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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管理部：
由山东隆基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隆基机械公司或公司）转来的《关于
对山东隆基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报的问询函》（公司部年报问询函（2021）
第 163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收悉。我们对问询函中需要年审会计师说明的事
项进行了审慎核查，现说明如下：
1. 2019 年、2020 年，你公司实现营业收入分别为 163,285 万元、159,646 万
元，同比下降 14.08%、2.23%，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为 5,892 万
元、4,489 万元，均同比下降近 24%。请你公司补充说明以下内容：
（3）公司来自于境外的收入 78,089 万元，占营业收入比重为 48.91%，较上年
同期下降 11%。请年审会计师说明对境外销售执行的审计程序及充分性。
回复：
针对境外销售，我们执行的主要审计程序包括：
1、对公司管理层、业务经办人员进行访谈，了解并分析境外销售的内部控制
设计有效性，对境外销售业务执行穿行测试；
2、获取销售收入统计表，分析重点客户年度间收入变化情况，了解客户的销
售渠道，销售产品、订单规模等基本情况，以及年度销售额变动较大的原因；
3、查验主要客户的合同或订单，识别与商品所有权上的风险和报酬转移相关
的合同条款与条件，评价公司收入确认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4、从税控系统、电子口岸系统获取销售收入外部数据，与公司内部的销售收
入统计表、记账凭证进行比对分析，确认是否存在差异及差异原因；
5、执行收入截止测试程序，确认是否存在提前或延后确认收入的情况；
6、对主要客户执行函证程序，函证余额及发生额，函证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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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境外销售额
78,089.19

境外销售函证金额

函证占比（%）

72,179.21

函证数量

92.43

回函数量

29.00

回函占比（%）

29.00

100.00

7、抽查收入记账凭证，检查内容包括但不限于：销售发票、出库单、物流单
等原始凭证是否齐全；记账凭证与原始凭证是否相符；账务处理是否正确；是否记
录于恰当的会计期间；
8、执行期后收款替代测试程序。
经核查，我们认为：
我们对公司境外销售执行的审计程序是充分的，能够合理保证公司境外收入确
认符合企业会计准则规定并按相关规定如实披露。
3. 报告期末，你公司货币资金金额为 64,643 万元，其中，银行存款金额 47,516
万元，使用受限的货币资金金额为 17,116 万元，主要为银行承兑汇票保证金。报
告期末，你公司应付票据金额为 36,614 万元。请你公司补充说明以下内容：
（1）与银行签订的承兑汇票协议约定的保证金比例及实际保证金比例，银行
承兑汇票保证金余额与应付银行承兑汇票规模是否匹配。
回复：
公司应付票据金额为 36,614.36 万元，其中，银行承兑汇票 35,114.36 万元，
商业承兑汇票 1,500.00 万元。
银行承兑汇票与保证金的比例关系如下：
银行名称

应付票据金额

保证金金额

协议约定比例（%）

实际比例（%）

中信银行

507,000.00

507,000.00

100.00

100.00

中信银行

2,063,320.00

2,063,320.00

100.00

100.00

中信银行

4,537,384.76

4,537,384.76

100.00

100.00

浦发银行

2,024,000.00

2,024,000.00

100.00

100.00

浦发银行

951,931.62

951,931.62

100.00

100.00

浦发银行

30,000,000.00

30,000,000.00

100.00

100.00

招商银行

20,000,000.00

10,000,000.00

50.00

50.00

中信银行

3,000,000.00

1,500,000.00

50.00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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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业银行

29,000,000.00

14,500,000.00

50.00

50.00

交通银行

34,000,000.00

17,000,000.00

50.00

50.00

浦发银行

20,000,000.00

10,000,000.00

50.00

50.00

浦发银行

5,000,000.00

2,500,000.00

50.00

50.00

浦发银行

10,000,000.00

5,000,000.00

50.00

50.00

浦发银行

10,000,000.00

5,000,000.00

50.00

50.00

民生银行

20,000,000.00

10,000,000.00

50.00

50.00

平安银行

20,000,000.00

10,000,000.00

50.00

50.00

潍坊银行

10,000,000.00

5,000,000.00

50.00

50.00

青岛银行

20,000,000.00

10,000,000.00

50.00

50.00

广发银行

31,600,000.00

广发银行

2,400,000.00

28,000,000.00

50.00

50.00

广发银行

22,000,000.00

小计

297,083,636.38

招商银行

11,610,000.00

拆票

中信银行

10,860,000.00

拆票

中信银行

10,590,000.00

拆票

广发银行

9,550,000.00

拆票

招商银行

11,450,000.00

拆票

小计

54,060,000.00

合计

351,143,636.38

168,583,636.38

票据拆票系公司收到银行承兑汇票后，将大额银行承兑汇票采取质押方式置换
成多笔小额银行承兑汇票，不需要支付保证金，票据到期抵消解付。
综上所述，公司银行承兑汇票保证金余额与应付银行承兑汇票规模匹配。
（2）银行存款的构成情况，活期存款和定期存款的金额；报告期内，公司是
否存在利用定期存单为第三方提供担保的情形或其他使用权利受限的情形。
回复：
1、银行存款构成情况
公司银行存款 47,516.28 万元全部为活期存款，不存在定期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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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司定期存单情况
公司定期存单为应付银行承兑汇票保证金，作为受限资金在其他货币资金中列
示，具体明细如下：
银行

账号

金额

性质

上海浦东 发展银 行股份有 限
14630076801800000085

10,000,000.00

定期存单保证金

14630076801600000086

10,000,000.00

定期存单保证金

14630768014000000087

10,000,000.00

定期存单保证金

公司烟台龙口支行
上海浦东 发展银 行股份有 限
公司烟台龙口支行
上海浦东 发展银 行股份有 限
公司烟台龙口支行
合计

30,000,000.00

综上所述，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利用定期存单为第三方提供担保的情形或其
他使用权利受限的情形。
请年审会计师对上述情况进行核查并发表意见。
针对上述事项，我们主要实施了以下核查程序：
1、取得应付票据承兑协议，查验协议约定的主要条款，与账面记录核对；
2、测算应付票据金额与保证金金额的勾稽关系，核对与承兑协议约定条款的
一致性；
3、对应付票据及票据保证金进行函证，确认余额的准确性及资金性质等；
4、现场打印公司征信报告，核对应付票据及担保信息等与账面记录的一致性。
经核查，我们认为：
1、公司银行承兑汇票保证金余额与应付银行承兑汇票规模匹配；
2、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利用定期存单为第三方提供担保的情形或其他使用
权利受限的情形。
6. 报 告 期末 ，你 公司 应 收款 项融 资金 额 为 8,899 万元 ，较 上年 同 期增长
137.7%，其中，已质押的应收款项融资金额为 5,440 万元。请你公司说明对用于质
押的应收款项融资原因、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请年审会
计师核查后发表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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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1）用于质押的应收款项融资原因
质押的应收款项融资系公司为提高资产流动性，使货款支付有更大的灵活性和
可操作性，将大面额银行承兑汇票质押给银行，以票据面额为限拆分为小面额票据。
质押应收票据明细如下：
出票人名称

票面金额

出票日期

到期日期

质押权人

10,860,000.00

2020/7/24

2021/1/23

中信银行

9,550,000.00

2020/8/21

2021/2/21

广发银行

10,890,000.00

2020/9/29

2021/3/29

中信银行

11,610,000.00

2020/10/27

2021/4/27

招商银行

11,490,000.00

2020/11/25

2021/5/24

招商银行

芜湖伯 特利 汽 车安 全系 统股
份有限公司
芜湖伯 特利 汽 车安 全系 统股
份有限公司
芜湖伯 特利 汽 车安 全系 统股
份有限公司
芜湖伯 特利 汽 车安 全系 统股
份有限公司
芜湖伯 特利 汽 车安 全系 统股
份有限公司
合计

54,400,000.00

（2）用于质押的应收款项融资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规定：
第十七条

金融资产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应当分类为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

融资产：
（一）企业管理该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是以收取合同现金流量为目标。
（二）该金融资产的合同条款规定，在特定日期产生的现金流量，仅为对本金和
以未偿付本金金额为基础的利息的支付。
第十八条

金融资产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应当分类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

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
（一）企业管理该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既以收取合同现金流量为目标又以出售
该金融资产为目标。
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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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该金融资产的合同条款规定，在特定日期产生的现金流量，仅为对本金
和以未偿付本金金额为基础的利息的支付。
由于公司绝大部分银行承兑汇票背书转让给供应商，公司统一全部银行承兑汇
票的管理模式为既以收取合同现金流量为目的又以出售该金融资产为目标；另外公
司持有该部分应收票据的目的并不是到期托收收取现金流量。所以公司用于拆票质
押的应收票据作为应收款款项融资核算。
综上所述，公司用于质押的应收款项融资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
定。
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后发表意见。
针对上述事项，我们主要实施了以下核查程序：
1、索取票据承兑协议及质押合同等，查验主要条款，核对与账面处理的一致性；
2、了解公司银行承兑汇票的管理模式；
3、了解票据质押业务的内部控制流程及业务背景；
4、结合货币资金函证，确认票据质押情况及应付票据承兑情况。
经核查，我们认为：
公司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7.报告期末，存货账面余额 7.15 亿元，存货跌价准备 0.15 亿元，其中库存商
品本期计提 0.11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加 39%，原材料和在产品未计提跌价准备。请
结合存货库龄、售价、减值测试过程等，说明库存商品跌价计提的充分性、原材料
和在产品未计提跌价准备的合理性。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后发表意见。
回复：
（1）存货结存及销售价格
1、资产负债表日，公司存货结存情况如下：
项目
原材料
库存商品
在产品

账面余额

余额占比

跌价准备

28,881,060.84

4.04

618,732,801.24

86.56

67,175,913.03

9.40

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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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4,789,775.11

100.00

15,066,145.98

如上表所述，资产负债表日公司结存的存货主要是库存商品，占比在 85%以上，
原材料及在产品占比较低，分别为 4.04%及 9.40%。
2、资产负债表日，存货库龄情况
资产负债表日，库存商品库龄情况如下：
库龄
项目
1 年内
库存商品

396,370,334.63

1 年以上
222,362,466.61

合计
618,732,801.24

库龄在 1 年以上产品结存原因主要包括汽车零部件制造行业具有特殊性，汽车
售后服务期限较长，间接拉长了公司产品的销售出库周期；公司为应对市场变化适
量备货。
公司根据原料市场及订单生产情况对主要原材料生铁、废钢等储备部分安全库
存，但量非常小，且周转速度快，不会形成长期积压。
3、产品售价情况
本年度主要原材料采购价格有所提高，公司为减少新冠疫情对销售的冲击，没
有大范围提高销售价格，部分产品价格甚至出现下调的情况，导致库存商品减值同
比有所增加。
（2）库存商品减值测试过程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 号——存货》规定，资产负债表日，存货按照成本与
可变现净值孰低计量。存货成本高于其可变现净值的，应当计提存货跌价准备，计
入当期损益。可变现净值，是指在日常活动中，存货的估计售价减去至完工时估计
将要发生的成本、估计的销售费用以及相关税费后的金额。企业确定存货的可变现
净值，应当以取得的确凿证据为基础，并且考虑持有存货的目的、资产负债表日后
事项的影响等因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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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我们确认结存产品是否存在有效订单，有订单的产品以销售订单的价格
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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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基础计算，非订单产品以期末或期后市场平均销售价格为基础计算；其次，区分
内销产品和外销产品，分别测算内、外销产品的预计销售费用以及相关税费；另外，
公司存在为应对客户临时要货少量超订单生产的情况，对于此部分产品，基于谨慎
性考虑，单独计提减值准备。
（3）原材料和在产品跌价准备
2020 年末原材料及在产品金额分别为 28,881,060.84 元、67,175,913.03 元，
占存货余额比例分别为 4.04%、9.40%,占比相对较低。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 号——存货》第十六条规定：用于生产而持有的材料
等,如果用其生产的产成品的可变现净值高于成本,则该材料仍然应当按成本计量；
如果材料价格的下降表明产成品的可变现净值低于成本，则应当将该材料按可变现
净值计量。
公司主要原材料生铁、废钢等，周转速度快，且具有通用性，不会形成长期积
压的库存。资产负债表日及期后原材料价格呈上涨趋势，根据原材料市场价格测算，
不存在跌价准备。
公司在产品只归集材料成本，不分摊人工及制造费用，且在产品库龄短，周转
快，状态良好，可以确定可变现净值不低于账面价值。因此，无需计提跌价准备。
综上所述，我们按照《企业会计准则》要求对存货进行了减值测试，库存商品
跌价准备计提充分；原材料和在产品未计提跌价准备是合理的。
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后发表意见。
针对上述事项，我们主要实施了以下核查程序：
1、了解与存货相关的内部控制制度并执行测试程序；
2、对公司存货实施监盘，检查存货的数量、状况及库龄等；
3、查询公司本年度及期后主要原材料单价变动，判断产生存货跌价的风险；
4、与公司管理层沟通存货跌价准备计提的原则及方法；对管理层认定的存在
减值迹象判断的合理性进行分析；
5、获取公司存货跌价准备计算表，对计算过程进行复核测算；
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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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核查，我们认为：
公司存货跌价准备计提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库存商品跌价计提充分、
原材料和在产品未计提跌价准备具有合理性。
9. 根据年报，报告期内你公司实现债务豁免收入 173 万元，债务重组收益 248
万元。请你公司说明债务豁免和债务重组的具体内容、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企业
会计准则》的规定。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后发表意见。
回复：
（1）债务豁免和债务重组的具体内容
公司报告期内债务豁免收入 173 万元为核销账龄在 5 年以上且基本确认无需支
付的应付账款，经公司管理层审批后核销处理。
债务重组收益 248 万元为公司与客户及供应商签订协议，约定付款方式由票据
改为现汇所产生的的损失及收益。
（2）债务豁免和债务重组的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2 号——债务重组》相关规定：
第二条 债务重组，是指在不改变交易对手方的情况下，经债权人和债务人协
定或法院裁定，就清偿债务的时间、金额或方式等重新达成协议的交易。
第三条 债务重组一般包括下列方式，或下列一种以上方式的组合：
（一）债务人以资产清偿债务；
（二）债务人将债务转为权益工具；
（三）除本条第一项和第二项以外，采用调整债务本金、改变债务利息、变更
还款期限等方式修改债权和债务的其他条款，形成重组债权和重组债务。
第八条及第十二条规定“采用修改其他条款方式进行债务重组的，债务人应
当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和《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的规定，确认和计量重组债权、债务。”
公司报告期内的产生的债务核销不适用债务重组准则，计入营业外收入。
公司与客户及供应商签订协议，付款方式由票据改为现汇产生的损失及收益属
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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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修改债权和债务的其他条款的债务重组，适用债务重组准则，应按照《企业会计
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进行处理。金融资产及负债终止确认产生
的损益计入投资收益。
综上所述，公司债务豁免和债务重组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后发表意见。
针对上述事项，我们主要实施了以下核查程序：
1、检查记账凭证及原始凭证，确认业务内容及记账凭证的一致性；
2、查验协议的主要条款，核对与《企业会计准则》规定适用性；
3、了解上述业务发生的内部控制流程及业务背景；
4、在国家信用企业信息公示系统查询主要相关客户及供应商的工商信息，确认
与公司是否存在关联方关系；
5、对部分客户及供应商进行函证，确认余额的准确性。
经核查，我们认为：
公司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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