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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 C117 版 ）
第十七条 为执行销售合同或者劳务合同而持有的存货，其可变现净值应当以

合同价格为基础计算。 企业持有存货的数量多于销售合同订购数量的，超出部分的
存货的可变现净值应当以一般销售价格为基础计算。

第十八条 企业通常应当按照单个存货项目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对于数量繁
多、单价较低的存货，可以按照存货类别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与在同一地区生产和
销售的产品系列相关、具有相同或类似最终用途或目的，且难以与其他项目分开计
量的存货，可以合并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第十九条 资产负债表日，企业应当确定存货的可变现净值。 以前减记存货价
值的影响因素已经消失的，减记的金额应当予以恢复，并在原已计提的存货跌价准
备金额内转回，转回的金额计入当期损益。

2、本次存货减值测试的方法及过程具体如下：
自 2018 年“531 新政”以来，我国光伏发电补贴规模大幅下降，引发硅片市场需

求和产品价格短期大幅下调，导致硅片企业不得不缩减材料成本，加之砂线切片转
换为金刚线切割、电镀金刚线替代树脂金刚线、金刚线国产替代进口均已完成，同
时电池片效率提升将减少同等装机需求下硅片的需求量，进而减少切割需求；金刚
线省线化、细线化趋势下切割线耗、硅耗将显著下降；金刚线企业陆续上市募资扩
产，未来大概率供大于求，种种因素将导致金刚线单价下降及利润率压缩。 存货变
现预期整体趋弱。 随着金刚线生产技术不断进步， 目前硅片切割市场的需求以
φ50-φ55 规格的金刚石切割线为主， 甚至部分领先企业已推出 φ47 规格的金刚
石切割线，行业内也开始使用切割效果更好的锋利型金刚石微粉。 综合以上原因，
公司金刚线项目存货中普通型金刚石微粉、 较大直径钢丝已无法用于生产市场所
需的金刚石切割线，已生产的金刚线成品、金刚线半成品除部分有销售合同或订单
外，剩余成品、半成品为残次品，无法正常对外销售，仅可作为废品处理。

存货减值测试方法分述如下：
（1）原材料（在库周转材料）：原材料分为两类，可继续用于后续生产的，根据清

查核实后的数量乘以现行市场购买价，再加上合理的运杂费、损耗、验收整理入库
费及其他合理费用进行评估，经测算与账面成本较接近，本次评估按核实后的账面
值确定评估值；对不可继续用于后续生产的按市场处置价评估。

（2）产成品：经现场抽查盘点，核实其数量及质量，对正常销售的商品，根据市
场销售情况，按其预计销售价格减去销售费用、税金确定评估值；对不能正常销售
的商品，评估时，产权持有单位和评估师就该部分产成品进行了充分的交流沟通，
在双方对产成品的状态取得一致意见后，最终按市场处置价评估。

（3）在产品（半成品）：经现场抽查盘点，按品种核实其数量和质量，并对其账面
成本进行核实，通过核实，确认其账面成本构成合理，对于接近完工状态的在产品
以产成品售价为基础减去至完工时估计将要发生的成本、 估计的销售费用以及相
关税费后的金额；对于完工程度低、接近于原材料的在产品，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 号———存货》的规定，为生产而持有的材料等，用其生产的产成品的可变现净值高
于成本的，该材料仍然应当按照成本计量；材料价格的下降表明产成品的可变现净
值低于成本的，该材料应当按照可变现净值计量。

（4）发出商品：通过获取发货单和签收单，核实其数量，发出商品均为有合同或
订单的正常销售商品，按其签订的销售价格确定评估值。

根据公司 2020 年一季度企业金刚线生产实现收入 420.51 万元，毛利 -15.50 万
元，毛利率 -3.69%，导致毛利为负的原因有：公司部分设备正处于改造提升过程
中，产能有所下降。

综上所述，公司基于经营实际情况予以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对于存在减值迹象
的存货，已相应计提存货跌价准备，且所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是准确、恰当的，符合
企业会计准则规定。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意见】
公司披露了存货的主要构成项目，以及其对应金额、产品、库龄，存货采购对象

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结合近四年公司主要产品产销量的变化情况，说明了与公
司存货的变动的匹配情况，结合减值情况说明了公司符合“以销定产”的生产模式；
列示了公司近三年来金刚线业务主要采购对象和金额， 本次计提减值准备的存货
项目涉及的采购对象、金额和采购时点，上述交易不属于关联采购；说明了存货减
值测试的方法及过程，本次计提金额准确、恰当，符合会计准则规定。

我们认为以上说明真实、准确、完整，会计处理符合相关会计政策。
【年审会计师意见】
我们对公司存货明细账及相关基础资料进行库龄分析，核实了公司存货分类、

库龄的准确性； 取得了公司 2019 年度主要供应商采购明细表， 并通过工商查询核
实了主要供应商的工商性质。 我们认为公司不存在关联采购。

我们对公司近三年的销售对象、销售收入、生产周期、产品周转等进行分析比
较，核实存货结构的合理性；对库龄较长的产品分析其产生的原因，了解其产品在
报告期各期末的期后库存变化情况，核实其保留库存的合理性与真实性。 经核查，
我们认为近三年公司存货规模及变动符合实际情况， 具备合理性且与公司产销规
模的变动趋势一致。

我们取得了近三年公司金刚线主要采购材料明细表、分供应商采购明细表、本
次计提减值准备的存货项目涉及的采购供应商， 并通过工商查询核实了主要供应
商的工商性质。 我们认为公司不存在关联采购。

我们查阅了江苏中企华中天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浙江东尼电子股份有
限公司拟进行减值测试所涉及的部分存货可变现净值资产评估报告》（苏中资评报
字(2020)第 9008 号），复核了公司期末存货跌价准备的计算过程及结果，其依据是
充分的，具有合理性，公司期末存货不存在存货跌价风险，不存在未充分计提存货
跌价准备的情况。

5、年报显示，公司 2019 年度固定资产余额约 5.11 亿元，其中计提了金刚线业
务固定资产减值准备约 1.17 亿元。 请公司补充披露：（1）列示近三年来公司各业务
板块对应的固定资产配置情况，包括但不限于产能、投资总额、产生的收入、使用状
态、原值和净值等，论证与产出、收益的匹配性，说明金刚线产品和消费类电子线材
产品近年来的产能利用率变化情况；（2）列示公司近三年来金刚线产品主要固定资
产建设的主要采购方，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本次是否计提了减值准备及对应金额；
（3）说明本次计提固定资产减值测试的方法及过程，较大额计提减值的原因，同时
结合后续业务规划和相关固定资产处置计划，明确说明计提金额是否充分、准确、
恰当，是否符合会计准则规定；（4）公司剩余固定资产尤其是金刚线产品的情况，包
括资产类别、账面价值等，并说明是否存在减值迹象以及后续处置准备。

【公司回复】
（1）列示近三年来公司各业务板块对应的固定资产配置情况，包括但不限于产

能、投资总额、产生的收入、使用状态、原值和净值等，论证与产出、收益的匹配性，
说明金刚线产品和消费类电子线材产品近年来的产能利用率变化情况

1、公司 2016 年 -2019 年各业务板块对应的固定资产配置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固定资产情况 2019 年 2018 年 2017 年 2016 年

消费电子

产能 （KPCS） 89,987.24 19,669.10 20,214.81 10,310.67
产能利用率 82.76% 66.80% 81.90% 68.69%
投资总额 21,378.79 13,603.35 5,963.50 5,266.22
营业收入 51,833.62 29,978.52 33,588.61 24,389.56
使用状态 使用中 使用中 使用中 使用中

期末原值 21,378.79 13,603.35 5,963.50 5,266.22
期末净值 17,209.40 10,952.89 4,320.47 3,504.19

光伏

产能 （KPCS） 8,391.30 6,627.49 3,188.50 600.00
单头上砂机（台 ） 172 367 378 92
双头上砂机（台 ） 247 42 1
产能利用率 17.96% 73.49% 77.10% 75.55%
投资总额 28,563.29 24,918.38 19,842.89 5,586.95
营业收入 10,427.60 52,845.07 36,982.81 8,526.76
使用状态 部分停用 使用中 使用中 使用中

期末原值 28,563.29 24,918.38 19,842.89 5,586.95
期末净值 22,534.44 20,997.15 18,027.42 4,571.14

新能源

产能 （KPCS） 48,576.00 38,016.00 38,016.00 -
投资总额 1,752.73 1,680.48 1,385.90 1,044.02
营业收入 992.73 2,477.11 1,636.76 -
使用状态 使用中 使用中 使用中 使用中

期末原值 1,752.73 1,680.48 1,385.90 1,044.02
期末净值 1,298.44 1,407.81 1,260.77 1,021.00

医疗

产能 （KPCS） 146.33 53.00 44.00 -
投资总额 3,050.53 2,874.82 2,021.16 754.56
营业收入 2,719.61 1,444.65 148.73 6.80
使用状态 使用中 使用中 使用中 使用中

期末原值 3,050.53 2,874.82 2,021.16 754.56
期末净值 2,352.25 2,488.14 1,903.00 744.92

2、论证与产出、收益的匹配性公司 2017 年 -2019 年固定资产期末原值及营业
收入变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业务板块 项目 2019 年 同比增减 2018 年 同比增减 2017 年

消费电子

期末原值 21,378.79 57.16% 13,603.35 128.11% 5,963.50
营业收入 51,833.62 72.90% 29,978.52 -10.75% 33,588.61
毛利 16,904.88 148.26% 6,809.46 -28.01% 9,458.33

光伏

期末原值 28,563.29 14.63% 24,918.38 25.58% 19,842.89
营业收入 10,427.60 -80.27% 52,845.07 42.89% 36,982.81
毛利 321.12 -98.16% 17,414.95 -15.40% 20,584.46

新能源

期末原值 1,752.73 4.30% 1,680.48 21.26% 1,385.90
营业收入 992.73 -59.92% 2,477.11 51.34% 1,636.76
毛利 -71.50 -112.47% 573.23 149.43% 229.81

医疗

期末原值 3,050.53 6.11% 2,874.82 42.24% 2,021.16
营业收入 2,719.61 88.25% 1,444.65 871.32% 148.73
毛利 341.68 265.23% -206.79 26.66% -281.95

①消费电子业务：2018 年营业收入与毛利同比分别下滑 10.75%、28.01%， 但固
定资产原值同比增加 128.11%，主要系 2018 年购置无线充电隔磁材料设备，但该产
品处于研发打样阶段，未实现量产；2019 年营业收入与毛利同比分别上升 72.90%、
148.26%，固定资产原值同比增加 57.16%，主要系无线充电隔磁材料设备因量产进
一步购置，该产品于 2019 年 6 月进入量产爬坡阶段，开始批量供货，2019 年实现营
业收入 22,494.09 万元。

②光伏业务：2018 年营业收入同比上升 42.89%，毛利同比下滑 15.40%，固定资
产原值同比增加 25.58%， 主要系金刚线产品上半年需求旺盛， 增加购置了相关设
备，但下半年受产业政策影响，需求下滑，单位销售价格降低，单位制造费用因设备
折旧增加上升较多， 导致毛利同比下滑；2019 年营业收入与毛利同比分别下滑
80.27%、98.16%，但固定资产原值同比增加 14.63%，主要系 2019 年上半年对金刚线
设备技术改造所致，后因该项业务持续下滑，公司聘请了专业的评估机构江苏中企
华中天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进行了减值测试， 在综合评估后对固定资产计提了减值
准备 11,734.44 万元。

③新能源、医疗业务：该两项业务固定资产原值、营业收入及毛利权重均较小，
处于研发、小批量试产阶段。

3、说明金刚线产品和消费类电子线材产品近年来的产能利用率变化情况
①消费电子业务 2018 年产能利用率同比下滑 15.10 个百分点， 主要系无线感

应线圈受终端客户需求下降影响产能利用率下降 16.40 个百分点所致；2019 年产能
利用率同比上升 15.86 个百分点， 主要系无线充电隔磁材料于 2019 年 6 月开始量
产爬坡，该产品权重较大，且产能利用率较高，达 87.38%。

②金刚线产品 2018 年产能利用率相较 2017 年基本保持稳定；2019 年同比大幅
下滑 55.53 个百分点，主要系金刚线受产业政策持续影响，需求不断下滑，产量下
降，但产能因技术改造增加所致。

（2）列示公司近三年来金刚线产品主要固定资产建设的主要采购方，是否存在
关联关系，本次是否计提了减值准备及对应金额

2017 年 -2019 年金刚线产品主要固定资产采购方情况如下：
年度 采购方 交易金额 （万

元）
占比 是否存在关

联关系

2019 年

上海磊卓机械有限公司 4,228.45 87.93% 否

常州艾可特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297.44 6.19% 否

张家港市龙晟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105.31 2.19% 否

杭州博岚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73.28 1.52% 否

Malvern Panalytical Limited 70.88 1.47% 否

合计 4,775.35 99.30%

2018 年

上海磊卓机械有限公司 1,590.52 30.16% 否

苏州华智诚精工科技有限公司 1,207.86 22.90% 否

常州艾可特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959.42 18.19% 否

湖州新世纪水处理工程有限公司 583.53 11.06% 否

SKYBIO INSTRUMENT COMPANY LIMITED 160.91 3.05% 否

合计 4,502.24 85.36%

2017 年

上海磊卓机械有限公司 5,827.78 82.01% 否

英吉斯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358.97 5.05% 否

常州艾可特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333.33 4.69% 否

深圳市智信精密仪器有限公司 121.11 1.70% 否

鸿彬科技有限公司 85.89 1.21% 否

合计 6,727.08 94.67%
2019 年金刚线固定资产计提减值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计提减值前 减值测试 计提减值后

账面净值 评估价值 需计提减值额 账面价值

固定资产-金刚线项目 22,534.44 10,800.00 11,734.44 10,800.00

公司 2019 年采用收益法中的现金流量折现法对金刚石切割线项目涉及的资产
组整体进行评估，测算资产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并作为其可收回金额。 因资
产组的可收回金额低于其账面价值，将资产组的账面价值减记至可收回金额，减记
的金额确认为资产减值损失， 计入当期损益， 同时计提相应的资产减值准备
11,734.44 万元。

（3）说明本次计提固定资产减值测试的方法及过程，较大额计提减值的原因，
同时结合后续业务规划和相关固定资产处置计划，明确说明计提金额是否充分、准
确、恰当，是否符合会计准则规定

1、公司依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8 号———资产减值》计提本次固定资产减值，相
关规定如下：

第六条 资产存在减值迹象的，应当估计其可收回金额。 可收回金额应当根据
资产的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与资产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两者之间
较高者确定。 处置费用包括与资产处置有关的法律费用、相关税费、搬运费以及为
使资产达到可销售状态所发生的直接费用等。

第七条 资产的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与资产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
现值，只要有一项超过了资产的账面价值，就表明资产没有发生减值，不需再估计
另一项金额。

第八条 资产的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应当根据公平交易中销售协
议价格减去可直接归属于该资产处置费用的金额确定。 不存在销售协议但存在资
产活跃市场的，应当按照该资产的市场价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金额确定。 资产的市
场价格通常应当根据资产的买方出价确定。 在不存在销售协议和资产活跃市场的
情况下，应当以可获取的最佳信息为基础，估计资产的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
净额，该净额可以参考同行业类似资产的最近交易价格或者结果进行估计。 企业按
照上述规定仍然无法可靠估计资产的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的， 应当以
该资产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作为其可收回金额。

第九条 资产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应当按照资产在持续使用过程中和最
终处置时所产生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 选择恰当的折现率对其进行折现后的金额
加以确定。 预计资产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 应当综合考虑资产的预计未来现金流
量、使用寿命和折现率等因素。

2、公司本次计提固定资产减值测试的方法及过程具体情况如下：
为了客观公正地反映公司资产价值和财务状况，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

规定，公司聘请了具有从事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江苏中企华中天资产评估有
限公司以 2019 年 12 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 对金刚石切割线项目资产组进行减值
测试。

(1) 评估方法选择
本次评估对象为委托人指定的金刚石切割线项目涉及的资产组预计未来现金

流量现值，据此，本次评估采用收益法中的现金流量折现法进行评估。
(2) 评估方法概述
现金流折现法是通过将资产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折算为现值， 估计资产组价

值的一种方法，即通过估算资产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和采用适宜的折现率，将预期
现金流折算成现时价值，得到资产组价值。

1) 具体公式如下：

P：资产组预计未来现金流现值
Fi： 资产组预计未来现金流 = 息税前利润 + 折旧与摊销 - 资本性支出 - 净营

运资金增加额
Fn：预测期末资产组可变现净值和预计处置费用的净额
r：税前折现率：利用税后折现率及税后未来现金流量现值迭代计算得出
n：预测期
i：预测期第 i 年
2) 关于折现率
税后折现率采用加权平均资本成本（WACC）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Rf：无风险报酬率；
β：企业风险系数；
RPm：市场风险溢价；
Rc：企业特定风险调整系数。
根据税后加权平均资本成本代入权益计算表， 计算得出税前加权平均资本成

本。
3) 收益期和预测期的确定
A. 收益期的确定
本次评估中的委估资产组主要设备的剩余经济使用寿命为 12-14 年， 本次评

估收益期是依据资产组中主要设备的剩余经济年限而确定。 选用的收益期为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2033 年 12 月 31 日。

B. 预测期的确定
由于企业近期的收益可以相对合理地预测， 而远期收益预测的合理性相对较

差，按照通常惯例，评估人员将企业的收益期划分为预测期和预测期后两个阶段。
评估人员经过分析，预计产权持有单位于 2022 年达到稳定经营状态，故预测期

截止到 2022 年底。 预测期后为 2023 年至 2033 年底，在此阶段中，该资产组将保持
稳定的现金获利水平。

3、目前金刚线相关设备处于技术改造中，以期改善产品、降低成本。 后续公司
将根据市场环境变化和设备改造情况， 按照相关会计准则规定对该项目固定资产
进行相应处理。

综上所述，公司基于经营实际情况，根据苏中资评报字（2020）第 9009 号评估报
告的结果，对金刚石切割线项目资产组计提资产减值 11,734.44 万元，所计提的固
定资产减值准备是充分、准确、恰当的，符合企业会计准则规定。

（4）公司剩余固定资产尤其是金刚线产品的情况，包括资产类别、账面价值等，
并说明是否存在减值迹象以及后续处置准备。

2019 年公司以及光伏业务固定资产计提资产减值后的账面价值如下：
单位：万元

账面价值 房屋及建筑物类 设备类 合计

东尼电子 12,391.51 38,711.89 51,103.40
其中 ：光伏业务 - 10,800.00 10,800.00

目前金刚线相关设备处于技术改造中，以期改善产品、降低成本，不存在减值
迹象。 后续公司将根据市场环境变化和技术改造情况，按照相关会计准则规定对该
项目固定资产进行相应处理。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意见】
公司列示了近四年来公司各业务板块对应的固定资产配置情况， 论证了与产

出、收益的匹配性，说明了金刚线产品和消费类电子线材产品近年来的产能利用率
变化情况；列示了公司近三年来金刚线产品主要固定资产建设的主要采购方，采购
对象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对金刚石切割线项目涉及的资产组整体进行评估，公
司基于经营实际情况，根据苏中资评报字（2020）第 9009 号评估报告的结果，对金刚
石切割线项目资产组计提资产减值 11,734.44 万元，所计提的固定资产减值准备是
充分、准确、恰当的，符合企业会计准则规定；列示了剩余固定资产尤其是金刚线产
品的情况，不存在减值迹象，后续公司将根据市场环境变化和技术改造情况，按照
相关会计准则规定对该项目固定资产进行相应处理。

我们认为以上说明真实、准确、完整，会计处理符合相关会计政策。
【年审会计师意见】
我们复核了近三年来公司各业务板块对应的固定资产配置情况， 结合金刚线

产品和消费类电子线材产品的行业特征， 金刚线产品和消费类电子线材产品近年
来的产能利用率变化情况的原因是合理。

我们复核了金刚线产品主要固定资产采购合同、往来金额、交易占比等，并通
过工商查询核实了主要供应商的工商性质。 我们认为公司金刚线产品固定资产主
要供应商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我们查阅了江苏中企华中天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浙江东尼电子股份有
限公司拟进行减值测试所涉及的金刚石切割线项目资产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
资产评估报告》（苏中资评报字 (2020)第 9009 号），对重要参数进行了评估，包括对
产量、未来售价、生产成本和销售费用等参数与历史数据进行比较；评估了公司管
理层对金刚线资产组所使用折现率的合理性及计算各资产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
值的模型。 我们认为公司对金刚线资产组的评估价值及减值测试结果是充分、准
确、恰当，会计处理符合会计准则的规定。

6、2017 年、2018 年、2019 年，公司预付款余额约分别约为 7900 万元、3400 万元、
1100 万元，其中 2019 年度计提预付款减值准备约 635.34 万元。 请公司补充披露近
三年来公司主要预付款项的交易对方、预付金额、交易背景、产品实际交付情况、款
项减值情况和原因，说明预付对象与公司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潜在关联关系。

【公司回复】
公司 2017 年至 2019 年主要预付款项具体情况如下：

年度 交易对方
期末账面

余额
（万元 ）

占比
（%）

交易背景 产品实际交付
情况

款项减值情
况及原因

是否存
在关联
关系或
潜在关
联关系

2019
年

柘城县金日金刚
石磨料磨具有限
公司

985.19 55.80
基于市场变化 、行业
惯例 ，锁定金刚石微
粉价格，保证供应

截至 2020 年 4
月 底 ， 尚 有
862.30 万 元 商
品未交付

因可变现净
值低于该原
材 料 成 本 ，
故计提资产
减 值 准 备
635.34 万元

否

湖州电力局 335.57 19.01 电费预付款 已于次年交付
完毕 / 否

Grand Ming Ltd 95.17 5.39
日本进口 高端 锡铜
合金线，有色金属行
业现款现货

已于次年交付
完毕 / 否

嘉祈 （上海 ）商贸
有限公司 36.24 2.05

日 本 进 口 CPP 膜 ，
预付后交货

已于次年交付
完毕 / 否

江苏德哈特金属
制品有限公司 25.34 1.44

线材预付 后尚 未交
货

截至 2020 年 4
月 底 ， 尚 有
25.34 万 元 商
品未交付

/ 否

合计 1,477.50 83.68 / / / /

2018
年

柘城县金日金刚
石磨料磨具有限
公司

2,499.19 73.66
基于市场变化 、行业
惯例 ，锁定金刚石微
粉价格，保证供应

截 至 2019 年
底 ， 尚 有
985.19 万 元 商
品未交付

/ 否

海关税费 461.00 13.59 关税 已于次年交付
完毕 / 否

中天国富证券有
限公司 100.00 2.95

按照合同约定 ，预付
2018 年公司非 公开
发行部分 承销 保荐
费用

非公开发行已
于次年完成 / 否

湖州电力局 49.80 1.47 电费预付款 已于次年交付
完毕 / 否

颖利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37.35 1.10

台湾进口 硝酸 镍前
驱物溶液 ，预付后交
货

已于次年交付
完毕 / 否

合计 3,147.34 92.76 / / / /

2017
年

柘城惠丰钻石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4,417.15 56.01

基于市场变化 、行业
惯例 ，锁定金刚石微
粉价格，保证供应

已于次年交付
完毕 / 否

柘城县金日金刚
石磨料磨具有限
公司

2,773.90 35.17
基于市场变化 、行业
惯例 ，锁定金刚石微
粉价格，保证供应

已于次年交付
完毕 / 否

江苏宝钢精密钢
丝有限公司 123.30 1.56

金属线材 ，预付后交
货

已于次年交付
完毕 / 否

海关税费 115.29 1.46 关税 已于次年交付
完毕 / 否

SHINYU -
JAPAN CO.,LTD 89.12 1.13

日本进口 高端 纯铜
线，有色金属行业现
款现货

已于次年交付
完毕 / 否

合计 7,518.76 95.33 / / / /
2018 年 5 月“531 新政”出台前，金刚石微粉面临整个行业供不应求的现象，公

司根据每月预计金刚石微粉领用情况，2017-2018 年 1 月共签订了 4 份微粉长期供
应合同保证微粉后续供应。 其中，前三份合同已履行完毕，第 4 份合同根据公司实
际要求已陆续交付 2,464.81 万元，截至 2019 年年末，尚有 985.19 万元微粉未交付。
受“531 新政”影响，金刚线需求量持续下滑，金刚石微粉消耗量也大幅下降。而供应
商已将所有金刚石原材料全数购入并破碎完成， 随着后续金刚线产品规格不断升
级变化，原定规格的微粉已无法应用。 因公司不具备金刚石微粉筛选能力，故与供
应商约定，原先订购的 8-12 粒度微粉存放于供应商仓库，后续根据公司生产实际
需求，不限粒度分布规格进行抵扣交付，价格按随行就市的方式进行抵消。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意见】

公司列示了 2017 年至 2019 年主要预付款项的交易对方、预付金额、交易背景、
产品实际交付情况、款项减值情况和原因，预付对象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或潜在
关联关系。

我们认为以上说明真实、准确、完整。
【年审会计师意见】
我们复核了公司近三年主要预付款项的交易方的采购合同、交易内容、交易类

型、往来金额、交付情况、减值情况和原因等，并通过工商查询核实了主要交易对象
的工商性质。 我们认为公司预付对象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或潜在关联关系。

7、根据公司 2018 年年报，公司 2018 年净利润同比已下滑 33.44%，金刚线产品
的毛利率已大幅下滑 22.67%。 请公司补充披露此前年度固定资产、存货、预付款减
值测试的情况，说明以前年度是否已出现减值迹象，是否存在前期计提不足、一次
性计提以进行利润跨期调整的情形。

【公司回复】
公司 2018 年度、2019 年固定资产、存货、预付款计提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

号填列）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存货跌价损失 -6,628.07 -1,016.78
预付账款减值损失 -635.34 -
固定资产减值损失 -11,734.44 -

合计 -18,997.85 -1,016.78
①2018 年末，公司对存货进行减值测试。 对于可继续用于后续生产的，公司以

预计售价、库存单位成本基础，考虑相关销售费用等因素进行评估；对不可继续用
于后续生产的存货则按市场处置价评估。公司按照会计准则相关规定，2018 年计提
存货跌价损失 1,016.78 万元。

②2018 年末，公司对预付账款进行减值测试。 公司对于预付账款的性质、供应
商的经营情况以及预付货款的市场价值进行评估， 没有迹象表明公司预付账款的
性质已经发生改变， 或者因供货单位破产、 撤销等原因已经无望再收到所购货物
的，并且没有证据表明预付货款的市场价值存在大幅下降，因此公司 2018 年度未
计提预付账款减值损失。

2018 年 10 月 -2019 年 6 月金刚线产品营收毛利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月份
2019 年 2018 年

6 月 5 月 4 月 3 月 2 月 1 月 12 月 11 月 10 月

主营业务收入 421.25 1,486.50 2,447.38 1,177.95 529.38 519.90 963.42 1,442.07 1,872.07
毛利 -12.14 237.58 377.47 351.00 -430.30 -100.06 -1,772.34 -0.46 -145.36

毛利率 -2.88% 15.98% 15.42% 29.80% -
81.28%

-
19.25% -183.96% -0.03% -7.76%

③公司 2018 年净利润同比下滑 33.44%主要系光伏业务下滑所致，因此公司对
光伏业务固定资产进行了减值迹象的判断：1、2018 年 10 月 -2019 年 2 月金刚线毛
利为负，主要受“531 新政”的持续影响与 2019 年 1-2 月时值农历新年的缘故，公司
实际开工天数较少，营收进一步下滑，且该期间公司持续进行技术工艺改造中；2、
公司技术改造于 2019 年 3 月初见成效，3 月 -5 月公司金刚线订单量大幅增加，且
毛利率均在 15%以上；3、公司对金刚线项目未做出重大战略调整。 因此，公司认为
2018 年末光伏业务固定资产未出现减值迹象。

2019 年，我国光伏新增装机量 30.1GW，同比进一步下降 32%，公司光伏业务持
续下滑，毛利率大幅下降，且金刚线客户账期相较公司其他行业客户较长，资金占
用压力大。 2019 年公司在消费电子领域与医疗领域得到大客户的认可，多个新产品
配合开发量产，本着资源利用最大化的原则，公司决定进行战略调整，未来将在上
述领域投入更多资源，对金刚线业务进行了减产处理，公司在综合评估后对光伏业
务固定资产计提了减值准备 11,734.44 万元。

综上所述，公司不存在前期计提不足、一次性计提以进行利润跨期调整的情形。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意见】
2018 年公司根据存货、预付款的减值测试计提了存货跌价损失；根据固定资产

减值迹象判断因素与公司实际情况作对比，未出现减值迹象。 我们认为公司不存在
前期计提不足、一次性计提以进行利润跨期调整的情形。

我们认为以上说明真实、准确、完整，会计处理符合相关会计政策。
【年审会计师意见】
我们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存货跌价准备计提、固定资产减值计提的会

计政策及方法，复核了公司 2018 年末、2019 年末存货跌价准备、预付账款减值准备
和固定资产减值准备的计算过程及结果，其依据是充分的，具有合理性，公司不存
在前期计提不足、一次性计提以进行利润跨期调整的情形。

8、年报显示，公司 2019 年在建工程金额约为 3.04 亿元，同比增长约 165.75%；
在建工程项目 " 二期厂房工程 " 累计投入占预算比例约 98.96%， 但转固金额仅约
为 330 万元。 同期，公司 2019 年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约 3.14 亿元，计划用于募投项
目 " 年产 3 亿片无线充电材料及器件项目 "， 项目仍在进行中。 请公司补充披露：
（1）在建工程情况，包括但不限于项目名称、对应项目及产品、投建时间、建设进度、
预计完工时间、已投入金额、投入资金来源、形成资产情况；（2）对于在建工程投入
占预算比重较高，但转固金额较低的情况，明确原因及合理性；（3）结合在建工程项
目涉及的具体业务，说明减值测试的具体情况，明确是否存在减值风险。

【公司回复】
（1）在建工程情况，包括但不限于项目名称、对应项目及产品、投建时间、建设

进度、预计完工时间、已投入金额、投入资金来源、形成资产情况
公司 2019 年底在建工程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对应产品 投建时间 建设进度 预计完工
时间

截至 2019
年底已投入

金额

投入资
金来源 形成资产情况

利 济 东 路
588 号地块
厂房工程

主要用于消费
电子等业务产
品的生产及研
发

2018 年 2
月

于 2020 年 3
月完工

于 2020 年
3 月完工 26,587.37

自 有 资
金

于 2020 年 3 月 达
到 预 定 可 使 用 状
态 ，转固形成房屋
及 建 筑 物
29,281.22 万元

东 尼 路 以
东 、晟舍新
街 以 北 地
块 厂 房 工
程

主要用于新项
目的研发及生
产

2019 年 12
月

土 地 已 回
填 ， 即将开
始建设

2021 年 4
月 133.58

自 有 资
金

尚 未 达 到 预 定 可
使用状态

东 尼 化 工
厂房工程

主要用于新项
目的研发及生
产

2019 年 9
月

已完成中间
验收

2020 年 9
月 986.60

自 有 资
金

尚 未 达 到 预 定 可
使用状态

待 调 试 软
件、设备

主要用于消费
电子等业务产
品的生产及研
发

/ / / 2,710.55
自 有 资
金

截 至 2020 年 4 月
底 ，在建工程结转
固 定 资 产 设 备
1,503.33 万元

合计 / / / / 30,418.10 / /
（2）对于在建工程投入占预算比重较高，但转固金额较低的情况，明确原因及

合理性
2019 年底，在建工程“二期项目厂房工程”累计投入占预算比重较高，但生产车

间尚处于整修中，水、电、气等配套设施还无法支持产品生产，厂房工程未达到预定
可使用状态，不符合在建工程结转固定资产的条件。2019 年转固金额 330.39 万元为
利济东路 555 号地块基建转固所致。

（3）结合在建工程项目涉及的具体业务，说明减值测试的具体情况，明确是否
存在减值风险

2019 年末， 公司在建工程主要涉及消费电子业务。 公司 2019 年消费电子业务
营业收入 51,833.62 万元，同比增长 72.90%，其中导体、复膜线等原有消费电子领域
积极配合国际大客户产品的更新换代； 无线充电隔磁材料作为无线充电技术的关
键零部件之一，是公司在无线充电领域的拓展延伸，经过前期大量的研发投入，公
司隔磁材料项目已于 2019 年 6 月进入量产爬坡阶段， 开始批量供货，2019 年实现
营业收入 22,494.09 万元，消费电子业务毛利率由 2018 年的 22.71%上升至 32.61%。
同时，公司目前所有在建厂房进度均符合预期建设进度，故不存在减值风险。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意见】
公司列示了在建工程情况，包括项目名称、对应项目及产品、投建时间、建设进

度、预计完工时间、已投入金额、投入资金来源、形成资产情况。
由于在建工程未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不符合在建工程结转固定资产的条件；

另在建工程项目主要涉及消费电子业务，不属于金刚石切割线项目涉及的资产组，
不存在减值风险。 综上，我们认为公司对于相关工程的处理符合会计政策要求。

我们认为以上说明真实、准确、完整。
【年审会计师意见】
我们复核了在建工程明细表；检查了公司本年度增加的大额在建工程的合同；

了解了在建工程结转固定资产的政策，结合固定资产审计，检查了在建工程结转固
定资产金额；实地勘察了相关在建工程，并执行了盘点程序；获取了管理层在资产
负债表日就在建工程是否存在可能发生减值迹象判断的说明。

我们认为，公司在建工程转固依据充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资产负
债表日在建工程不存在减值风险。

9、 公司 2017 年首发上市募集资金约 3 亿元用于建设金刚石切割线项目，2018
年 1 月该募投项目已结项。 2019 年度，公司计提金刚线产品相关资产的大额资产减
值。 请公司补充披露：（1）列示公司首发募集资金的具体投向、投入金额、形成的资
产、账面价值变动情况；（2）本次计提的资产减值中是否包括首发募集资金形成的
资产， 若包括则说明公司上市不到三年即大额计提该部分资产减值准备的原因；
（3）公司前期募投项目设计论证情况，是否对该项目可能面临的市场前景变化等风
险进行了审慎评估，公司管理层、保荐机构等是否做到了勤勉尽责。 请保荐机构发
表意见。

【公司回复】
（1）列示公司首发募集资金的具体投向、投入金额、形成的资产、账面价值变动

情况
1、首发募集资金的具体投向及投入金额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32,525.00 万元， 扣除发行费用后，

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30,227.33 万元，投入“年产 200 万 km 金刚石切割线项目”
29,870.53 万元，节余 480.57 万元（包含理财收益及利息收入）用于永久性补充公司
流动资金。

截止 2018 年 1 月 10 日，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募投项目已全部建设完毕，募集资
金使用及节余情况如下：
序号 募投项目 募投资金拟投资金额

（万元）
已累计投资金额

（万元）
募集资金余额 （万

元 ）
是否实施

完毕

1
年 产 200 万 km 金 刚
石切割线项目 30,227.33 29,870.53 356.80 是

合计 30,227.33 29,870.53 356.80
公司将首次公开发行募投项目结项后募集资金专户中节余的 480.57 万元（包

含理财收益及利息收入）全部用于永久性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用于日常经营活动。
2、首发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形成的资产、账面价值变动情况
公司 IPO 募投项目“年产 200 万 km 金刚石切割线项目”使用募集资金投入的

金额为 29,870.53 万元，项目其余部分由公司自有资金投入，整体形成的资产及账
面价值变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末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房屋及建筑物

账面原值 13,740.18 13,370.27 10,341.67
减值准备 - - -
账面价值 12,169.63 12,679.98 10,228.05

机器设备

账面原值 28,563.29 24,918.38 19,842.89
减值准备 11,734.44 - -
账面价值 10,800.00 20,997.15 18,027.42

土地

账面原值 1,961.04 1,961.04 1,961.04
减值准备 - - -
账面价值 1,810.70 1,849.92 1,889.14

（2）本次计提的资产减值中是否包括首发募集资金形成的资产，若包括则说明
公司上市不到三年即大额计提该部分资产减值准备的原因

本次计提的资产减值中包括首发募集资金形成的资产， 对相关资产计提减值
准备的主要原因如下：

1、下游光伏行业市场不景气，金刚石切割线业务下滑
2018 年金刚石切割线前十大客户上下半年销售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客户名称 2018 年 7-12 月
销售额 环比变动 2018 年 1-6 月

销售额
金刚线类

型

苏州协鑫光伏科技有限公司 1,044.91 -84.68% 6,818.96 细线

阳光硅谷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1,761.42 -40.59% 2,965.01 细线

天津鑫天和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3,244.37 183.33% 1,145.07 细线

晶海洋半导体材料 （东海 ）有限公司 332.16 -89.81% 3,259.18 细线

江苏协鑫硅材料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171.39 -93.27% 2,547.35 细线

晶龙科技控股有限公司 - -100.00% 2,647.34 细线

常州协鑫光伏科技有限公司 - -100.00% 2,411.40 细线

蓝思科技 （长沙 ）有限公司 1,445.82 78.45% 810.19 粗线

太仓协鑫光伏科技有限公司 - -100.00% 2,212.41 细线

晶科能源有限公司 116.40 -94.44% 2,092.12 细线

合计 8,116.48 -69.84% 26,909.03
公司目前的金刚石切割线主要应用于太阳能光伏和蓝宝石行业的硬脆材料切

割领域。 2018 年“531 新政”的出台，对光伏行业产业造成较大影响，金刚石切割线
下游客户为缩减其材料成本， 使得公司的金刚石切割线的销售价格水平承压。 同
时，由于“531 新政”实施后，国内市场下游新增装机短期需求下滑以及成本压力由
客户端向上传导，带来中上游各制造环节产品价格及需求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导
致公司金刚石切割线业务下滑较大，如上表所示，2018 年除当年新进客户中环股份
（天津鑫天和）外，金刚石切割线主要光伏客户下半年销售额相比上半年均大幅下
滑，部分客户甚至出现下半年无销售的情况。 就目前行业发展趋势来看：

（1） 金刚线行业在最近两年的快速发展与技术革新后， 产品更迭速度开始下
降，性能提升趋于稳定；

（2）随着单晶份额的提升及金刚线切割性能的提高，单片耗线量大幅降低，总
需求量大幅下滑；

（3）受金刚线生产企业扩产影响，目前产能过剩，同质化严重，供大于求，单价
大幅下滑；

（4）根据中国光伏行业协会测算，2019 年我国光伏发电新增装机约 30.1GW，同
比下降约 32%。

在上述背景下，市场规模骤降和竞争日趋增加，公司金刚石切割线业务未来行
业前景不明朗，相关资产组存在减值迹象。 因此公司对金刚石切割线项目涉及资产
组进行减值测试，按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进行评估，相关资产组未来收益法评估
结果低于其账面价值，计提相应减值准备。

2、金刚石切割线设备具有专用性，无法与公司其他业务互用
公司金刚石切割线设备系专门开发制作的设备，具有高度定制性和专用性，非

通用设备。 公司其他业务主要为消费类电子行业，该业务生产设备与金刚石切割线
设备相差较大， 无法通过技改等措施将金刚石切割线设备改变为消费类电子行业
产品所用。 因此由于金刚石切割线下游光伏行业萎靡，直接影响了金刚石切割线设
备所能带来的未来现金流，因此相应进行了减值测试并计提减值准备。

（3）公司前期募投项目设计论证情况，是否对该项目可能面临的市场前景变化
等风险进行了审慎评估

1、公司前期募投项目设计论证时无法对相应行业政策进行预期
公司的金刚石切割线产品下游行业主要为蓝宝石和太阳能光伏行业，蓝宝石、

太阳能光伏行业的发展直接影响金刚石切割线的需求，关联性较强。“531 新政”实
施后，2018 年我国光伏新增装机规模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滑，相应市场对金刚石切
割线的需求有所减少，产业链公司利润出现了明显下滑。

光伏行业目前主要受行业政策影响较大， 导致公司 IPO 募投项目投入的相关
资产进行了减值，该关键影响因素在前次项目可行性研究涉及论证时无法预期。

2、公司对 IPO 募投项目进行了充分论证
（1）IPO 募投项目经过多方协同论证
公司联合内部财务、市场、研发等部门负责人及业务骨干，共同进行了调研论

证，于 2015 年形成《年产 200 万 km 金刚石切割线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该可行性
研究报告对金刚石切割线的市场需求、生产规模、工艺技术、设备选择、经济效益等
方面进行了详细论证。

（2）IPO 募投项目符合公司发展战略
公司利用募集资金投入“年产 200 万 km 金刚石切割线项目”是在公司在主营

业务的基础上，按照公司当时的未来发展战略的要求，对公司业务的进一步深化与
拓展。 公司上市前积累的管理经验、技术条件和人员储备等是该项目实施的重要基
础。 IPO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达产后，将丰富公司自身的产品线，达成规模优势，降低
公司成本，有助于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和进一步巩固公司在行业内的领先地位。

（3）公司具备金刚石切割线的生产技术和客户储备
经过多年研发和实践发展，公司已形成了稳定的产品研发体系和研发队伍，掌

握了成熟的金刚石切割线生产技术。 公司产品质量优良，在金刚石切割线市场已积
累了大量优质稳定的客户资源，该等客户在行业内具有较高的声誉，未来对金刚石
切割线产品的采购需求巨大。 上述优质客户资源储备将为本项目带来的新增产能
消化提供重要支撑。

综上，公司 IPO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紧密结合公司主营业务，对公司扩大金刚石
切割线产品市场份额、保持技术领先优势及把握下游市场增长契机有重要意义。 募
集资金数额和投资项目与公司生产经营规模、财务状况、技术水平和管理能力等相
适应，论证是充分的。

3、公司对 IPO 募投项目可能面临的市场前景变化等风险进行了审慎评估
（1）项目论证时金刚石切割线市场需求巨大
根据国家能源局统计信息显示，2016 年我国光伏发电新增装机容量 3,454 万千

瓦。 根据市场咨询公司 IHS 预测，2017 年全球光伏发电新增装机容量将达到 7,900
万千瓦。 假设所有光伏新增发电容量所用硅片均采用金刚石切割线切割，按照每瓦
太阳能光伏硅片切割需要耗用金刚石线约 0.5-0.8 米测算，2017 年市场所需要消耗
的金刚石切割线长度约为 395-632 亿米。 因此，公司金刚石切割线产品具备广阔的
市场空间及发展前景，应用和市场份额将保持稳定增长。 项目建成后，公司金刚石
切割线销量实际也符合市场预计的需求。

（2）公司金刚石切割线销售收入及盈利符合效益预测的结果
2018 年“531 新政”颁布之前，公司金刚石切割线业务发展迅猛，盈利情况较好。

2018 年 1-9 月已实现销售收入 47,289.62 万元，达到 IPO 募投项目预测时达产第一
年相应期间承诺销售收入 33,600.00 万元，2018 年 1-9 月累计实现效益 9,227.84 万
元，已达到相应期间承诺效益 8,545.94 万元，符合项目论证时效益预测的结果。

“531 新政”的影响在 IPO 项目可行性研究论证时无法预期，公司 IPO 募投项目
设计论证时对该项目可能面临的市场前景变化等风险已进行了审慎评估。

（3）公司已在招股说明书中进行了风险提示
公司已在公告的招股说明书中对 IPO 募投项目存在的风险进行了风险提示如

下：
“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经过了充分的可行性研究论证，预期能够产生良好的

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但在募集资金按期足额到位、项目组织管理、厂房建设工期、
生产设备安装调试、通线试产、量产达标以及市场开发等方面都还存在一定风险，
如不能按计划顺利实施，则会直接影响项目的投资回报及公司的预期收益。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全部建成投产后，公司在资产、业务、人员和机构规模等方
面将发生较大变化，如公司的管理能力不能满足公司规模快速扩张的需要，公司的
管理架构和制度不能随着公司规模的扩张而迅速、及时地调整和完善，公司的经营
将受到不利影响。 ”

综上， 公司管理层对 IPO 募投项目可能面临的市场前景变化等项目风险已进
行了审慎评估，做到了勤勉尽责。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意见】
公司列示了首发募集资金的具体投向、投入金额、形成的资产、账面价值变动

情况，并说明了金刚线业务减值的原因以及当初前期募投项目设计的论证情况。 我
们认为以上信息真实、准确、完整。 对于光伏行业目前主要受行业政策影响较大，导
致公司 IPO 募投项目投入的相关资产进行了减值， 我们认为该减值处理符合相关
会计政策，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2018 年 1-9 月公司金刚线项目累计实现效益 9,227.84 万元， 已达到相应期间
承诺效益 8,545.94 万元，符合项目论证时效益预测的结果。 由于行业政策的影响在
项目可行性研究涉及论证时无法预期，但公司已在招股说明书中进行了风险提示，
公司管理层对 IPO 募投项目可能面临的市场前景变化等项目风险已进行了审慎评
估，做到了勤勉尽责。

我们认为以上说明真实、准确、完整。
【年审会计师意见】
我们复核了公司首发募集资金的具体投向、投入金额、形成的资产、账面价值

变动情况；结合公司募投项目所处行业市场、行业政策，并与同行业相关信息进行
了比较分析。

我们认为，公司首发募投项目已按招股说明书所述建设完毕，投入“年产 200 万
km 金刚石切割线项目”29,870.53 万元，节余 480.57 万元（包含理财收益及利息收
入）用于永久性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计提的资产减值中包括首发募集资金形成的资
产，主要由于受“531 新政”的影响，下游光伏行业市场不景气，金刚石切割线业务下
滑以及金刚石切割线设备具有专用性，无法与公司其他业务互用，导致公司上市不
到三年即大额计提该部分资产减值准备，资产减值准备的原因充分、合理。

【保荐机构意见】
公司首发募投项目已按招股说明书所述建设完毕，投入“年产 200 万 km 金刚

石切割线项目”29,870.53 万元，节余 480.57 万元（包含理财收益及利息收入）用于
永久性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计提的资产减值中包括首发募集资金形成的资产，主要
由于受“531 新政”的影响，下游光伏行业市场不景气，金刚石切割线业务下滑以及
金刚石切割线设备具有专用性，无法与公司其他业务互用，导致公司上市不到三年
即大额计提该部分资产减值准备。 公司首发时对金刚线产品募投项目进行了充分
论证，但“531 新政”的影响在 IPO 项目可行性研究论证时无法准确预期。 公司 IPO
募投项目设计论证时对该项目可能面临的市场前景变化等风险已进行了审慎评
估。 公司管理层和公司 IPO 保荐机构已做到了勤勉尽责。

三、 其他财务信息
10、年报显示，公司 2019 年度应收账款余额较高，约为 3.25 亿元，占营收的比

重约为 49.17%，同比增长约 35.67%，同期公司营收和净利润同比出现大幅下滑。 请
公司：（1）分业务板块列示各板块应收账款余额前五名的客户名称、对应的金额、账
龄，说明是否存在关联关系；（2）说明公司应收账款余额明显增长的原因，论证应收
账款与营业收入在规模、增速、比重方面的匹配性，说明收入确认的准确性，以及款
项是否存在回收风险。

【公司回复】
（1）分业务板块列示各板块应收账款余额前五名的客户名称、对应的金额、账

龄，说明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公司 2019 年末应收账款账面余额 34,156.67 万元，账面价值 32,492.36 万元，各

主营业务应收账款余额前五名客户列示如下：
单位：万元

主营业务 客户名称 应收账款
余额 占比 账龄 1 年

以内
账龄 1-
2 年

是否存在
关联关系

消费电子

立讯精密工业 （苏州 ）有限公司 10,704.29 31.34% 10,704.29 - 否

昆山联滔电子有限公司 7,296.36 21.36% 7,296.36 - 否

湖州久鼎电子有限公司 3,044.81 8.91% 3,044.81 - 否

富士康（昆山）电脑插件有限公司 1,023.83 3.00% 1,023.83 - 否

东莞富强电子有限公司 777.11 2.28% 777.11 - 否

小计 22,846.40 66.89% 22,846.40 -

光伏

苏州睿煦电子有限公司 1,062.56 3.11% 1,041.65 20.91 否

晶科能源有限公司 365.14 1.07% 365.14 - 否

北京晶澳太阳能光伏科技有限公司 305.44 0.89% 305.44 - 否

蓝思科技 （长沙 ）有限公司 239.37 0.70% 239.37 - 否

扬州市万达光电有限公司 235.54 0.69% 235.54 - 否

小计 2,208.05 6.46% 2,187.14 20.91

新能源

微宏动力系统 （湖州 ）有限公司 2,079.81 6.09% 1,037.88 1,041.93 否

肇庆遨优动力电池有限公司 361.45 1.06% 20.00 341.45 否

天津市捷威动力工业有限公司 33.92 0.10% 33.92 - 否

浙江遨优动力系统有限公司 25.73 0.08% 21.73 4.00 否

湖州南浔遨优电池有限公司 13.70 0.04% 0.07 13.63 否

小计 2,514.61 7.36% 1,113.60 1,401.01

医疗

深圳迈瑞生物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419.92 1.23% 419.92 - 否

ALPINON MEDICAL SYSTEMS 303.50 0.89% 303.50 - 否

浙江方正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230.18 0.67% 230.18 - 否

飞依诺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89.54 0.26% 89.54 - 否

深圳嘉瑞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19.54 0.06% 19.54 - 否

小计 1,062.68 3.11% 1,062.68 -
（2） 说明公司应收账款余额明显增长的原因， 论证应收账款与营业收入在规

模、增速、比重方面的匹配性，说明收入确认的准确性，以及款项是否存在回收风险
公司 2018-2019 年营业收入和应收账款余额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同比变动 增减额

营业收入 66,078.98 87,240.35 -24.26% -21,161.37
其中 ：1-6 月 20,789.69 53,626.27 -61.23% -32,836.57
7-12 月 45,289.29 33,614.08 34.73% 11,675.21
应收账款余额 34,156.67 21,100.87 61.87% 13,055.80
占营业收入比重 51.69% 24.19% 增加 27.50 个百分点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底应收账款余额 截至次年 4 月底回款情况 回款占比

东尼电子 34,156.67 28,402.52 83.15%
其中 ：磁材项目 16,179.51 16,179.41 99.999%

公司 2019 年营业收入同比下降 24.26%，应收账款余额同比增长 61.87%主要系
公司①2019 年下半年磁材项目开始量产销售， 实现营业收入 21,579.90 万元，使
2019 年下半年营业收入较 2018 年下半年营业收入增加 11,675.21 万元， 同比增长
34.73%；②磁材项目主要客户的信用期为月结 90 天，2019 年底尚有 16,179.51 万元
未到回款期。

公司 2019 年应收账款余额 34,156.67 万元，截至 2020 年 4 月底已收回 83.15%，
其中磁材项目应收账款已于 2020 年 4 月基本回收，不存在重大回收风险。

公司依据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根据销售合同以及订单约定将货物交付
给客户，经客户验收并核对无误后作为收入，收入确认准确。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意见】
公司列示各板块应收账款余额前五名的客户名称、对应的金额、账龄，并说明

相关客户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公司 2019 年度应收账款占营收的比重同比增长， 但同期公司营收和净利润同

比出现大幅下滑， 主要是由于磁材项目在 2019 年下半年开始量产销售， 实现营业
收入 21,579.90 万元， 使 2019 年下半年营业收入较 2018 年下半年营业收入增加
11,675.21 万元，同比增长 34.73%；同时磁材项目主要客户的信用期为月结 90 天，
尚有 16,179.51 万元未到回款期。

公司 2019 年应收账款余额 34,156.67 万元，截至 2020 年 4 月底已收回 83.15%，
其中磁材项目应收账款已于 2020 年 4 月基本回收，不存在重大回收风险。

我们认为以上说明真实、准确、完整，会计处理符合相关会计政策。
【年审会计师意见】
我们复核了公司 2019 年末应收账款前五名客户销售合同、 交易内容、 交易类

型、往来金额、回款情况等，并通过工商查询核实了前五名客户的工商性质。 我们认
为公司前五名客户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我们取得了公司主要客户的销售合同 / 订单、产品发货单、对账单、发票及回
款记录等收入确认原始单据，分析主要客户信用政策及执行情况；核查收入确认时
点、原则和方法与主要合同条款是否匹配；对主要客户履行了函证程序，取得主要
客户应收账款的期后收款情况。 我们认为公司应收账款余额的变动情况符合公司
业务开展的实际情况，收入确认的准确，款项不存在回收风险。

11、年报显示，公司 2019 年度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约为 4.5 亿元，同
比增长约 12.16%；同期，公司营收大幅下滑约 24.26%。 请公司说明在营收、净利润
双下滑的情况下，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流量同比增长的原因及合理性。

(下转 C119 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