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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雾节能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审计了神雾节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神雾节能公司”）财务报表，包括 2019

年 12月 31日的合并及母公司资产负债表，2019 年度的合并及母公司利润表、 合并及母
公司现金流量表、合并及母公司股东权益变动表，以及财务报表附注，并于 2020 年 4 月
28日出具了众环审字[2020]010839号《审计报告》。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相关规定，神雾节能公司编制了后附
的《会计差错更正专项说明》。如实编制《会计差错更正专项说明》并确保其真实、合法及完
整是神雾节能公司管理层的责任。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8号一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等相关文件的规
定，我们出具了专项说明。我们对《会计差错更正专项说明》所载资料与我们审计财务报表
时所审核的会计资料及财务报表中所披露的相关内容核对， 在所有重大方面未发现不一
致之处。除了对神雾节能公司实施 2019年度财务报表审计中所执行的对前期差错更正有
关的审计程序外，我们未对本专项说明所述内容执行额外的审计程序。

为了更好地理解神雾节能公司 2019年度前期差错更正的情况，本专项说明所述内容
应当与已审 2019年度财务报表一并阅读。

本专项说明仅供神雾节能公司 2019年度报告披露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
的。

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李建树
中国注册会计师：
喻俊
中国 武汉 2020 年 4 月 28 日

关于神雾节能股份有限公司
会计差错更正的专项报告

神雾节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或神雾节能公司）前期会计差错更
正事项说明如下：

一、前期差错更正的原因及内容
1、公司本年对各大停滞项目进行了全面梳理，对分包商的工程量进行了核实及对

账，发现以下问题，需对以前年度进行追溯调整。
（1）关于金川弃渣综合利用二期工程项目的分包成本，2018 年以前存在多确认八冶

集团 48,886,496.54 元土建工程量，相应多确认项目进度收入 66,623,572.54 元，工程施
工-合同毛利 17,737,076.00元的情况。需对以前年度收入、成本进行追溯调减，同时调减
应付账款、应收账款及应交税金。

（2） 关于广西景晟隆项目的分包成本，2018 年以前存在多确认江苏扬建
101,590,853.97 元土建工程量，相应多确认项目进度收入 146,815,529.43 元，工程施工-
合同毛利 45,224,675.46元的情况。 需对以前年度收入、成本进行追溯调减，同时调减应
付账款、存货（未结算工程）及应交税金。

（3） 关于山西建龙项目的分包成本，2018 年以前存在多确认设备成本 1,135,966.00
元，相应多确认项目进度收入 2,271,931.51 元，工程施工-合同毛利 1,135,965.51 元的情
况。 需对以前年度收入、成本进行追溯调减，同时调减应付账款、应收账款及应交税金。

（4）公司于 2019 年完成对金川一期项目的成本决算工作，决算金额超出原账面已
确认的各分包商成本金额 115,807,760.75元。 需对以年年度成本进行追溯调增，同时调

增应付账款，调减应交税金。
2、公司本年对各项跨期费用进行了调整，具体如下。
（1）2017年，公司将 2018年部分职工薪酬预提在 2017年。需调减 2017年管理费用

21,756,956.31元，调增 2018年管理费用 21,756,956.31元，同时调整应交税金。
（2）2018年， 公司将应费用化的保理费计入其他应付款。 需调增 2018 年财务费用

2,000,000.00元。
（3）公司以年年度仓储物流费用未按权责发生制及时入账。 分别调整增 2017 年管

理费用-服务费 5,500,000.00元，调增 2018年管理费用-服务费 6,000,000.00元。
（4） 公司对中介机构费用进行了调整， 调增 2018 年管理费用-中介机构费用

1,886,792.40元。
3、调整与神雾集团等单位的往来，调增 2018 年其他应收款 519,812,301.19 元，调减

2018年预付账款 479,368,490.88元。
二、前期差错更正对财务报表的影响
前期差错更正事项影响2018 年度合并财务报表项目及金额情况如下：
1、2018 年 12 月 31 日合并资产负债表

项目 追溯重述前 重述金额 追溯重述后

应收账款 356,024,341.01 -62,005,953.64 294,018,387.37

预付账款 1,016,781,841.71 -479,368,490.88 537,413,350.83

其他应收款 10,286,619.04 519,812,301.19 530,098,920.23

存货 233,028,882.85 -73,407,764.71 159,621,118.14
其他流动资产 104,109,571.14 -93,316,253.62 10,793,317.52
应付账款 198,707,536.26 30,353,814.99 229,061,351.25
应交税费 12,424,886.29 -6,509,132.19 5,915,754.10
其他应付款 146,899,120.77 -5,743,984.06 141,155,136.71
其他流动负债 93,316,253.62 -93,316,253.62
未分配利润 50,653,669.29 -113,070,606.78 -62,416,937.49

2、2018 年度合并利润表
项目 追溯重述前 重述金额 追溯重述后

管理费用 116,594,270.33 29,643,748.71 146,238,019.04
财务费用 60,094,033.76 2,000,000.00 62,094,033.76
资产减值损失 512,862,138.29 -75,598,934.57 437,263,203.72
净利润 -700,564,300.79 43,955,185.86 -656,609,114.93
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700,564,300.79 43,955,185.86 -656,609,114.93

3、2018 年度的合并现金流量表
项目 追溯重述前 重述金额 追溯重述后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105,915,301.98 -80,000,000.00 25,915,301.98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65,264,052.94 80,000,000.00 245,264,052.94

上述前期差错更正事项， 神雾节能公司董事会、 监事会和独立董事已作出决
议，神雾节能公司已经追溯重述了 2018 年度财务报表的比较数据。

神雾节能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4 月 28 日

关于神雾节能股份有限公司前期差错更正的专项说明
众环专字 [2020]010361 号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一、新增累计诉讼的情况
神雾节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股票上市规则》有关规定，对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江苏省冶金设计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院”）过去十二个

月内累计诉讼情况进行了统计，截至目前，公司及江苏院累计新增诉讼 27起，涉案金额 19,556.35元。（详细情况见附表）。
二、已披露涉诉案件进展情况
公司于 2019年 9月 11日披露了《关于累计新增诉讼情况及已披露涉诉案件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85），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已披露涉诉案件进展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原告 被告 案由 法院 诉讼进展情况 判决/调解日期 涉案金额
1 中国银行南京分行 江苏院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南京中院 执行终结 2018.10.25 9,997
2 北京银行南京江北新区支行 江苏院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建邺法院 已判决 2019.12.12 2,000
3 民生银行大连分行 江苏院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大连中院 已清偿 2019.4.24 10,000
4 招商银行大连分行东港支行 神雾节能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大连中院 已执行 2018.12.27 8,638
5 中关村担保 江苏院 担保合同公证文书执行 北京市海淀区法院 已执行 不适用 2,800

6 周水荣
北京神雾电力科技有限公司、神雾环
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神雾节能、神
雾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吴道洪

借款合同纠纷 杭州中院 调解结案 2019.9.20 5,300

7 上海东方泵业（集团）有限公
司 江苏院 招投标合同纠纷 建邺法院 已判决 2019.12.3 15.8

8 南京新虹佳电器设备有限公
司 江苏院 招投标合同纠纷 建邺法院 已判决 2019.11.27 6.6

9 上海凯泉泵业（集团）有限公
司 江苏院、神雾节能 招投标合同纠纷 建邺法院 已判决 2020.1.2 4.1

10 江苏百灵衡器制造有限公司 江苏院 招投标合同纠纷 建邺法院 已判决 2019.12.30 9.7

11 淮北市中芬矿山机器有限责
任公司 江苏院 招投标合同纠纷 建邺法院 已判决 2020.1.2 9.26

12 辽宁华冶集团发展有限公司 江苏院 买卖合同纠纷 建邺法院 已判决 2019.11.5 46
13 上海同昕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院 买卖合同纠纷 建邺法院 已判决 2019.9.9 24.8
14 航天晨光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院、南京清海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 江宁法院 已判决 2019.10.23 89.9
15 江苏中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院 买卖合同纠纷 宜兴市法院 已判决 2019.12.26 930.96

16 濮阳濮耐高温材料（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江苏院 买卖合同纠纷 江宁法院 已判决 2019.12.2 156.13

17 濮阳濮耐高温材料（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江苏院 买卖合同纠纷 江宁法院 已判决 2019.10.26 77.01

18 金川集团电线电缆有限公司
南京恒荣电气系统工程有限公司、甘
肃金川神雾资源综合利用技术有限

公司、江苏院
买卖合同纠纷 金川法院 已判决 2020.1.23 307.91

19 苏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院 买卖合同纠纷 建邺法院 已判决 2019.12.11 224.58

20 洛阳中原矿山机械制造有限
公司 江苏院 买卖合同纠纷 秦淮区法院 已判决 2019.12.6 246

21 江苏万达丰重工机械有限公
司 江苏院 买卖合同纠纷 雨花台区法院 已判决 2019.11.26 125.44

22 安徽盛运重工机械有限责任
公司 江苏院 买卖合同纠纷 桐城市法院 已判决 2019.924 673.2

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因公司流动性紧张问题尚未解决，公司及其子公司的诉讼事项不断增多，案件量较大，公司将持续梳理诉讼情况，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提高公司信息披露质量。
四、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1、因债务逾期，公司可能会面临需支付相关违约金、滞纳金和罚息等情况，导致公司财务费用增加，进一步加大公司资金压力，并对公司本年度业绩产生影响；
2、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子公司涉诉金额已达 99,821.15 万元，其中金融类涉案金额 83,140.98 万元。 公司存在因债务逾期面临诉讼、银行账户、资产等被冻结的风

险，并对部分业务开展造成不利影响；
3、公司已针对涉诉案件安排律师积极应诉。 目前公司正在积极与各金融机构债权人沟通协商，寻求整体债务解决方案；同时加快应收账款催收等工作，努力缓解公司

流动性紧张的压力；
4、公司将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要求，及时对涉及重大诉讼的进展情况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附表：公司及其子公司新增诉讼案件情况统计表。

神雾节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6 月 8 日

附表：公司及其子公司新增诉讼案件情况统计表
序号 原告 被告 案由 法院 诉讼进展情况 判决/调解日期 涉案金额
1 中国银行南京分行 神雾节能 担保合同纠纷 南京中院 二审中 2020.3.10 9,941
2 交通银行江苏分行 江苏院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建邺法院 一审中 不适用 2,970
3 辽宁华冶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院 招投标合同纠纷 雨花法院 已判决 2019.11.27 20
4 安源管道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院 招投标合同纠纷 建邺法院 一审中 不适用 35
5 河南开元气体装备有限公司 江苏院 招投标合同纠纷 江宁经济开发区法院 一审中 不适用 7.4
6 八冶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院 招投标合同纠纷 甘肃金昌市金川区法院 已判决 27
7 江苏中洲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院 招投标合同纠纷 江苏省宜兴市法院 已调解 2020.6.1 18.25

8 郑州华威耐火有限公司 江苏院 买卖合同纠纷 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
院 已申请执行 2019.10.12 59.31

9 上海阿美泰克工业设备有限
公司 江苏院 买卖合同纠纷 雨花法院 已判决 2019.11.26 3.72

10 江苏霖润达环保设备制造有
限公司 江苏院 买卖合同纠纷 雨花台法院 已判决 2019.11.30 33.9

11 湖北沔盛物资有限公司 江苏院 买卖合同纠纷 湖北仙桃市人民法院 已判决 2019.11.8 71.13
12 八冶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院 买卖合同纠纷 金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已判决 2019.12.27 4,390.97

13 徐工集团工程机械股份有限
公司 江苏院 买卖合同纠纷 秦淮法院 已判决 2019.12.30 53.3

14 安徽威达环保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江苏院 买卖合同纠纷 安徽省含山县法院 已判决 2019.8.22 480.54

15 北京希望森兰电气有限公司 江苏院 买卖合同纠纷 雨花法院 已判决 2020.1.21 56.88
16 江苏鑫华能环保工程股份 江苏院 买卖合同纠纷 秦淮区法院 已判决 2020.4.14 112
17 辽宁华冶集团发展有限公司 江苏院 买卖合同纠纷 江宁法院 一审中 不适用 6.88
18 航天晨光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院 买卖合同纠纷 建邺法院 一审中 不适用

19 江苏霖润达环保设备制造有
限公司 江苏院 买卖合同纠纷 一审中 不适用

20 山东省章丘鼓风机股份有限
公司 江苏院 买卖合同纠纷 江宁经开区法院 一审中 不适用 425.76

21 南京尧舜禹压缩机设备有限
公司 江苏院 买卖合同纠纷 江宁经开区人民法院 一审中 不适用 70.5

22 启东安升润液设备有限公司 江苏院 买卖合同纠纷 雨花法院 一审中 不适用 38.7
23 湖北天宜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院 买卖合同纠纷 雨花法院 一审中 不适用 40.5
24 湖北天宜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院 买卖合同纠纷 雨花法院 一审中 不适用 33.21

25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甘肃省电
力设计院有限公司 江苏院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 甘肃省金昌市金川区法院 一审中 不适用 583.38

26 胡建雄 江苏院 民间借款合同纠纷 昆山法院 已判决 2019.7.14 不承担责任

27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北京分公司 江苏院 财产保险合同纠纷 雨花法院 一审中 不适用 77.02

合计 19,55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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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雾节能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累计新增诉讼情况及已披露涉诉案件进展情况的公告

（上接Ｃ131 版 ）

序
号

单位名
称 合同内容 合同付款条款

合同金
额

（万元）

三年往
来
情况

1

湖北广
晟工程
有限公
司

金川二期建安工
程

合同总额 30%预付-每月审核工程量进度款从预付款中
扣除-预付款扣除完成，后续产生的工程费用，按照审核
量的 10%支付-完工验收后按工程结算总价款支付至

95%-剩余 5%质保期结束后支付。

19,500.
00

支付
1.35
亿，项
目进度
未结算
阶段

小计 19,500.
00

2

南京恒
荣电气
系统工
程有限
公司

电气、仪表、自动
化类设备（大河）

预付款 30%，30%进度款，20%发货款，10%验收款，10%质
保金

9,850.0
0

陆续到
货、项
目进度
未结算
阶段

电气、仪表、自动
化类设备（广西景

昇隆）

30%预付款，30%进度款，20%发货款，10%验收款，10%质
保金。

7,000.0
0

电气、仪表自动化
成套设备、电缆桥
架及检化验设备
(金川一期等）

合同签订后 7日内支付 30%预付款，发货前支付 30%提
货款，全部设备到货后 7日内支付 10%到货款，联动试车
完成后 7日内支付 20%调试款，余款 10%作为质保金。

6,000.0
0

小计 22,850.
00

3

江苏宏
大特种
钢机械
厂有限
公司

设备 30%预付款，30%进度款，20%发货款，10%验收款，10%质
保金（1年）

15,000.
00

陆续到
货、项
目进度
未结算
阶段

4

江苏扬
建集团
有限公
司

场地平整及地基
处理工程（广西景

昇隆项目）

预付款 30%，进度款：按照已核实产量的 80%支付，初审
完毕后支付到结算价值的 90%。 待外审最终定案后支付

至最终结算价款的 97%，3%质保金(一年）

29,800.
00

陆续到
货、项
目进度
未结算
阶段

5

南京清
海环保
科技有
限公司

原料处理、原料准
备、磁选等

预付款 30%，每批次经承包方确认后支付 30%进度款，具
备发货条件，支付 20%发货款，安装完成并试车后，支付

10%验收款。 10%保证金，质保期一年

20,000.
00

陆续到
货、项
目进度
未结算
阶段

环保装置的设计、
供货及施工安装

合同

设计部分：30%预付款，收到卖方开具的全额 6%专票后支
付 60%，剩余 10%竣工验收后一次性支付。 设备部分：

30%预付款，20%进度款，收到 70%专票后付 20%发货款，
收 10%专票后，付 10%安装调试款，收 20%专票后付 10%
热调试款，10%质保金。 建安部分：30%预付款，工程进度
款按上月已完成工程量的 70%支付，竣工结算初审完成
后支付到初审结算价款的 85%，竣工结算终审结束后支

付至终审结算价款的 95%，5%质保金。

16,000.
00

环保装置的设计，
供货及施工安装
合同（广西景昇隆

项目）

设计部分（1000万）:30%预付-完成施工图设计并经发包
人确认，支付设计费 60%，余下 10%待竣工验收后一次性
支付;设备部分（13937万）:收到履约保证金后付 30%预
付-签订每批次主设备采购合同后，支付 20%进度款-承
包人具备发货条件，经发包人同意发货，支付 20%发货
款，设备安装完毕并经单机调试合格后，支付 10%货款，
支付此笔款项前，需开具 10%金额的增值税专票-设备进
行热负荷调试完毕且通过了业主性能验收并正式进入质
保期，发包人支付 10%货款，支付此笔款项前，需开具

20%金额的增值税专票-10%质保金质保期后支付；建安
部分（4863万）:支付 30%预付款，从第三个月起，按每月扣
回 10%预付款的方式从进度款中分三个月扣回，扣完为
止-每月 20日前，承包人需报送经验收合格的已完工程
的工程量报告，并附进度款付款申请单、已完工作量报表
等有关资料，再发包人现场专业工程师确认施工进度和
审核工程量后进行月度进度款审核。 工程进度款按月支

付上月已完工工程量（不含变更、签证）的 70%，

19,800.
00

小计 55,800.
00

6

上海迅
度实业
有限公
司

大板项目设备采
购（热送系统、空
压站、矿热炉用低
压二次补偿 、余
热锅炉、三电设

备、转底炉附属设
备）

合同总额 35%预付-每批设备签订采购合同支付该批设
备总额 15%进度款-每批设备具备发货条件支付该批设
备总额 20%发货款-设备安装并联动试车后支付该批设
备总额 20%验收款-业主验收合同后支付合同总额 10%

质保金。

45,600.
00

支付部
分首付
款、项
目进度
未结算
阶段

7

中国化
学工程
第十六
建设有
限公司

项目土建，设备安
装

预付款 30%，进度款：按照已核实产量的 80%支付，初审
完毕后支付到结算价值的 85%。 待外审最终定案后支付

至最终结算价款的 95%，5%质保金(一年）

25,000.
00

陆续到
货、项
目进度
未结算
阶段

8

溧阳市
正阳燃
气设备
制造有
限公司

煤气柜及相关附
属设备

30%预付款，材料下料后付 20%进度款，具备发货条件后
支付 20%发货款，设备安装试车后付 20%验收款，10%质

保金一年

7,000.0
0

陆续到
货、项
目进度
未结算
阶段

9

张家港
海陆钢
结构有
限公司

钢结构制作、运输
工程

30%预付款，30%进度款，货到票到付 10%到货款，20%验
收款（12个月），10%质保金（24个月）

6,000.0
0

陆续到
货、项
目进度
未结算
阶段

10

上海慧
银国际
贸易有
限公司

大板项目设备采
购（铸铁机、立磨
系统、煤气柜、脱
硫系统及除尘设
备、矿热炉炉前出

铁设备）

合同总额 35%预付-每批设备签订采购合同支付该批设
备总额 15%进度款-每批设备具备发货条件支付该批设
备总额 20%发货款-设备安装并联动试车后支付该批设
备总额 20%验收款-业主验收合同后支付合同总额 10%

质保金。

35,000.
00

支付部
分首付
款、项
目进度
未结算
阶段

合计 261,55
0.00

以上项目合同因业主方目前融资困难，工程仍处于停滞状态，报告期内合同履
行进展为停工状态。

2、请说明你公司 2018 年年末 5.37 亿元预付账款在 2019 年度的结转情况。
企业回复：
2018 年至 2019 年预付账款变动如下：
单位：万元
2018年净值 新增预付 结转 计提减值 2019年净值

53,741.34 5,285.29 1,139.45 57,861.89 25.28

新增预付总额 5285.29 万元，其中调账 4,888.95 万元，系与供应商对账时发现明
细挂账单位有误，应付账款调整至预付款项；支付项目款 214.02 万元；预付费用款

182.32 万元。
结转情况：2019 年从预付账款中结转 1,139.45 万元， 系正常转入成本 726.73 万

元，正常转入费用 412.72 万元,。
会计师核查及意见：
核查程序：
1、查阅以前年度公告，识别以上供应商是否有关联方关系；
2、通过天眼查等工具查询供应商是否存在关联方交易；
3、从公司获取关联方明细，对比供应商，是否存在关联方；
通过以上程序， 未发现以上供应商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但相关交易条款不太

符合商业逻辑，我们拟对供应商访谈，了解采购进度、材料（或设备交付）、长期未结
算的原因、付款进度与资产交付的逻辑关系，以此识别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但因无法
与以上供应商取得联系，包括其他可以用于识别的审计程序受限无法执行；因我们
未能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判断该等供应商与公司交易的合理性、商业实质和
采购交易价格的公允性， 也无法判断采购价格是否存在间接流向关联方的情形，以
及是否存在资金占用情形， 这也是我们对预付账款及减值准备发表保留意见的原
因。

（五）、关于其他应收款
报告期内你公司其他应收款账面余额 5.86 亿元， 期末账面价值 725.02 万元，单

项金额重大单独测试的其他应收款计提坏账准备 5.77 亿元，请按款项性质补充说明
各类其他应收款计提坏账准备的情况，并结合你公司的坏账准备计提政策，说明前
述金额计提减值准备的合理性，截至目前上述款项的回款情况以及你公司已采取及
拟采取的追回措施或计划。

企业回复：
1、其他应收款按款项性质分类情况如下： (单位：元)

款项性质 19年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押金及保证金 2,233,136.32 139,816.38
单位往来款 582,354,038.94 578,350,902.58
员工备用金 1,227,208.39 75,850.95
代扣代缴款项 4,376.12 1,919.26

小 计 585,818,759.77 578,568,489.17

2、说明前述金额计提减值准备的合理性：
2019 年末，其他应收款中主要系控股股东神雾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控制股

东控制的关联方神雾环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两家公司的单位往来款，其资金占用达
5.77 亿元，占其他应收款期末余额 98.59%。 目前神雾集团及神雾环保均陷入财务危
机，资金链断裂，控股股东明确表示无力偿还；公司基于谨慎性考虑，将故将对神雾
集团及神雾环保的其他应收款全额计提减值准备金额为 5.77 亿。其他应收款中的其
他金额均处于信用期内，分别按账龄计提减值准备。

3、 截至目前上述款项的回款情况以及你公司已采取及拟采取的追回措施或计
划：

截至目前， 公司未收到控股股东神雾集团及神雾环保的任何款项。 公司已向神
雾集团和神雾环保发函要求其尽快偿还占用款项和归还保证金专户被划扣的款项。
后续公司计划通过债务重组和采取司法手段追回上述款项。

会计师核查及意见：
核查程序：
1、获取其他应收款分类及坏账准备表、明细表；分析了其他应收款项目下各明

细项目的形成原因、账龄、性质、可收回的可能性
2、了解并复核公司单项计提的事由及判断依据；评价管理层计提应收账款坏账

准备的充分性和合理性；
3、从公开信息查询大股东公司的基本情况、财务报表，分析偿债能力，对大股东

进行访谈；
4、执行函证程序。
经核查，我们认为，公司坏账准备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制定谨慎且合理，报告期

末，坏账准备计提充分且合理。
（六）、关于固定资产
你公司固定资产期末余额 198.22 万元，较期初减少 294.23 万，主要系对盘亏资

产进行了处理。 请补充说明盘亏的具体情况，包括但不限于原因、造成的损失及相关
会计处理情况、你公司拟采取的改善措施。

企业回复：
1、固定资产减少的主要原因为以下两方面：
（1）、当年正常的折旧 187.54 万；
（2）、盘点盘亏报废损失 106.69 万，明细如下表（单位：元）：

类别 原值 累计折旧 净值
电子设备 1,992,342.36 1,619,537.84 372,804.52
办公设备 1,051,840.75 618,120.69 433,720.06
其他 555,778.98 334,579.61 221,199.37

机器设备 113,759.84 74,497.47 39,262.37
总计 3,713,721.93 2,646,735.61 1,066,986.32

2、盘亏原因：
盘亏的固定资产均为公司满足日常经营活动所需的各项资产。 公司在 2019 年 4

月由北纬国际搬迁至雨花世贸 52+，综合考虑存储空间、运输成本等原因，对于没有
使用价值的固定资产，未搬入新址，导致资产盘亏。 江苏院上海分公司单方面提前解
除租赁合同，所有办公区域资产由出租方处理。 江苏院湖北分公司机器设备在使用
时损坏，造成无法修理，进行报废处理，上述原因造成损失金额 106.69 万元。

3、盘亏会计处理：
借：累计折旧 2,646,735.61 元
营业外支出 1,066,986.32 元
贷：固定资产 3,713,721.93 元
4、公司拟采取的改善措施：
提高认识，加强管理重视力度。 健全管理机构，设立资产管理部门，对使用情况

进行规范管理，定期与财务科一起盘点。 建立考核责任追究制度,责任追究制度要涉
及到固定资产所有业务管理流程和管理环节的各个方面。 因管理不善造成后果的，
严格按制度追究责任。

会计师核查及意见：
核查程序:
1、获取公司固定资产清单、盘点表、盘亏明细及审批记录；
2、了解公司盘亏产生的事由，并复核其合理性及会计处理的合规性；
3、检查固定资产台账并对资产实物盘点核对。
综上， 我们复核了企业上述回复， 同时与年度财务报表审计过程中获取的相关

证据进行了核对，未见重大不一致情形。
（七）、关于其他应付款
你公司其他应付款期末余额 2.97 亿元，其中单位往来款 1.01 亿元，借款 1.78 亿

元，请说明单位往来款和借款的具体内容、相关款项形成的业务背景、主要涉及的交
易对方及关联关系、尚未偿还或结转的原因，是否存在逾期的情况，如有，请说明你
公司拟采取的应对措施。

企业回复：

性质 对方单位 金额（元） 业务背景
涉及交易对

手或
关联关系

尚未偿还
或结转原

因

是否
逾期

逾期原
因

借款 甘肃金川神雾资源综合
利用技术有限公司 17,854,065.72 资金周转 是 资金困难 否

借款 北京中关村科技融资担
保有限公司 35,186,540.70 江苏院担保方

垫付债券利息 否 资金困难 是 资金困
难

借款 北京市文化科技融资担
保有限公司 73,868,402.10 资金周转 否 资金困难 是 资金困

难

借款 武汉恒健通科技有限责
任公司 15,991,232.88 资金周转 否 资金困难 是

借款 武汉当代明诚足球俱乐
部管理有限公司 2,000,000.00 资金周转 否 资金困难 否

借款 武汉新跃科技有限公司 33,480,372.65 资金周转 是 资金困难 否
借款合计 178,380,614.05

单位往
来

湖北神雾热能技术有限
公司母公司 9,394,663.08 房屋水电费 是 资金困难 否

单位往
来 锦州鑫天贸易有限公司 7,800,000.00 欠款 否 资金困难 否

单位往
来

江西新建长堎工业园区
管理委员会 50,000,000.00 上市公司扶持

资金 否 上市公司
扶持资金 否

单位往
来

昆山华瑞国际汽配城有
限公司 3,500,000.00 借款 否 资金困难 否

单位往
来 周水荣 25,543,884.62

共同借款人，
承担 1/3本息
责任

否 资金困难 是 资金困
难

单位往
来 其他未支付费用小计 4,980,542.41 未支付零星费

用 否 资金困难 否

单位往来合计 101,219,090.11

其他应付款应对措施
拟采取债务重组方式解决债务问题。
会计师核查及意见：
核查程序:
1、获取其他应付款明细并与账簿核对一致；
2、检查相关合同，核对与公司回复的信息一致性；
3、根据审计样本选取标准实施函证程序；
4、与公司沟通逾期未还的债务处理方案；
5、通过天眼查等公开信息平台查询关联方关系。
综上， 我们复核了企业上述回复， 同时与年度财务报表审计过程中获取的相关

证据进行了核对，未见重大不一致情形。
（八）、关于研发投入
。 你公司报告期研发费用 858.50 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12.05%，报告期研发人

员 18 人，较上年的 114 人下降 84.21%。 请说明报告期研发投入的主要构成，并说明
研发人员大量流失的情况下，研发费用仅小幅下降的原因。

企业回复：
2019 年研发支出的主要构成为研发人员薪酬 5,172,408.28 元， 无形资产摊销费

3,142,813.46 元，固定资产折旧费 6,783.81 元，专利使用费 263,040.00 元。 2018 年由
于研发项目未取得实质性进展，研发产出未达预期，研发人员虽有 114 人，但对于有
实际研发产出项目的人员仅有 20 人，该部分人员薪酬计入研发支出。 未实际参与研
发的研发人员薪酬计入管理费用。

会计师核查及意见：
核查程序：
1、收集公司研发支出分成本项目明细表并与账簿核对一致；
2、检查参与研发人员名单及参与的研发记录；
3、检查无形资产、固定资产与研发项目的相关性。
综上， 我们复核了企业上述回复， 同时与年度财务报表审计过程中获取的相关

证据进行了核对，未见重大不一致情形。
（九）、关于营业外支出
请说明营业外支出中非常损失 783.82 万元和非流动资产毁损报废损失 106.69

万元形成的原因。
企业回复：
营业外支出中非常损失系债务重组损失。 公司与部分供应商因长期未付清货

款，供应商将公司起诉。法院判决将湖北分公司的原材料抵减供应商货款。被法院强制执
行的原材料账面价值 1,191.51万元， 对应抵减 8家供应商的应付账款及其他应付款合计
金额为 423.50万元，扣除销项税额 15.80万元，导致债务重组损失 783.82万元。

营业外支出中非流动资产毁损报废损失系固定资产盘亏和报废。 其中江苏院在
2019 年迁入新址，综合考虑存储空间、运输成本、对于没有使用价值的固定资产，未
搬至新址，导致资产盘亏损失 98.26 万元。另江苏院上海分公司提前解除位于上海太
平金融大厦的租赁合同，同时自身已不再具备生产经营能力，后续难以对此继续使
用，故产生盘亏损失 6.93 万元。江苏院湖北分公司机器设备在使用时损坏，造成无法
修理，进行报废处理，故产生报废损失 1.5 万元。

会计师核查及意见：
核查程序：
1、获取公司营业外支出明细组成并与账簿核对一致；；
2、收集法院判决；
3、检查公司的会计处理是否与判决等相符；
4、收集并检查公司固定资产盘点表及公司审批记录。
综上， 我们复核了企业上述回复， 同时与年度财务报表审计过程中获取的相关

证据进行了核对，未见重大不一致情形。
三、关于审计意见
1、2018 年，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基于货币资金列报、应收账款及

减值和应付账款、存货及减值、大额交易性质及识别、或有事项、持续经营假设等事
项， 对你公司年报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2019 年， 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基于未能获取与大额预付款项相关的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对你公
司年报出具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请年审会计师：

（1）根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501 号———对财务报表形成审计意见和
出具审计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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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关规定，结合无法表示意见所涉事项的消除情况，补充说明对 2019
年度财务报告出具保留意见的详细理由和依据，是否存在以保留意见代替无法表示
意见的情形。

会计师回复：
我们在业务承接前， 对节能公司进行充分及适当的审计程序， 评估被审计公司

的风险，并对 2018 年无法表示意见的事项进行重点核查。
2018年无法表示意见事

项 消除事项采取的审计程序

货币资金

A 要求客户在 19年末前完成银行变更手续；
B 2019年末，完成 2018年银行函证工作，仅 2家银行未回函，已检查未回

函对账单。
C 2019年 12月 31日发函，回函率 100%

应收账款及减值

A 对应账前三大客户均采取访谈方式，取得访谈函及回函
B 收到客户财务状况说明或财务报表
C评价管理层与信用控制、 账款回收和评估应收款项减值准备相关的关

键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设计和运行有效性；
D.评价管理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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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对于单项金额重大的应收账款，复核管理层计算可收回金额的依据，包

括管理层结合客户经营情况、市场环境、历史还款情况等对客户信用风险作出
的评估；

F.对于以组合为基础计量预期信用损失的应收账款，评价管理层按信用
风险特征划分组合的合理性； 评价管理层根据历史信用损失经验及前瞻性估
计确定的应收账款账龄与预期信用损失率对照表的合理性； 测试管理层使用
数据（包括应收账款账龄、历史损失率、迁徙率等）的准确性和完整性以及对坏
账准备的计算是否准确；

G.检查资产负债表日后的回款情况。

应付账款 A 对 18年期末余额发函，对回函不符检查不符原因，复核企业调整恰当性
B 对 19年期末余额已发函，回函相符金额占全部应付余额 71.6%。

存货及减值 A 现场走访时，进行盘点，了解存货的状况。
B分析业主方的财务状况，判断存货的可收回金额。

或有事项

A取得借款合同、担保合同、法院的判决进行检查。
B查询各被担保方的财务数据，了解被担保方的偿债能力。
C取得神雾节能、神雾集团引进战略投资者的相关资料。
D取得公司的有关说明、律师的法律意见书。
F取得公司法务总监提供的诉讼明细清单，进行核对，核对清单上诉讼是

否均已在账面得到反映。
G 检查贷款卡信息，关于对外担保的信息，并与账面信息进行核对，是否

存在账面未反映的对外担保。
H查询天眼查上的所有诉讼信息，并与账面核对，核对是否存在账面未记

录的诉讼、或担保等事项。

持续经营假设

董事会换届，管理层调整，取得公司持续经营改善方案；访谈了主要债权人，近
一年无起诉让公司破产清算的意图。然公司拟采取了改善措施，但可能导致对
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的事项或情况仍然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故作为强
调事项段披露。

针对大额交易性质及识别，预付账款中剩余金额 6.37 亿元的交易性质我们仍无
法核实，详见二、关于财务数据问题（四）、关于预付账款会计师意见段；因我们未能
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判断该等供应商与公司交易的合理性、商业实质和采购
交易价格的公允性，也无法判断采购价格是否存在间接流向关联方的情形，以及是
否存在资金占用的情形，这也是我们对预付账款及减值准备发表保留意见的原因。

综上所述，我们相信我们执行的审计程序是充分、适当的，我们认为：我们发表
带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的强调事项段保留意见审计报告具有合理性，符
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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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
定，不存在以保留意见代替“无法表示意见”的情形。

（2）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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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条的要求，补充说明以下内容：①认为保留意见涉及事项对
财务报表不具有审计准则所述的广泛性影响的原因；②相关事项对报告期内公司财
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可能的影响金额，并说明考虑影响金额后公司盈亏性
质是否发生变化；如提供相关事项可能的影响金额不可行，应详细解释不可行的原
因。

会计师回复：
①保留意见涉及事项不具有广泛性影响的具体原因：
我们对保留意见涉及事项不具有广泛性影响的原因具体说明如下：
A、审计过程中，我们关注到 2019 年度，公司对预付账款进行大额调整，其中

5.87 亿元，涉及大股东资金占用，我们控股股东进行了函证，控股股东认同预付账款
主要是其资金占用，但具体占用金额、资金流水等目前只核实一部分，剩余 6.37 亿需
要进一步核查；

B、除大股东资金占用外，剩余 6.37 亿元账面记录主要是正常预付未交付设备或
材料，， 因我们未能获取充分、 适当的审计证据判断该等供应商与公司交易的合理
性、商业实质和采购交易价格的公允性，也无法判断采购价格是否存在间接流向关
联方的情形，以及是否存在资金占用的情形，故我们对预付款及对应的减值准备予
以保留（详见二、关于财务数据问题（四）、关于预付账款会计师意见段），不涉及多项
对财务报表项目等广泛性影响；

C、鉴于大股东的资金占用为预付款的主要部分，且公司根据大股东信用风险确
定了 100%的坏账计提比例；其他正常预付款项因项目业主方的原因已通知其停工，
且长时间未结算，预计难以收回，故全额计提了减值准备。

上述事项影响神雾节能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财务报表的特定项目，不属于财
务报表的主要组成部分， 可能存在的错报对神雾节能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财务
报表可能的影响重大，但不具有广泛性，但由于审计范围受到限制，我们无法就此获
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以确认是否有必要对神雾节能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财
务报表作出相应调整，无法判断神雾节能股份有限公司是否明显违反会计准则的相
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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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条：“广泛性是描述错报影响的术语，用以说明错报对财务报表的影响，或者
由于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而未发现的错报（如存在）对财务报表可能产生
的影响。 对财务报表的影响具有广泛性的情形包括： 1、不限于对财务报表的特定要
素、账户或项目产生影响； 2、虽然仅对财务报表的特定要素、账户或项目产生影响，
但这些要素、 账户或项目是或可能是财务报表的主要组成部分； 3、 当与披露相关
时，产生的影响对财务报表使用者理解财务报表至关重要。 ”

综上， 我们认为保留意见涉及事项不会对报表多个重要账户或报表项目产生重
大影响，不具有广泛性。

②相关事项对报告期内公司财务状况、 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可能的影响金额，
并说明考虑影响金额后公司盈亏性质是否发生变化；如提供相关事项可能的影响金
额不可行，应详细解释不可行的原因。

会计师回复：
如我们审计报告“二、形成保留意见的基础”中相关内容所述，神雾节能股份有

限公司与预付账款中大部分供应商的资金往来，我们未能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判断
上述资金往来的实际用途及其对财务报表的影响， 未能确认神雾节能股份有限公司是否
已恰当识别关联方及关联交易。因此，无法判断上述事项对神雾节能股份有限公司报告期
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可能的影响金额，但该事项不影响现金流量表。

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
李建树

中国注册会计师 ：
喻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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