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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三力士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报问询函的专项回复说明 

 

信会师函字[2020]ZF279 号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 

 

根据贵部出具的对三力士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力士”或“公司”）《关

于对三力士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报的问询函》【中小板年报问询函[2020]第 

430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的要求，我们作了认真检查，现就问询函中涉及

的问题回复如下： 

一、关于问询函“1、（1）请你公司说明上述资金占用形成的原因，并自查

你公司截至回函日是否存在其他未披露的违规担保、资金占用等情形。请年审

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答： 

公司回复： 

（一）资金占用形成的原因及背景 

2018 年 10 月 25 至 2020 年 5 月 27 日，公司实际控制人吴琼瑛累计占用公

司资金 27,847.60 万元（不包含资金占用利息），占用资金主要用于归还 2.5 亿元

股权质押借款。 

上述股权质押借款主要用于公司实际控制人吴琼瑛 2015 年对三力士股权的

增持。2015 年下半年我国证券市场出现“股灾”，证监会鼓励大股东通过增持方

式稳定股价，为响应国家号召，公司实际控制人吴琼瑛进行了股权增持。 

2018 年我国实施新的股权质押规定，规范股权质押业务，大多数券商严格

控制股权质押业务，公司实际控制人前述质押借款无法顺利续期，出现资金周转

紧张。为按期归还前述到期质押借款，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了占用公司资金用于

归还股权质押借款的违规情形。 

 

（二）资金占用的具体情况：  

单位：万元 

资金流出 

时间 

流出金额 资金流出方式 具体流出情况 占用余额 

2018/10/25 3,400.00 股权投资 

全资子公司浙江凤颐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支付长兴拓诚企业

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股权投资款。 

3,4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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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流出 

时间 

流出金额 资金流出方式 具体流出情况 占用余额 

2018/11/6 2,000.00 股权投资 全资子公司浙江凤颐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支付长兴永越投资管

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股权投资款。 

5,400.00 

2018/11/16 2,000.00 股权投资 7,400.00 

2019/1/7 3,000.00 股权投资 

全资子公司浙江凤颐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支付长兴至成企业管

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股权投资款。 

10,400.00 

2019/1/7 2,400.00 工程款 

全资子公司浙江三力士智能装备制造有限公司支付嘉兴乐讯

自动化控制技术有限公司的预付款 

12,800.00 

2019/1/4 185.60 工程款 

全资子公司浙江三力士智能装备制造有限公司支付浙江思达

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预付工程款 

12,985.60 

2019/1/7 1,814.40 工程款 

全资子公司浙江三力士智能装备制造有限公司支付浙江思达

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项目预付款 

14,800.00 

2019/1/8 185.60 工程款 

全资子公司浙江三力士智能装备制造有限公司支付浙江思达

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预付工程款 

14,985.60 

2019/1/24 185.60 工程款 

全资子公司浙江三力士智能装备制造有限公司支付浙江思达

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项目预付款 

15,171.20 

2019/2/26 3,000.00 股权投资 公司与宁波梅山保税港区龙岷智能装备产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公司）发起设立智能装备制造产业基金的出资额 

18,171.20 

2019/3/11 3,000.00 股权投资 21,171.20 

2019/3/11 318.00 工程款 

控股子公司绍兴三达新材料有限公司支付浙江思达机器人科

技有限公司项目预付款 

21,489.20 

2019/3/11 574.20 工程款 

全资子公司浙江三力士智能装备制造有限公司支付浙江思达

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预付款 

22,063.40 

2019/3/11 174.00 工程款 

全资子公司浙江三力士智能装备制造有限公司支付嘉兴乐讯

自动化控制技术有限公司预付款 

22,237.40 

2019/4/12 574.20 工程款 

全资子公司浙江三力士智能装备制造有限公司支付浙江思达

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预付款 

22,811.60 

2019/4/12 174.00 工程款 

全资子公司浙江三力士智能装备制造有限公司支付嘉兴乐讯

自动化控制技术有限公司预付款 

22,985.60 

2019/4/12 2,000.00 工程款 

全资子公司浙江三力士智能装备制造有限公司支付浙江思达

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项目预付款 

24,985.60 

2019/4/12 1,200.00 工程款 

全资子公司浙江三力士智能装备制造有限公司支付嘉兴乐讯

自动化控制技术有限公司项目预付款 

26,185.60 

2019/4/12 212.00 工程款 

控股子公司绍兴三达新材料有限公司支付委托浙江思达机器

人科技有限公司项目预付款 

26,397.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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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流出 

时间 

流出金额 资金流出方式 具体流出情况 占用余额 

2019/5/13 1,000.00 股权投资 

公司与宁波梅山保税港区龙岷智能装备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公司）发起设立智能装备制造产业基金的出资额 

27,397.60 

2019/10/27 450.00 工程款 

全资子公司浙江三力士智能装备制造有限公司支付嘉兴乐讯

自动化控制技术有限公司项目预付款 

27,847.60 

合计 27,847.60   27,847.60 

 

（三）资金归还的情况： 

单位：万元 

资金流入 

时间 

流入金额 资金流入方式 具体流入情况 占用余额 

2019/11/4 75.00 支付供应商 

浙江思达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向杭州巨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支付货款 

27,772.60 

2019/11/26 16.00 支付供应商 

嘉兴乐讯自动化控制技术有限公司向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

绍兴分公司支付设备款 

27,756.60 

2019/12/12 9.60 支付供应商 

嘉兴乐讯自动化控制技术有限公司向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

绍兴分公司支付集成款及设备款 

27,747.00 

2019/12/20 2,000.00 现金归还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龙岷智能装备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公

司）向公司退还智能装备制造产业基金的出资额 

25,747.00 

2019/12/31 1,104.20 供应商供货 

全资子公司浙江三力士智能装备制造有限公司收到浙江思

达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提供的设备及服务 

24,642.80 

2020/3/23 15.40 支付供应商 浙江思达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向杭州海康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支付货款 

24,627.40 

2020/4/7 6.60 支付供应商 24,620.80 

2020/4/15 4.25 支付供应商 

浙江思达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向杭州合弘仓储装备有限公司

支付货款 

24,616.55 

2020/4/15 247.50 支付供应商 

嘉兴乐讯自动化控制技术有限公司向大连橡胶塑料机械有限

公司支付设备款 

24,369.05 

2020/4/20 88.46 支付供应商 

浙江思达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向杭州九色鹿科技有限公司支

付货款 

24,280.59 

2020/4/20 205.20 支付供应商 

嘉兴乐讯自动化控制技术有限公司向浙江海天信息工程有限

公司支付设备款 

24,075.39 

2020/4/23 30.00 支付供应商 

浙江思达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向上海启仓仓储设备安装有限

公司支付货款 

24,04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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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流入 

时间 

流入金额 资金流入方式 具体流入情况 占用余额 

2020/4/29 350.00 支付供应商 

浙江思达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向广东科博工业用品有限公司

支付货款 

23,695.39 

2020/4/29 290.00 支付供应商 

嘉兴乐讯自动化控制技术有限公司向浙江海天信息工程有限

公司支付设备款 

23,405.39 

2020/4/29 200.00 支付供应商 

浙江思达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向杭州巨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支付货款 

23,205.39 

2020/4/30 350.00 支付供应商 

浙江思达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向广东科博工业用品有限公司

支付货款 

22,855.39 

2020/4/30 1,000.00 现金归还 嘉兴乐讯自动化控制技术有限公司向公司退还项目款 21,855.39 

2020/4/30 4,400.00 现金归还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龙岷智能装备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公

司）向公司退还智能装备制造产业基金的出资额 2600 万元；

长兴拓诚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退还全资子公司

浙江凤颐创业投资有限公司股权投资款 1800 万元 

17,455.39 

2020/5/6 0.51 支付供应商 

浙江思达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向浙江思创智能系统工程有限

公司支付货款 

17,454.88 

2020/5/6 250.00 支付供应商 

浙江思达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向杭州巨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支付货款 

17,204.88 

2020/5/6  2,100.00  现金归还 

长兴永越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向全资子公司浙江凤

颐创业投资有限公司退还股权投资款 15,104.88  

2020/5/7 500.00 支付供应商 

嘉兴乐讯自动化控制技术有限公司向浙江海天信息工程有限

公司支付设备款 14,604.88  

2020/5/8  4,600.00  现金归还 

长兴至成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向全资子公司浙

江凤颐创业投资有限公司退还股权投资款  10,004.88  

2020/5/8 500.00 支付供应商 

浙江思达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向广东科博工业用品有限公司

支付货款 9,504.88  

2020/5/11 56.80 支付供应商 

嘉兴乐讯自动化控制技术有限公司向浙江海天信息工程有限

公司支付设备款 9,448.08  

2020/5/20 383.76 支付供应商 

嘉兴乐讯自动化控制技术有限公司向浙江海天信息工程有限

公司支付设备款 9,064.32  

2020/5/26 1,900.00 现金归还 

长兴永越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向全资子公司浙江凤

颐创业投资有限公司退还股权投资款 

7,164.32 

2020/5/27 4.54 现金归还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龙岷智能装备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公

司）向公司退还智能装备制造产业基金的出资额 

7,15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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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流入 

时间 

流入金额 资金流入方式 具体流入情况 占用余额 

2020/5/27 2,395.46 现金归还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龙岷智能装备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公

司）向公司退还智能装备制造产业基金的出资额 

4,764.32 

2020/5/27 983.64 实控人归还 实际控制人向公司支付资金占用利息 3,780.68 

2020/5/27 1,975.71 现金归还 

浙江思达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向全资子公司浙江三力士智能

装备制造有限公司退还预付款 

1,804.97 

2020/5/27 2,152.44 现金归还 嘉兴乐讯自动化控制技术有限公司向公司退还预付款 -347.46 

2020/5/27 755.00 现金归还 

浙江思达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向全资子公司浙江三力士智能

装备制造有限公司退还预付款 

-1,102.46 

2020/5/27 395.79 现金归还 

浙江思达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向全资子公司浙江三力士智能

装备制造有限公司退还预付款 

-1,498.25 

合计 29,345.85 

  

-1,498.25 

注：期末占用余额为负数 1,498.25 万元，系归还占用资金产生的利息。 

经自查，公司截至回函日不存在其他未披露的违规担保、资金占用等情形。 

 

年审会计师回复： 

针对上述情况，我们实施的审计程序包括但不限于： 

（一）2019 年度数据的核查 

在执行公司 2019 年度财务报表审计时，针对资金占用风险，我们实施的审

计程序包括但不限于： 

1、我们对关键内控控制节点进行测试，重点关注公司大额的资金审批是否

按照相关制度执行。我们发现三力士对两家供应商存在提前支付工程款的情况。 

 

2、对货币资金的审计程序 

（1）我们亲自去银行获取或网银当面打印所有银行对账单和企业信用报告。 

（2）我们对所有银行账户进行了函证，函证结果与公司账面记录一致。 

（3）我们对大额单笔现金支出进行了查验，包括但不限于获取合同、付款

凭据、付款的理由，未见异常。 

（4）我们对公司所有银行账户 2019 年度发生额选取大额项目实施查验并进

行双向勾稽，未见异常。 

3、对应收票据的审计程序 

（1）我们对票据进行了突击盘点，并与账面记录进行核对，未发现差异。 

（2）我们查看前手是否为公司客户，评价票据转让给公司的交易背景，未

见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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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我们查看背书转让单位是否为公司的供应商，是否具有相关交易背景，

未见异常。 

4、对预付账款的审计程序 

对于交易金额或期末余额较重大的预付款相关单位，我们查验了相关单位的

工商资料，发现两家供应商存在异常情况，进一步进行核查： 

（1）我们查看了两家公司的工商登记股东名单并进行访谈，未发现与三力

士存在关联关系。  

（2）我们查看了三力士 2019 年度支付给两家公司的所有付款凭证，确认付

款对象与公司账面记录一致。 

（3）我们获取了上述两家公司 2019 年度银行账户流水，发现存在对公司的

资金占用行为，并要求三力士实控人配合，提供了两家公司账面汇入第三方直至

三力士实控人账户之间所有的资金流水记录，确认了公司以预付账款形式提供给

实控人的资金的金额。  

（4）我们获取了两家公司其上游采购的单位名称、合同，并核实上游单位

确实具备履约合同能力、与三力士及其实控人不存在关联关系，同时我们协调实

地访谈了其上游采购单位，了解合同真实存在、合同正常执行。 

5、对其他应收款的审计程序 

对于交易金额或期末余额较重大的单位，我们检查相关原始凭证、查询了其

工商资料，询问管理层发生借款的原因，未发现异常。 

6、对应收账款的审计程序 

我们对 2019 年度销售额大幅增加且期末余额较大的客户，检查相关凭证、

查询其工商资料等，判断是否为资金往来还是公司的正常经营业务，未见异常。 

7、对在建工程的审计程序 

我们对供应商背景进行调查，结合原工程进度计划、付款审批相关原始单据、

现场查看实际进度，发现支付给两家公司的工程款，存在提前支付情况，结合后

期获取的两家单位的银行流水，发现了实控人通过工程款占用资金的行为。 

8、对长期股权投资的审计程序 

我们获取了立项审批表、项目评审会议纪要、投资决策委员会的会议决议、

股权转让协议、付款回单复印件、工商内档复印件、投资建议书、被投资单位的

报表等资料，未发现异常。后因在对浙江思达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

江思达”、嘉兴乐讯自动化控制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兴乐讯”）核查时，

公司提供了延伸主体的相关银行账户流水，发现公司部分股权投资从投资角度法

律手续是完整的，但结合公司的自查结论，以及资金的后续流向，经向监管部

门咨询请示，从实质上从严认定部分股权转让款项属于资金占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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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对应付票据的审计程序 

我们检查了本期开立的票据是否有交易背景，未发现异常。 

10、我们核查了三力士董监高、出纳 2019 年度的个人银行账户流水，未发

现异常。 

11、我们访谈了实控人吴琼瑛，了解其占用资金的原因，其解释为按期归还

前述到期质押借款，发生了占用公司资金的违规情形；同时其表示除已经披露的

资金占用情况外，不存在其他未披露的违规担保、资金占用等情形。 

12、我们查阅了三力士 2015 年-2016 年度的公告，了解了实控人吴琼瑛股

权增持情况，确认其在 2015 年-2016 年度期间增持了三力士股票。 

13、我们获取了 2020 年 1-5 月份实控人的还款记录，截止 2019 年度审计报

告日，上述占用资金已全部偿还。 

 

（二）针对 2019 年度审计报告日至本回函日的补充程序：  

1、我们获取了公司及其主要子公司截止 2020 年 7月 22日的企业信用报告，

未发现公司及其主要子公司对外担保事项。 

2、我们访谈了公司财务总监郭利军，其表示除已经披露的资金占用情况外，

截止回函日不存在其他未披露的违规担保、资金占用等情形。 

3、我们访谈了实控人吴琼瑛，其表示除已经披露的资金占用情况外，截止

回函日不存在其他未披露的违规担保、资金占用等情形。 

4、我们获取了三力士及其子公司 2020 年 6 月 1 日至回函日的预付账款、其

他应收款、应收账款、预收账款、应付账款、其他应付款的明细账，未发现异常。 

基于实施的审计程序，我们认为：除已经披露的资金占用情况外，截止审

计报告日，未发现存在其他未披露的违规担保、资金占用等情形。 

基于实施上述针对审计报告日至回函日的补充核查程序，截止回函日，我

们未发现存在其他未披露的违规担保、资金占用等情形。 

 

二、关于问询函“1、（5）请年审会计师结合实施的审计程序、获得的审计

证据等情况，说明在 2018 年度年审过程中未能及时发现、报告公司资金被违规

占用的原因，自查说明是否履行勤勉尽责义务。” 

答： 

年审会计师回复： 

2018 年度公司违规占用资金金额及方式  

资金流出时间 流出金额 资金流出方式 持股比例 投资单位 

2018 年 10 月 3,400.00 股权投资 23.08% 湖州长兴华晟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18 年 11 月 4,000.00 股权投资 10.00% 杭州隐石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合计 7,4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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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度年审过程中 ,我们对上述两项股权投资实施的审计程序、获得

的审计证据如下：  

1、湖州长兴华晟投资合伙企业（以下简称“”长兴华晟） 

（1）投资的审批 

①我们取得了公司对长兴华晟投资的立项审批表、项目评审会议纪要、浙江

风颐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投资决策委员会的会议决议，未发现异常； 

②我们取得了长兴拓诚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浙江风颐创业

投资有限公司（三力士之全资子公司）于 2018 年 9 月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约

定股权转让款为 3400 万元）。 

（2）投资的真实性 

①我们取得了长兴华晟的合伙协议，并将公司账面记录的对长兴华晟的投资

及占比与协议进行了比对，账面记录与合伙协议约定一致； 

②我们取得了长兴华晟的工商内档复印件，并将该复印件中的合伙协议与企

业提供的合伙协议进行了比对，经比对，两者一致。 

③我们检查了股权转让款的付款回单，未发现异常。 

（3）投资的管理 

①我们取得了长兴华晟 2018 年度的财务报表，未发现异常； 

②我们取得了长兴华晟对外投资单位的股权结构及 2018 年度报表，未发现

异常。 

2、杭州隐石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隐石网络“”） 

（1）投资的审批 

①我们取得了公司对隐石网络投资的立项审批表、项目评审会议纪要、浙江

风颐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投资决策委员会的会议决议，未发现异常； 

②我们取得了长兴永越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浙江风颐创业投资

有限公司于 2018 年 11 月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股权转让款 4000 万元），未发现

异常。 

（2）投资的真实性 

①我们取得了隐石网络 2018 年 10 月的投资建议书，该建议书中对隐石网络

所处的行业分析、公司概况、财务分析、投资收益预测、风险揭示等进行了详细

描述； 

②我们取得了杭州隐石网络的章程，并将公司账面记录的对隐石网络的投资

及占比与章程进行了比对，公司账面记录与隐石网络章程约定一致； 

③我们检查了股权转让款的付款回单，未发现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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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我们获取了隐石网络的工商内档复印件，并将该复印件中的股权转让协议

与我们之前拿到的股权转让协议进行了比对，经比对，一致。 

（3）投资的管理 

我们取得了隐石网络 2018 年度的财务报表，未见异常。 

 

基于实施的审计程序，我们认为该两笔投资法律和财务手续完整，后

续工商备案已完成，我们在 2018 年报审计过程中未发现异常。  

 

如上所述，我们在 2018 年报审计过程中，对长期股权投资实施了必要

的审计程序，获取的审计证据显示该两笔投资法律和财务手续完整，后续

工商变更已完成，未发现异常。 

2019 年下半年，证监会发布了《会计风险监管提示第 9 号—上市公司

控股股东资金占用及其审计》。我们按照该提示的要求，在 2019 年度年审

中加强了针对控股股东资金占用风险的审计应对措施。我们与公司多次沟

通后，公司提供了相关主体的相关银行账户流水。该两笔投资从投资角度

法律和财务手续是完整的，但结合公司的自查结论，以及资金的后续流向，

经向监管部门咨询请示，我们从实质上从严认定上述支付的股权转让款项

属于资金占用。 

综上，我们认为，2018 年报审计过程中我们已经履行了勤勉尽责义务。 

 

三、关于问询函“2、报告期末，你公司对联营企业浙江匠心智能科技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匠心科技”）的长期股权投资计提减值准备 1,634 万元，账面

余额为 278 万元。同时，你公司对匠心科技、自然人杨松和杨翼存在其他应收

款账面余额分别为 400 万元、164 万元和 150 万元，并分别计提坏账准备 20 万

元、33 万元和 30 万元。 

（1）请你公司补充披露匠心科技的股权结构、主营业务、近三年的主要财

务数据、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情况、是否与你公司存在关联关系等情况，并

说明对相关长期股权投资计提减值准备的依据和合理性，是否符合《企业会计

准则》的规定。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2）请你公司说明上述其他应收款的性质，交易对手方与你公司是否存在

关联关系，计提坏账准备的依据和合理性，是否存在违规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

情形。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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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 

公司回复： 

（一）匠心科技的基本情况 

1、股权结构 

截止 2020 年 6 月 30 日，匠心科技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股权比例 

湖州长兴华晟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50.00 56% 

翁晨光 150.00 24% 

浙江凤颐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125.00 20% 

合计 625.00 100% 

 

2、主营业务 

匠心科技主营业务为体育器材、金属制日用品、日用玻璃制品、家用厨房电

器具、汽车零部件及配件、电子线路板、电子控制器、机械设备、电气设备及配

件的设计、生产、销售及技术咨询服务；金属材料（国家禁止或限制的项目除外）

的销售；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业务。 

 

3、近三年的主要财务数据 

项目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营业收入 51,118,408.78 28,799,103.54 18,834,906.10 

净利润 -2,820,720.30 -3,647,055.45 2,410,947.22 

总资产 38,511,706.50 28,906,859.86 23,534,039.41 

净资产 13,876,701.51 16,697,421.81 18,344,477.26 

 

4、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情况 

匠心科技控股股东为持有其 56%股权的湖州长兴华晟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实际控制人为陈伟娟，其持有湖州长兴华晟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46.23%

的股权，为第一大股东，且是湖州长兴华晟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执行事

务合伙人。 

 

5、关联关系 

公司除持有匠心科技 20%股权外，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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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匠心科技投资计提减值准备的依据和合理性 

如上述“（一）、1、匠心科技的基本情况”中所述，匠心科技的经营业绩连

年亏损，公司预期匠心科技的未来经营业绩将继续下滑，故该笔投资存在减值迹

象。基于谨慎性原则，公司根据匠心科技截止 2019 年末的账面净资产及公司对

其的持股比例，计算了该笔投资的价值，与该笔投资原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计提

了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 

 

（三）对匠心科技投资计提减值准备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 号——长期股权投资》、《企业会计准则第 8 号

—资产减值》的规定，鉴于匠心科技未来的经营业绩预期将恶化，故存在减值迹

象，需要进行减值测试。由于匠心科技在资产负债表日无可观察的输入值确定其

公允价值，故公司以匠心科技于 2019 年 12 月 31 日的账面净资产作为期末公允

价值的最佳估计数，结合对其的持股比例计算了该笔投资的可收回金额，将可收

回金额与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计提了减值准备。公司对匠心科技投资计提减值准

备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四）对匠心科技、自然人杨松和杨翼其他应收款的说明 

1、公司对匠心科技、自然人杨松和杨翼其他应收款列示如下： 

单位：元 

单位名称 款项性质 

与公司是否存在

关联关系 

期末余额 账龄 

占其他应收款项期末 

余额合计数的比例(%) 

坏账准备 

期末余额 

匠心科技 往来款 是 4,000,000.00 1 年以内 1.40 200,000.00 

杨松 暂借款 否 1,639,129.08 1-2 年 0.58 327,825.82 

杨翼 暂借款 否 1,500,000.00 1-2 年 0.53 300,000.00 

合计   7,139,129.08  2.51 827,825.82 

注：浙江匠心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为联营企业，故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2、计提坏账准备的依据和合理性 

（1）公司其他应收款计提坏账准备的政策 

本公司考虑所有合理且有依据的信息，包括前瞻性信息，以单项或组合的方

式对其他应收款的预期信用损失进行估计。预期信用损失的计量取决于其他应收

款自初始确认后是否发生信用风险显著增加。 

如果该其他应收款的信用风险自初始确认后已显著增加，本公司按照相当于

该其他应收款整个存续期内预期信用损失的金额计量其损失准备；如果该其他应

收款的信用风险自初始确认后并未显著增加，本公司按照相当于该其他应收款未

来 12 个月内预期信用损失的金额计量其损失准备。由此形成的损失准备的增加

或转回金额，作为减值损失或利得计入当期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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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逾期超过 30 日，本公司即认为该其他应收款的信用风险已显著增加，

除非有确凿证据证明该其他应收款的信用风险自初始确认后并未显著增加。 

如果其他应收款于资产负债表日的信用风险较低，本公司即认为该其他应收

款的信用风险自初始确认后并未显著增加。 

如果有客观证据表明某项其他应收款已经发生信用减值，则本公司在单项基

础上对该其他应收款计提减值准备。 

（2）对匠心科技、自然人杨松和杨翼其他应收款计提坏账准备 

鉴于公司对匠心科技、自然人杨松和杨翼的其他应收款信用风险并未显著增

加，故公司按照相当于该其他应收款未来 12 个月内预期信用损失的金额计量其

损失准备。因该部分其他应收款的信用风险无显著差异，故公司将该部分其他应

收款均划入账龄组合，按照账龄结合计提坏账准备，具体而言，一年以内计提比

例为 5%，1-2 年计提比例为 20%。 

公司按照账龄组合对该部分其他应收款计提坏账准备合理。 

 

（五）是否存在违规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形 

1、公司对匠心科技的其他应收款 

（1）形成原因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应收匠心科技的 4,000,000.00 元实际系从预付款转入，

具体情况说明如下： 

2019 年 1 月 12 日，三力士子公司三力士智能装备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智能装备”）与匠心科技签订《全自动上下带装置采购合同》一份，约定由匠

心科技承揽智能装备“圆模硫化全自动上下带装置设备及其配件的制造生产”，

项目内容有： 

“l、硫化装置 3 套，单价 97,520.00 元/套；2、圆模模具 1 套，单价 6,842.00

元/套；3、125 OKW 电机维修 1 套，单价 21,518.00 元/套；4、包布装置 1 套，

单价 103,879.00 元/套；5、上下带试验样机 1 套，单价 75,201.00 元/套；6、圆模

硫化全自动上下带装置 50 套，单价 300,000.00 元/套，所有项目均根据智能装备

提供的图纸按图制作。” 

合同其他关键条款约定如下： 

“1.4 交货期：合同签订后匠心科技开始准备工作，智能装备预付款到齐，

匠心科技须在 2 年内完成设备配件加工并发货给智能装备。 

2 合同价格：合同总价（圆模硫化全自动上下带装置）为人民币 15,000,0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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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价款支付方式：本协议生效后 7 日内，支付合同总金额的 30%即人民币

4,500,000.00 元，该预付款支付内容包括上述项目内容中的 1 至 5 项，合计

500,000.00 元，其余均为内容 6 的预付款。 

3.2 内容 6 加工完成后，智能装备在收到匠心科技通知后 7 个工作日内按照

合同总额的 70%支付 10,500,000.00 元后，匠心科技发货。 

9 违约责任：合同生效后，甲方有权单方面随时终止合同；有权要去匠心科

技无条件退换预付款的 8/9，即人民币 4,000,000.00 元。” 

截止 2019 年末，匠心科技完成并交付了上述合同内容的第 1-5 项，第 6 项

内容因双方合作情况发生变化，故不再委托匠心科技制作，且根据双方签订的合

同条款，智能装备亦可以解除合同，故公司将预付款项中尚未履行的 4,000,000.00

元从预付款调整至其他应收款列示，后续将向匠心科技收回该款项。 

公司前 3 年均有向匠心科技采购的情形，采购的具体金额列示如下： 

单位：元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匠心科技 采购商品及接受劳务 1,117,501.00 2,497,275.04 8,300,000.00 

如上表所示，公司历史年度均有向匠心科技采购的情形，且均已履行了公司

董事会审议程序，并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 

 

（2）是否存在违规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形 

综上所述，公司 2019 年末其他应收匠心科技的款项不属于违规提供财务资

助的情形。 

 

2、公司对杨松、杨翼其他应收款 

（1）形成原因 

杨松、杨翼为公司孙公司丰沙里省荣泰橡胶有限公司的主要经营管理人员，

丰沙里省荣泰橡胶有限公司系西双版纳路博橡胶有限公司的子公司，公司于

2017 年底收购西双版纳路博橡胶有限公司，丰沙里省荣泰橡胶有限公司一并纳

入公司合并范围。公司支付给杨松、杨翼的款项，主要系用于在老挝当地向胶农

收购生胶。2019 年末杨松、杨翼的其他应收款余额及坏账准备金额具体列示如

下： 

单位：元 

单位名称 款项性质 期末余额 坏账准备 

杨松 暂借款 1,639,129.08 327,825.82 

杨翼 暂借款 1,500,000.00 300,000.00 

合计  3,139,129.08 627,825.82 

公司后续将进一步加强对该款项的催收和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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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是否存在违规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形 

综上所述，公司 2019 年末应收杨松、杨翼的款项不属于违规对外提供财务

资助的情形。 

 

年审会计师回复：  

针对上述事项，我们实施的审计程序包括但不限于： 

1、我们获取了匠心科技的公司章程，并将公司账面记录的对其投资及占比

与章程进行了比对，与匠心科技章程约定一致。 

2、我们获取了匠心科技历年财务报表，并对匠心科技的经营业绩进行了分

析，同时，根据匠心科技的报表净利润及三力士对其投资比例，对公司确认的该

笔投资的投资收益进行了复核。 

3、我们就匠心科技的未来经营情况，向三力士管理层进行了访谈了解。 

4、我们获取了公司向匠心科技采购的相关采购合同，并对已交货部分查看

了验收单等单据，同时对于公司支付给匠心科技的相关款项支付记录进行了查验。 

5、我们对该笔长期股权投资的减值准备计提情况进行了复核。 

6、我们查验了公司支付给杨松、杨翼的款项付款记录，并对期末的其他应

收款余额进行了函证确认。 

7、我们对该部分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计提情况进行了复核。 

 

基于实施的审计程序，我们认为： 

1、就财务报表整体的公允反映而言，公司对匠心科技长期股权投资的减值

计提、对匠心科技、杨松、杨翼的其他应收款项坏账准备计提在所有重大方面符

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2、未发现公司对匠心科技、杨松、杨翼存在违规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形。 

 

四、关于问询函“3、报告期末，你公司存货账面余额为 2.32 亿元，计提存

货跌价准备 86 万元。请你公司结合存货的主要类别、库存期限以及可比同行业

公司情况，说明公司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是否充分。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

确意见。” 

答： 

公司回复： 

（一）公司存货的主要类别 

公司 2019 年末的存货构成情况列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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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元 

项目 
期末余额 

账面余额 存货跌价准备 账面价值 

原材料 61,881,194.19 858,367.43 61,022,826.76 

周转材料 1,865,173.26  1,865,173.26 

委托加工物资 15,780,353.65  15,780,353.65 

在产品 7,297,767.08  7,297,767.08 

库存商品 145,167,290.72  145,167,290.72 

合计 231,991,778.90 858,367.43 231,133,411.47 

 

（二）公司存货的库存期限 

鉴于原材料和库存商品构成公司期末存货的主要组成部分，故我们以下仅列

示该部分存货的库龄结构：  

单位：元 

类别 1 年以内 1-2 年 2 年以上 合计 

原材料 58,082,813.97  2,332,970.18  1,465,410.04  61,881,194.19  

库存商品 135,810,074.08  2,316,402.70  526,774.97  138,653,251.74  

合计 193,892,888.05 4,649,372.88 1,992,185.01 200,534,445.93 

库龄结构占比 96.69% 2.32% 0.99% 100.00% 

如上表所示，公司原材料及库存商品库存期限在 1 年以内的占比在 95%以上，

未见主要存货存在呆滞情形，公司存货库龄结构管理较好。 

 

（三）可比同行业公司情况 

鉴于双箭股份以输送带产品为主，而本公司主要产品以传动带为主，故从细

分领域来看，目前国内证券市场没有与本公司同属细分领域的上市公司。考虑到

双箭股份主要产品虽然为输送带，但同为非轮胎橡胶制品，故我们此处选取双箭

股份为可比同行业公司，列示其存货跌价准备情况。双箭股份 2019 年末的存货

构成情况列示如下： 

单位：元 

项目 
期末余额 

账面余额 存货跌价准备 账面价值 

原材料 63,460,138.48 194,591.03 63,265,547.45 

自制半成品 12,825,209.30  12,825,209.30 

在产品 13,666,093.72  13,666,09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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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期末余额 

账面余额 存货跌价准备 账面价值 

库存商品 155,748,733.29 1,284,714.66 154,464,018.63 

发出商品 27,660,637.66  27,660,637.66 

委托加工物资 3,564,720.52  3,564,720.52 

合计 276,925,532.97 1,479,305.69 275,446,227.28 

如上表所示，双箭股份各类存货跌价准备的总额占存货账面余额的 0.53%，

存货跌价准备金额总体较小。 

 

（四）存货跌价准备是否充分 

1、公司存货跌价政策 

产成品、库存商品和用于出售的材料等直接用于出售的商品存货，在正常生

产经营过程中，以该存货的估计售价减去估计的销售费用和相关税费后的金额，

确定其可变现净值；需要经过加工的材料存货，在正常生产经营过程中，以所生

产的产成品的估计售价减去至完工时估计将要发生的成本、估计的销售费用和相

关税费后的金额，确定其可变现净值；为执行销售合同或者劳务合同而持有的存

货，其可变现净值以合同价格为基础计算，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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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一般销售价格为基础计算。 

期末按照单个存货项目计提存货跌价准备；但对于数量繁多、单价较低的存

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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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合并计

提存货跌价准备。 

除有明确证据表明资产负债表日市场价格异常外，存货项目的可变现净值以

资产负债表日市场价格为基础确定。 

本期期末存货项目的可变现净值以资产负债表日市场价格为基础确定。 

2、公司的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是否充分 

公司期末根据存货跌价政策对期末结存的各类存货进行跌价测试，鉴于公司

的销售毛利率较高（2019 年度为 35.08%），故经执行跌价测试后，公司库存商品

无需计提跌价准备。对于期末结存原材料，除了库龄较长已变质过期的原材料，

公司全额计提跌价准备外，其他可以正常生产领用的原材料，经跌价测试后亦无

需计提跌价准备。 

公司 2019 年末存货总额为 2.32 亿元，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86 万元，计提存

货跌价比例为 0.37%；同行业公司双箭股份 2019 年末存货总额为 2.77 亿元，计

提存货跌价准备 148 万元，计提存货跌价比例为 0.53%。公司存货跌价准备的计

提比例与同行业可比公司无重大差异。 

综上，公司的存货跌价准备计提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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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审会计师回复： 

针对上述事项，我们实施的审计程序包括但不限于： 

1、我们对公司期末结存的各类存货执行了监盘程序。 

2、我们根据公司的存货跌价政策，对公司计提的存货跌价情况进行了复核。

对于库龄较长的存货，询问管理层的使用计划，以判断其是否还能够使用，是否

需要单独考虑计提跌价。 

 

基于实施的审计程序，我们认为，就财务报表整体公允反映而言，公司 2019

年末的存货跌价准备计提在所有重大方面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五、关于问询函“4、报告期末，你公司生产性生物资产的账面余额为 1.97

亿元，本期计提减值准备 2,492 万元。请你公司补充披露生产性生物资产的具体

种类、存放地点、用途、存活周期、盘点制度等情况，并说明计提减值准备的

原因和依据，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

确意见。” 

答： 

公司回复： 

（一）生产性生物资产的基本情况 

1、具体种类、存放地点及用途 

公司生产性生物资产是 27,271.05 亩成熟橡胶林，位于老挝丰沙里省奔代县，

分布于奔代县批素基地扎咪村、哈森村、哈安村。公司生产性生物资产主要为自

用，橡胶林割胶后供公司生产橡胶带使用。 

2、存活周期 

橡胶林种植时间为 2007 年-2012 年，树龄 7-12 年，每株间隔距离约为 3 米。

橡胶树为大戟科橡胶树属植物，为落叶乔木，含有丰富的乳状汁液，要求生长在

年平均降水量 1150～2500 毫米，不宜在低湿的地方栽植，适合生长于在土层深

厚、肥沃而湿润、排水良好的酸性砂壤土生长。实生树的经济寿命为 35～40 年。

种植地区海拔 450 米-900 米。具体种植数量、种植时间、胸径、树高、冠幅明细

如下： 

序号 种植时间 数量(株) 平均胸径（cm） 平均树高（m） 平均冠幅(m) 

1 2007 年 63,443.00 20.10 11.50 2.40 

2 2008 年 101,276.00 19.60 11.00 2.35 

3 2009 年 143,320.00 17.10 10.00 2.28 

4 2010 年 133,558.00 16.60 9.50 2.20 

5 2011 年 52,212.00 15.40 9.0 2.16 

6 2012 年 33,266.00 14.20 9.0 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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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盘点制度 

鉴于生产性生物资产较为特殊，公司建立了《丰沙里省荣泰橡胶有限公司橡

胶林地管理细则》，该管理细则中对于橡胶林的盘点在“第四章 第五节 橡胶树

清查与盘点”中做了相关规定，具体描述如下： 

“第 43 条  技术人员和各小组组长每日对林地的割胶情况进行抽查，并做

好记录。 

 第 44 条  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每月随机抽取橡胶林地进行清查。清查区域

内的淘汰株、风断株、死皮株、缺株等情况，将各区域内的清查数据记录在册。 

 第 45 条  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年末对橡胶树株数进行年度盘点。成立盘点

小组，由初盘人员、复盘人员、监盘人员组成。初盘人员根据清点结果，填写盘

点表，并将盘点表交由复盘人员。复盘人员独立盘点橡胶树株数，若复盘与初盘

有差异的，复盘人员应与初盘人员共同找出原因，确认后在盘点表上注明。盘点

结束后，盘点人员根据盘点表，将统计结果填入相应表单，并上报至主管部门。” 

 

（二）计提减值准备的原因和依据，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1、计提减值准备的原因和依据 

鉴于橡胶价格持续走低，公司橡胶林出现减值迹象，故公司聘请北京中企华

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对该橡胶林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的公允价值进行了评

估。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对该橡胶林进行评估时采用收益法，即根

据橡胶林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折现得出评估值，并出具了《三力士股份有限公司

以财务报告为目的拟进行资产减值测试涉及的丰沙里省荣泰橡胶有限公司生产

性生物资产公允价值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中企华评报字(2020)第 3383 号），

该评估报告记载橡胶林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的评估值为 15,711.19 万元。 

鉴于橡胶林在 2019 年 12 月 31 日的可收回金额 15,711.19 万元小于橡胶林账

面价值 18,203.18 万元，故公司对橡胶林可收回金额与账面价值的差额计提了生

产性生物资产减值准备 2,492 万元。 

 

2、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5 号——生物资产》、《企业会计准则第 8 号——

资产减值》的规定，鉴于 2019 年度橡胶价格下跌，故公司橡胶林存在减值迹象。

公司遂聘请了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对该橡胶林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的价值进行了评估，确定可收回金额，将橡胶林可回收金额与账面价值进

行比较，对差额部分计提生产性生物资产减值准备，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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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审会计师回复： 

（一）针对上述事项，我们实施的审计程序包括但不限于： 

1、我们获取并阅读了公司对于橡胶林的管理制度  

我们获取了丰沙里省荣泰橡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荣泰橡胶”）对橡

胶林的林地管理细则，经查阅该管理细则，荣泰橡胶对该橡胶林的管理与

保护、病虫害防治、割胶技术与要求、橡胶树清查与盘点、停割等均进行

了详细规定。 

2、我们就橡胶林的实际管护情况向荣泰橡胶的负责人进行了访谈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我们于 2020 年 5 月 27 日通过微信视频访谈了

荣泰橡胶的负责人杨翼，了解公司对橡胶林的日常管护情况。  

3、我们获取了橡胶林土地租赁证及当地政府出具的说明  

我们获取了橡胶林所处地块的土地租赁证，已办妥土地租赁证的土地

面积约为 1 万亩；对于未办妥土地租赁证的，我们获取了老挝丰沙里省奔

代县政府出具的《情况说明》，根据该情况说明，对于三力士子公司荣泰橡

胶尚未办妥租赁证的土地，公司正在积极办理中，公司对该部分正在办理

租赁证的土地享有的使用权权属完整，与已办证土地享有同等权益的使用

权，不存在障碍或纠纷。  

4、我们获取了公司 2019 年末对橡胶林的盘点表 

公司于 2019 年 12 月 27 日对橡胶林 15 个区域的橡胶树进行了测距，

根据测算结果得出平均每棵树的占地面积为 23 平方米左右，以总种植面积

2.73 万亩来看，公司橡胶树数量未见异常。  

5、我们通过谷歌卫星地图查看了橡胶林所处地块的植被覆盖情况  

经查看，橡胶林所处地块均有植被覆盖，且有人工种植痕迹；同时，

我们对比了 2019 年度审计时及 2018 年度审计时谷歌地图查询的种植区域

的卫星图像，可以确认橡胶林未发生火灾、虫灾等自然灾害。  

6、我们对比了荣泰橡胶 2018 年度、2019 年度产胶情况 

荣泰橡胶 2019 年度割胶产量为 158 吨，较 2018 年度新增 102 吨，生

产经营正常。 

7、我们随机抽取区域，并指定区域中橡胶树的编号，让公司对指定树

木进行拍照，并限定时间要求公司提供相关照片和拍摄视频。  

鉴于老挝在 5 月份因疫情原因尚未解封，故我们于 5 月 15 日抽取了荣

泰橡胶橡胶林的 10 个区域，并对每个区域指定 10 颗树的编号，要求公司

在短时间内提供相关树的照片及拍摄过程的视频。公司于 5 月 18 日提供了

相关照片及视频，我们查看了照片上所载树的编号，均系我们之前指定的

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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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我们获取了评估报告并对评估过程进行了复核  

我们获取了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三力士股份有

限公司以财务报告为目的拟进行资产减值测试涉及的丰沙里省荣泰橡胶有

限公司生产性生物资产公允价值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中企华评报字 (2020)

第 3383 号）。 

我们进一步对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对该橡胶林的评估报

告进行了复核，未见异常。  

 

（二）核查结论 

基于实施的审计程序，我们认为： 

1、公司补充披露内容与我们年报审计了解的情况没有重大不一致。 

2、就财务报表整体公允反映而言，公司对生产性生产资产的减值准备

的计提在所有重大方面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特此说明！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2020 年 7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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