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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关于新疆合金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年报问询函 

(公司部年报问询函〔2019〕第 37 号)的答复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管理部: 

贵部《关于对新疆合金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的问询函》已收悉,

现对问询函提出的问题说明如下： 

1. 报告期内，你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11 亿元，较 2017 年增加 67.15%，各个

季度营业收入分别为 1568.44 万元、2357.17 万元、2666.35 万元和 4516.21 万元；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489.29 万元，同比扭亏为盈，各个季度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为-553.07 万元、-366.02 万元、-5.98 万元和 1414.37 万元。

2019 年一季度你公司继续亏损，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60.08 万元。 

（3）你公司 2018 年第四季度营业收入和净利润较前三季度大幅增长，请说

明原因及合理性，是否存在提前确认营业收入、确认不符合条件的收入、收入确

认跨期以及收入确认与回款情况相背离的情形。请年审会计师进行核查并发表明

确意见。 

合金投资公司回复： 

2018 年公司镍基合金业务订单在二、三季度持续增长，由于公司严格执行以

销定产的销售策略,合同产品交付集中在四季度，因此销售收入和净利润在第四季

度呈增长状态。咨询业务方面：公司实际控制人于 2018 年 9 月发生变更后，公司

充分发挥股东在新疆区域的影响力并结合自身优势资源，通过积极的市场开拓，

于 2018 年四季度与多位客户分别签订了业务合同，客户按协议约定分阶段支付合

同款项，公司亦按照协议约定如期向客户交付了服务成果，因此，咨询收入确认

体现在四季度。 

公司以上业务均以真实经济业务为背景，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进行了

会计处理，符合收入确认要求，不存在提前确认营业收入、确认不符合条件的收

入、收入确认跨期以及收入确认与回款情况相背离的情况。 

会计师核查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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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师针对 2018 年第四季度营业收入和净利润较前三季度大幅增长进行了核

查，主要原因是第四季度镍基合金、咨询业务增加导致，会计师了解和评价管理

层与收入确认相关的关键内部控制的设计和运行有效性，对镍基合金收入，会计

师对本年记录的收入交易尤其第四季度的交易选取样本，核对发票、销售合同及

出库单、客户入库单、出口报关单等，评价相关收入确认是否符合合金投资公司

收入确认的会计政策,同时对重要的客户进行访谈，确认收入的真实性；就资产负

债表日前后记录的收入交易，选取样本，核对出库单、客户入库单及其他支持性

文件，以评价收入是否被记录于恰当的会计期间；对咨询业务会计师核查了合同、

发票、银行进账单、咨询报告、客户确认书等文件，同时对客户进行访谈，核查

是否是关联方以及关联交易，咨询业务是否提供完毕，评价相关收入确认是否符

合合金投资公司收入确认的会计政策，评价收入是否被记录于恰当的会计期间。 

综上，合金投资公司 2018 年第四季度营业收入和净利润较前三季度大幅增长

是合理的，收入确认符合企业会计准则以及合金投资公司收入确认会计政策。 

 

2. 报告期内，你公司其他业务营业收入 1273.75 万元，占营业收入 11.47%，

毛利率高达 86.87%。其中，咨询服务业务实现营业收入 924.27 万元，占营业收入

的 8.32%。年报显示，2018 年 11 月，你公司与相关方签署了四份咨询服务合同，

签署日期相近，合计金额 952 万元。且公开资料显示，其中两份合同的交易对方

新疆三信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与新疆星辉影视有限公司系关联方，合同金额合

计为 350 万元，占咨询服务业务的 37.88%，法定代表人为康立天。 

（1）请逐笔列示提供咨询服务收入的明细情况，包括交易对方的情况、是否

与你公司及公司实际控制人、董监高存在关联关系、提供咨询服务内容及服务期

限、合同金额、合同执行进度及收入确认情况等，并提交相关合同、发票、收款

凭证、账务往来明细等文件。 

合金投资公司回复： 

2018 年公司开展咨询业务，确认收入 924.27 万元，主要内容分别如下： 

①与新疆星辉影视有限公司签订《新疆电影院线市场调查与投资发展研究咨

询服务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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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新疆星辉影视有限公司； 

统一信用代码：916501005991920440；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康立天； 

注册资本：1,000 万元； 

公司住所：新疆乌鲁木齐市天山区新华南路 1292 号国卉苑国际商务中心 1 栋

十二层 1 室； 

经营范围：电影放映;零售:预包装食品,散装食品(以上经营项目限分公司经营);

影视投资;企业形象策划;电脑图文设计;设计、制作、发布、代理国内各类广告;组

织文化交流活动;商务信息咨询,影视策划,会展服务,场地租赁,房屋租赁。 

b 新疆星辉影视有限公司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c 公司于 2018 年 11 月 10 日与新疆星辉影视有限公司签订《新疆电影院线市

场调查与投资发展研究咨询服务合同》，合同金额：150 万元；咨询服务主要内容

为：提供电影院线产业市场环境分析及行业投资战略咨询；服务期限：自合同签

订之日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合同履行情况：截至报告期末该合同已履行完毕；

确认收入情况：截至报告期末该项目确认收入 145.63 万元。 

②与乌鲁木齐市皇仆商贸有限责任公司签订《战略咨询服务合同》。 

a 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乌鲁木齐市皇仆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信用代码：916501035564678290；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赵志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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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1,000 万元； 

公司住所：新疆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扬子江路 213 号红十月东一区 1 幢 1

单元 1101 号房； 

经营范围：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国内广告业务,园林绿化,网站建设,代驾

服务,汽车救援服务,汽车租赁,车辆技术咨询服务,专业技术咨询服务,国内劳务派

遣,商务信息咨询服务,家政服务,清洁服务,石材保养,工程机械租赁,吊装服务,劳务

服务,劳务外包,酒店管理服务,人力资源信息服务,物业服务; 零售:预包装食品;销

售:布料,消防设备,包装材料,装饰装修材料,二手车,汽车配件,劳动防护用品,礼品,

工艺品,日用百货,农畜产品,土特产品,办公设备,文体用品,家具,服装鞋帽,针纺织品,

洗涤用品,化妆用品,箱包,皮具,钟表,家用电器,电子产品,花卉盆景,五金,珠宝玉器,

酒店用品,健身器材,建筑材料,电线电缆,电力器材,工程设备;普通货物运输(电力器

材),市际包车客运。 

b 乌鲁木齐市皇仆商贸有限责任公司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c 公司于 2018 年 11 月 5 日与乌鲁木齐市皇仆商贸有限责任公司签订《战略咨

询服务合同》，合同金额：306 万元；咨询服务主要内容为：根据客户的实际情况

为其提供涉及到文化旅游、租车市场、房车板块等相关领域的宏观经济、金融政

策和环境、产业发展研究、区域发展研究、市场动态以及相关行业信息等咨询服

务；把握行业发展方向，协助客户确定企业发展战略，充分分析并挖掘行业并购、

融资机会；服务期限：自合同签订之日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合同履行情况：截

至报告期末该合同已履行完毕；确认收入情况：截至报告期末该项目确认收入

297.09 万元。 

③与新疆三信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签订《新疆文化旅游业市场现状调查及

投资发展研究咨询服务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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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新疆三信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信用代码：91650100552409146W；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康立天； 

注册资本：10,000 万元； 

公司住所：新疆乌鲁木齐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市区)北区净水路 1166 号； 

经营范围：投资业务;仪器仪表及文化用设备制造;广告业;社会经济咨询、会

议及展览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工程材料咨询服务,软件开发;货物与技术进出口

业务;销售:机械设备、五金产品及电子产品,化工产品(危险化学品除外),建材,农畜

产品,食品,纺织、服装及家庭用品,文化、体育用品极器材。 

b 新疆三信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c 公司于 2018 年 11 月 10 日与新疆三信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签订《战略咨

询服务合同》，合同金额：200 万元；咨询服务主要内容为：提供新疆区域文化旅

游产业市场环境分析及行业投资战略咨询；服务期限：自合同签订之日起一年内

有效；合同履行情况：截至报告期末该合同已履行完毕；确认收入情况：截至报

告期末该项目确认收入 194.17 万元。 

④与乌鲁木齐市安佳木业有限公司签订《新疆边境贸易木材市场行业投资咨

询服务合同》。 

a 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乌鲁木齐市安佳木业有限公司； 

统一信用代码：916501006255106848；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6 / 10 

 

法定代表人：刘明森； 

注册资本：1,800 万元； 

公司住所：新疆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克拉玛依西街 880 号； 

经营范围：制造、安装、销售:家具,纤维板,板材,木质门,木质防火门,钢质防火

门,防火卷帘门;销售:装潢材料,五金交电,汽车配件,水暖器材,化工产品,建材,农畜

产品,日用杂品,机械设备;货物与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开展边境小额贸易业务。 

b 乌鲁木齐市安佳木业有限公司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c 公司于 2018 年 11 月 7 日与乌鲁木齐市安佳木业有限公司签订《新疆边境贸

易木材市场行业投资咨询服务合同》，合同金额：296 万元；咨询服务主要内容为：

根据客户的实际情况为其提供宏观经济、金融政策和环境、产业发展研究、区域

发展研究、市场动态以及相关行业信息等咨询服务；把握行业发展方向，协助、

指导客户确定企业发展战略，提供行业并购、融资机会；服务期限：自合同签订

之日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合同履行情况：截至报告期末该合同已履行完毕；确

认收入情况：截至报告期末该项目确认收入 287.38 万元。 

 

（5）请年审会计师对（1）涉及的事项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并说明对

咨询业务收入的会计处理和金额确认所执行的主要审计程序和获取的审计证据情

况。 

会计师核查意见： 

会计师了解和评价管理层与收入确认相关的关键内部控制的设计和运行有效

性，对本年记录的咨询业务收入全部核查，核对发票、合同、客户确认书、咨询

报告、银行进账单等，评价相关收入确认是否符合合金投资公司收入确认的会计

政策；以评价收入是否被记录于恰当的会计期间，同时从相关网址查询客户的相

关信息，并对客户进行访谈，确认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咨询业务是否属于关联交

易。 



 7 / 10 

 

综上，合金投资公司的咨询业务的交易是真实的，收入确认符合企业会计准

则。 

3. 2015 年 9 月，你公司全资子公司成都新承邦路桥工程有限公司与达州发展

（控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达州发展）签署 PPP 合作协议，共同出资成立

项目公司达州合展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达州合展）用于建设达州市马踏洞片

区道路、跨铁路大桥等工程 PPP 项目（以下简称达州 PPP 项目）。根据协议，达

州发展每年向达州合展支付购买服务费暂定为 13,650 万元，付款期限为 10 年。全

部款项支付完毕后，你公司将所持有的项目公司的股份转让给达州发展。2016 年

9 月你公司非公开发行公司债（16 合金债）7 亿元用于达州 PPP 项目，该债券将

于 2019 年 9 月 12 日到期，达州发展系该债券的无条件不可撤销连带责任担保人。

报告期内，由于拆迁、项目实施难度等制约因素，达州 PPP 项目开展情况与原定

计划存在较大差异，且征拆和建设成本增加约 6 亿元，PPP 项目投资预算增加至

约 16 亿元。年报显示，达州发展尚未按照合同约定向达州合展支付相关费用。你

公司存在到期无法偿还债券的风险。2019 年 4 月 22 日你公司发布《关于子公司拟

发行资产支持证券的公告》，你公司子公司达州合展拟发行资产支持证券进行融资，

发行规模不超过 10.5 亿元。请详细说明以下问题： 

（5）报告期末，你公司其他非流动资产为 401,232,943.85 元，占总资产的 38.35%，

其中达州 PPP 项目为 392,972,943.85 元，未结转的原因为未达到结算条件。请结合

该项目的内容、性质，说明计入其他非流动资产的原因及合理性。请年审会计师

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合金投资公司回复： 

报告期末，公司其他非流动资产为 401,232,943.85 元，为预付账款期末重分类

至其他非流动资产形成，其中，达州 PPP 项目金额 392,972,943.85 元，主要为项目

预付工程款，归集至“其他非流动资产”的原因为： 

达州合展是依据《投资合作协议》依法设立的项目公司，具有独立法人资格。

依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30 号-财务报表列报》要求，项目公司的预付工程款应于

期末重分类至“其他非流动资产”科目。2018 年，由于工程受到整体拆迁影响，

工程进度缓慢，未达到结算标准，公司认为上述预付账款尚未满足转入在建工程

标准，因此未对上述款项予以结转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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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师核查意见： 

会计师获取了达州 ppp 项目的其他非流动资产明细，期末主要是征地补偿费、

工程项目款，我们核查了相关协议、付款单据、收据等文件，对其他非流动资产

产生的原因进行分析，实际查看项目现场，项目现场尚未拆迁完毕，桥梁预制件

尚未运输到现场，分析计入其他非流动资产的合理性。 

综上，合金投资公司计入其他非流动资产是合理的。 

4. 2017 年年报和 2018 年报显示，你公司在建工程为达州市马踏洞片区道路、

跨铁路大桥等工程。2017 年年报显示，你公司在建工程期末余额较期初增加

310,686,332.16 元，利息资本化金额为 51,115,969.26 元，利息资本化率为 100%。2018

年年报显示，你公司在建工程期末余额较期初仅增加 62,548,365.57 元，利息资本

化金额为 52,997,537.08 元，利息资本化率为 7.58%。 

（1）请说明你公司利息资本化的具体会计政策，2017 年和 2018 年在建工程

涉及借款的具体情况、利息支出，利息资本化的确认时点和依据，确认利息资本

化率的计算过程以及确认利息资本化金额的合理性。2017 年和 2018 年你公司利息

资本化率差异较大，请说明原因及合理性。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合金投资公司回复： 

公司会计政策规定：“借款费用包括借款利息、折价或溢价的摊销、辅助费用

以及因外币借款而发生的汇兑差额等。可直接归属于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产的购

建或者生产的借款费用，在资产支出已经发生、借款费用已经发生、为使资产达

到预定可使用或可销售状态所必要的购建或生产活动已经开始时，开始资本化；

构建或者生产的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或者可销售状态时，

停止资本化。其余借款费用在发生当期确认为费用。专门借款当期实际发生的利

息费用，减去尚未动用的借款资金存入银行取得的利息收入或进行暂时性投资取

得的投资收益后的金额予以资本化，资本化率根据一般借款的加权平均利率计算

确定。” 

《企业会计准则第 17 号-借款费用》第五条规定，债券利息的资本化条件为：

“①资产支出已经发生；②借款费用已发生；③购建活动开始。”，公司均已具备

上述情形，依照母公司与子公司达州合展实业有限公司签订的借款协议，母公司

将发债所筹集资金以借款形式支付给子公司达州合展实业有限公司，子公司达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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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展实业有限公司将该笔资金全部用于达州 PPP 项目。  

按照协议规定，2017 年利息支出 53,075,951.02 元，利息收入 1,959,981.76 元，

利息资本化金额 51,115,969.26 元，利息资本化率为借款实际利率 7.58%；2018 年利

息费用 53,377,568.74 元,利息收入 380,031.66 元，利息资本化金额 52,997,537.08 元，

利息资本化率为借款实际利率 7.58%。 

由于该款项为专项借款，根据准则规定，专门借款当期实际发生的利息费用，

减去尚未动用的借款资金存入银行取得的利息收入或进行暂时性投资取得的投资

收益后的金额予以资本化，资本化率根据一般借款的加权平均利率计算得出年度

利息资本化率为 7.58%，不存在年度资本化利率差异较大情况。 

 

会计师核查意见： 

会计师获取了合金投资的 16 合金债的相关资料，16 合金债是对达州项目的

专项借款，专项用于达州项目的项目建设，该项目正在建设中，本期支付项目工

程款及征地补偿费合计 1.59 亿，故该笔借款的利息支出以及该笔借款产生的利息

收入全部资本化，资本化率是该笔借款约定的利率 7.58%。 

综上，利息资本化金额正确，不存在年度资本化利率差异较大情况。 

（3）请补充披露你公司报告期内是否存在部分在建工程已达到可使用状态的

情形，是否需要结转固定资产。并请说明在建工程是否存在停工等异常情况；如

是，请进一步说明停工项目工程是否计提减值准备、计提的具体金额及计提金额

的计算过程。请年审会计师说明对在建工程转固及减值计提执行的审计程序，是

否对该项目实施过盘点。 

合金投资公司回复： 

①公司在建工程是否已达到可使用状态情况： 

根据现场盘点对工程完工程度预计判断，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达州市马

踏洞片区道路、南北干道Ⅲ期、金南大道西延线Ⅱ期（跨铁路大桥）及金南大道

西沿线Ⅲ期项目均暂未达到转固标准，具体情况如下： 

a 南北干道Ⅲ期：自 2017 年进场，目前外弃土石方已施工完毕，通往末端便

道已修建完毕，桥梁未施工、主要道路未施工。 

b 金南大道西延线Ⅱ期（跨铁路大桥）：施工图纸设计已完成，采取边设计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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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模式，地面征拆工作正在推进，预制件已进入加工流程。 

c 金南大道西沿线Ⅲ期：临建已搭建，正式进入土石方施工阶段，目前已完

成约 70%土石方工程量。 

从以上情况判断，公司项目均未停工，但由于当地监管要求及预算调整等原

因，2018 年度工程整体进度不及预期，尚未满足转固条件，暂不做转固处理。 

②在建工程是否存在停工等异常情况： 

由于项目均处于推进状态，且公司已与投资合作方协商一致在政府方取得预

算调整正式批复后，将根据最新确认的投资总额与成都新承邦路桥公司签署相应

的补充协议，增加相应的购买服务费用。因此公司在建工程尚未出现减值迹象，

无需计提减值准备。 

 

会计师核查意见： 

会计师了解和评价管理层与工程项目确认相关的关键内部控制的设计和运行

有效性，对项目进行实地查看并咨询了相关现场人员，观察工程项目的实际完工

程度，对项目的账面进度和实际现场比较，检查工程项目是否已达到预计可使用

状态。核查项目新的预算方案、政府增加服务费的相关文件，分析合金投资公司

会计处理是否正确，分析比较未来可收回的服务费与工程项目预算金额孰低，分

析项目是否存在减值迹象。 

综上，工程项目未达到转固条件，没有减值迹象。 

 

 

 

 

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2019 年 5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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