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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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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于 2021 年 5 月 21 日以书

面方式发出通知， 于 2021年 5月 27日在公司总部国联金融大厦 9楼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的方式
召开。

会议应出席董事 9 人，实际出席董事 9 人（其中：董事周卫平先生因公书面委托董事长姚志勇先

生出席，并代为行使表决权；董事葛小波先生、董事刘海林先生、独立董事卢远瞩先生、独立董事吴星
宇先生、独立董事朱贺华先生以通讯表决方式出席）。会议由董事长姚志勇先生主持，公司监事和相关
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情况符合法律、法规、证券上市地交易所上市规则及《国联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章程》、《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相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关于首席风险官变更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本议案获通过。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薪酬及提名委员会预审通过。
公司全体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请参阅同日披露的《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首席风险官变更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1-032号）。

特此公告。
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5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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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首席风险官变更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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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21 年 5 月 27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

议，审议通过《关于首席风险官变更的议案》，同意聘任江志强先生（简历见附件）担任公司首席风险
官，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因工作调整原因，陈兴君先
生不再担任公司首席风险官，并将继续在公司担任其他职务。

公司董事会对陈兴君先生在担任首席风险官期间的勤勉工作及为公司发展所作出的贡献表示感
谢！

特此公告。
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5 月 27 日
附件：江志强先生简历
江志强先生，1970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工商管理硕士。 现任公司党委委员、中

海基金董事。曾任本公司证券投资部经理、证券营业部总经理、财富管理中心总经理、资产管理部总经
理、总裁助理、副总裁及监事会主席。

制作 董春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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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 D39 版 ）
基于执行的审计程序，我们认为，公司上述回复与我们在执行亿利洁能 2020 年财务报表审计过

程中了解的信息一致，亿利洁能按照合同约定偿还到期借款本息，我们未发现对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
响。

7. 年报及会计师专项意见显示，公司 2020 年发生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8,433.91 万元，主要
为合并迎宾廊道和亿源新能源前发生的非经营资金占用，截至报告期末已全部收回。同时，年报显示，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账面关联方应收项目余额（应收账款、预付款项、其他应收款和其他非流动资产）
合计 1.15 亿元。 请公司：

（1） 补充列示上述关联方应收款项的账龄分布情况、坏账计提、形成原因、交易背景等，说明是否
存在关联方长期占用资金的情况；

【公司回复】
截至 2020年末，公司与相关关联方之间发生的应收项目主要为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所产生，不存

在关联方长期占用资金的情况。 公司与关联方之间发生的应收项目的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关联方
期末余额

账龄 形成原因及交易背景
账面余额 坏账准

备
应收账款 亿京实业 209.29 14.29 1年以内 销售化工产品
应收账款 生态科技 469.29 105.17 1年以内 销售化工产品
应收账款 富水化工 10.14 0.06 1年以内 提供物流服务
应收账款 库布其新能源 32.50 0.34 1年以内 提供劳务
预付款项 生态科技 2.95 1年以内 预付采购门窗款
预付款项 亿京实业 79.11 1-2年 采购化工产品
预付款项 生态大数据 3.30 1年以内 采购设备款
预付款项 亿嘉环境 443.47 1年以内 预付污水处理
其他应收款 金良化工 5.00 0.05 1内以内 履约保证金
其他非流动资产 金威物产 47.93 1-2年 预付工程款，未结算工程

其他非流动资产 亿利资源 10,150.03 3年以上
库布其生态租赁亿利集团光伏土地费用，
列示其他非流动资产，按使用年限，逐年
摊销。

小计 11,453.00 119.91

报告期内，公司与关联方亿嘉环境、生态科技、水务公司、富水化工等发生的关联交易情况如下：
采购商品/接受劳务情况（金额：万元）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本期发生额
亿嘉环境 购回用水 9,116.16
生态科技 购包装物 2,388.61
水务公司 购工业水 4,382.32
富水化工 购原盐 1,113.37
金良化工 购化工产品 2,064.34
亿嘉环境 污水处理费 1,944.64
生态大数据 设备款、系统维护费 448.31
亿利冀东水泥 蒸汽 131.57
生态科技 购备品备件 5.51
金威物业 物业管理费 7.92
沙漠生态 费用 15.50
亿利制药 费用 6.62
包头中药 费用 8.32
亿利甘草 费用 12.26
腾格里科技 购燃料煤 801.89
金威物产 工程施工 545.45
神华亿利 维护费 180.20
库布其种质 费用 0.68
亿利控股控股 费用 13.51
亿利资源集团 费用 11.04
华陆工程 设备款 8,574.45
合计 31,772.67

出售商品/提供劳务（金额：万元）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本期发生额
亿嘉环境 高浓盐水处理 2,855.37
亿嘉环境 销售蒸汽、电 852.04
亿嘉环境 销售化工产品 68.17
亿嘉环境 销售备品备件 275.56
生态科技 销售化工产品 3,683.74
生态科技 物流运输 68.60
库布其新能源 维修费 392.81
水务公司 销售电 245.54
富水化工 物流运输 220.05
亿利冀东水泥 销售电 2,844.88
亿利冀东水泥 销售原水 19.61
亿利冀东水泥 石灰石 25.53
亿利冀东水泥 电石泥、粉煤灰 1.12
亿京实业 销售乙二醇 3,018.49
亿京实业 物流运输 6.60
神华亿利能源 销售化工产品 1,028.31
库布其新能源 土地租赁摊销 275.94
包头中药 销售化工产品 1.31
亿利新材料 销售化工产品 40.80
呼布奇沙漠酒店 销售化工产品 479.45
合计 16,403.93

注：华陆公司是公司控股子公司新杭能源的参股股东，神华亿利、亿利冀东水泥是公司的参股子
公司，属于根据会计处理的关联方，不属于上市公司股票监管规则规定的关联法人。

亿嘉环境，水务公司、生态科技、富水化工等关联方既是公司的客户又是公司的供应商的主要原
因是上述关联交易是由公司各个不同经营主体在各生产环节产生的采购和销售业务。亿嘉环境、水务
公司均坐落在公司库布其工业园区，其中，亿嘉环境主要为公司提供污水处理服务，将处理后的回用
水销售给公司，同时亿嘉环境处理污水过程中的高浓盐水处理、所需的蒸汽、电及生产用备品备件由
公司提供；水务公司主要向公司提供生产用水，公司向水务公司提供蒸汽、电等；生态科技坐落在公司
达旗工业园区，以生产包装物及新型塑业门窗、管材为主，公司向生态科技购买 PVC 产品的包装物，
生态科技向公司购买 PVC用于生产管材；富水化工生产工业盐，向公司销售工业盐，公司物流公司为
富水化工提供物流运输服务。

亿嘉环境、水务公司也为周边其他无关联关系化工企业提供服务，定价方式为市场化定价。 生态
科技和富水化工所提供的产品均非主要材料，该市场竞争充分，价格透明，故定价方式也为市场化定
价。

（2）核实并说明除前述合合并迎宾廊道和亿源新能源前发生的非经营资金占用外，公司是否存在
其他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的情形。

【公司回复】
经公司自查核实， 除追溯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迎宾廊道和亿源新能源前发生的非经营资金占用

外，不存在其他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的情形。
【会计师回复】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要求，设计和执行了相关程序，针对上述事项我们执行的主

要程序包括：了解、评估和测试公司关联方交易相关的关键内部控制设计和运行的有效性；获取公司
股权结构图和公司提供的关联方清单，初步确定存在的关联方；检查了关联方应收款项形成的相关合
同协议、交易情况；核查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分析检查其定价的合理性，并查询公开市场的价格进行
对比分析；复核了关联方应收款项的账龄并重新计算的对应的坏账准备。

基于执行的审计程序，我们认为，公司上述回复与我们在执行亿利洁能 2020 年财务报表审计过
程中了解的信息一致，亿利洁能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已在随年报一同披露的《亿利洁
能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汇总表》中充分披露，我们未
发现公司关联方长期占用资金及其他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的情形。

8. 公开资料显示，公司控股股东亿利集团近期主体及相关债项信用等级下调为 AA。 请公司及控
股股东核实并补充披露：

（1）结合亿利集团资产负债率、未来一年内到期的债务、相关偿债指标等情况，说明其资金偿还能
力、还款资金来源及具体安排，并分析是否存在偿债风险；

【公司回复】
截至 2020年末，亿利集团资产负债率 59.92%，较 2019年降低 3.61%。 2020年度末相关偿债指标

分别为：流动比率 0.91；速动比率 0.75；利息保障倍数 1.04；现金利息保障倍数 1.53；EBITDA利息倍数
1.74。

2021年亿利集团（合并报表）到期的债务主要包括票据 42.8 亿元、短期借款 101.04 亿元，长期借
款 16.82亿元、债券 16.23亿元、融资租赁款 10.32亿元，其中，到期债券 16.23 亿元已完成兑付。 截至
目前，亿利集团经营运作正常，尚无到期未还贷款，未来到期债务的还款资金来源主要包括授信循环
使用续作、经营性净现金流、资产变现收入、投资收益及其他收入等，其中票据和短期借款用已有银行
授信循环续作，长期借款和融资租赁款用经营净现金流、资产股权变现收入等资金偿付目前亿利集团
资信状况良好，具备相应的资金偿还能力，偿债风险在可控范围之内，未发生影响其不能按时偿付到
期有息负债的重大不利事件。

（2）自查与控股股东间的交易和资金往来，是否存在未披露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可
能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况。

【公司回复】
经公司自查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交易和资金往来，公司不存在未披露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

保等可能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况。
【会计师回复】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要求，设计和执行了相关程序，针对上述事项我们执行的主

要程序包括：了解、评估和测试公司关联方交易相关的关键内部控制设计和运行的有效性；获取并检
查了公司与控股股东间的大额收付记录，并核对至银行账户记录；获取了合并范围内主要公司的公章
用印审批明细，查阅了用印用途；打印《企业信用报告》查阅了对外担保情况。

基于执行的审计程序，我们认为，公司上述 8.（2）的回复与我们在执行亿利洁能 2020 年财务报表
审计过程中了解的信息一致，我们未发现亿利洁能存在未披露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可能
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况。

三、关于财务数据
9. 年报显示，2020年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为 18.87 亿元，同比增

长 24.55%。 请公司结合投资活动现金流支出的具体流向、前五大交易对手方、是否为关联方、交易对
价公允性、形成资产的具体情况等，说明新增大额投资的原因及合理性。

【公司回复】
（1） 本期“购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报表金额 188,689.34 万元，其中

前五大明细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交易对手方 购置项目 合 同
金额

本 期
支付
金额

是否为
关联方 定价原则

上海亿鼎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热电资产组融资租赁 180,84

7.23
145,30
0.00 是 根据热电资产账面价值与年租金成本计

算所得

鄂尔多斯市水利局 水权及配套设施 6,193.
76

2,655.
70 否 政府定价

南昌市特种设备安装
有限公司六安分公司

1*75t/高温高压循环流化
床锅炉热电联产建设项目

8,350.
00

2,505.
00 否 工程部根据可研报告和工程设计图做出

预算，并采用招投标方式确定最终定价
江苏天力建设集团有
限公司 达利园湖滨管网工程 3,613.

00
2,000.
93 否 根据工程设计图做出预算， 并采用招投

标方式确定最终定价
南昌市特种设备安装
有限公司六安分公司

至同和药业段新增蒸汽管
网工程

4,000.
10

1,200.
00 否 根据工程设计图做出预算， 并采用招投

标方式确定最终定价

合计 203,00
4.09

153,66
1.63

（2）本期“投资支付的现金”金额 6,000.00万元，系公司根据联营企业内蒙古库布其生态新能源有
限公司的公司章程约定缴付的注册资本金。

（3）本期“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的现金净额”金额 74,925.14 万元，系公司支付的收购
迎宾廊道 60%股权和亿源新能源 100%股权的股权转让款项。

（4）本期“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金额 194.45万元，系支付的期货保证金。
公司 2020 年购建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为 18.87 亿元， 其中公司于

2020年 12月 31日支付上海亿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简称“上海亿鼎”） 热电资产组融资租赁款
14.53亿元。该热电资产组资产未设有抵押，公司自 2016年一直租赁经营该资产组，本着长期合作，且
为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 21 号—租赁》 相关规定， 公司从原经营性租赁变更为融资租赁方式，于
2020年 12月 28日召开 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热电分公司重新签署租赁合同
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与上海亿鼎重新签署《租赁合同》，租赁期限为十年，租金为 18,084.72 万元/
年，租金可选择按期支付或一次性支付，租赁资产租赁届满，固定资产所有权归热电分公司所有，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亿利洁能关于分公司重新签署租赁合
同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0-070）。公司投资事项中涉及关联交易的事项，均经过公司
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相关关联方回避表决，公司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监管要求规范运作，
符合公司经营发展需要，交易定价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或股东利益，特别是非关联股东和中小
股东利益的情形。

【会计师回复】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要求，设计和执行了相关程序，针对上述事项我们执行的主

要程序包括：取得公司现金流量表的编制底稿，重新编制、测算、检查其准确性，并对现金流量表项目
与资产负债表、利润表项目的勾稽关系进行分析比对；获取并检查了关联方股权收购、热电资产组融
资租赁的董事会、股东会决议及相关决策文件、股权转让及融资租赁协议，检查了相应的支付对价的
凭据；获取并检查了其他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的协议、相应的审批单据及银行流
水等。

基于执行的审计程序，我们认为，公司上述回复与我们在执行亿利洁能 2020 年财务报表审计过
程中了解的信息一致，亿利洁能本期投资项目真实，新增投资具有合理性。

10. 年报显示，公司期末其他非流动资产达 8.16亿元，其中，预付煤炭资源款 3.06 亿元，预付土
地出让金 1.7 亿元， 预付工程款和设备款 1.64 亿元， 预付土地租赁费 1.02 亿元。 前期公司披露的
2018年度年报问询函回复公告显示，上述煤炭资源款形成于 2013 年 12 月，交易对手方为锋威光伏。
请补充披露：

（1）上述煤炭资源权证当前办理进度、历经 7 年尚未取得上述煤炭资源的原因与合理性、是否出
现减值迹象及相关减值计提是否充分， 并说明近 5年锋威光伏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的资金往
来情况；

【公司回复】

公司期末其他非流动资产中预付煤炭资源款 3.06 亿元，是公司受让内蒙古锋威光伏科技有限公
司持有的什拉乌素地区 1.536亿吨配套煤炭资源，受让后，主要由转让方负责办理相关配煤指标及后
续权证手续。煤炭资源权证审批流转部门较多、办理程序复杂，周期复杂，多数公司办理手续都在 3年
及以上时间，近五年来，国家及当地的煤炭资源政策发生较多变化，办理煤炭资源相关手续的程序流
程也多次更改。从 2017年开始内蒙古自治区出台多项文件，进行配煤资源清理整顿。根据内蒙古国土
资源局、内蒙古自治区发改委等部委印发文件，锋威光伏配置的石拉乌素矿井，应配置资源量 2.8275
亿吨。 2020年内蒙古自治区开展 20年煤炭倒查，所有相关煤炭资源审批手续暂停办理，其申报审核
文件暂停，待核查结束后重新申报办理相关煤炭确权手续。

内蒙古自治区开展 20 年煤炭倒查工作还在持续中，相关煤炭资源配置确权工作相对滞后，尚未
获得最终相关核查结论。 煤炭核查结束后，公司将尽快督促解决该项煤炭资源问题。 若煤炭核查工作
结束后，公司不能获得相关权益，而导致公司出现损失，为保障公司利益，公司将启动相关法律程序。

根据《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调整煤炭资源矿业权价款有关问题的通知》，该煤炭资源属于
优质动力煤，参照价格表：1.536×6 =9.21亿元，目前判断不存在减值。

除此之外，锋威光伏与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无关联关系，近五年来未与公司控股股东
及其关联方发生资金往来及其他业务往来。

（2） 其他大额预付款项的形成原因、交易事项，预付对象及关联关系，预计取得相关预付款所对
应资产或服务的时间。

【公司回复】
公司其他大额预付款项的形成原因、交易事项的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交易内容 交易金额 形成原因 预付对象 关联关
系

预计取得相关预付款所对应
资产或服务的时间

预付土地
出让金

11,354.54 支付的多晶硅项目
土地款 达拉特旗国库集中支付中心 否 与政府协调中

5,037.83 亿利化学南物流通
道征地款 当地农民 否 已取得市政府文件批复 ，

2021年恢复施工

预 付 工
程、 设备
款

3,500.00 预付工程设备款 江苏广泽建设有限公司 否 根据工程进度进行结算
3,705.00 预付工程设备款 南昌市特种设备安装有限公司 否 根据工程进度进行结算

1,000.00 预付工程设备款 山西省工业安装设备集团有限
公司 否 期后合同终止，完成结算，款

项已结清

2,508.74 预付工程设备款 航天长征化学工程股份有限公
司 否 期后合同终止，完成结算，款

项已结清
1,500.00 预付工程设备款 江苏金马工程有限公司 否 根据工程进度进行结算

土地租赁
费 10,150.03 库布其光伏用地 支付亿利集团土地租赁费 是 按使用年限， 平均摊销土地

租赁费

【会计师回复】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要求，设计和执行了相关程序，针对上述事项我们执行的主

要程序包括：
（1）针对预付煤炭资源款：了解了交易背景，取得并检查了相关协议等支持性文件；通过对管理层

的访谈，了解了相关煤炭资源落地确权的可行性；从公开信息查询了相关煤炭资源矿业权指导单价，
结合公司的煤炭资源配置量，与账面价值进行了对比；向交易对方进行了函证确认。

（2）针对预付土地出让金：获取了政府同意建设南物流通道相关的批复资料；检查了支付农民土
地款项的付款凭据；在前期访谈达拉特旗交通局的项目主管的基础上，本期与公司管理层了解了项目
进展情况，并获取了相关支持性文件。

（3）针对预付工程、设备款等：抽查了相应的付款合同，按照合同约定的付款条款与实际支付情况
进行了分析比对，并检查的对应的银行流水；对大额预付款项执行了函证程序。

基于执行的审计程序，我们认为，公司上述回复与我们在执行亿利洁能 2020 年财务报表审计过
程中了解的信息一致，亿利洁能上述预付煤炭资源款未出现减值迹象。

11. 年报显示，公司期末应收账款 14.98亿元，同比增长 25.67%。 账龄 1 年以上的应收账款余额
占比达 51.72%。 年末坏账准备余额 8744.88万元，占应收账款余额比例为 5.52%，同比下降 1.55个百
分点。 请公司补充披露：

（1） 前五大应收账款的客户名称、账龄、金额及占比、交易背景及对应产品、是否关联方等；
【公司回复】
公司前五大应收账款的客户及交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客户名称 账龄 金额 占比(%) 交易背景及对应产品 是否关联
方

内蒙古电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3年 91,214.40 57.55 可再生能源补贴款 否

国网冀北电力有限公司 1-2年 50,422.45 31.81 可再生能源补贴款 否

浙江物产氯碱化工有限公司 1年以内 2,157.68 1.36 应收 PVC产品销售款 否

湖南双华纸业有限公司 3年以上 1,746.32 1.10 应收清洁能源热力销售款 否

武威市凉州区供排水集团公司 1年以内 1,025.26 0.65 应收清洁能源热力销售款 否

合 计 158,499.74

（2）账龄 1年以上的应收账款余额占比较高的原因及合理性，是否符合行业惯例，并结合期后回
款情况说明是否存在回款风险；

【公司回复】
公司应收账款持续增长的主要原因是可再生能源电价补贴款延后支付所致。近年来，国内可再生

能源发电项目发展迅速，导致国家财政部发放可再生能源补贴存在一定的滞后，符合行业惯例。
期后回款情况：上述应收账款含可再生能源补贴款，库布其生态于 2021 年 3 月收到 37,024.21 万

元，可再生能源补贴存在一定的滞后，但不存在回款风险。
公司账龄 1年以上的应收账款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账 龄 2020年 12月 31日 其中：应收可再生能源补贴款 占比（%）

1年以内 76,526.29 62,610.41 81.82

1至 2年 38,767.96 37,959.40 97.91

2至 3年 20,915.73 20,905.86 99.95

3年以上 22,289.76 20,161.18 90.45

合 计 158,499.74 141,636.85 89.36

（3）坏账计提是否充分，与同行业可比公司是否存在较大差异，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
【公司回复】
公司基于单项和组合评估应收账款的预期信用损失，考虑有关过去事项、当前状况以及未来经济

状况预测的合理且有依据的信息。除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外，根据以前年度与之相同或相类
似的、具有类似信用风险特征的应收款项组合的预期损失率为基础，评估应收账款的预期信用损失。
2020 年度，公司应收坏账计提充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与同行业对比不存在较大差异，具
体如下：

公司按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主要是应收可再生能源补贴款， 根据应收可再生能源补贴
款账面金额与未来现金流量现值的差额计提减值准备。

单位：万元

名 称
2020.12.31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预期信用损失率（%）

内蒙古电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91,214.40 3,748.46 4.11

国网冀北电力有限公司 50,422.45 2,656.59 5.27

合 计 141,636.85 6,405.06 4.52

名 称
2019.12.31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预期信用损失率（%）

内蒙古电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73,310.05 4,498.62 6.14

国网冀北电力有限公司 33,584.87 2,209.60 6.58

合 计 106,894.92 6,708.22 6.28

2021 年 3 月，库布其生态收到补贴款 37,024.21 万元，提前回款，按照历史预计回款期以及参照
国债利率，信用损失率同比减少 1.76个百分点。

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如太阳能（000591.SZ）、正泰电器（601877.SH）、上海电力（600021.SH）、大唐
发电（601991.SH）等会计政策，坏账计提政策与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的比较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应收电网公司款项坏账计提情况
拓日新能 供电局款项（国家信用担保无坏账风险）不计提
太阳能 应收电网公司费不计提

珈伟新能 光伏发电应收款（包括电力公司标杆费与光伏发电应收款（包括电力公司标杆费与应收国家财政补贴的电
费）不计提

正泰电器 国内电网和电力公司的应收账款不计提
上海电力 应收政府部门款项，例如可再生能源补助不计提
大唐发电 应收电费和热款、政府等项不计提
晶科电力 余额百分比法
公司 应收可再生能源补贴款账面金额与未来现金流量现值的差额计提坏账

由上表可见，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中太阳能、正泰电器、上海电力及大唐发电等对上述应收款项
组合均未计提坏账准备， 公司按照应收可再生能源补贴款账面金额与未来现金流量现值的差额计提
坏账准备，较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更为谨慎。

③ 公司账龄组合预期信用损失率是根据各账龄阶段回款情况进行应收账款迁徙率计算，并考虑
前瞻性因素影响，确定各账龄阶段的预期信用损失率，按账龄组合计提坏账准备明细如下：

项 目
2020.12.31

应收账款 坏账准备 预期信用损失率(%)

1年以内 13,915.88 118.11 0.85

1至 2年 808.56 86.70 10.72

2至 3年 9.87 6.43 65.17

3年以上 2,128.57 2,128.57 100.00

合 计 16,862.88 2,339.82 13.88

④ 公司与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中泰化学（002092.SZ）、君正集团（601216.SH）的坏账计提政策比
较情况如下：
账龄 亿利洁能 中泰化学 内蒙君正

1年以内 0.85% 0.70% 0.40%

10.72% 17.93% 10.60%

2至 3年 65.17% 42.49% 30.00%

3至 4年（3年以上） 100.00% 50.14% 50.00%

4至 5年 80.33% 80.00%

5年以上 99.94% 100.00%

上述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均按照五年账龄作为信用风险特征，使用迁徙率模型，以历史违约率为
基础根据前瞻性估计，在此基础上计算预期信用损失，与公司的坏账计提政策基本一致，且相较于上
述两家同行业公司 5年以上全额计提坏账相比，公司 3年以上应收账款全额计提坏账，应收账款坏账
计提更加谨慎。

【会计师回复】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要求，设计和执行了相关程序，针对上述事项我们执行的主

要程序包括但：了解、评估和测试公司与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相关的关键内部控制设计和运行的有
效性； 结合行业特点及信用风险特征， 评价管理层制定的相关会计政策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
定；对于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复核管理层评估信用风险以及预期信用损失金额的依据，包
括管理层结合客户经营情况、市场环境、历史还款情况等对信用风险作出的评估；对于按照账龄组合
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检查账龄、逾期等关键信息，评价预期信用损失率的合理性，并与同行业上
市公司进行了比对分析；获取应收账款预期信用损失计算表，复核与预期信用损失相关的假设及前瞻
性调整因素，重新计算预期信用损失金额是否准确。

基于执行的审计程序，我们认为，公司上述回复与我们在执行亿利洁能 2020 年财务报表审计过
程中了解的信息一致，亿利洁能与前五大应收账款的客户不存在关联关系；账龄 1年以上的应收账款
余额占比较高具备合理性、符合行业惯例，不存在明显的回款风险；账面坏账计提充分，与同行业可比
公司不存在较大差异，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

12. 年报显示，年末预付账款 4.04 亿元，其中预付款项前五名所涉金额合计 1.08 亿元，占预付
款项期末余额的 26.7%。 年末其他应收款 3.6亿元，主要系应收股权转让价款 3亿元，账龄 1-2 年，已
计提坏账准备 567 万元。 此外，核销其他应收款 1752.79 万元，资金性质为货款，核销原因系涉诉款
项，难以收回。 请公司补充披露：

（1） 预付款项前五名的具体对象、是否为关联方、对应的预付账款金额、形成原因、对应产品或服
务的交付进度及后续安排、是否符合相应合同约定等，并结合交易对方履约能力说明相关减值计提是
否充分；

【公司回复】
公司预付款项前五名对象均非公司关联方，相关预付款项形成原因均为公司持续经营业务，前五

名交易对方的经营、资信、存续状态良好，具备履约能力，不存在减值迹象。 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具体对象 是否为 关
联方

预付账款金
额 形成原因 对应产品或服务的交付进度

及后续安排
是否符 合
合同约定

陕西北元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否 4,104.04 预付 PVC 货

款
截至审计报告日预付款项已
全部入库 符合

内蒙古伊东集团东兴化工有限
责任公司 否 2,308.55 预付 PVC 货

款 按照合同约定供货 符合

达拉特旗非税收入管理局 否 1,633.57 预缴水资源
费

根据公司应缴纳的水资源费
逐步抵减 符合

鄂尔多斯市诚新物资股份有限
公司 否 1,594.44 预付化工产

品货款 2021年已完成货物交割 符合

鄂尔多斯市大蒙煤炭运销有限
责任公司 否 1,156.00 预付煤炭采

购款 2021年已完成货物交割 符合

（2） 上述股权转让款的具体情况，包括交易对方、是否为关联方、交易标的、金额、合同付款安排、
款项长期未收回的原因、是否涉及应披露未披露事项等，并说明坏账准备计提是否充分；

【公司回复】

交易对方 是否为关
联方 交易标的 合同金额 (万

元）
款项长期未收回
的原因

内蒙古汇能煤电集团有限公司 否 处置安源西煤矿形成的应收股
权转让款 90,000 未到协议约定收

款期

根据合同条款安排，第一期转让价款：安源西煤矿取得《矿产资源勘查许可证》两日内，购买方（内
蒙古汇能煤电集团有限公司），向亿利洁能支付首付款 50,000 万元；第二期转让价款：自安源西煤矿
整合事项获得相关主管政府部门全部批准文件两日内支付 20,000 万元；第三期转让价款：获得覆盖
安源西煤矿及安源西煤矿矿区范围的《采矿许可证》支付 20,000万元。

对于已经满足收款条件的， 公司已收到相关款项，2020 年内蒙古自治区开展 20 年煤炭倒查，安
源西煤矿整合的相关政府手续仍在推进中，公司在取得部分相关主管部门的批准文件后，交易对方支
付了部分二期转让款，剩余款项在完成相关节点后将按合同约定收款，相关前期条款在后续执行中未
发生变更，不涉及应披露未披露事项。

坏账准备计提，截至资产负债表日该笔应收股权转让款尚未到协议约定收款期，根据账面余额与
未来现金流量折现差额计提坏账准备，在现金流量折现时，综合考虑了相关风险，年末计提坏账准备
余额 567万元，计提比例相对充分。

（3） 相关核销款项的客户名称、金额、业务背景、账龄、核销原因及合理性、与公司及控股股东是
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关系、是否损害公司利益。

【公司回复】
相关核销款项的业务背景、金额、核销原因等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客户名称 金额 业务背景 账龄 核销原 因 及
合理性

是 否 关 联
关系 合理性

鄂尔多斯市神
远煤炭有限公
司

1,752.79 预付的煤炭
采购款 3年以上 经营状 况 不

佳，难收回 否
公司正常经营活动，由于不可
预见的因素形成的坏账，核销
前已全额计提坏账。

【会计师回复】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要求，设计和执行了相关程序，针对上述事项我们执行的主

要程序包括：
（1）针对预付款项：获取并检查了相应的付款合同；按照合同约定的付款条款与实际支付情况进

行了分析比对，并检查的对应的审批手续及银行流水；对大额预付款项执行了函证程序。
（2）针对股权转让款：获取并检查了股权转让的股东会决议及相关决策文件、股权转让协议，检查

了相应的回款凭据、及对应的《矿产资源勘查许可证》、《采矿许可证》，对项目进展情况向公司管理层
进行了访谈，公开信息查询了内蒙古汇能煤电集团有限公司经营状况，评价了信用风险，并进行了函
证。

（3）针对核销款项：获取并检查了形成相关往来款项的合同、付款单据，及诉讼、判决等相关资料，
并从公开信息查阅了鄂尔多斯市神远煤炭有限公司的经营状况，判断收回的可能性；检查了亿利洁能
针对该款项履行的核销程序及相关资料。

基于执行的审计程序，我们认为，公司上述回复与我们在执行亿利洁能 2020 年财务报表审计过
程中了解的信息一致，亿利洁能预付款项前五名不存在关联关系、预付款项符合相应合同约定，不存
在减值迹象；上述股权转让款不存在应披露未披露事项、坏账准备计提充分；核销的鄂尔多斯市神远
煤炭有限公司款项具备合理性、与公司及控股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关系。

13. 年报显示，本年度研发投入 2.14亿元，同比增长 56.57%，均已费用化。 其中，人工费 5,272 万
元，同比增长 6.54%，而研发人员人数 297人，同比下降 58%。 本年度发生销售费用 2854.9万元，同比
下降 93.73%，当期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1.72%。 附注显示销售费用下降主要系执行新收入准则，将运输
费用转入营业成本列示所致。 此外，公司销售人员 61人，人数同比减少 68%，销售人员费用同比下降
30%。 请公司补充披露：

（1） 研发费用中人工费与人员规模反向变动的原因；
【公司回复】
经自查核实，因年报编制过程中工作人员统计失误，经核实研发人员统计有误，本期资本化研发

投入未统计，需修正年报相关数据。 2020年实际研发人数 686人，较上年同期减少 25人，下降的原因
是公司报告期为精准研发团队技术水平，相应调整部分研发人员。 2020 年人工费用较上年同期增加
323.47 万元，主要是研发项目增加所致，2020 年研发项目 165 项，较上年同期 98 项增加 67 项，相应
增加了分摊的研发工时费用。因此不存在人工费用与人员规模反向变动的情况。更正后的研发费用投
入情况如下：
单位：元

本期费用化研发投入 214,446,784.88

本期资本化研发投入 5,289,377.80

研发投入合计 219,736,162.68

研发投入总额占营业收入比例（%） 1.70%

公司研发人员的数量 686.00

研发人员数量占公司总人数的比例（%） 17.31%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亿利洁能关于 2020年年度报告的修订公
告》以及《亿利洁能 2020年年度报告（修订版）》。

（2） 研发费用对应的具体项目、投入金额、实施进展、形成的成果及与公司主营业务的相关性，以
及会计处理依据；

【公司回复】
研发费用投入与公司主营业务产品密切相关，研发项目均已完成。形成的成果，提升生产效率，对

公司生产过程中节能降耗、生产工艺、自动化水平，产品质量、环境保护、安全生产等均已起到一定作
用。 相关会计处理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单位 研发项目 金额 会计处理

亿利化学 化盐池研发及应用 2,017.56 计入当期损益

亿利化学 发生器自动加料系统研发项目 1,201.99 计入当期损益

亿利化学 发生装置增加电石渣浆浓缩池研发项目 2,256.62 计入当期损益

亿利化学 热动厂烟气超低排放研发项目 439.71 计入当期损益

亿利化学 废水零排放分盐研发项目 80.14 计入当期损益

亿利化学 氯化氢总管游离氯检测系统及置换管道的研发 0.56 计入当期损益

亿利化学 超稳低汞聚氯乙烯合成催化剂工业试验与应用 140.83 计入当期损益

亿利化学 30万吨/年非汞催化特种聚氯乙烯树脂项目 20.94 计入当期损益

亿利化学 烟气超低排放 0.16 计入当期损益

亿利化学 电解槽膜极距研发及应用 760.35 计入当期损益

亿利化学 节约 PVC树脂包装袋研发项目 10.89 计入当期损益

亿利化学 高压变电所开关柜电缆绝缘监测及无线测温装置研发项目 28.87 计入当期损益

亿利化学 烧碱片碱包装机升级系统技术研发 74.72 计入当期损益

亿利化学 -35℃冷冻机组（J1101C）研发项目 23.07 计入当期损益

亿利化学 碱循环槽增加自动控制系统研发项目 20.32 计入当期损益

亿利化学 聚合尾气回收研发项目 25.70 计入当期损益

亿利化学 单体球罐自动注入消防水研发项目 29.82 计入当期损益

亿利化学 氯化氢合成余热利用研发项目 48.73 计入当期损益

亿利化学 无汞固相触媒新产品开发及应用研发项目 273.53 计入当期损益

亿利化学 乙炔法 PVC特种树脂研发 39.05 计入当期损益

亿利化学 棒碱新产品研究项目 45.63 计入当期损益

亿利化学 聚氯乙烯厂水系统研发项目 15.79 计入当期损益

达拉特分公司 电石渣煅烧氧化钙示范项目 -0.13 计入当期损益

达拉特分公司 出炉机械手研发升级改造 0.34 计入当期损益

达拉特分公司 电石炉净化除尘灰环保处理项目 0.31 计入当期损益

达拉特分公司 生产系统智能化改造项目 2.48 计入当期损益

达拉特分公司 出炉机器人研发项目 96.32 计入当期损益

达拉特分公司 智能巡检监控平台研发项目 129.30 计入当期损益

达拉特分公司 生产系统集中控制研发项目 73.50 计入当期损益

达拉特分公司 受限空间作业在线检测研发项目 23.61 计入当期损益

达拉特分公司 电石炉自动测糊研发项目 60.53 计入当期损益

达拉特分公司 循环水冷却塔研发项目 -0.06 计入当期损益

达拉特分公司 循环水废水回收利用研发项目 3.32 计入当期损益

达拉特分公司 电石锅自动搬运系统研发项目 160.83 计入当期损益

达拉特分公司 电石炉烧穿器自动通断电改造研发项目 3.20 计入当期损益

达拉特分公司 出炉卷扬机自动离合研发项目 -0.15 计入当期损益

达拉特分公司 电石炉出炉除尘研发项目 52.20 计入当期损益

达拉特分公司 电石炉流压比自动控制电极研发项目 1,916.17 计入当期损益

达拉特分公司 电石炉自动配料系统研发 6.70 计入当期损益

达拉特分公司 天车远程集中操作研发项目 57.16 计入当期损益

达拉特分公司 电石炉自动开炉门研发项目 56.34 计入当期损益

达拉特分公司 电石炉放散自动点火研发项目 90.56 计入当期损益

达拉特分公司 炭材烘干废热回收利用研发项目 1,233.42 计入当期损益

达拉特分公司 无人值守智能过磅系统研发项目 23.62 计入当期损益

达拉特分公司 兰炭料场封闭技术研发项目 404.88 计入当期损益

达拉特分公司 电石炉电极系统技术研发项目 109.21 计入当期损益

达拉特分公司 炭材窑尾除尘器技术研发项目 23.82 计入当期损益

达拉特分公司 电石出炉冷却技术研发项目 37.90 计入当期损益

达拉特分公司 原料系统自动操作技术研发项目 59.72 计入当期损益

达拉特分公司 煤气加压风机轴端密封研发项目 23.86 计入当期损益

亿鼎生态 新型水溶肥项目 135.92 计入当期损益

亿鼎生态 尿素硝酸铵溶液项目 56.00 计入当期损益

亿鼎生态 脲氨氮装置工艺研发及增效复混肥产品开发项目 454.05 计入当期损益

亿鼎生态 氨冷凝工艺研发及应用项目 74.30 计入当期损益

亿鼎生态 净化解析气压缩机工艺技术创新项目 74.05 计入当期损益

亿鼎生态 气化循环风机技术创新及应用项目 82.15 计入当期损益

亿鼎生态 成品分厂尿素系统低压冷凝工艺研发项目 96.30 计入当期损益

亿鼎生态 合成回路水冷器 1620-E-005循环水工艺研发项目 108.90 计入当期损益

亿鼎生态 1240-E-321单元工艺技术研发及应用项目 61.88 计入当期损益

亿鼎生态 变换单元粗煤气生产工艺技术创新项目 114.36 计入当期损益

亿鼎生态 汽提塔进料加热器（1210-E-012）工艺研发项目 70.26 计入当期损益

亿鼎生态 中国农业大学土壤调理剂项目 233.23 计入当期损益

亿鼎生态 生物炭基肥开发及示范项目 229.08 计入当期损益

亿鼎生态 生物质炭基新型肥料制备技术开发及应用研究 19.03 计入当期损益

亿鼎生态 山东农业大学微生物肥料项目 139.85 计入当期损益

亿鼎生态 5万吨/年大颗粒尿素项目 19.03 计入当期损益

亿鼎生态 生物质炭基肥项目 33.32 计入当期损益

亿鼎生态 增效复混肥产品开发项目 48.60 计入当期损益

亿鼎生态 新型微生物肥料项目 37.51 计入当期损益

亿鼎生态 循环水旁滤器性能的技术研发 0.22 计入当期损益

亿鼎生态 亿鼎公司成品分厂复混肥车间单塔项目的工艺研发及应用 49.62 计入当期损益

新杭能源 煤制乙二醇在设计基础上产能、节能全面提升的研发 1,375.54 计入当期损益

新杭能源 煤制乙二醇落地固态 DMO有效回收再生再利用的研发 27.60 计入当期损益

新杭能源 煤制乙二醇加氢进料纯度瓶颈问题的研发 19.33 计入当期损益

新杭能源 煤制乙二醇酯化系统甲酸甲酯脱除的研发 84.79 计入当期损益

新杭能源 煤制乙二醇副产碳酸二甲酯品质提升研发项目 21.74 计入当期损益

新杭能源 煤制乙二醇循环水系统电化学处理研发项目 39.99 计入当期损益

新杭能源 1910C单元酯化压缩机节能改造研发项目 737.06 计入当期损益

新杭能源 压缩机安全环保达标研发项目 769.93 计入当期损益

新杭能源 煤制乙二醇吸附树脂寿命延长研发项目 29.95 计入当期损益

新杭能源 余热蒸汽增压研发项目 16.87 计入当期损益

新杭能源 煤制乙二醇系统 MF脱除及 DMC提纯研发项目 16.93 计入当期损益

新杭能源 凝液余热回收制冷研发项目 15.73 计入当期损益

洁能金乡 蒸汽冷凝水水回收再利用技术的研究 0.34 计入当期损益

洁能金乡 煤炭层燃锅炉高效清洁分段燃烧装置的研发 11.94 计入当期损益

洁能金乡 用于清洁生产的高效煤炭煅烧系统的研发 36.84 计入当期损益

洁能金乡 微煤雾化燃烧装置的研发 57.55 计入当期损益
洁能金乡 新型间冷塔冷却装置的研发 55.84 计入当期损益
洁能金乡 新型煤炭清洁除尘装置的研发 38.77 计入当期损益
洁能金乡 用于煤炭清洁利用的粉碎装置的研发 39.73 计入当期损益
洁能广饶 锅炉脱硫设备的石灰浆液箱的研发 57.91 计入当期损益
洁能广饶 锅炉用制煤粉设备的研发 57.91 计入当期损益
洁能广饶 生产蒸汽的锅炉设备用风机的研发 57.91 计入当期损益
洁能广饶 锅炉附属设备的研发 57.91 计入当期损益
洁能宿迁 -一种新型供料机转子秤利用工艺的研发 35.01 计入当期损益
洁能宿迁 -一种膜结构湿式电除尘器工艺的研发 135.50 计入当期损益
洁能宿迁 -一种新型燃烧技术的研发 155.12 计入当期损益
洁能宿迁 -一种煤粉储供工艺的研发 145.72 计入当期损益
洁能宿迁 -一种工业 MBR处理工艺的研发 92.20 计入当期损益
洁能宿迁 -一种脱硫新工艺技术的研发 60.23 计入当期损益
洁能宿迁 -一种新型烟气余热回收及冲洗水工艺的研发 50.94 计入当期损益
洁能宿迁 -一种污水 SBR处理工艺的研发 32.95 计入当期损益
洁能宿迁 -一种氨法脱硫喷淋系统的研发 50.07 计入当期损益
洁能江西 烟气余热回收利用的研究 26.51 计入当期损益
洁能江西 生物质竹质材料掺烧技术的研究 30.04 计入当期损益
洁能江西 污泥掺烧技术的研究 30.04 计入当期损益
洁能江西 烟气超低排放技术的研究 28.27 计入当期损益
洁能江西 余热余压发电技术的研究 28.27 计入当期损益
洁能江西 一种浓水回收再利用的研究 41.00 计入当期损益
洁能江西 一种客户热水余热回收再利用的研究 41.00 计入当期损益
洁能江西 一种脱硝超低排放的研究 41.09 计入当期损益
洁能江西 关于超低排放布袋除尘器改造的研究 41.00 计入当期损益
洁能乐陵 去离子水的制备装置的研发 2.90 计入当期损益
洁能乐陵 蒸汽输送管的防泄漏装置的研发 2.81 计入当期损益
洁能乐陵 便携式蒸汽取样装置 2.81 计入当期损益
洁能乐陵 预燃室的水冷系统的研发 2.81 计入当期损益
洁能乐陵 锅炉烟气脱硝工艺的研发 49.92 计入当期损益
洁能乐陵 生产蒸汽用燃煤锅炉烟气除尘脱硫工艺的研发 57.18 计入当期损益
洁能乐陵 脱硫塔的加入石灰石粉工艺的研发 53.00 计入当期损益
洁能枣庄 一种燃气常压水锅炉 6.00 计入当期损益
洁能枣庄 一种煤粉加工设备 6.00 计入当期损益
洁能枣庄 一种锅炉尾气处理装置 6.00 计入当期损益
洁能枣庄 一种煤粉直径参考演示架 6.00 计入当期损益
洁能枣庄 一种清洁煤气化锅炉 6.00 计入当期损益
洁能颍上 一种新型煤粉炉的研制 2.36 计入当期损益
洁能颍上 一种煤炭锅炉辅助燃烧机构的研制 2.63 计入当期损益
洁能颍上 一种新型煤炭锅炉排烟管烟尘处理装置的研制 3.73 计入当期损益
洁能颍上 一种煤炭露天存放的防扬尘装置的研制 3.38 计入当期损益
洁能颍上 一种燃煤锅炉废气余热利用装置的研制 2.45 计入当期损益
洁能颍上 除氧器排空蒸汽回收 64.51 计入当期损益
洁能颍上 脱硫循环泵加装变频器 31.13 计入当期损益
洁能颍上 化水除盐水泵加装变频器 40.99 计入当期损益
洁能武威 一种清除粪便的综合利用技术研发 105.86 计入当期损益
洁能武威 一种电动给水泵的节能改造研发 34.98 计入当期损益
洁能武威 一种除氧器排氧蒸汽回收利用技术研发 42.27 计入当期损益
洁能唐口 智能化往复式给煤机的研究 181.60 计入当期损益
洁能唐口 汽轮发电机的研究 74.96 计入当期损益
洁能唐口 烟气处理装置的研究 56.75 计入当期损益
洁能唐口 生产蒸汽用圆盘式冷渣机的研究 35.86 计入当期损益
洁能天宁 电力电缆生产工艺与装备研究 78.98 计入当期损益
洁能天宁 电力桥架生产工艺技术与装备研究 85.60 计入当期损益
洁能天宁 用于电缆安装的电力安装设备研究 80.73 计入当期损益
洁能天宁 电力管道生产用快速冷却装置研制 97.47 计入当期损益
洁能天宁 电力设备安装绝缘架研制 104.26 计入当期损益
洁能天宁 电力安装紧线器研制 66.89 计入当期损益
洁能天宁 背压式汽轮机 EH 调节系统优化设计研究 53.83 计入当期损益
洁能天宁 布袋除尘设备内板防腐技术研究 42.48 计入当期损益
洁能天宁 供热管网系统及自适应调控方法研究与应用 111.67 计入当期损益
洁能天宁 非开挖施工技术在城市集中供热管网建设中的应用研究 63.24 计入当期损益
洁能浦江 采用塑料合金换热器深度回收锅炉尾气余热系统研究 59.05 计入当期损益
洁能浦江 用于供热系统的高低压减温减压系统研究 106.04 计入当期损益
洁能浦江 反渗透浓水的回收再利用技术研究 20.92 计入当期损益
洁能浦江 燃煤脱硫脱硝一体化烟气净化系统研究 60.26 计入当期损益
洁能浦江 锅炉烟道输灰系统防堵除尘技术研究 29.35 计入当期损益
洁能浦江 锅炉炉水磷酸盐防垢处理技术研究 16.60 计入当期损益
洁能科技 储能电利用的开发和应用 8.34 计入当期损益
洁能科技 氟塑料技术锅炉烟气余热深度回收 5.90 计入当期损益
洁能科技 锅炉燃煤节能控制技术 7.11 计入当期损益
洁能科技 三废无公害处理及耦煤掺烧技术 6.22 计入当期损益
洁能科技 烟气脱硫脱硝一体化技术工艺 0.55 计入当期损益
洁能沂水 湿法脱硫塔内深度除尘技术研究与应用 0.80 计入当期损益
洁能沂水 铭浩化工供汽凝结水回收技术改造项目 160.03 计入当期损益
洁能沂水 化学浓水再回收利用的研究与应用 11.79 计入当期损益
洁能沂水 链条锅炉燃烧控制 NOX生成的技术 19.49 计入当期损益
亿兆华盛 电商平台 227.52 计入当期损益

合计 21,444.68

（3）报告期内销售人员大幅减少的原因，销售人员费用降幅远低于人数减少幅度的合理性;
【公司回复】
因公司人员统计失误，报告期末，公司销售人员为 142 人，较上年同期下降 24.87%，销售人员减

少的主要原因是随着公司不断提升园区数字化、智能化管理，循环经济业务板块进一步加强优化精准
具有市场开拓能力的人员，市场透明化程度提高，同时，随着 2020 年四季度销售市场回暖，供需关系
有所改善，公司对销售人员配置有所调整，故 2020年末公司销售人员人数较上年同期变动较大。报告
期末，销售费用中人员费用累计发生额为 1,925.28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29.69%，销售人员费用降幅
与销售人员减少幅度变动程度具有合理性。

（4）剔除运输费用影响后销售费用的同比变动情况，是否与营业收入变动相匹配，如否，请说明原
因与合理性。

【公司回复】
报告期内， 剔除运输费用影响后销售费用同比下降 30%，2020 年度销售费用占营业收入比重为

0.22%，2019年度销售费用占营业收入比重为 0.32%，同比减少 0.1 个百分点，影响销售费用下降的主
要因素是公司积极应对疫情冲击，大力开展降本增效，优化降费，提升公司盈利能力，报告期内销售人
员人工费用及运营费用均有所减少。 营业收入同比变动增加 1.72个百分点。 公司不存在销售费用变
动与营业收入变动不匹配的情况。

【会计师回复】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要求，设计和执行了相关程序，针对上述事项我们执行的主

要程序包括：
（1）针对销售费用：获取并检查了公司员工花名册及工资表，对比了销售费用-工资列支的合理

性，并与上年同期进行了比对；抽查了销售费用主要明细项的入账凭据，比对分析了列支的正确性；将
销售费用各明细项与上年同期进行了比对分析。

（2）针对研发费用：了解、评估和测试公司与研发相关的关键内部控制设计和运行的有效性；检查
了研发项目的立项文件、研发工艺、研发计划等资料；评估管理层所采用的开发支出资本化条件是否
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通过询问负责项目研究开发的关键管理人员，了解内部治理和批准流程，
获取并核对与研发项目进度相关的批文或证书；检查分析了研发费用构成的相关性和合理性；核查费
用在各项目的划分依据、费用完整性和真实性，并重点关注职工薪酬及材料费的真实性和合理性。

基于执行的审计程序，我们认为，上述回复与我们在执行亿利洁能 2020 年财务报表审计过程中
了解的信息一致，亿利洁能运输费的变动在合理区间范围内，运输费的调整符合新收入准则的规定；
研发费用的增长与公司实际研发投入情况相符；不存在销售费用变动与营业收入变动不匹配的情况。

14. 年报显示，报告期内，公司收到和支付其他经营性现金中，资金往来款分别达到 7.4 亿元和 4
亿元。 请核实相关往来款的性质和形成原因，其中关联方往来款项的占比情况，自查是否存在无实际
经营业务的往来款项。 如有，请说明具体情况。

【公司回复】
公司收到其他经营活动的现金构成及形成原因的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金额 是否关联
往来 占比(%) 备注/形成原因

外部单位资金往来 28,579.44 否 38.58

系公司开展经营活动过程中，收到
外部单位的往来资金

其中：客户 A 8,506.51 否 11.48
客户 B 7,100.00 否 9.59
客户 C 3,800.00 否 5.13
客户 D 1,000.00 否 1.35
客户 E 1,000.00 否 1.35
外部单位资金往来 15,368.15 否 20.75 向非金融机构票据贴现
个人往来款 10,289.69 否 13.89

员工安全保证金、 投资意向金、小
股东及个人资金往来等

其中：自然人 F 2,980.00 否 4.02
自然人 G 1,370.00 否 1.85
自然人 H 1,000.00 否 1.35
自然人 I 1,000.00 否 1.35
自然人 J 600.00 否 0.81
押金及保证金 2,275.43 否 3.07 收押金及保证金

受限资金解付 737.35 否 1 因合同纠纷冻结资金、大额存单向
银行质押本期解付

联营企业往来 405.00 是 0.55
亿利集团往来 6,377.87 是 8.61

因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追溯重述
合并财务报表形成的资金往来亿利沙漠生态往来 400.00 是 0.54

天津亿利往来 130.00 是 0.18
亿利集团往来 2,725.49 是 3.68

系公司开展经营活动过程中，形成
关联方资金往来上海亿京、金威物产、亿利生态、杭锦

旗亿嘉等关联方往来 6,783.14 是 9.16

合计 74,071.58 100
公司支付其他经营活动的现金构成及形成原因的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金额 是否关联
往来 占比(%) 备注/形成原因

外部单位往来款 27,200.96 否 68.09

系公司开展经营活动过程中，支
付外部单位的往来资金

其中：客户 K 5,800.00 否 14.52
客户 L 3,800.00 否 9.51
客户 M 2,000.00 否 5.01
客户 N 900.00 否 2.25
客户 O 700.00 否 1.75
保证金 3,256.21 否 8.15 付押金及保证金
个人往来款 3,224.32 否 8.07

员工安全保证金、 小股东及个人
资金往来

其中：自然人 P 1,000.00 否 2.50
自然人 Q 1,000.00 否 2.50
自然人 R 500.00 否 1.25
自然人 S 126.00 否 0.32
自然人 T 60.00 否 0.15
联营企业往来 842.42 是 2.11 与联营企业资金往来
亿利集团往来 1,271.00 是 3.18 因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追溯重述

合并财务报表形成的资金往来金威物产往来 600 是 1.5
亿利集团往来 3.03 是 0.01

系公司开展经营活动过程中形成
关联方资金往来上海亿京、亿利生态、杭锦旗富水化工、

杭锦旗亿嘉等关联方往来 3,479.76 是 8.71

资金冻结 69.51 否 0.17
合计 39,947.21 100

注：因相关往来方涉及公司商业秘密，上述往来方名称均以字母代替。
经自查，公司不存在无实际经营业务的往来款项。
【会计师回复】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要求，设计和执行了相关程序，针对上述事项我们执行的主

要程序包括：对“收到其他与经营有关的现金”和“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中各组成项目
逐项与资产负债表项目的变动和利润表项目的发生额进行了勾稽核对；结合会计准则的规定，评估其
交易性质是否属于经营活动；结合银行流水及对账单、银行日记账等的检查，检查这些项目的准确性。

基于执行的审计程序，我们认为，公司上述回复的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支付其他与
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构成及形成原因与我们在执行亿利洁能 2020 年财务报表审计过程中了解的信
息一致。

15. 请年审会计师就上述问题逐项予以核实并发表明确意见。
年审会计师对上述问题的意见详见本公告各问题后附“会计师回复”内容。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日报》，有关信息请以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理性投资。
特此公告。

亿利洁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5 月 28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