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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厦门万里石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年度报告问询函的回复 

 

大华核字[2020]006058号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 

我们接受厦门万里石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里石公司”或

“公司”）的委托，对万里石公司 2019 年年度财务报表进行了审计，

并出具了大华审字[2020]006502 号审计报告。现根据《关于对厦门万

里石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报的问询函》（中小板年报问询函【2020】

第 185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的要求，我们对问询函中提

及的需年报会计师说明的有关事项，特回复说明如下： 

 问题 1、报告期末，你公司应收账款中的“预期信用风险组合”

账面金额为 7.40 亿元，计提的坏账准备金额为 1.16 亿元。 

（1）请你公司补充披露该应收账款组合中按欠款方归集的期末

余额前十名的应收账款情况，包括但不限于交易发生的时间与背景、

期末余额、占应收账款合计数的比例、应收账款计提的坏账准备金额，

客户与公司及实际控制人、公司董事、监事、高管及其亲属和持股

5%以上的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等。 

（2）请你公司说明前述坏账计提比例设定的依据和合理性，对

比分析同行业公司的坏账计提比例，说明相应坏账计提比例是否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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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差异、是否足够谨慎，是否与公司历史回款情况相匹配，并说明

公司加强应收款项回款管理的主要措施，请充分提示应收款项回收风

险。 

请年审会计师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1、报告期末，你公司应收账款中的“预期信用风险组合”账面

金额为 7.40 亿元，计提的坏账准备金额为 1.16 亿元。 

（1）请你公司补充披露该应收账款组合中按欠款方归集的期末

余额前十名的应收账款情况，包括但不限于交易发生的时间与背景、

期末余额、占应收账款合计数的比例、应收账款计提的坏账准备金额，

客户与公司及实际控制人、公司董事、监事、高管及其亲属和持股

5%以上的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等。 

单位：万元 

单位  金额  账龄 
款项性
质 

占应收账款
合计数比例 

应收账款计提
坏账准备金额 

郑州东升石业有限公司 3,603.18  1 年以内 货款 4.58% 180.16  

深圳市华峰石业有限公司 2,488.81  1 年以内 货款 3.16% 124.44  

深圳市宏利源石材有限公司 1,531.77  1 年以内 货款 1.95% 76.59  

重庆中工建设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1,267.97  1 年以内 货款 1.61% 63.40  

厦门金诚源工贸有限公司 1,000.00  1 年以内 货款 1.27% 50.00  

深圳市品石石材有限公司 996.96  1 年以内 货款 1.27% 49.85  

广州启创置业有限公司 919.25  1 年以内 工程款 1.17% 45.96  

深圳市中洲石材有限公司 885.27  1 年以内 货款 1.13% 44.26  

厦门融创翔地置业有限公司 862.29  1 年以内 工程款 1.10% 43.11  

深圳金域湾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850.45  5 年以上 货款 1.08% 850.45  

合计 14,405.94      18.31% 1,528.22  

以上客户与公司及实际控制人、公司董事、监事、高管及其亲属

和持股 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2）请你公司说明前述坏账计提比例设定的依据和合理性，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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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分析同行业公司的坏账计提比例，说明相应坏账计提比例是否存在

明显差异、是否足够谨慎，是否与公司历史回款情况相匹配，并说明

公司加强应收款项回款管理的主要措施，请充分提示应收款项回收风

险。 

1、坏账计提比例设定的依据和合理性： 

公司以预期信用损失为基础，对分类为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

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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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及财务担保合同，进行减值会计处理并确认损失准备。对由收入准则

规范的交易形成的应收款项，公司运用简化计量方法，按照相当于整

个存续期内预期信用损失的金额计量损失准备。 

本公司对在单项工具层面能以合理成本评估预期信用损失的充

分证据的应收账款单独确定其信用损失。 

当在单项工具层面无法以合理成本评估预期信用损失的充分证

据时，本公司参考历史信用损失经验，结合当前状况以及对未来经济

状况的判断，依据信用风险特征将应收账款划分为若干组合，在组合

基础上计算预期信用损失。确定组合的依据如下： 

组合名称 确定组合的依据 计提方法 

预期信用风险组合 
本公司将除 90 天以内的应收外汇款以外

的客户划分为信用风险客户组合 

按账龄与整个存续期预期信

用损失率对照表计提 

    性质组合 90 天以内的应收外汇款 

参考历史信用损失经验，结合

当前状况以及对未来经济情
况的预期计量坏账准备 

组合中，采用账龄与整个存续期预期信用损失率对照的组合计提方法 

账龄 应收账款计提比例（%） 其他应收计提比例（%） 

1 年以内（含 1 年，下同） 5.00  5.00  

1-2 年 10.00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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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龄 应收账款计提比例（%） 其他应收计提比例（%） 

2-3 年 20.00  20.00  

3-5 年 50.00  50.00  

5 年以上 100.00  100.00  

2、 公司预期信用风险组合计提比例与同行业公司对比如下： 

账龄 万里石 东方雨虹 北新建材 

1 年以内 5.00% 2.07% 4.83% 

1-2 年 10.00% 9.68% 11.25% 

2-3 年 20.00% 22.64% 30.56% 

3-4 年 50.00% 29.62% 51.94% 

4-5 年 50.00% 32.05% 82.70% 

5 年以上 100.00% 100.00% 100.00% 

公司从事石材行业，目前国内市场尚无石材类上市公司，选取相

近行业从事防水材料、新型建材等生产或施工企业，业务模式或下游

客户和公司类似，因此具有可比性。由上表可见，本公司对应收款项

的坏账准备计提比例和相近行业可比上市公司相当。  

报告期公司应收账款按预期信用风险组合计提的坏账准备为

1.16 亿元。其中 1 年以内账龄的应收账款分别占应收账款余额的

59.98%，应收账款总体质量较高。由于本公司国内石材业务面对的主

要客户是实力较强的大公司，信誉较好，资金实力较强，其应收账款

发生坏账的可能性不大，加之本公司对应收账款较好的管理，预期信

用风险组合中无其他明显迹象表明无法收回的应收账款，因此本公司

计提的坏账准备合理、充分，与公司历史回款情况相匹配。 

3、公司加强应收款项回款管理的主要措施： 

公司加大应收款项清欠力度，关注客户资信情况，对未到期款项

加强跟踪，对已到期货款及时收回，对于结算周期较长的项目，由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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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负责人跟踪落实，对于超期未结算的项目，积极与客户沟通协调

结算收款，各种催收手段综合使用，催收手段包括但不限于直接催收、

第三方催收、诉讼、仲裁催收等，同时通过奖惩措施对催收责任人进

行奖励与惩罚相结合。 

会计师核查程序： 

（1）我们对与应收账款日常管理及可收回性评估相关的内部控

制的设计及运行有效性进行了解、评估及测试。这些内部控制包括客

户信用风险评估、应收账款收回流程、对触发应收账款减值的事件的

识别及对坏账准备金额的估计等。 

（2）评估管理层使用的预期信用损失计算方法是否符合会计准

则要求，并复核管理层应收账款预期信用损失计算过程的准确性； 

（3）通过查阅客户的公开信息，对比其实际控制人、5%以上股

东、董监高，核查应收账款余额前十名客户与公司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4）我们对主要应收账款余额客户进行函证，往来余额回函可

以确认； 

（5）我们抽样检查了期后回款情况。 

（6）对公司及同行业（相近行业）可比上市公司应收账款余额

及坏账计提比例进行了比较。 

（7）对公司管理层进行访谈。 

核查结论： 

经核查，未发现万里石公司期末余额前十名客户与万里石公司及

实际控制人、万里石公司董事、监事、高管及其亲属和持股 5%以上



                            大华核字[2020]006058 号报告 

第 6 页 
 

的股东存在关联关系；万里石公司对应收款项的坏账准备计提比例和

相近行业可比上市公司相当，万里石公司计提的坏账准备合理、充分，

与公司历史回款情况相匹配。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北京 

  邱俊洲 

中国注册会计师：  

覃业贵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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