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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关于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第203450号《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 

部分反馈意见的回复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证监会”）： 

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会计师”或“我们”）接

受广东冠豪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冠豪高新”）的委托，对冠豪高

新编制的财务报表进行审计，包括2019年12月31日和2020年9月30日的合并及公

司资产负债表，2019年度和2020年1-9月的合并及公司利润表、合并及公司现金

流量表和合并及公司股东权益变动表以及财务报表附注，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

师审计准则的规定执行审计工作，并出具了利安达专字【2021】第2007号无保留

意见审计报告。同时，我们接受冠豪高新的委托，对冠豪高新管理层编制的备考

财务报表进行审阅，包括2019年12月31日和2020年9月30日的备考资产负债表，

2019年度和2020年1-9月的备考利润表及备考合并财务报表附注。我们按照中国

注册会计师审阅准则的规定执行审阅工作，并出具了利安达专字【2021】第2006

号审阅报告。 

根据证监会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编

号：203450号），我们对其中10、18条涉及的需要会计师核查并明确发表意见的

相关问题进行了核查。并逐项做出如下答复： 

10、申请文件显示，1）粤华包白卡纸业务毛利率持续增长，与冠豪高新无

碳纸、热敏纸业务毛利波动趋势不一致。2）报告期内，粤华包主要原材料木桨

进口占比较高。请你公司：1）补充披露粤华包白卡纸业务报告期内营业成本和

构成情况，以及成本结转的准确性。2）结合粤华包白卡纸业务与冠豪高新无碳

纸、热敏纸业务生产工艺和用料的异同，补充披露毛利波动趋势不一致的原因。

3）结合同行业上市公司情况及纸浆公开市场价格，补充披露粤华包白卡纸业务

采购成本持续下降和毛利率持续增长的合理性。4）补充披露木桨进口金额占木

桨采购总额的比重，木桨供应商的区域、规模和性质，是否符合行业惯例，请

独立财务顾问和会计师补充披露成本费用完整性的核查手段、核查范围以及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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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财务报表科目的核查覆盖率。请独立财务顾问和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一、问题回复 

（一）结合粤华包白卡纸业务与冠豪高新无碳纸、热敏纸业务生产工艺和用

料的异同，补充披露毛利波动趋势不一致的原因 

1、粤华包白卡纸业务与冠豪高新无碳纸、热敏纸业务生产工艺和用料的异

同 

项目 白卡纸 无碳纸 热敏纸 

性质 工业用纸 特种纸 特种纸 

功能 
应用于烟卡、食品、

社会产品等包装领域 

应用于增值税发票、普通发票

以及银行、通信、保险单、餐

饮等领域，作为交易证明及知

情同意证明材料 

应用于博彩、登机卡、快

递物流、超市标签、银行、

医疗等领域 

原料 

木浆：化学浆（针叶、

阔叶）、化学机械浆。 

化学品：瓷土、碳酸

钙、胶乳、淀粉、松

香、滑石粉等造纸常

用化学品 

木浆：化学浆 

涂料：高岭土、胶乳、显色剂、

无色染料、硬脂酸钙等化学

品。 

木浆：化学浆 

涂料：煅烧高岭土、胶乳、

显色剂、无色染料、空心

球、树脂、润滑剂等化学

品 

工序 

制浆--网部成型（三

层网）--压榨--干燥

--表面施胶--后干燥

--机内涂布--软压光

--卷取--分切 --包

装。 

原纸工序：制浆--网部成型

（一层网）--压榨--干燥--表

面施胶--后干燥--软压光--

卷取--分切-包装。 

涂布工序：使用上述原纸为基

材，在其正面、背面分别涂布

自制无碳复写纸涂料。无碳纸

分为上纸、中纸和下纸，上纸

在原纸背面涂布 CB 涂料，下

纸在原纸正面涂布 CF 涂料，

中纸在原纸正反面分别涂布

CF 及 CB 涂料。然后分切再包

装。 

CB涂料：主要含微胶囊、树脂

等化学品，微胶囊为自制，采

用无色染料、溶剂油等乳化并

包裹而成； 

CF涂料：主要含颜料、显色剂

等化学品。 

原纸工序：制浆--网部成

型（一层网）--压榨--干

燥--表面施胶--后干燥--

软压光--卷取--分切-包

装。 

涂布工序：使用上述原

纸，在其正反面涂布 2-4

层涂料，即预涂、面涂，

需要特殊防护性能的产

品还需 1-2次涂布，即顶

涂、背涂后成热敏纸，然

后分切再包装。 

预涂：用于隔热，主要含

空心球等化学品； 

面涂：热敏层，主要含热

敏显色剂、无色染料、增

感剂等化学品，各化学品

需经研磨、乳化等措施方

能配制成涂料； 

顶涂：主要含特种树脂等

化学品，起防护作用。 

背涂：印刷涂层，主要为

颜料、树脂等化学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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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白卡纸 无碳纸 热敏纸 

成品 
170-400g/m2(平板或

卷筒） 
35-80 g/m2（平板或卷筒） 45-100 g/m2（卷筒） 

特点 

1、用于产品包装，印

刷要求高； 

2、用于食品级香烟

包装，卫生安全要求

高。 

大多用于各种票据，对显色字

迹清晰度、保存性能等质量要

求高，如增值税专票、普票，

各地财税地税等 

 

1、用于快递物流、登机牌、

超市标签等领域，对条码

打印清晰度、对热敏打印

机打印顺畅性等要求高； 

2、用于彩票行业，对防护

性能（如水、油、乙醇）

及保存性能要求高。 

由上表可见，粤华包白卡纸与冠豪高新无碳纸、热敏纸在原料方面相同点为

均使用化学浆和部分化学品，区别点在于无碳纸、热敏纸因特殊的涂布工序需使

用特种纸涂布化学品；在工序方面相同点在于原纸工序基本一致，区别点在于无

碳纸、热敏纸在原纸工序外还需特殊的涂布工序。 

因原料和生产工序的不同，白卡纸和无碳纸、热敏纸的成品、性质、功能、

应用领域亦有所差别，具体来看，白卡纸成品克重 170-400g/m2，性质为工业用

纸，应用于烟卡、食品、医药、化妆品、保健品、日用品、电子产品等包装领域；

无碳纸成品克重 35-80g/m2，性质为特种纸，应用于增值税发票、普通发票以及

银行、通信、保险单、餐饮等领域；热敏纸成品克重 45-100g/m2，性质为特种纸，

应用于博彩、登机卡、快递物流、超市标签、银行、医疗等领域。 

（二）冠豪高新无碳纸、热敏纸业务毛利波动原因分析 

1）报告期内，冠豪高新无碳纸、热敏纸业务的毛比率对比情况如下： 

类别 2020 年 1-9月 2019年 2018年 

无碳纸 31.51% 28.42% 27.27% 

热敏纸 30.77% 33.70% 25.18% 

2）冠豪高新无碳纸业务单位售价与单位成本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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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元/吨 

年度 

 

2020 年 

1-9 月 

相比 2019年

变动 
2019年 

相比 2018年

变动 
2018年 

单位售价 7,849 -5.68% 8,322 -9.32% 9,177 

单位成本 5,376 -9.56% 5,944 -10.36% 6,631 

直接材料 4,554 -9.80% 5,049 -11.55% 5,708 

直接人工 223 7.73% 207 0.00% 207 

制造费用 599 -12.94% 688 -3.91% 716 

在单位售价端，无碳纸为特种纸，售价相对高端，冠豪高新无碳纸定价与浆

价联动性较高，2019 年单位成本下降 10.36%，单位售价相应下降 9.32%，2020

年 1-9 月单位成本下降 9.56%，单位售价相应下降 5.68%；冠豪高新无碳纸售价

下降比较及时，且与成本下降幅度较接近。 

在单位成本端，①直接材料方面，无碳纸的主要成本亦为直接材料，占比在

85%左右。无碳纸工序较复杂，所需原料多，其直接材料中木浆占比较低，约为

50%-60%。由于报告期内国内外环境浆价下行，无碳纸的直接材料有大幅下降，

冠豪高新无碳纸的直接材料下降幅度较平滑，其 2019 年直接材料下降 11.55%，

2020 年 1-9 月直接材料下降 9.80%。②直接人工方面，2019 年，冠豪高新无碳

纸直接人工保持稳定；2020 年 1-9 月，无碳纸的直接人工有所上升。③制造费用

方面，2019 年，无碳纸制造费用下降 3.91%，2020 年 1-9 月，无碳纸的制造费

用有所下降。 

3）冠豪高新热敏纸业务单位售价与单位成本构成 

单位：元/吨 

年度 

 

2020 年 

1-9 月 

相比 2019年

变动 
2019年 

相比 2018年

变动 
2018年 

单位售价 10,240 -12.08% 11,647 -6.28% 12,427 

单位成本 6,989 -10.74% 7,830 -14.65% 9,174 

直接材料 5,956 -11.13% 6,702 -16.19% 7,997 

直接人工 225 -3.02% 232 2.20% 227 

制造费用 808 -9.82% 896 -5.58% 949 

在单位售价端，2019 年，热敏纸单位售价下降 6.28%，降幅低于单位成本的

降幅，而 2020 年 1-9 月热敏纸市场竞争激励，价格下行幅度较大，单位售价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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幅下降 12.08%，超过单位成本的降幅 10.74%。 

在单位成本端，①直接材料方面，热敏纸的主要成本亦为直接材料，占比在

85%左右。热敏纸工序复杂，所需原料多，其直接材料中木浆占比较低，约为

50%-60%。由于报告期内国内外环境浆价下行，热敏纸的直接材料大幅下降，但

冠豪高新热敏纸直接材料先大幅下降而后降幅收缩，其 2019 年直接材料下降

16.19%，2020 年 1-9 月直接材料下降 11.13%。②直接人工方面，2019 年，热敏

纸直接人工增长 2.20%。③制造费用方面，2019 年，热敏纸制造费用下降 5.58%，

2020 年 1-9 月，热敏纸的制造费用有所下降。 

二、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会计师核查意见 

经核查，会计师认为：粤华包白卡纸与冠豪高新无碳纸、热敏纸在原料、工

序方面有所差异，由于售价与成本端的差异，造成了粤华包白卡纸毛利率与冠豪

高新无碳纸、热敏纸毛利率波动趋势的不一致。 

18、申请文件显示， 粤华包与关联方存在较大金额的关联采购、销售和资

金拆借。请你公司：1）补充披露交易前后关联采购和销售的占比情况。2）结

合关联方与非关联方采购、销售定价差异，补充披露关联交易发生的必要性及

定价公允性。3）补充披露广州市晨辉纸业有限公司与公司的关联情况，2018 年

发生大额采购及销售的原因和必要性，以及 2019、2020 年不再发生交易的原

因。4）补充披露资金拆借形成原因，是否履行审批程序，借款利率是否公允，

及后续偿还安排。请独立财务顾问和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一、问题回复 

（1）、本次交易前冠豪高新关联交易金额及占比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 1-9月 2019年 2018年 

采购商品、接受劳务关联交易金额 10,110.99 11,852.54 7,997.26 

营业成本 133,534.23 193,489.84 203,276.65 

费用类交易金额占营业成本比例 7.57% 6.13% 3.93%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类关联交易金

额 
62.34 75.72 52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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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20年 1-9月 2019年 2018年 

营业收入 171,654.53 259,476.87 255,015.52 

收入类交易金额占营业收入比例 0.04% 0.03% 0.21% 

（2）本次交易后存续公司关联交易金额及占比情况 

本次交易后，冠豪高新、粤华包之间的关联交易将得到消除，存续公司关联

交易金额相应减少，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项目 2020年 1-9月 2019年 

销售商品、提供服 

务金额 

交易前合并双方关联交易加

总额 
1,322.40 3,035.84 

存续公司备考关联交易额 814.12 2,067.70 

关联交易减少金额 508.27 968.14 

采购商品、接受劳 

务及其他采购类 

关联交易金额 

交易前合并双方关联交易加

总额 
17,370.50 36,044.03 

存续公司备考关联交易额 16,864.89 35,035.74 

关联交易减少金额 505.61 1,008.28 

本次交易完成后，存续公司 2019 年度、2020 年 1-9 月销售商品、提供服务

的关联交易总额分别为 2,067.70 万元、814.12 万元，相较本次交易前合并双方此

类关联交易总额分别降低 968.14 万元、508.27 万元。本次交易完成后，存续公

司 2019 年度、2020 年 1-9 月采购商品、接受劳务及其他采购类的关联交易总额

分别为 35,035.74 万元、16,864.89 万元，相较本次交易前合并双方此类关联交易

总额分别降低 1,008.28 万元、505.61 万元。 

本次吸收合并完成后，存续公司 2019 年度、2020 年 1-9 月费用类交易金

额占营业成本比例分别为 6.42%和 4.49%，收入类交易金额占营业收入比例分别

为 0.32%和 0.18%，比例均较低。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 年 1-9月 2019 年度 

采购商品、接受劳务关联交易金额 16,864.89 35,035.74 

营业成本 375,244.02 545,661.05 

费用类交易金额占营业成本比例 4.49% 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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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20 年 1-9月 2019 年度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类关联交易金额 814.12 2,067.70 

营业收入 462,131.25 651,531.59 

收入类交易金额占营业收入比例 0.18% 0.32% 

二、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会计师核查意见 

经核查，会计师认为：本次交易后，冠豪高新、粤华包之间的关联交易将得

到消除，存续公司关联交易金额相应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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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系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关于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第 203450 号《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

部分反馈意见的回复签章页） 

 

 

 

 

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