固定资产计提大额减值、对存货计提大额减值以及长期待摊费用
摊销方式等会计估计事项。 同时， 对由此计算产生的业绩承诺实现情况也存在异
议。

在此情况下，为了推动业绩补偿纠纷的解决，降低对上市公司及富诚达的运营
产生进一步影响，公司与富诚达原股东就业绩补偿纠纷签订《协议书》，公司和富诚
达原股东同意按 2017-2019 年度累计实现的扣非后净利润 3.12 亿元为基础进行补
偿，补偿金额 1,779,888,888.89 元。 根据《利润补偿协议》以及 2017 年度权益分派实
施方案（每 10 股转增 3.977059 股，每 10 股派 0.596558 元人民币现金），富诚达原股
东以注销股票和返还现金红利作为对价来支付上述补偿金额，其中注销股票数量为
203,096,652 股，返还现金红利 8,668,413.86 元。 具体计算过程如下：

项目 备注 金额 /股数

2017年至 2019年累计实现扣非后净利润 1 312,000,000.00

2017年至 2019年累计承诺扣非后净利润 2 810,000,000.00

以前年度累计已补偿金额 3 12,954,026.83

2017年至 2019年补偿计算基数 4 2,895,000,000.00

截至 2019年末累计应补偿金额 5（如 1＜2，则 5=（2-1）
/2*4-3；否则为 0） 1,779,888,888.89

股票发行价格（元 /股） 6 12.16

需注销股票数量（股） 7（7=5/6） 145,307,143.00

转增后对应的注销股票数量（股） 8（8=7*（1+0.3977059）） 203,096,652.00

返还现金红利（元） 9（9=7*�0.596558/10） 8,668,413.86

富诚达原股东各自应补偿金额、对应注销股份数量、返还现金红利金额如下：

补偿义务人 补偿金额（元） 对应注销股份数量(股) 对应返还现金红利（元）

文忠泽 748,122,897.78 85,365,584 3,643,507.69

董小林 481,548,938.89 54,947,800 2,345,239.40

张敬明 490,145,802.22 55,928,756 2,387,107.81

深圳市富众达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60,071,250.00 6,854,512 292,558.96

合计 1,779,888,888.89 203,096,652 8,668,413.86

公司在 2019 年年度报告出具之前， 公司与富诚达原股东就业绩补偿事项进行
多次磋商，但是双方及公司管理层内部仍对补偿事项存在一定争议，同时，因业绩
补偿事项的最终确定需要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所以，公司无法可靠预计能
获取到的补偿金额，因此 2019 年年报未确认相关补偿的收益。

为保障业绩承诺补偿，公司于 2020 年 1 月向深圳国际仲裁院申请仲裁，并对仲
裁程序中的财产提出了保全申请，业绩补偿义务人持有的奋达科技股份已全部被司
法冻结。 具体事项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累积被冻结 数量 占其所持 股份比
例

文忠泽 97,925,363 4.82% 97,925,363 100.00%

董小林 63,019,706 3.10% 63,019,706 100.00%

张敬明 64,145,057 3.15% 64,145,057 100.00%

深圳市富众达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7,861,448 0.39% 7,861,448 100.00%

合计 232,951,574 11.46% 232,951,574 100.00%

富诚达业绩补偿义务人被司法冻结奋达科技股票共 232,951,574 股， 高于其应
用于补偿注销股票 203,096,652 股，具备股票补偿能力；其次，业绩补偿义务人持有
的银行现金账户也同时被司法冻结， 冻结金额高于应返还现金红利 8,668,413.86
元，具备现金返还能力。 综上，富诚达业绩补偿义务人具备补偿能力。

问题 5：根据会计师出具的《内部控制鉴证报告》和《保留意见专项说明》，因子
公司富诚达经营不善导致公司巨额亏损，会计师认为你公司对子公司的管理存在重
大缺陷。 请说明你公司对子公司富诚达是否实施有效管控，富诚达过往业绩是否存
在重大错报风险及需修正的情形，你公司拟采取的加强子公司管控的改进措施。

回复：
1、业绩承诺期内公司对子公司富诚达的管控存在缺陷
公司于 2017 年完成对富诚达的收购后，为了保持富诚达的稳定经营，及保证原

股东可积极采取措施促进业绩承诺的实现， 富诚达在 2017 年 -2019 年三年业绩承
诺期内主要由富诚达原股东文忠泽、董小林等作为主要负责人进行经营管理。 依据
收购富诚达签署的资产购买协议，在富诚达董事会组成方面，原股东文忠泽、董小
林、张敬明担任富诚达的董事，与上市公司委派的肖奋、肖晓共同组成富诚达董事
会。 在日常经营方面，文忠泽担任富诚达总经理，董小林担任富诚达副总经理，对富
诚达进行生产经营管理。 富诚达原股东在公司经营计划、投资方案、财务预算和决
算方案等重大决策上可施加重大影响。

在业绩承诺期富诚达接连出现了如富诚达管理层团队未经董事会审批多次调
整富诚达的组织架构、违反协议提前终止或解除聘用关键管理和技术人员、财产失
窃等管理薄弱事项，对富诚达的正常生产经营造成了不利影响。

在财务管理和内部审计方面，公司委派财务负责人参与富诚达的日常财务管理
工作，但由于富诚达的其他主要财务人员系富诚达原股东为主要负责人的经营管理
团队聘用，因此，财务负责人在财务管理控制制度执行方面存在一定难度，上市公
司对富诚达的财务管控存在一定障碍。 同时，公司每年均会派内部审计人员对富诚
达财务进行内部审计， 但在具体问题深入了解及整改方面存在未能完全执行的情
况。

鉴于在业绩承诺期内， 富诚达的日常经营管理仍由富诚达原股东主要负责，致
使公司对富诚达的有效管控存在一定缺陷，使公司未能及时对富诚达的生产经营和
投资决策进行有效监管，造成富诚达业绩完成情况严重不达预期，同时，未能有效
识别固定资产减值及存货减值情况，以及长期待摊费用模夹治具财务核算的情况。
因固定资产减值、存货减值、长期待摊费用摊销方法的影响，过往业绩可能存在错
报及需要修正的情形， 但因业绩实现情况系以 2017 年至 2019 年的累计数确认，所
以不影响整体业绩实现情况的确认。

2、公司已采取的对富诚达的管控措施及未来拟采取的措施
公司已充分认识对加强子公司管控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在 2020 年初已采取相

关措施加大对富诚达的管控力度，具体如下：
2020 年 1 月 16 日，公司作出关于富诚达有关事项的股东决定，免去文忠泽、董

小林、张敬明的富诚达董事职务，重新委派上市公司人员担任富诚达董事；提名上
市公司人员担任富诚达财务负责人；肖勇任富诚达法定代表人。

2020 年 1 月 17 日， 富诚达召开董事会会议通过了公司新一届经营管理人员的
聘任事项，其中肖勇担任富诚达董事长；

2020 年 3 月 18 日，富诚达与文忠泽、董小林签署《关于富诚达交接的协议》，富
诚达原股东同意交接富诚达及下属子公司的营业执照（正副本）原件、公司公章、财
务专用章、各银行账户管理员 UKey、工商数字证书；

2020 年 3 月 24 日，公司完成富诚达法定代表人、董事会成员的工商变更；
以此同时，公司已委派相关人员对富诚达行政、人力资源、销售、采购、财务等部

门加强管理。 通过以上措施，公司目前已实现对富诚达的有效管控。
未来，公司将进一步加强对富诚达的公司治理、组织架构、销售、供应链、人力资

源、资金、存货等方面的管理，对富诚达组织架构和人员情况进行梳理，完善公司治
理，实现规范化运作；加强企业文化建设，认可公司经营理念，增强员工对公司的认
同感；优化团队及工资结构，综合考虑技术、劳动、管理等要素制定绩效考核方案，
奖惩明确，以充分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开源节流，精简管理机构，缩减不必
要的一切费用开支，实现富诚达的持续健康发展。

特此公告。
深圳市奋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5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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