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接 C71 版 )
回复：
（1）报告期内公司合并范围变化情况、人员聘用情况：

年度 项目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18 年 12 月 31 日

合并范围

中超控股、江苏冲超、南京新材料 、科耐特、中
超销售 、常州石墨烯、远方电缆、明珠电缆 、中
超电缆 、长峰电缆 、恒汇电缆 、上海精铸、超山
电缆、轩中电缆、中坊电缆、中听电缆 、中倚电

缆 、中竹电缆

中超控股、江苏冲超、南京新材料 、科耐
特、中超销售 、常州石墨烯、远方电缆、明
珠电缆 、锡洲电磁线、新疆中超、西藏中
超、中超电缆 、长峰电缆 、河南虹峰 、恒汇

电缆、上海精铸、中超鹏锦

在职人数 2418 3241

（2）人员结构情况如下：

项目 分类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18 年 12 月 31 日

母公司及
其他子公

司

出售子公司
母公司及
其他子公

司

出售
子公司

锡洲
电磁
线

新疆
中超

河南
虹峰 小计 锡洲电

磁线
新疆中
超

河南虹
峰 小计

专业构
成类别

生产人员 1175 0 0 0 1199 259 56 116

销售人员 523 0 0 0 634 11 33 8

技术人员 236 0 0 0 245 5 4 10

财务人员 137 0 0 0 173 4 5 7

行政人员 347 0 0 0 316 93 17 25

其他 0 0 0 0 4 0 17 0

小计 2418 0 0 0 0 2571 372 132 166 670

教育程
度类别

硕士及以上 24 0 0 0 22 0 2 0

本科 450 0 0 0 465 5 21 11

大专 478 0 0 0 467 56 31 27

大专以下 1466 0 0 0 1617 311 78 128

小计 2418 0 0 0 0 2571 372 132 166 670

员工总人数 2418 3241

（3）2019 年度公司在职员工数量大幅下降的原因： 公司 2019 年底在职员工数
量比 2018 年底减少了 823 人，下降幅度 25.39%，主要系 2019 年度公司出售子公司
锡洲电磁线、新疆中超、河南虹峰三家子公司所致。 上述三家公司 2018 年年底在职
员工人数合计 670 人，2019 年末不再纳入合并范围。 剔除该因素外，2019 年底公司
在职员工同比减少 153 人，未出现大幅下降的情况。

综上所述，公司现有的员工数量及员工结构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能有效满足
生产经营需求，不影响公司的持续经营。

2、请说明你公司应付职工薪酬支付金额与公司员工数量变动幅度不匹配的原
因及合理性。 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专业意见。

回复：
2018 年-2019 年应付职工薪酬支付金额情况如下：

金额单位：万元

单位名称
2019 年 2018 年

本期支付金额 备注 本期支付金额

锡洲电磁线 2,193.66
纳入合并期间支付数

2,821.07
新疆中超 1185.54 1,015.64
河南虹峰 846.87 915.77

母公司及其他子公司 20,505.10 20,053.48
合计 24,731.17 24,805.96

公司 2019 年末在职员工数量是按 12 月 31 日时点合并范围内子公司的人员数
量统计的，但公司 2019 年内出售的三家子公司，年末职工人数未统计入公司总人
数范围内，因此总人数减少了 670 人。但由于锡洲电磁线是 2019 年 8 月底处置完成
的，新疆中超、河南虹峰是 2019 年底才处置完成的，因此统计应付职工薪酬时包含
锡洲电磁线、新疆中超、河南虹峰纳入合并期间的支付数。 经测算公司 2019 年度职
工薪酬较 2018 年度有所增加，根据每月职工薪酬实际支付金额对应每月实际领取
薪酬员工人数计算的加权平均月工资：2018 年为 6,093.74 元 / 人，2019 年为
6,606.91 元 / 人， 同比增幅 8.42%。 结合 2018-2019 年度无锡市、 伊犁哈萨克自治
州、漯河市社会平均工资水平及社保缴费基数上涨幅度来看，这个变动幅度是正常
的，不存在应付职工薪酬支付金额与员工数量变动幅度不匹配的情况。

年审会计师专业意见：
“我们已阅读公司上述说明，基于我们对中超控股 2019 年度财务报表的审计工

作，我们认为上述说明与我们在执行中超控股 2019 年财务报表审计过程中了解的
信息一致。

针对公司应付职工薪酬支付金额与公司员工数量变动幅度不匹配的情况，我
们执行了如下审计程序：

（1）了解并测试公司人力与工薪相关内部控制的设计与运行；
（2）检查公司每月员工工资的发放记录，并将其核对至公司职工花名册记录的

员工信息、对应的银行回单金额是否与发放记录信息一致；
（3）执行分析性复核程序，包括人均月工资的波动分析、月度薪酬波动分析等。
通过执行上述程序， 我们认为公司应付职工薪酬支付金额与公司员工数量变

动幅度不匹配的原因主要为公司年报中披露的在职人员数量不包含公司本年度处
置锡洲电磁线、河南虹峰以及新疆中超三家控股子公司的人员，但三家公司纳入合
并范围期间的应付职工薪酬支付金额包含于公司的合并财务报表中所致， 其原因
是合理的。 ”

问询十一、 报告期末， 你公司应收商业承兑票据余额 1.08 亿元， 较期初增长
64.76%。 请结合结算方式、信用政策及其变动情况等，说明公司较多使用商业承兑
汇票结算的原因、相关商业承兑票据是否存在无法承兑的风险、你公司控制票据使
用风险采取的措施等，以及未计相应提减值准备的合理性。 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
表专业意见。

回复：
1、应收商业承兑票据余额 1.08 亿元的现状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应收商业承兑汇票余额 1.08 亿元， 截至本问询函回复

日，已到期托收到账的商业承兑汇票 2,239.74 万元，已背书转让给公司供应商的商
业承兑汇票 6,276.62 万元，出票人为“国网”、“电网”等电力系统的商业承兑汇票
1,130.17 万元，出票人为房地产企业的商业承兑汇票 868.84 万元（托收过程中的商
业承兑汇票 44.43 万元，尚未到期的商业承兑汇票 824.41 万元），出票人为其他单
位的商业承兑汇票 318.83 万元(尚未到期的商业承兑汇票 208.83 万元，正在托收中
的商业承兑汇票 3 份，合计金额 110 万元)。

2、结算方式
公司主要采用电汇、银行承兑汇票、商业承兑汇票等结算方式。 目前结算方式

仍是以电汇为主。
3、信用政策及其变动情况
公司审慎选择客户， 仅给予资信较好的客户赊销信用政策， 其他客户现款现

货，而对于一般工程客户，根据客户基本情况及合作情况，要求不同的预付款比例
（一般为 10%-50%）；同时执行严格的合同审批制度，公司根据客户情况审批合同
约定的付款条件和违约责任。 公司下游客户包括电力系统、重点工程、大型企业，该
类客户企业规模大、回款信誉好，所以公司为了与之保持长期合作关系，以争取更
多的销售额， 在其回款能力得到保证的前提下及自身经营管理能力和风险可控的
范围内，公司给予电力系统、重点工程和大型企业三至四个月的信用期。 公司此信
用政策未发生变动。

4、公司较多使用商业承兑汇票结算的原因、相关商业承兑票据是否存在无法
承兑的风险、你公司控制票据使用风险采取的措施

由于市场经济形势紧张原因，“国网”、“电网”等电力系统客户采取商业承兑汇
票方式结算的货款呈上升趋势，同比增加了 3,768.00 万元。 公司认为,�“国网”、“电
网”等电力系统客户出具的商业承兑汇票方式信用良好,市场认同感强 ,公司既可以
将收到的商业承兑汇票背书转让给供应商也可以到期托收。

从公司历史收到的商业承兑汇票的兑付情况来看，出现过逾期兑付情况，但没
有出现过不兑付的情况,不会出现无法承兑的风险。

公司针对以商业承兑汇票结算货款的方式进行控制， 尽量减少以商业承兑汇
票作为货款结算方式。 若遇到确有需要收取商业承兑汇票情形的，公司根据出票人
及客户的资信进行分析，经公司或子公司分管营销的副总经理、总经理审批后方可
收取并对其后续托收情况持续关注，对于自我评价及以往经验认为存在风险的，公
司拒绝商业承兑汇票结算方式。

5、未计提相应减值准备的合理性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第四十条： 当对金

融资产预期未来现金流量具有不利影响的一项或多项事件发生时， 该金融资产成
为已发生信用减值的金融资产。 金融资产已发生信用减值的证据包括下列可观察
信息：（一）发行方或债务人发生重大财务困难；（二）债务人违反合同，如偿付利息
或本金违约或逾期等；（三）债权人出于与债务人财务困难有关的经济或合同考虑，
给予债务人在任何其他情况下都不会做出的让步；（四） 债务人很可能破产或进行
其他财务重组；（五） 发行方或债务人财务困难导致该金融资产的活跃市场消失；
（六）以大幅折扣购买或源生一项金融资产，该折扣反映了发生信用损失的事实。金
融资产发生信用减值，有可能是多个事件的共同作用所致，未必是可单独识别的事
件所致。 ”的规定。

公司收取的商业承兑汇票发行方主要为国网公司，根据销售与收款实际情况，
在收取商业承兑汇票时，公司对商业承兑汇票的发行方进行了调查，（1）发行方或
债务人未发生重大财务困难；（2）发行方未违反合同，如偿付利息或本金违约或逾
期等（3）公司未给予发行方在任何其他情况下的让步；（4）根据了解和掌握的公开
的信息，商业承兑汇票的发行方未出现“很可能破产或进行其他财务重组”的情形；
（5）商业承兑汇票的发行方未出现“财务困难导致该金融资产的活跃市场消失”的
情形。 同时，公司历年来未发生过商业承兑汇票到期后无法承兑或追偿的情况。

因此，公司认为报告期末不存在无法承兑的风险，公司未计提相应减值准备符
合《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

年审会计师专业意见：
“针对应收商业承兑汇票的情况，我们执行的审计程序主要包括：
（1）了解并测试公司销售与收款的相关内部控制；
（2） 对应收商业承兑汇票的出票方公司进行背景调查， 判断出票方的经营情

况、业务规模、诉讼情况是否存在无法偿债的风险；
（3）获取公司应收票据备查簿，检查出票日、到期日、票据金额等信息，关注公

司商业承兑汇票到期后是否存在无法承兑的金额及占比情况。
通过执行上述程序，我们认为公司使用商业承兑汇票结算的原因是合理的，未

发现存在商业承兑票据无法承兑的风险，公司的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相
关规定。 ”

问询十二、报告期末，你公司应收账款账面余额 28.60 亿元，本期发生应收账款
坏账损失 -2,714.42 万元。

1、报告期内，你公司按账龄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比例
为 11.35%，较上一年度提高 2.16 个百分点。 请结合你公司应收账款账龄结构变化
情况、计提政策等，分析计提比例变化的原因及合理性；

回复：
2018 年、2019 年按账龄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统计

账龄结构

坏账准
备

计提政
策/预
期信用
损失率

应收账款期末余额（万元） 坏账准备余额（万元） 坏账准备计提比例

2019 年 2018 年 增加额 2019 年 2018 年 增加额 2019
年

2018
年 增幅

6 个月以
内（含 6
个月 ）

0.50% 160,082.61 204,140.08 -
44,057.47 800.41 1,020.70 -220.29 0.28% 0.29% -0.01%

6 个月至
1 年（含 1

年）
5.00% 35,697.63 48,185.12 -

12,487.49 1,784.88 2,409.26 -624.38 0.63% 0.68% -0.05%

1-2 年
（含 2 年 ） 10.00% 38,104.39 58,059.01 -

19,954.62 3,810.44 5,805.90 -1,995.46 1.35% 1.64% -0.29%

2-3 年
（含 3 年 ） 30.00% 23,801.87 16,923.78 6,878.09 7,140.56 5,077.13 2,063.43 2.53% 1.44% 1.09%

3-4 年
（含 4 年 ） 50.00% 10,051.07 13,630.02 -3,578.95 5,025.54 6,815.01 -1,789.47 1.78% 1.93% -0.15%

4-5 年
（含 5 年 ） 80.00% 7,086.76 6,386.56 700.2 5,669.41 5,109.25 560.16 2.00% 1.44% 0.56%

5 年以上 100.00
% 7,864.37 6,259.76 1,604.61 7,864.37 6,259.76 1,604.61 2.78% 1.77% 1.01%

合计 282,688.70 353,584.33 -
70,895.63 32,095.61 32,497.01 -401.40 11.35

% 9.19% 2.16%

由上表可知，公司在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后，2019 年与 2018 年相比，预期信用
损失模型下的应收账款预期信用损失率与原应收账款坏账计提比例没有发生变
化，而是由于账龄结构的变化致使计提金额、比例增加，实际情况为：账龄在 2-3 年
（含 3 年） 的应收账款余额期末较期初增加 6,878.09 万元， 导致坏账准备多计提
2,063.43 万元，计提比例增加 1.09%；账龄在 4-5 年（含 5 年）的应收账款余额期末
较期初增加 700.02 万元，导致坏账准备多计提 560.16 万元，计提比例增加 0.56%；
账龄在 5 年以上的应收账款余额期末较期初增加 1,604.61 万元， 该部分是全额计
提坏账，导致坏账准备多计提 1,604.61 万元，计提比例增加 1.01%。 因此，2019 年按
账龄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比例为 11.35%， 较 2018 年提高
2.16 个百分点是合理的。

2、报告期末，你公司按欠款方归集的应收账款期末余额第一名的单位为英大
商务服务有限公司，余额为 1.36 亿元。 经查，该公司有多个分公司，经营范围包括
电子商务服务、互联网信息服务等。 请补充披露你公司与该公司产生业务往来的具
体合同内容、发生时点、履行情况、大额应收账款发生的原因及合理性等；

回复：
（1）公司与英大商务服务有限公司相关应收款统计情况：

合同签订
日期

合同编号 国网公司的三级采购单位
（实际采购方）

合同内容 业务发生时
点

合同履行
情况

相关业务的
应收账款余
额（万元 ）

2019/4/10 JTSDJCWZ
(2019)060094 山东网瑞物产有限公司 电缆采购 2019/12/30 部分发货 1,864.64

2019/4/12 山东网瑞物产有限公司等
18 家公司 电缆采购 2019/4/20 发货完毕 1,479.25

2019/10/25 WZJT(2019)
13A14726 国网福建省电力公司 电缆采购 2019/12/19 全部发货 1,296.83

2019/10/21

英大商务服务
有限公司
NYQT（2019）
544 号

重庆恒旺实业有限公司/重
庆市酉阳光达县电气有限
责任公司

电缆采购 2019/9/11 部分发货 1,008.86

2019/12/2

英大商务服务
有限公司
NYQT（2019）
7517

长春电力集团有限公司 电缆采购 2018/10/24 发货完毕 733.06

2019/9/16 5811-5 泸州北辰电力有限责任公
司 电缆采购 2019/10/22 发货完毕 720.07

2019/12/28 AH-HF-T2-
20200108058

合肥庐源电力工程有限公
司 电缆采购 2019/12/10 部分发货 606.51

2019/12/5 WZJT(2019)
050509A1458

武汉华源电力集团有限公
司 电缆采购 2019/12/25 全部发货 526.85

2019/6/18 WZJT(2019)
050509A4101

武汉华源电力集团有限公
司 电缆采购 2019/11/10 部分发货 494.29

2019/11/4 WZJT(2019)
050509A6552 无锡广盈实业有限公司 电缆采购 2019/11/24 部分发货 394.09

2019/11/15

英大商务服务
有限公司
NYQT(2019)
5034

武汉金海电力有限责任公
司 电缆采购 2019/10/30 发货完毕 299.32

2019/12/16

英大商务服务
有限公司
NYQT(2019)
7781 号/KH/
20191203-018

扬州广源集团有限公司电
力物资分公司

电缆采购 2019/12/5 发货完毕 282.18

2019/12/9 901211 江阴市锡能实业有限公司 电缆采购 2019/11/21 部分发货 275.63

2019/12/22 济南鲁源电气集团有限公
司章源分公司 电缆采购 2019/4/12 发货完毕 272.44

2019/12/31

英大商务服务
有限公司
NYQT(2019)
3322 号

山东格瑞德设计咨询有限
公司 电缆采购 2019/10/25 发货完毕 268.22

2019/11/15

英大商务服务
有限公司
NYQT(2019)
9100

西安亮丽电力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 电缆采购 2019/12/20 部分发货 256.57

2019/11/21 AH-AQ-72-
20191121-28

池州华光电力工程有限公
司 电缆采购 2019/9/22 发货完毕 256.48

2019/12/18 1780 太仓市仓能电力集团有限
公司 电缆采购 2019/11/29 发货完毕 247.47

2019/10/15 20191015-01 南京远能电力工程有限公
司 电缆采购 2019/12/1 发货完毕 229.97

2019/11/21 WZJT(2019)
050509A4891

山西明业电力工程有限公
司 电缆采购 2020/3/15 部分发货 224.24

2019/7/25 YG-2019-07
(CL)

宁夏天净元光电力有限公
司 电缆采购 2019/9/6 发货完毕 223.39

2019/12/18 GZ2019XSH-
101219

无锡锡能电力实业有限公
司 电缆采购 2019/10/29 部分发货 216.93

2019/11/15 AH-CZ-T2-
20191119007

滁州东源电力工程有限公
司 电缆采购 2019/10/24 发货完毕 209.92

2019/9/27

英大商务服务
有限公司
NYQT（2019）
1241 号

宜宾远能电业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 电缆采购 2019/5/6 发货完毕 162.67

2019/12/18 GZ2019XSH-
101223

无锡锡能电力实业有限公
司 电缆采购 2019/10/29 部分发货 146.02

2019/12/18 GZ2019XSH-
101221

无锡锡能电力实业有限公
司 电缆采购 2019/10/29 部分发货 144.78

2019/12/17 1771 吴江市力良送变电工程有
限公司 电缆采购 2019/12/4 发货完毕 142.11

2019/12/13 NYQT （2019）
8753

黄山开源发展集团有限公
司祁门明源分公司 电缆采购 2019/10/4 发货完毕 117.79

2019/7/4 YN19071000074 南京远能电力工程有限公
司 电缆采购 2019/10/5 发货完毕 85.70

2019/10/18 WZ-HG-
2019-2077253

池州华光电力工程有限公
司 电缆采购 2019/10/14 发货完毕 70.59

2019/5/14 WZJT(2019)
050509A5011

武汉华源电力集团有限公
司 电缆采购 2019/12/26 部分发货 69.26

2019/12/5 NYQT(2019)
9016 号

驻马店华宇电力实业有限
公司汇丰电汇分公司 电缆采购 2019/12/30 部分发货 50.93

2019/9/12 Y2019-09-20 宝鸡先行电力（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电缆采购 2019/10/5 发货完毕 46.38

2019/11/22

英大商务服务
有限公司
NYQT（2019）
6095 号

长春电力集团有限公司 电缆采购 2017/10/31 部分发货 41.31

2019/9/23 20190919-006 安庆横江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 电缆采购 2019/6/9 发货完毕 36.38

2019/12/11 JX-NC-XY-
20191031-12

吉安明珠供电服务有限公
司吉安县分公司 电缆采购 2019/11/22 发货完毕 33.26

2019/8/8 20190808163154
548692

济南鲁源电气集团有限公
司 电缆采购 2019/9/12 发货完毕 22.88

2019/8/23 HA-CG-2019-
0816A

张家口宏垣电力家业有限
公司怀安分公司 电缆采购 2019/9/26 发货完毕 13.24

2019/10/16 7359—2 榆林华源电力有限责任公
司 电缆采购 2019/12/17 发货完毕 13.15

2019/8/26 5269-4 济南德力工程检测有限公
司 电缆采购 2019/12/19 发货完毕 10.16

2019/11/26 1664 常州晋陵电力实业有限公
司电力器材销售分公司 电缆采购 2019/12/9 发货完毕 9.80

2019/7/22 聊城华昌实业有限责任公
司 电缆采购 2019/6/27 发货完毕 9.58

2019/8/26 5269-5 济南德力工程检测有限公
司 电缆采购 2019/11/21 发货完毕 7.60

2019/8/26 5269-4 济南德力工程检测有限公
司 电缆采购 2019/12/19 发货完毕 6.82

2019/3/31 SWDSYD00NY
QT1900839

日照阳光合源电力集团有
限公司 电缆采购 2019/5/15 部分发货 5.49

2019/11/25

20191125152545
292943/
20191125152544
714401/
20191125152543
494223/
20191125152542
194737

济南鲁源电气集团有限公
司 电缆采购 2019/12/5 发货完毕 5.08

2019/11/25

20191125152559
123860/
20191125152600
390520/
20191125152601
778427

济南鲁源电气集团有限公
司 电缆采购 2019/12/13 发货完毕 2.83

2019/12/9 20191209145644
596838

济南鲁源电气集团有限公
司历源分公司 电缆采购 2019/12/30 发货完毕 1.92

2019/8/29
2019/9/19

20190829161411
404556/
20190919172144
110809/
20190919172144
970547

济南鲁源电气集团有限公
司 电缆采购 2019/10/23 发货完毕 1.18

合计 13,644.12

备注：业务合作模式：英大公司是根据国网公司的要求建立的电商采购平台，
公司通过该平台与国网公司的三级采购单位（以下简称“实际采购方”）进行购销业
务合作。

结算方式： 实际采购方在英大公司的电商采购平台通过线上方式向英大公司
下达订单，英大公司线上将实际采购方下达的采购订单推送至公司，公司按照订单
约定供货，实际采购方和公司双方分别与英大公司就货款、发票进行结算、各自传
递。

结算流程：英大公司每月 6 日、21 日（遇节假日顺延至下一工作日）对上月度
21 日 00:00 至本月度 5 日 24:00、本月度 6 日 00:00 至 20 日 24:00 所有“交易完成”
订单（实际采购方已付款的订单），以邮件的形式发送对账单给公司，公司需在英大
公司发送邮件后 5 日内完成核对工作，并书面向英大公司反馈核对结果，在此期间
未反馈结果则视为公司确认对账单无误。 如对账单核对无误，公司须于对账单核对
无误之日起 5 日内按照对账单确定的金额给英大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

付款要求：实际采购方向英大公司付款后，英大公司再向公司付款。 一般情况
下，实际采购方依据订单金额分预付款、到货款、

投运款和质保金四次按约定的支付比例向英大公司付款， 英大公司根据与公
司确认的对账单在公司向其开具发票后将收到款项的按实际采购方向其付款的同
样比例向公司付款。

优点：因相关单据的传递、货款的结算等均通过该电商平台办理，同时约定了
办理时间和要求，使得货物的交付和验收，发票、收货单、检验单等票据的传递，货
款的结算等工作更加公开透明、结算格式更加统一。

（2）大额应收账款发生的原因及合理性：
英大商务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英大公司”，2020 年 4 月 1 日更名为“国网

电商科技有限公司”）是国网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是国家电网公司贯彻落实国家“互
联网 +”行动计划、推进多元化发展、利用互联网技术推动传统业务转型升级的战
略部署，拥有电 e 宝、国网商城、互联网金融、光伏云网、商旅云五大电商平台，是国
内最大的能源电商企业）的全资子公司，具有工程招标代理机构资质。 主要负责国
网电子商务领域的业务，以国网商城为运营主体，以“电”为主线，主要涵盖招标采
购、跨境电商、央企电商联盟等特色业务。 具有从事工程、货物、服务专业的招标代
理服务团队，熟悉招标投标相关法律法规及国网公司各项管理制度，具有丰富的招
标代理项目经验。 2019 年 5 月，在国务院国资委科创局指导下，成立央企电商联盟
联合采购工作组，联合中央企业集中开展中央企业软件联合采购工作，开创了“联
盟组织实施、央企联合谈判、供应商广泛参与、全流程线上操作”的联合采购新模
式。为进一步推动电商业务发展，提高市场竞争力，凸显电商品牌价值，国网全资孙
公司国网电商科技有限公司利用独立运营的全流程电子招标采购平台， 对于国网
企购产业单位提供电商化采购平台服务。 目前已实现供应商接入、招标信息发布与
提醒、在线投标、电子评标、招标结果公示、专家在线申请入库等一站式服务及闭环
式管理，并形成了“门户网站 + 咨讯推送 + 会员专区 + 离线工具 + 业绩报告 + 增
值服务”六大业务主板块。 平台汇集全国各地供应商 11,000 余家，各行各业评标专
家 5,000 余名， 具有行业最佳实践能力和优质电商化运营服务能力。 为响应现代
（智慧）供应链体系建设，公司在北京、天津、山东、西藏、新疆等多地建有智能评标
基地，能够实现评标现场智能化管理，增强了招投标工作的透明度。并以坚持“根植
国网、服务社会”，秉承公开、公平、公正以及诚信的原则，为推动行业持续、健康发
展而发力。

公司与英大公司的合作是基于国网公司上述考虑， 实际上是利用其建立的平
台与国网各下属单位进行的购销业务，公司与英大公司、国网公司的三级采购单位
三方签订购销合同，更加公开透明，更有利于公司货物交付、验收，票据传递、货款

回收等工作。 特别说明：表中所统计的合同中有部分合同的签订时间晚于业务发生
时间，原因是：在公司和国网公司下属单位原已签订合同尚未执行完毕的情况下，
被要求要转移到英大电商平台进行操作， 于是公司和英大商务服务有限公司重新
签订相关合同，继续执行原来的内容致使合同签订时间是晚于业务发生时间。

2019 年，公司与英大商务服务有限公司发生电缆采购业务金额为 18,484.36 万
元，期末应收账款余额 13,644.12 万元。 从期末应收账款结构来看，对英大商务服务
有限公司的应收账款账龄均在 1-6 个月内。因此，英大商务服务有限公司的大额应
收账款是合理的。

3、请你公司年审会计师就上述事项进行核查并发表专业意见。
回复：
“（1）对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执行的主要审计程序包括：
①对公司信用政策及应收账款管理相关内部控制的设计和运行有效性进行评

估和测试；
②结合公司应收账款的历史数据及前瞻性信息对预期信用损失率进行重新测

算以确定应收账款坏账准备会计估计的合理性，包括确定应收账款组合的依据、金
额重大的判断、单独计提坏账准备的判断等；

③通过分析两期应收账款的应收账款周转率、同行业应收账款周转率等指标，
评价公司应收账款的整体结构的合理性；

④通过分析公司应收账款的账龄结构情况， 并执行应收账款函证程序及检查
期后回款情况，评价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的合理性。

⑤获取中超控股坏账准备计提表，检查计提方法是否按照坏账政策执行；重新
计算坏账计提金额是否准确。

通过执行上述程序， 我们认为中超控股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的变化原因是
合理的。

（2） 针对按欠款方归集的应收账款期末余额第一名的单位英大商务服务有限
公司，我们执行了如下程序：

①了解、 评估中超控股管理层对中超控股销售订单审批至销售收入入账流程
中的内部控制设计，并测试关键控制执行的有效性；

②检查与收入确认相关的支持性文件，包括销售合同、销售发票、发货单、客户
回款流水单以及经客户签收的送货单等以评价收入确认的合理性；

③通过客户背景调查的手段以评价该笔销售的商业实质的原因及合理性，包
括采用天眼查核查其经营范围、客户规模、股权结构及其关联单位等；

④对英大商务服务有限公司的销售收入及对应的应收账款执行函证程序以验
证其业务发生的真实性；

⑤对英大商务服务有限公司的销售实施分析性复核程序， 以评价其销售毛利
率、销售单价是否处于同类客户销售的合理区间。

通过执行上述程序， 中超控股与英大公司产生业务往来的原因为英大公司系
国网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国网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将英大公司作为线
上平台，与国网企业各下属单位进行的购销业务 ,这样更有利于货物交付、验收，票
据传递、货款回收等工作。我们认为，其具体合同内容、发生时点、履行情况、大额应
收账款发生的原因是合理性的。 ”

问询十三、报告期末，你公司预付款项余额 6,344.73 万元。 按预付对象归集的
期末预付款项余额第一名、第三名的单位显示为“关联方”。 请你公司补充披露按预
付对象归集的期末余额前五名的单位名称、预付款涉及交易的详细情况、预付款项
发生的原因、 所涉交易的履行情况、 预付及预付比例等是否符合商业及行业惯例
等。 相关预付涉及关联交易的，请说明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请你公司年审会计师进行核查并发表专业意见。

回复：
（1）按预付对象归集的期末余额前五名的预付款情况如下：

预付账
款单位
名称

2019 年 12
月 31 日
余额 （万

元 ）

预付款涉及交易的详细情况

合同签
订日期

合同
内容

合同金
额（万
元 ）

预付
比例

实际预
付金
额 ?

预付款项发生原因 交易履行情
况?

截至回
函日交
易履行
情况?

新 疆 中
超 新 能
源 电 力
科 技 有
限公司

2,669.24

2019/5/8

委托
加工
协议

2,166.7
6

80.00
%

1,733.4
1 公司承 接的 客 户 或

施 工地 在新 疆地 区
合同金额在 20 万元
以上订单 ，因路途遥
远 ，对其中交货期紧
的订 单采 取委 托 新
疆 中超 生产 发货 的
模式。 为保证顺利生
产 ，公司对这部分订
单 采取 全额 支付 材
料 、人工及燃动费等
必须 支出 的成 本 费
用 ，按 80%的比例向
其支付预付款。

新疆中超产品
已 生 产 完 成 ，
等待客户通知
发货

已 开 票 、
已 发 货 、
已回款

2019/9/
30 854.35 683.48

2019/10/
10 92.01 73.61

2019/10/
16 31.08 24.86

2019/11/
5 48.69 38.95

2019/11/
15 47.39 37.91

2019/12/
2 95.86 76.69

小计 2,669.24 3,336.1
4

2,668.9
1

江 苏 辉
宏 信 科
技 有 限
公司

402.51

2019/9/
23

购买
铜杆

482

30.00
%

144.60

根据实 际情 况 约 定
执行

与之对应的订
单尚未开始生
产

已 履 行
完毕

2019/9/
27 383.19 114.96

2019/11/
15 476.50 142.95

653.70 2019 年
12 月份

支付
保证
金锁
铜

10.00
% 653.70 支付锁铜保证金

已 锁 铜 价 、数
量 ， 待实际生
产时发货

货 已 供 、
票 已 开 、
款已结

小计 1,056.21 1,341.6
9

1,056.2
1

江苏上
鸿润合
金复合
材料有
限公司

492.15 2019/11/
27

购买
铝合
金杆

1,650.5
3

30.00
% 495.16 根据合同约定执行

截 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 约
3 万 元 货 已
提 ， 剩余部分
货未提 ?，款已
付

合同已
执行完

毕

小计 492.15 1,650.5
3 495.16

宜兴市
宝和全
铜业有
限公司

398.36 2019/12/
2

购买
铜杆

1,350.4
4

30.00
% 405.13 根据合同约定执行

截 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 约
6.8 万 元 货 已
提 ， 剩余部分
货未提 ，?款已
付

合同已
执行完

毕

小计 398.36 1,350.4
4 405.13

国网江
苏省电
力公司
宜兴市
供电公
司

275.60 预付
电费 275.60 275.60

根据先 充值 后 使 用
的 规定 预交 下季 度
部分电费

小计 275.60 275.60 275.60
合计 4,891.56

①公司预付新疆中超货款 2,669.24 万元主要原因如下：
2019 年末公司与新疆中超签订的委托加工合同总计 3,336.14 万元， 是公司承

接的客户或者施工地在新疆地区合同金额在 20 万元以上的部分在手订单。 因路途
遥远，考虑到交货期、运费成本等各项因素，对交货期紧的订单，公司采取委托新疆
中超按客户及公司的质量要求标准生产相关产品并负责发货的运作模式。 由于电
缆行业作为“料重工轻”的行业，对铜、铝、电缆料等需求很大，这些原材料占产品总
成本 80%以上，且铜、铝导体材料都是付款期限很短（一般为 10 天左右）或需要预
先向供应商支付一定比例的货款后才供货的。 考虑到新疆中超当时尚属公司的控
股子公司，况且公司当时也占用了新疆中超的资金（包括货款、借款计 9,460.47 万
元），为保证顺利生产，公司对这部分订单采取全额支付材料、人工及燃动费等必须
支出的成本费用，按 80%的比例向其支付预付款。

②公司预付江苏辉宏信科技有限公司原材料铜款 1,056.21 万元， 其中有
402.51 万元系支付对应采购铜杆合同 30%的预付款， 剩余款项 653.70 万元是为了
锁铜而支付的保证金。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本部在手订单 16.12 亿元，其中
2020 年 1-2 月份需交货的订单金额约为 1.20 亿元。由于 2019 年年底铜价呈持续上
涨趋势，为避免铜价波动影响对应未执行订单的毛利，公司根据生产计划对于尚未
下单生产的约 9,600 万元合同的产品测算铜材采购量，并向辉宏信支付了 10%保证
金进行锁铜。

③子公司长峰电缆预付江苏上鸿润合金复合材料有限公司 492.15 万元， 是用
于保证在手未执行铝产品的订单而预付的铝材款。 对应合同金额为 1,650.53 万元，
预付比例 30%，预付金额 495.16 万元。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长峰电缆正在履行
的订单金额为 7,174.01 万元，其中已执行的金额为 4,624.82 万元，还有 2,354.39 万
元订单未执行。 所涉交易预付及预付比例符合商业及行业惯例。

④为避免铜价波动影响对应未执行订单的毛利，子公司长峰电缆 2019 年 12 月
份与宜兴市宝和全铜业有限公司签订了电解铜的采购合同， 合同金额 1,350.44 万
元，同时按合同约定支付 30%的预付款，该公司为长峰电缆铜材长期合作供应商。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预付该供应商的余额为 398.36 万元，预付及预付比例符
合商业及行业惯例。 采购电解铜的合同明细如下：（金额单位：万元）

签订日期 合同编号 数量（吨 ） 金额（万元）

2019/12/2 20191202 280 1,350.44

截至回函日， 长峰电缆预付宜兴市宝和全铜业有限公司的款项所对应的货物
均已送达该子公司。

⑤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母、子公司合计预付国网江苏省电力公司宜兴市供
电公司电费 275.60 万元， 是根据供电公司先充值后使用的规定预交了下季度部分
电费。

2、预付款项涉及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根据《股票上市规则》规定“10.2.4 上市公司与关联法人发生的交易金额在三

百万元以上， 且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0.5％以上的关联交易，
应当及时披露。 10.2.11� ?上市公司与关联人进行本规则第 10.1.1 条第（二）项至第
（五）项所列的与日常经营相关的关联交易事项，应当按照下述规定进行披露并履
行相应审议程序……”公司与江苏上鸿润合金复合材料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公司
已于 2019 年 3 月 29 日披露，详见公司刊载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日
常关联交易预计公告》（公告编号：2019-021）。 2019 年 12 月 4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
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出售控股子公司股权的议案》，公司与何志
东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拟将持有的新疆中超 62.5%的股权以人民币 4,000 万元的
价格转让给何志东。 2019 年 12 月 20 日，公司召开 2019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了上述议案。 2019 年 12 月 25 日，新疆中超完成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
因公司董事俞雷、霍振平曾任新疆中超董事，在新疆中超剥离上市公司后，公司与
新疆中超发生的交易为关联交易。 根据公司与新疆中超合同的签订时间，上述预付
款相关合同均在公司出售新疆中超之前签订，当时新疆中超为公司控股子公司，为
非关联方，不需要履行关联交易的披露程序。

年审会计师专业意见：
“针对预付款项事项，我们主要执行了如下审计程序：
（1）检查公司与预付款项中前五名单位交易的支持性文件，包括采购合同中约

定的签订日期、采购种类、数量、金额及付款条件，以评价预付款项发生的原因及履
行情况；

（2）检查公司与预付款项中前五名单位交易的银行流水，并核对至收付款人的
银行账户记录；

（3）对预付款项中前五名的单位实施函证程序以验证交易的真实性；
（4）关注预付款项期后合同执行的情况，并检查期后合同执行的支持文件，包

括采购入库单、采购发票等；
（5）针对存在关联交易的预付单位，检查公司相关审议程序决策文件，评价决

策程序是否恰当；
（6）获取并检查公司预付款项涉及关联交易的有关公告，关注公司是否已对关

联方关系及其交易进行了恰当汇总和列报。
通过执行上述程序， 我们认为公司与预付款项前五名单位涉及交易发生的原

因、交易的履行情况、预付及预付比例符合商业及行业惯例。 公司已对相关预付涉
及关联交易的，履行了关联交易的审议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

问询十四、报告期末，你公司其他应收款账面余额 2.27 亿元，其中“备用金”
8,339.18 万元，“其他”7,588.63 万元。

1、请说明“备用金”的欠款方及具体内容，并自查说明备用金支出是否构成对
外提供财务资助或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回复：
（1）备用金的具体明细：
2019.12.31 备用金明细表

名称 金额 （元 ） 性质

南昌经营部 3,080,614.85 营销备用金

江苏营销公司 2,683,876.74 营销备用金

广州办事处 2,551,479.31 营销备用金

四川营销公司 2,494,156.25 营销备用金

山西营销公司 2,318,614.28 营销备用金

河北营销公司 2,156,000.75 营销备用金

山东营销公司 2,092,905.04 营销备用金

唐山办事处 2,064,786.69 营销备用金

内江办事处 2,044,914.20 营销备用金

北京营销分公司 1,881,652.90 营销备用金

新疆销售公司 1,774,992.27 营销备用金

浙江营销公司 1,733,830.50 营销备用金

辽宁办事处 1,696,754.02 营销备用金

安徽营销分公司 1,545,286.34 营销备用金

成都经营部 1,508,392.56 营销备用金

宁夏办事处 1,393,599.41 营销备用金

内蒙古办事处 1,363,327.75 营销备用金

南昌办事处 1,291,275.86 营销备用金

甘肃营销分公司 1,289,597.30 营销备用金

项目一部 1,258,046.13 营销备用金

地产营销公司 1,211,514.45 营销备用金

重庆营销公司 1,203,855.96 营销备用金

陕西营销公司 1,195,270.22 营销备用金

南京经销部 1,129,275.64 营销备用金

苏州经营部 B 1,022,614.54 营销备用金

贵州销售公司 1,012,465.47 营销备用金

黑龙江办事处 993,258.39 营销备用金

房学峰 950,000.00 营销备用金

王诗群 936,000.00 营销备用金

张伟 935,000.00 营销备用金

王劼 930,000.00 营销备用金

杨云龙 927,000.00 营销备用金

吴明强 920,000.00 营销备用金

陈杰 911,000.00 营销备用金

袁春甲 900,000.00 营销备用金

蒋超 892,000.00 营销备用金

湖州经营部 890,204.04 营销备用金

黄夕明 890,000.00 营销备用金

王旭 880,000.00 营销备用金

项目二部 854,753.96 营销备用金

洪立军 830,000.00 营销备用金

谈群 830,000.00 营销备用金

吴晔 800,000.00 营销备用金

苏燕 800,000.00 营销备用金

青海办事处 796,920.39 营销备用金

蒋功夫 780,000.00 营销备用金

上海营销分公司 761,141.82 营销备用金

马鞍山经营部 737,235.70 营销备用金

河南营销分公司 721,449.17 营销备用金

溧阳经营部 718,632.26 营销备用金

长沙经营部 709,700.44 营销备用金

天津办事处 674,284.51 营销备用金

华梅芳 620,000.00 营销备用金

陈俊 553,895.63 营销备用金

徐州经营部 506,761.30 营销备用金

杨志强 450,000.00 营销备用金

昆明经营部 442,279.79 营销备用金

毕书泉 430,000.00 营销备用金

上海经销部 424,220.65 营销备用金

天津经营部 408,467.76 营销备用金

兰州经营部 396,608.02 营销备用金

倪洪培 396,155.00 费用备用金

沈旭东 382,054.00 营销备用金

程莉萍 381,953.01 营销备用金

泰州经营部 381,514.90 营销备用金

俞钧 355,704.00 营销备用金

吉林营销分公司 336,584.19 营销备用金

贵阳经营部 300,000.00 营销备用金

梅文强 273,864.72 营销备用金

晋城项目部 271,090.84 营销备用金

葛志宏 260,000.00 营销备用金

项目六部 250,000.00 营销备用金

淄博办事处 238,524.02 营销备用金

杨伯春 235,000.00 费用备用金

丁立云 221,258.34 营销备用金

严海威 200,000.00 营销备用金

陕西特约经销商 200,000.00 营销备用金

钱俊洪 200,000.00 营销备用金

安庆经营部 196,412.54 营销备用金

董国庆 194,000.00 营销备用金

潍坊办事处 192,662.82 营销备用金

银川经营部 190,000.00 营销备用金

太仓经营部 184,473.77 营销备用金

南京销售公司 178,744.59 营销备用金

润扬办事处 170,703.22 营销备用金

周琴 170,000.00 营销备用金

沈静 163,027.50 营销备用金

吴真 161,777.40 费用备用金

绵阳办事处 159,296.60 营销备用金

营销总公司 156,582.08 营销备用金

陆建民 150,000.00 营销备用金

陆雪 150,000.00 费用备用金

西宁经营部 143,790.24 营销备用金

南宁办事处 127,967.91 营销备用金

湖州办事处 126,932.93 营销备用金

大连项目部 117,663.80 营销备用金

冀津营销公司 111,152.32 营销备用金

甘肃办事处 107,430.84 营销备用金

银川经营部 102,495.77 出差备用金

常州经营部 100,000.00 营销备用金

陕西办事处 99,576.50 出差备用金

浙西项目部 98,949.73 出差备用金

乐山办事处 98,160.90 出差备用金

深圳项目部 97,388.32 出差备用金

湖北营销分公司 97,269.15 出差备用金

襄阳项目部 97,047.80 出差备用金

徐州经营部 96,968.68 出差备用金

山西营销分公司 94,207.98 出差备用金

福建营销分公司 92,026.31 出差备用金

咸宁经营部 88,897.59 出差备用金

南通经营部 88,879.10 出差备用金

内蒙古办事处 85,005.25 出差备用金

单琨 85,003.64 出差备用金

安徽营销分公司 82,945.92 出差备用金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江苏无锡宜兴石油
分公司 81,557.81 费用备用金

驻马店项目部 80,544.56 出差备用金

马鞍山经营部 78,363.00 出差备用金

吴欢斌 78,002.92 出差备用金

北京营销分公司 76,788.29 出差备用金

常州经营部 74,551.79 出差备用金

师小萌 70,000.00 出差备用金

销售总公司 61,354.96 出差备用金

无锡销售部 60,166.05 出差备用金

合肥经销部 58,948.48 出差备用金

泰州办事处 57,045.75 出差备用金

青海办事处 55,958.12 出差备用金

沧州项目部 55,859.14 出差备用金

德州办事处 53,608.68 出差备用金

潘伟杰 53,335.70 营销备用金

徐佳伟 53,197.88 营销备用金

莆田办事处 52,687.08 出差备用金

朱爱飞 50,000.00 出差备用金

史俊锋 50,000.00 费用备用金

润扬办事处 48,623.96 出差备用金

南京销售公司 48,172.98 出差备用金

长沙办事处 43,610.46 出差备用金

青岛办事处 43,209.85 出差备用金

项目三部 42,235.18 出差备用金

南通经销部 41,375.15 出差备用金

宝鸡办事处 41,270.86 出差备用金

连云港经营部 40,454.82 出差备用金

卢亚丽 40,000.00 费用备用金

谢文波 39,752.00 费用备用金

日照办事处 39,553.84 出差备用金

浦东办事处 39,025.89 出差备用金

吴华强 35,601.00 出差备用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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