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证公函上证公函上证公函上证公函【【【【2019201920192019】】】】2785278527852785 号号号号    

    

关于对方正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半

年度报告的事后审核问询函 

    

方正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依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3 号－

半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以下简称《格式准则第 3 号》）等规则

的要求，经对你公司2019年半年度等定期报告事后审核，为便于投

资者理解，请你公司就以下问题进一步补充披露相关信息。 

一一一一、、、、关于财务信息披露关于财务信息披露关于财务信息披露关于财务信息披露    

（（（（一一一一））））关于公司资金关于公司资金关于公司资金关于公司资金        

1.资金拆借与借款。2019 年半年报披露，控股股东北大方正信

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关联方天津方正明锐科技有限公司分别向公

司提供资金 1.39 亿元、7000 万元，期末关联方向公司提供资金的余

额为 5.21 亿元。此外，公司持有北大方正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7.5%

股权，期末余额为 3.75 亿元。公司短期借款 17.33 亿元、其他应付

款中往来款 5.14 亿元、一年内到期长期借款 212.50 万元，长期借

款 7.22 亿元，应付利息 3299.86 万元。请补充披露：（1）公司与关

联方之间资金拆借的有关情况，是否需要公司提供担保，同时接受

关联方资金并投资关联方的合理性；（2）上述借款类科目的有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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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是否存在担保及担保方；其他应付款中往来款期末余额 5.14 亿

元的有关情况，并披露账龄超过 1 年的重要其他应付款的前五名对

象名称，是否约定偿还时间；（3）2014 年至 2019 年上半年，除 2017

年外，公司现金持续净流出，请结合资金流向和日常营运资金需求,

说明原因，并充分评估公司的流动性风险。 

2.关于预收账款。2019 年半年报披露，公司预收款项余额 16.12

亿元，同比增速 14.04%，近年来占总资产的比例不断提高，是公司

一项重要资金来源。请补充披露：（1）按三大业务版块分别披露 2016

年以来的预收账款的金额、账龄、主要对象名称、形成原因、交易

背景、预收现金及票据金额；（2）结合不同业务收入增速及毛利率

情况，说明预收账款明金额不断增加的商业合理性，是否符合同行

业惯例。 

（（（（二二二二））））关于公司资产关于公司资产关于公司资产关于公司资产    

3. 关于固定资产。根据现金流量表披露，2014 年至 2019 年上

半年，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科目下

金额较大。在公司大额筹建固定资产同时，存在大额的固定资产减

少。2016 年至 2018 年，公司本期减少固定资产原值分别为 4.80 亿

元、7.66 亿元和 6.98 亿元，对应的累计折旧金额分别为 1.14 亿元、

1.95 亿元和 2.73 亿元，主要为处置或报废及其他转出，涉及固定资

产种类主要为专用设备。截至 2019 年上半年，公司融资租入固定资

产净额为 10.05 亿元。 

请补充披露：（1）按照三种业务分别披露 2019 年上半年主要固

定资产分类及金额，各类固定资产如专用设备主要用途、重要存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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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点、预计使用年限；（2）2016 年至今主要新增固定资产的内容、

用途、主要供应商及其基本情况、采购金额、与公司及公司董监高

是否具有关联关系，固定资产减值测试情况；（3）2016 年至今，按

照类别披露固定资产减少的金额及原因；对于尚未计提完毕折旧的

固定资产进行大额处置的原因和有关情况，是否影响前期固定资产

入账价值的准确性；（4）结合公司净资产收益率逐渐下降的情况，

分析公司一方面大额投建固定资产，一方面减少固定资产的商业合

理性，公司在购置固定资产时是否进行必要的可行性分析，投资决

策是否审慎。 

4. 关于在建工程。2019 年半年报披露，公司在建工程期末余额

6.09 亿元，同比增加 102.98%，其中宽带工程 4.24 亿元。请补充披

露：（1）重要在建工程是否符合计划安排，预计完工时间和转固条

件；（2）公司现有互联网接入业务的总端口数、每端口固定资产的

投入金额、端口实占率，并结合宽带所在行业发展，方正宽带在行

业中的地位及客户数量，说明持续投建的原因及对公司经营的影响，

是否存在减值风险；（3）结合公司工程供应商与客户存在使用同一

银行账号，固定资产大额减少的情况，说明公司在固定资产购置及

处置方面是否对有关会计科目的准确性造成重大影响。 

5.关于融资租赁事项。请补充披露：（1）公司开展融资租赁固

定资产的背景及原因，是否符合行业一般惯例，2019 半年度公司融

资租赁方式租入专用设备的有关情况，是否存在担保;融资租赁咨询

服务费和融资租赁手续费计入长期待摊费用的账务处理依据;（2）

2018 年至 2019 年上半年长期应付款金额未发生变化的原因;（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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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半年报中其他应收款中融资租赁保证金 132 万元，坏账准备

本期转回 1838 万元，期末相较期初 3231 万元减少的原因。 

（（（（三三三三））））关于公司存货关于公司存货关于公司存货关于公司存货    

6．关于存货。公司存货余额自 2013 年上半年的 4.21 亿元，不

断增加至 2019 半年度的 20.99 亿元，占总资产的比例由 6.72%提升

至 19.51%，存货周转天数由 38.03 天增加至 186.07 天，其中 2017

年公司存货金额增幅最大，同比增长 61.65%。公司存货主要由库存

商品、发出商品、开发成本及在产品构成。2016 年至 2019 年上半年，

公司发出商品金额变化较大；库存商品金额波动较大；开发成本金

额逐年上升。 

请补充披露：（1）按三大业务版块披露 2016 年至 2019 年上半

年，存货构成情况；说明存货近年来不断增加，尤其在 2017 年大幅

增加的原因，是否存在成本未及时结转的情况，相关存货减值风险，

并进行风险提示；（2）2016 年至 2019 年上半年，发出商品大幅变化

的原因，2019 年上半年库存商品大幅增加的原因；（3）2016 年至今

开发成本的简要情况，是否及时结转；（4）2019 年半年披露关联交

易情况中，公司向北大医疗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既发生采购商品、也

发生销售商品的具体内容、合理性。 

（（（（四四四四））））其他财务数据其他财务数据其他财务数据其他财务数据    

7.关于应收账款。2019 年半年报披露，公司应收账款账面余额

22.28 亿元，其中按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账面余额共计 5.51 亿元，

除客户二、客户十，剩余约 4.5 亿元按照 100%计提了坏账准备；按

欠款方归集的期末余额前五名的应收账款情况中，第二名、第四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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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名均计提了 100%的坏账准备，账龄为 3年内。请补充披露：（1）

按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客户名称、与公司的关联关系、业务背景、

所处业务版块和形成原因、账龄，以及全部计提坏账准备的原因和

合理性；（2）欠款方归集方式下，前五大客户的名称，与公司的关

联关系、形成原因，前五大客户中有三名客户全部计提坏账准备的

商业合理性，公司是否形成追款计划，相关业务是否具备真实业务

背景。 

8.关于预付账款。公司预付账款自 2013 年的 0.23 亿元上升至

2019 年半年的 2.37 亿元。请补充披露：（1）按三大业务版块披露

2016 年以来上述预付账款的主要对象名称、与公司关联关系、金额、

账龄、是否构成关联方资金占用，上述预付账款形成原因、货物或

服务的平均交付时限，截至目前的结算情况及未结算的原因等；（2）

账龄超过 1 年未及时结算的系统集成具体项目、预付对象、项目建

设周期、预计完工时间；（3）结合公司业务模式及同行业可比公司

情况，分析说明预付账款不断增加的原因和合理性。 

二二二二、、、、关于主要业务经营相关信息披露关于主要业务经营相关信息披露关于主要业务经营相关信息披露关于主要业务经营相关信息披露    

2017 年至 2019 年上半年，公司扣非后归母净利润分别为-8.51

亿元、-3.01 亿元和-2.72 亿元，归母净利润分别为-8.22 亿元、0.55

亿元和-2.62 亿元,主要业务经营情况在近年来发生较大变化。目前，

公司共计三项主要业务，分别为宽带服务（方正宽带）、系统集成（方

正国际）和 PC 及 PCB 业务（珠海多层、珠海高密、重庆高密等）。

2014年，公司分别向控股股东等收购方正宽带和方正国际100%股权，

业绩承诺期均为 2014 年至 2016 年，但上述公司未完成业绩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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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上半年，根据分部报告，公司宽带服务亏损 1.69 亿元、系统

集成亏损 1.66 亿元、PC 及 PCB 业务盈利 7129.19 万元，公司宽带服

务及系统集成业务自 2017 年利润承诺期后持续亏损。                                                                    

9.关于方正宽带。前期，曾有媒体质疑方正宽带供应商与客户

共用一个银行账号，疑似虚构交易。公司在 2019 年 8月回复我部问

询函表示，存在供应商与客户共用一个银行账号的情况，主要原因

系方正宽带的客户背书转让其收到的支票用以支付宽带服务费，而

该支票的出票人正好是方正宽带的工程供应商，上述事项主要集中

于机构业务。同时出于谨慎性原则的考虑，暂不确认需要进一步完

善依据的收入与毛利，并表示实际对外披露的报表不存在报道所称

的虚构交易、增厚利润的情况。 

请补充披露：（1）方正宽带 2016 年至 2019 年上半年的主要财

务数据，并结合承诺期前后行业、经营目标等变化，量化说明公司

利润承诺期后即出现大幅连续亏损的具体原因；（2）请全面自查并

披露 2016 年至今，是否存在其他供应商与客户共用一个银行账号的

情形，方正宽带的客户与其供应商之间发生交易和资金往来的原因，

主要涉及的三方交易的具体账务处理过程及金额，是否涉及真实的

资金交易或者仅为票据结算及各种情况对应金额，上述支票开具及

背书是否合法合规；（3）请全面自查 2016 年至今方正宽带有关业务

和交易的真实情况，是否对财务报表有关科目的列报造成影响；（4）

请披露2016年至今，方正宽带的在建工程或者固定资产主要供应商，

主要机构客户及大额个人客户的名称、交易金额及占比、应收或应

付金额，是否具有关联关系；（5）暂不确认需要进一步完善依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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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与毛利具体金额，上述收入的性质，期后是否予以确认。 

10.关于方正国际。方正国际主要业务类型包括集成实施、软件

定制开发、运行维护或提供服务、软硬件产品销售。2019 上半年，

根据公司分部报告，系统集成业务净利润-1.66亿元，资产总额31.88

亿元，负债总额 33.84 亿元，净资产为负。 

请补充披露：（1）2016 年至 2019 年上半年方正国际主要财务数

据，并对相关变动予以分析；分部报告中系统集成业务净资产为负

的原因；（2）分析利润承诺期前后经营业绩变化的原因，存货及应

收账款减值准备计提是否充分；（3）2016 年至今方正国际分业务收

入情况，对应的应收账款金额及回款，前五大客户及前五大供应商

情况，主要销售及采购的内容，变化原因，与公司是否存在关联关

系或者其他利益关系；（4）2016 年至今，方正国际采用分批确认收

入的金额及比例，重要项目的内容、建设情况、收入确认依据，与

实际项目进度及收款是否匹配，成本结算方式及结转比例，成本是

否及时结转。 

 

针对前述问题，依据《格式准则第 3 号》、上海证券交易所行

业信息披露指引等规定要求，对于公司认为不适用或因特殊原因确

实不便说明披露的，应当详细披露无法披露的原因。 

请你公司及时披露本问询函，并于 2019 年 9 月 27 日之前，披

露对本问询函的回复，同时对定期报告作相应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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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监管一部

二〇一九年九月二十日

                                  

上市公司监管一部 

一九年九月二十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