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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年报问询函》的答复函 

深圳交易所公司管理部： 

我司于 2017 年 5 月 5 日收到贵部《关于对沈阳合金投资股份有

限公司的年报问询函》（公司部年报问询函[2017]第 119 号），现就

问询函所涉及的有关事项答复如下： 

1．2016 年 5 月 19 日，你公司披露《关于投资认缴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份额暨关联交易的公告》，拟以自有资金 500 万元作为有限合

伙人认缴共青城招银千鹰展翼赢利壹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

下简称“合伙企业”）25%有限合伙份额。2016 年 6 月 17 日，合伙

企业与北京中民防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民防险”）签

订《股权转让协议》，以 1900 万元价格购买中民防险持有的深圳招

银国金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银国金”）95%股权，其中招银

国金持有 2 亿股中证机构间报价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证

报价”）股份。根据相关估值报告，中证报价 2 亿股股份估值为

24,383.18 万元（折合每股价格约 1.2 元）。2016 年 8 月 3 日，集团

内部出于税收筹划角度，合伙企业与招银国金签订《股份转让协议书》，

约定以每股 1.2 元的价格购买招银国金持有的 2 亿股中证报价股份。

2016 年 12 月 13 日，合伙企业与深圳京坤投资有限公司签署了《股

权转让合同》，约定以 2.5 元/股价格出售合伙企业持有的中证报价 2

亿股股份，为你公司增加投资收益 58,274,398.19 元。 

（1）请你公司说明将持有合伙企业 25%有限合伙份额作为可供

出售金融资产核算的依据，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规定。请会计师核

查并出具专项意见。 

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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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规定，普通合伙人对合伙企

业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有限合伙人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合伙

企业债务承担责任；有限合伙企业由普通合伙人执行合伙事务，有限

合伙人不执行合伙事务，不得对外代表有限合伙企业。 

根据合伙企业《合伙协议》约定，以下事项由合伙人会议决定，

需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1、对合伙协议进行修改；2、变更合伙企业

的名称、主要经营场所、经营范围、合伙期限；3、合伙企业对外举

债、以合伙企业名义为他人提供担保；4、合伙人出资份额的转让；5、

新合伙人入伙、合伙人退伙；6、有限合伙人与普通合伙人的相互转

变。 

《合伙协议》第五章收益分配和亏损分担以及合伙债务的承担第

十条收益分配的原则约定，各方同意按各自实缴的出资比例分配利润。

第十五条亏损的分担约定，所有合伙人按各自实缴的出资比例分担亏

损。 

《合伙协议》第六章合伙事务的执行第十七条 17.1 约定，合伙

企业由普通合伙人执行合伙事务。合伙企业及其投资业务以及其他活

动之管理、控制、运营、决策的权力全部归属于普通合伙人，由其直

接行使或通过其委派的代表行使。普通合伙人为合伙企业的执行事务

合伙人，且合伙企业存续期间执行事务合伙人不得变更。普通合伙人

有权以合伙企业之名，在其自主判断为必须、必要、有利或方便的情

况下，为合伙企业缔结合同及达成其他约定、承诺，管理及处分合伙

企业之财产，以实现合伙企业之目的和投资目标。第十七条 17.6.4

约定，有限合伙人根据合伙企业法对合伙企业经营活动的监督权，应

该由执行事务合伙人制定详细的管理规定予以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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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合伙协议》的上述约定，有限合伙人享有收益分配权、对

合伙企业经营活动的监督权，须承担亏损，但不执行合伙事务。 

按照《合伙协议》约定，合伙企业由普通合伙人执行合伙事务，

合伙企业及其投资业务以及其他活动之管理、控制、运营、决策的权

力全部归属于普通合伙人。公司持有合伙企业 25%有限合伙份额，为

有限合伙人，属于对合伙企业不具有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且在活跃

市场中没有报价、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的投资。按照长期股权投资

核算，不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 2 号——长期股权投资》第一章第二

条本准则所称长期股权投资，是指投资方对投资单位实施控制、重大

影响的权益性投资，以及对其合营企业的权益性投资的规定。按照可

供出售金融资产核算，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

认和计量》第十八条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是指初始确认时即被指定为

可供出售的非衍生金融资产，以及除下列各类资产以外的金融资产：

（一）贷款和应收账款。（二）持有至到期投资。（三）以公允价值

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的规定。 

会计师的意见： 

根据《合伙协议》的规定，合伙企业由普通合伙人执行合伙事务，

合伙企业及其投资业务以及其他活动之管理、控制、运营、决策的权

力全部归属于普通合伙人。有限合伙人只有收益分配、亏损分担和对

合伙企业经营活动的监督权，对合伙事务没有表决权。公司持有合伙

企业 25%有限合伙份额，为有限合伙人，属于对合伙企业不具有共同

控制或重大影响，且在活跃市场中没有报价、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

的投资。 

按照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核算，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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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第十八条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是指初始确认时

即被指定为可供出售的非衍生金融资产，以及除下列各类资产以外的

金融资产：（一）贷款和应收账款。（二）持有至到期投资。（三）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的规定。 

 

（2）合伙企业以 1900 万元价格从中民防险间接获得中证报价

2.44 亿元股权。请结合中民防险、招银国金与合伙企业、你公司及其

董监高、你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实际控制人的关联关系、招银国

金主要财务数据等因素，详细说明本次交易作价的合理性，招银国金

评估报告是否充分考虑中证报价估值情况，是否存在潜在利益输送的

情形。请独立董事和评估师核查并出具专项意见。 

回复： 

一、中民防险情况介绍 

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中民防险的股东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1 杜金生 75 

2 王奕轩 20 

3 周鑫 5 

中民防险的法人是杜金生，董监高情况如下： 

序号 董监高 姓名 

1 执行董事 杜金生 

2 监事 王奕轩 

3 经理 周鑫 

二、招银国金情况介绍 

2016 年 6 月 17 日之前，招银国金的股东是中民防险，占 100%

股份，法人是袁浩洋，董监高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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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董监高 姓名 

1 执行董事 袁浩洋 

2 监事 杜金生 

3 经理 袁浩洋 

2016 年 6 月 17 日，合伙企业收购了招银国金 95%股权后，对招

银国金的董监高进行了变更。 

三、合伙企业情况介绍 

截至 2016 年 6 月 17 日，合伙企业合伙人情况： 

序号 合伙人类别 合伙人名称 持股比例(%) 

1 有限合伙人 赵景云 70 

2 有限合伙人 沈阳合金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5 

3 普通合伙人 北京千和资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5 

实际控制人为赵景云。 

四、我公司情况介绍 

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我公司的董监高情况如下： 

序号 董监高 姓名 

1 董事 

董事长：赵景云 

董事：张瑜、王晶晶、宋昊、屈丽、

廖晓春、管亚梅、姜杰、倪纯 

2 监事 

监事长：何芸 

监事：张永琪、肖隆安、冯健、周文

凯 

3 高管 

总裁：王晶晶 

副总裁：张军令 

财务总监：樊娜 

董秘：夏琼琼 

截至 2016 年 10 月，我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1 杨新红 13.659 

2 共青城招银玖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2.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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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辽宁省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8.159 

2016 年 10 月 28 日，招银玖号、辽机集团分别与霍尔果斯通海

股权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海投资”）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

并于 2016 年 12 月 28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完成了相

应股份的过户登记手续 。此次变更后，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沈

阳合金 5%以上股东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1 霍尔果斯通海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20.00 

2 杨新红 13.66 

霍尔果斯通海股权投资有限公司股东为赵素菲、翁扬水，实际控

制人为赵素菲，我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赵素菲。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年修订）10.1.3“具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为上市公司的关联法人： 

（一）直接或者间接地控制上市公司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二）由前项所述法人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除上市公司及其控股

子公司以外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三）由本规则 10.1.5 条所列上市公司的关联自然人直接或者

间接控制的，或者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除上市公司及其控股

子公司以外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四）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及其一致

行动人； 

（五）中国证监会、本所或者上市公司根据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

认定的其他与上市公司有特殊关系，可能或者已经造成上市公司对其

利益倾斜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综上，中民防险与合伙企业、我公司、我公司的董监高、我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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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股 5%以上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招银国金在 2016 年

6 月 17 日之前是中民防险的全资子公司，与合伙企业、我公司、我

公司的董监高、我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

系；招银国金在 2016 年 6 月 17 日之后成为合伙企业的控股子公司，

属于我公司间接投资的公司。 

五、招银国金评估情况 

2017 年 6 月 17 日，经各方协商一致，招银国金按照总价值 2000

万元进行作价，中民防险按照 1900 万元的对价将招银国金 95%股权

转让给合伙企业。 

根据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出具的《深圳招银国金投资有限

公司拟引入战略投资者项目估值报告（中联评估字［2016］第 2283

号）》（以下简称“2283 号估值报告”），招银国金在估值基准日

2015 年 12 月 31 日净资产账面值 1,637.47 万元，估值 6,027.32 万

元，增值 4,389.85 万元，增值率 268.09 %。估值情况具体见下表：  

招银国金估值结果汇总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账面价值 估值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B C D=C-B E=D/B×100% 

1 流动资产 1,682.40 1,682.40 - - 

2 非流动资产 20,086.63 24,476.48 4,389.85 21.85 

3 其中：长期股权投资 20,002.00 24,385.01 4,383.01 21.91 

4 固定资产 29.78 36.61 6.83 22.93 

5 其中：设备 29.78 36.61 6.83 22.93 

6 无形资产 4.80 4.80 - - 

7 长期待摊费用 50.05 50.05 - - 

8 资产总计 21,769.03 26,158.88 4,389.85 20.17 

9 流动负债 20,131.56 20,131.56 - - 

10 非流动负债 - - -  

11 负债总计 20,131.56 20,131.56 - - 

12 净资产（所有者权益） 1,637.47 6,027.32 4,389.85 268.09 

file:///C:/Users/zhonglian/Desktop/1601612深圳招银国金投资有限公司拟引入战略投资者项目/报告及计算表/01招银国金-资产评估申报表.xls%23分类汇总!B38
file:///C:/Users/zhonglian/Desktop/1601612深圳招银国金投资有限公司拟引入战略投资者项目/报告及计算表/01招银国金-资产评估申报表.xls%23分类汇总!B62
file:///C:/Users/zhonglian/Desktop/1601612深圳招银国金投资有限公司拟引入战略投资者项目/报告及计算表/01招银国金-资产评估申报表.xls%23分类汇总!B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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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增值的主要原因是长期股权投资增值。在估值基准日 2015

年 12 月 31 日，招银国金长投账面值为 20,002.00 万元，其中，持有

中证报价 2.65%股权的账面值为 20,000.00 万元，对应估值为

24,383.18 万元，与《深圳招银国金投资有限公司拟转让其所持有的

中证机构间报价系统股份有限公司股权项目估值报告》（中联评估字

[2016]第 2284 号）（以下简称“2284 号估值报告”）中的中证报价

估值一致。 

招银国金 2015 年审计报告中披露流动负债 20,131.56 万元，其

中主要是两笔借款合计 20,000 万元，由于这两笔借款均为到期一次

性支付本金和利息，2015 年的审计报告未计提利息费用，2283 号估

值报告里未考虑这两笔借款所产生的负债利息。合伙企业与中民防险

协商交易对价时，预计这两笔借款将在 2016 年 10 月末进行归还，相

应的利息计算如下： 

借款 
本金（万

元） 
借款日 预计还款日 利率 

利息（万

元） 

实际还款日

期 

实际归还

利息 

1 3,000 2015-3-16 2016-10-31 15% 743.75 2016-12-28 902.84 

2 
10,000 2015-3-20 2016-10-31 12% 1,970.00 2016-12-28 2,160.00 

7,000 2015-4-21 2016-10-31 12% 1,304.33 2016-12-28 1,435.60 

合计 20,000 
   

4,018.08 
 

4,498.44 

考虑到招银国金约有借款利息 4000万元未在 2283号估值报告中

体现，且未来需由新股东承担，在估值结果基础上扣减上述借款利息

影响后，交易对价定为 2000 万元是合理的。 

综上，招银国金的估值报告充分考虑了中证报价的估值情况；合

伙企业以 1900 万元价格取得招银国金 95%股权的交易对价，与在估

值报告基础上，充分考虑招银国金未来需由新股东承担的借款利息的

情况下的价值是基本一致的，因此交易作价是合理的，不存在潜在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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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输送的情形。 

公司独立董事的意见： 

1、通过对中民防险、招银国金、合伙企业、公司及公司董监高、

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实际控制人的独立核查：中民防险与合伙企业、

我公司、我公司的董监高、我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

在关联关系；招银国金在2016年6月17日之前是中民防险的全资子公

司，与合伙企业、我公司、我公司的董监高、我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

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2、根据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出具的《深圳招银国金投资

有限公司拟引入战略投资者项目估值报告（中联评估字［2016］第2283

号）》（以下简称“2283号估值报告”），招银国金在估值基准日2015

年12月31日净资产账面值1,637.47万元，估值6,027.32万元，增值

4,389.85万元，增值率268.09%。 

招银国金主要财务数据及估值情况见下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账面价值 估值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B C D=C-B E=D/B×100% 

1 流动资产 1,682.40 1,682.40 - - 

2 非流动资产 20,086.63 24,476.48 4,389.85 21.85 

3 其中：长期股权投资 20,002.00 24,385.01 4,383.01 21.91 

4 固定资产 29.78 36.61 6.83 22.93 

5 其中：设备 29.78 36.61 6.83 22.93 

6 无形资产 4.80 4.80 - - 

7 长期待摊费用 50.05 50.05 - - 

8 资产总计 21,769.03 26,158.88 4,389.85 20.17 

9 流动负债 20,131.56 20,131.56 - - 

10 非流动负债 - - -  

11 负债总计 20,131.56 20,131.56 - - 

file:///C:/Users/zhonglian/Desktop/1601612深圳招银国金投资有限公司拟引入战略投资者项目/报告及计算表/01招银国金-资产评估申报表.xls%23分类汇总!B38
file:///C:/Users/zhonglian/Desktop/1601612深圳招银国金投资有限公司拟引入战略投资者项目/报告及计算表/01招银国金-资产评估申报表.xls%23分类汇总!B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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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净资产（所有者权益） 1,637.47 6,027.32 4,389.85 268.09 

造成增值的主要原因是长期股权投资增值。在估值基准日2015

年12月31日，招银国金长投账面值为20,002.00万元，其中，持有中

证报价2.65%股权的账面值为20,000.00万元，对应估值为24,383.18

万元，与《深圳招银国金投资有限公司拟转让其所持有的中证机构间

报价系统股份有限公司股权项目估值报告》（中联评估字[2016]第

2284号）（以下简称“2284号估值报告”）中的中证报价估值一致。 

考虑到招银国金约有借款利息4000万元未在2283号估值报告中

体现，且未来需由新股东承担，在估值结果基础上扣减上述借款利息

影响后，交易对价定为2000万元是合理的。 

综上，我们认为，招银国金的估值报告充分考虑了中证报价的估

值情况；合伙企业以1900万元价格取得招银国金95%股权的交易对价，

与在估值报告基础上充分考虑招银国金未来需由新股东承担的借款

利息的情况下的价值是一致的，本次交易定价公允、合理，不存在潜

在利益输送的情形。 

评估师的意见： 

在招银国金拟转让中证报价股权的估值报告（中联评估字[2016]

第 2284 号）中，中证报价股东全部权益在估值基准日 2015 年 12 月

31 日的估值结果为 920,120.10 万元，在不考虑控股权和少数股权等

因素产生的溢价和折价的情况下，中证报价 2.65%股权估值为

24,383.18 万元。 

在招银国金拟引入战略投资者的估值报告（中联评估字［2016］

第 2283 号）中，在估值基准日 2015 年 12 月 31 日，招银国金持有中

file:///C:/Users/zhonglian/Desktop/1601612深圳招银国金投资有限公司拟引入战略投资者项目/报告及计算表/01招银国金-资产评估申报表.xls%23分类汇总!B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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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报价 2.65%股权的账面值为 20,000.00万元，对应估值为 24,383.18

万元。与中联评估字[2016]第 2284 号估值报告中的中证报价估值一

致。 

招银国金估值报告中是充分考虑中证报价估值情况的，两份报告

中中证报价的估值是一致的。 

在 2283 号估值报告里，估值人员根据基准日经审计的财务报表

进行估值，在招银国金拟引入战略投资者项目估值报告中，截止到估

值基准日 2015 年 12 月 31 日账面借款共计 20000 万，这两项借款截

至估值基准日还未到期，审计未计提两笔借款所产生的利息，故根据

经审计后的财务报表，本次估值未考虑上述两笔借款所产生的借款利

息。估值报告中已披露：“本次估值未考虑上述两项借款所产生的负

债利息”。 

（3）请结合问题（2）说明合伙企业收购招银国金时持有的中证

报价股权的成本，是否与合伙企业 2016 年 8 月 3 日集团内部交易确

定的中证报价股权交易成本存在重大差异，合伙企业以集团内部交易

价格作为中证报价股权的转让成本并以此为基础确认投资收益的依

据，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规定，是否可能存在潜在税收风险。请会

计师核查并出具专项意见。 

回复： 

①2016 年 6 月 17 日，合伙企业取得招银国金 95%股权，该项投

资采用长期股权投资成本法核算，借：长期股权投资-招银国金  

1900.00 万元  贷：银行存款 1900.00 万元 ,交易对价为考虑未来需

由新股东承担的 4000 万借款利息影响后的招银国金作价，其中招银

国金持有的中证报价 2.65%股权成本 24,383.18 万元，折合每股价格

约 1.2 元，合伙企业间接获得了中证报价的 2 亿股股权。招银国金作



12 

 

价金额与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出具的《深圳招银国金投资有限

公司拟引入战略投资者项目估值报告（中联评估字［2016］第 2283

号）》（以下简称“2283 号估值报告”）的估值金额扣减未来需由

新股东承担的 4000 万借款利息后的金额基本一致。 

 

招银国金购买日成本计算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账面价值 估值价值 增值率(%) 

交易日调整应付

利息后估计价值 

购买日各项资

产的成本 

2 亿股权投

资每股成本

（元） 

B C     

1 流动资产 1,682.40 1,682.40  1,682.40 1,682.40  

2 非流动资产 20,086.63 24,476.48 21.85 24,476.48 24,449.16  

3 
其中：长期股权

投资 
20,002.00 

  

24,385.01 
   21.91 

       

24,385.01 
  24,357.70 

 

 

①  中证

报价

系统 

20,000.00  24,383.18  21.92       24,383.18 24,355.87 1.2 

 
    ② 其它投

资 
2.00 

1.83 -0.09 1.83 1.83  

4     固定资产 29.78 36.61 22.93 36.61 36.61  

5    其中：设备 29.78 36.61 22.93 36.61 36.61  

6    无形资产 4.80 4.80  4.80 4.80  

7 
  长期待摊费

用 
50.05 50.05 

 
50.05 50.05  

8 资产总计 21,769.03 26,158.88 20.17 26,158.88 26,131.56  

9 流动负债 20,131.56 20,131.56 - 24,131.56 24,131.56  

1

0 
非流动负债 - -  -   

1

1 
负债总计 20,131.56 20,131.56 - 24,131.56 24,131.56  

1

2 

净资产（所有

者权益） 
1,637.47 6,027.32 268.09 2,027.32 2,000.00 

 

 

2016 年 8 月 3 日，合伙企业从招银国金直接购买中证报价 2 亿

股股权，交易定价取整为 24,000.00万元，折合每股价格 1.2 元，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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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伙企业收购招银国金时持有的中证报价股权的成本基本一致。作价

金额与 2284 号估值报告基本一致。合伙企业购买中证报价 2 亿股股

权的会计处理为：借：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24,000.00 万元，贷：银行

存款 24,000.00 万元。 

基于公司的上述定价方式，合伙企业收购招银国金时持有的中证

报价股权的成本 24,383.18 万元，与合伙企业 2016 年 8 月 3 日集团

内部交易确定的中证报价股权交易成本 24,000.00 万元的差异为

383.18 万元，仅为估值金额的 1.57%，由交易金额取整导致，不存在

重大差异。 

 ② 合伙企业以集团内部交易价格作为中证报价股权的转让成

本，作价金额与 2284 号估值报告基本一致，合伙企业全额支付了股

权转让款给招银国金，合伙企业将其作为中证报价股权的转让成本，

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第十八条可

供出售金融资产，是指初始确认时即被指定为可供出售的非衍生金融

资产，以及除下列各类资产以外的金融资产：（一）贷款和应收款项。

（二）持有至到期投资。（三）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

益的金融资产。第三十三条（二）在活跃市场中没有报价且其公允价

值不能可靠计量的权益工具投资，以及与该权益工具挂钩并须通过交

付该权益工具结算的衍生金融资产，应当按照成本计量的规定。在确

定成本的基础上确认投资收益符合会计准则的相关要求。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和《中华人

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有关规定，合伙企业以每一个合伙人为纳税

义务人。合伙企业合伙人是自然人的，缴纳个人所得税；合伙人是法

人和其他组织的，缴纳企业所得税。《税收征管法》第 36 条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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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或者外国企业在中国境内设立的从事生产、经营的机构、场所与

其关联企业之间的业务往来，应当按照独立企业之间的业务往来收取

或者支付价款、费用；不按照独立企业之间的业务往来收取或者支付

价款、费用，而减少其应纳税的收入或者所得额的，税务机关有权进

行合理调整。本次合伙企业购买招银国金中证报价股权的交易价格与

2284 号估值报告结果一致的，并且已经按照独立企业之间的业务往

来收取或者支付价款、费用，无潜在税收风险。 

会计师的意见： 

①2016 年 6 月 17 日，合伙企业购买招银国金 95%股权，其中招

银国金持有中证报价 2.65%股权，计 2 亿股，折合每股价格 1.2 元。

依据中联资产评估集团公司出具的《深圳招银国金投资有限公司拟转

让其所持有的中证机构间报价系统股份有限公司股权项目估值报告

（中联评估字[2016]第 2284 号）》（以下简称“2284 号估值报告”），

招银国金持有的中证机构间报价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2.65%股权的估值

结果为 243,831,827.34 元，折合每股价格约 1.2 元。 

2016 年 8 月 3 日，合伙企业从招银国金直接购买中证报价 2 亿

股股权，交易定价为每股价格 1.2 元，与 2284号估值报告结果一致，

与合伙企业收购招银国金时持有的中证报价股权的成本一致。 

基于公司的上述定价方式，合伙企业收购招银国金时持有的中证

报价股权的成本，与合伙企业 2016 年 8 月 3 日集团内部交易确定的

中证报价股权交易成本不存在差异。 

②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第三

十二条，在活跃市场中没有报价且其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的权益工

具投资，以及与该权益工具挂钩并须通过交付该权益工具结算的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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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资产，应当按照成本计量。2016 年 8 月 3 日，合伙企业根据 2284

号估值报告，确定中证报价股权的转让价格为每股 1.2 元，并且全额

支付了股权转让款给招银国金。合伙企业将其作为中证报价股权的取

得成本并以此为基础确认投资收益的依据，符合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和《中华人

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有关规定，合伙企业以每一个合伙人为纳税

义务人。合伙企业合伙人是自然人的，缴纳个人所得税；合伙人是法

人和其他组织的，缴纳企业所得税。《税收征管法》第 36 条规定，

企业或者外国企业在中国境内设立的从事生产、经营的机构、场所与

其关联企业之间的业务往来，应当按照独立企业之间的业务往来收取

或者支付价款、费用；不按照独立企业之间的业务往来收取或者支付

价款、费用，而减少其应纳税的收入或者所得额的，税务机关有权进

行合理调整。本次合伙企业购买招银国金中证报价股权的交易价格与

2284 号估值报告结果一致，并且已经按照独立企业之间的业务往来

收取或者支付价款、费用，无潜在税收风险。 

 

2．你公司 2016 年冶金行业营业收入增长 13.71%，营业成本下

降 13.18%，毛利率由-14.92%升至 12.25%，同比增加 27.17%。医疗

管理服务行业营业成本为 0。请你公司： 

（1）结合主要产品成本结构、已采取的控制成本措施等，详细

说明冶金行业营业成本同比大幅下降的主要原因； 

回复： 

2016 年，我公司对生产过程中所耗费的材料、费用成本继续实

施控制，改进生产工艺，节约材料消耗，降低产品生产成本。一、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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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精确原材料的配比度、改进生产工艺、提高成材率、降低制造费用，

来降低生产成本；二、本年镍的采购价格平均为 7.75 万元/吨，比上

年的 9.3 万元/吨降低了 16.63%，使得生产成本降低；三、本年通过

错峰用电节约电力成本，电费的平均单价是 0.71 元/度，比上年的

0.89 元/度降低了 19.72%；四、本年产品产量为 359.67 吨，比上年

的 326.71 吨增加了 10.09%，使得折旧等固定成本被摊薄，单位成本

降低。 

主要产品的情况如下：a、铜芯复合电极，2016 年全年销售铜芯

复合电极 52 吨，单位生产成本由 2015 年的 106.81 元/公斤下降到

91.13 元/公斤，其中：原材料的单位成本由 77.19 元降至 70.50元，

动力费用的单位成本由 9.03 元降至 6.48 元，制造费用的单位成本由

15.01 元降至 9.83 元，成材率由 66.82%升至 79.53%；b、镍合金扁

线，2016 年全年销售镍线 47 吨，单位生产成本由 2015 年的 125.03

元/公斤下降到 94.31 元/公斤，其中：原材料的单位成本由 91.01 元

降至 70.47 元，动力费用的单位成本由 9.67 元降至 7.63 元，制造费

用的单位成本由 18.75元降至 11.27元，成材率由 63.57%升至 72.10%；

c、镍铁焊条线，2016 年全年销售镍铁焊条线 34 吨，单位生产成本

由 2015 年的 75.84 元/公斤下降到 60.30 元/公斤，其中：原材料的

单位成本由 59.73 元降至 48.15 元，动力费用的单位成本由 4.55 元

降至 3.75 元，制造费用的单位成本由 8.99 元降至 6.00 元，成材率

基本持平；d、镍铜焊条线，2016 年全年销售镍线 11 吨，单位生产

成本由 2015 年的 98.34 元/公斤下降到 82.00 元/公斤，其中：原材

料的单位成本由 86.95元降至 64.68元，动力费用的单位成本由 4.41

元升至 4.44 元，基本持平；制造费用的单位成本由 4.89 元升至 5.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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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成材率由 70.36%升至 79.84%；f、镍线，2016 年全年销售镍线

10 吨，单位生产成本由 2015 年的 129.10 元/公斤下降到 91.94 元/

公斤，其中：原材料的单位成本由 91.72 元降至 69.18元，动力费用

的单位成本由 9.06 元降至 7.10 元，制造费用的单位成本由 23.81 元

降至 11.10 元，成材率由 76.68%升至 76.72%。 

（2）结合主要产品价格变动、同行业可比公司情况及行业平均

毛利率水平等，分析你公司冶金行业主要产品毛利率大幅增长的原因

及合理性； 

回复： 

我公司主要产品为镍合金产品，本年镍合金产品平均销售价格为

12.11 万元/吨，比上年的 11.72 万元/吨提高了 3%。镍合金产品的毛

利率受原材料价格波动、生产加工环节的成本控制、产品结构等因素

影响较大，同行业上市公司的毛利率区间较大。根据吉林吉恩镍业股

份有限公司（600432）公开披露的 2016 年年度报告，其镍产品毛利

率为 2.54%，比上年增加 18.08 个百分点；根据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

（002340）公开披露的 2016 年年度报告，其镍产品毛利率为 18.14%

比上年增加 0.20 个百分点。 

同行业非上市公司较多，大多数是以单一产品为主，像我公司这

样拥有全套加工技术和流程的企业较少，企业之间合作比较多，可比

性不大。同行业的非上市公司有：江苏新华合金，主要以精密合金、

电热合金、高温合金为主，毛利率 18%左右；2.江苏丹阳精密合金主

要以高温合金和特种镍合金焊材为主，毛利率 20%左右；3.江苏华鑫

合金主要已测温材料和电阻电热材料为主，毛利率 22%左右。 

2015 我公司冶金行业毛利率为负数，主要原因是是 2015 年镍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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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价格持续下跌，公司使用的镍原料是历史上较高价格采购的，且使

用加权平均法进行核算，账面成本较高。本年我公司通过多种措施降

低了产品生产成本（详见该问题第（1）问回复）、加大高毛利率产

品销售力度、产品销售价格略有提高，导致毛利率上升。 

综上，与同行业毛利率变动情况及毛利水平相比，在我公司全力

控制生产成本、调整产品结构、提高产品售价的情况下，2016 年度

冶金行业毛利率较 2015 年度大幅增长是合理的。 

（3）说明 2016 年冶金行业加工业务开展的具体情况，并补充披

露相关收入确认会计政策； 

回复： 

我公司的全资子公司-辽宁菁星合金材料有限公司通过了

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具有真空熔炼、开坯、轧制、拉拔、热

处理、机械加工等现代化生产线，形成了年产千吨镍基合金材料的生

产能力。2016 年，我公司在生产能力足够的情况下，积极寻找业务

增长点，加速开展了对外加工业务。承揽的加工业务主要是合金类线

材、棒材的半成品再加工，客户交付我公司半成品毛坯料，我公司依

据客户要求，对毛坯料进行开坯、轧制、拉拔等，生产出符合客户要

求的产成品。 

加工费的收费标准是结合我公司的生产情况、加工成本，参考市

场加工价格，不同品类的单价不同，按照品类单价和重量进行收费。 

我公司 2016 年实现加工费收入 350 万元；加工量 201 吨，其中，

加工线材类 138 吨，加工棒材类 63 吨。 

加工费对应的成本有车间耗用的辅助材料（如模具、坩埚）、动

力费用（水、电）、人工费用、固定资产折旧及取暖费等制造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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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依据各车间的产量，按加工的产成品占用的整体完工产品的产量，

按比例分配并确认了相关的加工成本 69 万元。 

依据《企业会计准则》第三章提供劳务收入第十条企业在资产负

债表日提供劳务交易的结果能够可靠估计的，应当采用完工百分比法

确认提供劳务收入。完工百分比法，是指按照提供劳务交易的完工进

度确认收入与费用的方法。第十一条提供劳务交易的结果能够可靠估

计，是指同时满足下列条件：（一）收入的金额能够可靠地计量；（二）

相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企业；（三）交易的完工进度能够可靠地

确定；（四）交易中已发生和将发生的成本能够可靠地计量。第十二

条企业确定提供劳务交易的完工进度，可以选用下列方法：（一）已

完工作的测量。（二）已经提供的劳务占应提供劳务总量的比例。（三）

已经发生的成本占估计总成本的比例。第十三条企业应当按照从接受

劳务方已收或应收的合同或协议价款确定提供劳务收入总额，但已收

或应收的合同或协议价款不公允的除外。企业应当在资产负债表日按

照提供劳务收入总额乘以完工进度,扣除以前会计期间累计已确认提

供劳务收入后的金额，确认当期提供劳务收入；同时，按照提供劳务

估计总成本乘以完工进度扣除以前会计期间累计已确认劳务成本后

的金额，结转当期劳务成本。第十四条企业在资产负债表日提供劳务

交易结果不能够可靠估计的，应当分别下列情况处理：（一）已经发

生的劳务成本预计能够得到补偿的，按照已经发生的劳务成本金额确

认提供劳务收入，并按相同金额结转劳务成本。（二）已经发生的劳

务成本预计不能够得到补偿的，应当将已经发生的劳务成本计入当期

损益，不确认提供劳务收入。 

（4）说明未确认医疗管理服务行业营业成本的依据及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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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我公司医疗管理服务行业 2016 年度提供的是咨询服务，主要支

出为业务咨询人员的工资、差旅费支出，该部分支出计入管理费用。

咨询人员的工资未列入成本是由于安徽鼎世医疗管理有限公司是新

成立的，人员较少，咨询人员同时为公司管理人员，主要担任公司管

理职责，用于管理的工时、开支与用于咨询业务的工时、开支很难区

分开来，公司认为将其工资和差旅费用列入管理费用更为恰当。 

3．你公司自 2004 年以来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持续为负数。请结合公司目前的经营环境、现金流量状况

等因素，量化分析对公司债、银行贷款等负债的偿债能力和你公司可

持续经营能力的影响，以及拟采取的未来应对计划。 

回复： 

经营环境方面：在 2016 年之前，公司之子公司主要从事镍基合

金材料的制造及销售业务，主要产品有 K-500、718、R405 等高强度

耐蚀材料和焊接材料、电真空材料、电阻电热材料、火花塞电极材料、

测温材料。镍基合金材料的制造及销售业务所属行业为制造业下的有

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为传统制造业。整个行业受经济周期波动

以及下游需求影响较大，目前受宏观经济与公司所在传统行业低迷等

因素影响公司经营情况较不乐观。但 2016 年我公司合金材料收入实

现 4,837 万元，比 2015 年 4,482 万元收入有所增加，并增加了加工

费收入；2017 年 1 季度，合金材料收入 998 万元相较 2016 年 1 季度

757 万元的收入，同比增长 31.83%，传统主业持续向好。 

2016 年度，公司开拓了医疗服务领域和市政服务类 PPP 项目业

务。公司子公司鼎世医疗主要从事医疗机构管理咨询，属于医疗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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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相对于其他行业，医疗服务行业具有较强的抗经济周期波动，

较稳健的财务表现。我国医疗服务行业政策红利不断释放，自 2009

年 4 月国务院出台《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后，国家在

改革医药卫生体制、引导社会资本投入、指导公立医院改革和促进健

康服务业发展等各领域出台了多项细则，医师多点执业、放开非公医

疗机构定价、放宽医保定点、税收等细则正不断鼓励着民营医疗机构

的发展。国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口老龄化趋势、城镇化率不断

提升从需求端推动医疗行业增长；卫生体制尚未市场化，市场供给存

在较大缺口；作为全球第一人口大国，医疗支出占 GDP 比重远低于发

达国家水平，我国医疗服务行业发展空间巨大。鼎世医疗是公司在报

告期内新设立的公司，是公司在医疗服务行业开拓的初步成果，2016

年度医疗管理服务行业实现咨询费收入 320 万元。 

公司子公司成都新承邦主要通过与政府合作的 PPP 模式开展公

路工程、桥梁工程、市政公用工程、园林绿化工程等市政服务类项目。

PPP 模式是近年来国家重点鼓励和支持的投融资模式，党的十八届三

中全会明确提出“允许社会资本通过特许经营等方式参与城市基础

设施投资和运营”，推广运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是国家确定的

重大经济改革任务。2014 年以来各级政府部门密集出台了一系列鼓

励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的政策。受益于国家政策的大力支持、城

镇化进程的加快，市政服务类 PPP 项目有着广阔的发展空间。成都新

承邦是公司 2015 年收购的子公司，目前已与达州市政府开展了达州

市马踏洞片区道路、跨铁路大桥等工程 PPP 项目，开启了公司开展市

政服务类 PPP 项目的大门，是公司在该业务领域拓展的初步成果。 

未来，公司将坚持“继续做好主业，推进产业转型”的发展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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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扩展在医疗服务领域和市政服务类 PPP 项目业务规模，争取尽早

实现战略转型，从根本上改善公司的经营状况，提升公司资产质量，

增强公司持续盈利能力。 

现金流量方面：我公司 2016 年发行非公开公司债券募集 6.98 亿

元， 2017 年 3 月 31 日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63,846 万元,足

够满足公司经营性支出；依据《达州市马踏洞片区道路、跨铁路大桥

等工程 PPP 项目投资合作协议》，2017 年根据 PPP 项目投资协议我

公司子公司达州合展实业有限公司有权利向达州发展（控股）有限责

任公司收取 13,650 万元服务费，并连续收取 10 年，详见公司于 2016

年 4 月 19 日披露的《关于全资子公司签订 PPP 项目投资合作协议的

公告》（公告编号：2016-020）。 

公司债每年付息 5,250 万元，日元银行贷款（详细情况请见年报

财务报告附注）由于汇率波动影响每年还款额约 200 万元，每年付息

总额约 5,450 万元。公司未来将通过开拓市场增加收入、加大收款力

度、严格控制各项开支、使用票据付款减少现金流出等方式促使形成

经营性现金净流入，并通过资本运作优化资本结构，以现在的现金状

况以及未来预期的现金流入，不会影响公司的偿债能力和可持续经营

能力。 

4．你公司 2004 年至今未进行分红，请你公司说明未分红的原因，

是否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公司

章程和股东回报规划等相关规定，并明确你公司拟采取的加强落实分

红制度的相关措施。 

回复：我公司 2004 年至今未进行分红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

第 3 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公司章程和股东回报规划等相关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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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根据《公司章程》、《未来三年（2015 年-2017 年）股东回报规

划》等的有关规定，公司实施现金分红应满足年度实现的净利润在弥

补公司累计亏损、提取公积金后的可分配利润为正值。公司 2004 至

2016年度未分配利润均为负数，截至 2016年末未分配利润为-31,594

万元，不具备利润分配条件，故公司未进行分红，符合《上市公司监

管指引第 3 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公司章程和股东回报规划等

相关规定。2004 年至 2016 年期间公司未分配利润变动情况见下图： 

 

受宏观经济与公司所在传统行业低迷等因素影响，公司经营情况

较不乐观，致使目前仍未达到《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上市公

司现金分红》、《公司章程》和《未来三年（2015 年-2017 年）股东

回报规划》等规定的分红条件。为保证公司的持续发展、逐步落实利

润分配的必备条件，公司将在努力改善现有主业盈利情况的同时，积

极推进公司战略转型，从根本上改善公司的经营状况，提升公司资产

质量，增强公司持续盈利能力，促使未分配利润余额逐步实现由负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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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尽早满足分红条件，对股东进行分红。 

5．请核查说明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与营业收入、相

关往来科目变化，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

金净额与营业外收入/支出、相关资产和往来科目的勾稽关系。 

回复： 

（1）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40,495,804.63 元）=营

业收入（52,007,023.00 元）+销项税（7,795,017.58元）+应收票据

减少（减增加）（-14,875,634.66 元）+应收账款减少（减增加）

（-4,477,850.63 元）+预收账款增加（见减少）（47,249.34 元）。 

此处，应收票据的现金流量影响主要考虑了票据背书转让的情况，

与报表上应收票据期初期末的变化金额有差异，勾稽关系如下： 

应收票据减少（减增加） =期初-期末 -背书转让的金额 = 

2,110,000.00 元 - 3,006,966.00 元  -13,978,668.66 元 = 

-14,875,634.66 元 

应收账款的现金流量影响主要是考虑了坏账准备和应收账款抵

账的情况，与报表上应收账款期初期末的变化金额有差异，具体勾稽

关系如下： 

应收账款减少（减增加）=期初-期末-资产减值损失（坏账准备）

- 应 收 账 款 抵 账 =20,054,338.44 元  -20,132,053.19 元

-1,613,568.76 元-2,786,567.12 元= -4,477,850.63 元 

（2）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

为 80,000 元=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净值

120,635.44 元+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税费

4,371.89 元-营业外支出（固定资产处置损失）61,780.51 元+营业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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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固定资产处置利得）16,773.18 元。 

6．你公司将 2016年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收到金额中的 6.6亿转

入监管行内部监管账户并作为“其他流动资产”核算，同时将相关现

金流变动视为“支付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请说明上述会

计处理的依据，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规定；你公司 2016 年期末现

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为 77,090,865.36 元，与 2017 年一季报期初现金

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737,090,865.36 元的差异为 6.6 亿元。请核查并说

明数据差异产生的原因并更正相应财务报表数据；请说明你公司非公

开发行公司债券 2016 年利息及其资本化、费用化金额，并结合借款

利息资本化条件，分析将债券利息计入在建工程是否符合利息资本化

规定，以及利息资本化金额的准确性。 

回复： 

（1）2016 年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收到金额中的 6.6 亿元转入监

管行内部监管账户，该项业务监管行按固定利率支付利息，到期日未

明确、可转换为现金的金额不固定，因此不属于现金等价物，但预计

不会超过 1 年，故其收益和本金收支按“投资”处理，依据《企业会

计准则 30 号—财务报表列报》第 17 条资产满足下列条件之一的，应

当归类为流动资产：（三） 预计在资产负债表日起一年内变现的规

定，本公司将其作为“其他流动资产”在报表列示。依据《企业会计

准则 31 号—现金流量表》第四章投资活动现金流量第 12 条规定投资

活动，是指企业长期资产的购建和不包括在现金等价物范围的投资及

其处置活动，本公司将相关现金流量列报为投资活动现金流量。上述

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规定。 

（2）2017 年一季报中，由于财务人员失误，将期初现金余额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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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错误，期初包含了转入监管行内部账户的 6.6 亿元，一季度收款未

体现 6.6 亿元，6.6 亿元相应的利息 317,625.00 元记入了“收到其

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产生列报错误，应将期初现金余额扣减

6.6 亿元，本期收到的 6.6 亿元及相应利息 317,625.00 元记入“收

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另外，公司本期预付的 PPP 项目工

程款 77,967,205.50 元原记入了“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应记入“购买商品、接收劳务支付的现金”，具体更正原因见问题

11 的回复。一季报的合并现金流量表更正项目如下，详见 2017 年 5

月 17 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2017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更新后）

第四节财务报表一、财务报表 5、合并现金流量表： 

 

2017 年第一季度现金流量表更正情况 

项   目 
本期金额（更正

前） 
更正金额 

本期金额（更正

后）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930,258.54  -317,625.00  612,633.54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9,887,611.59  -317,625.00  9,569,986.59 

购买商品、接收劳务支付的现金 5,026,721.41  77,967,205.50  82,993,926.91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29,659,480.42  77,967,205.50  107,626,685.9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9,771,868.83  -78,284,830.50  -98,056,699.33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  660,317,625.00  660,317,625.00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67,000.00  660,317,625.00  660,384,625.00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77,967,205.50  -77,967,205.50  -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77,971,814.50  -77,967,205.50  4,609.0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7,904,814.50  738,284,830.50  660,380,016.00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98,630,074.13  660,000,000.00  561,369,925.87 

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737,090,865.36 -660,000,000.00  77,090,865.36 

由于上述现金流量更正导致的一季报其他项目更正如下：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中“经营活

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的更正情况如下：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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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正前） （更正后） 上年同期 (更正前） （更正后）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元） 
-19,771,868.83 -98,056,699.33  -7,597,856.80 160.23% 1,190.58%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

的情况及原因更正情况如下： 

更正前：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 

购建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和其他

长期资产所支付

的现金 

 4,609.00   713,664.94  -99.35% 

上期主要是达州合展开始运

营购置固定资产，本期固定

资产投入较少。 

支付其他与投资

活动有关的现金 
 77,967,205.50    

本期支付 PPP项目工程款

项。 

投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77,904,814.50   -713,664.94  10816.16% 由投资活动综合因素所致。 

现金及现金等价

物净增加额 
-98,630,074.13   -9,234,344.74  968.08% 以上综合因素所致。 

更正后：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 

收到其他与经营

活动有关的现金 
 612,633.54   1,009,680.04  -39.32% 

上期子公司合金材料收回

前期应收款所致。 

购买商品、接收

劳务支付的现金 
 82,993,926.91   6,047,588.16  1272.35% 

本期预付 PPP项目工程款项

所致。 

经营活动现金流

出小计 
107,626,685.92   17,793,624.93  504.86% 

由经营活动现金支出项目

综合因素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98,056,699.33   -7,597,856.80  1190.58% 由经营活动综合因素所致 

购建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和其他

长期资产所支付

的现金 

 4,609.00   713,664.94  -99.35% 

上期主要是达州合展开始

运营购置固定资产，本期固

定资产投入较少。 

收到其他与投资

活动有关的现金 
660,317,625.00    

本期监管行将非公开发行

债券募集资金 6.6亿元由银

行内部监管户转回至公司

账户导致。 

投资活动现金流

入小计 
660,384,625.00    

本期监管行将非公开发行

债券募集资金 6.6亿元由银

行内部监管户转回至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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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户导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660,380,016.00   -713,664.94  -92633.62% 

本期监管行将非公开发行

债券募集资金 6.6亿元由银

行内部监管户转回至公司

账户导致。 

现金及现金等价

物净增加额 
561,369,925.87   -9,234,344.74  -6179.15% 以上综合因素所致。 

期初现金及现金

等价物余额 
 77,090,865.36   42,738,102.32  80.38% 

2016 年收到了千鹰展翼壹

号合伙企业分红款 5827 万

元所致 

 

（3）本公司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2016 年利息为 15,965,753.43

元，其中：费用化利息 1,726,027.40元，资本化金额为 14,239,726.03

元。 

费用化金额 1,726,027.40 元是募集资金于 2016 年 9 月 12 日划

入合金投资账户，合金投资于 2016 年 9 月 23 日支付给项目公司达州

合展，此期间 12 天的利息由于尚未划转给项目公司，不符合资本化

条件，所以计入利息费用。 

资本化金额为 14,239,726.03 元，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7 号

—借款费用》第五条规定，债券利息资本化的条件为：①资产支出已

经发生；②借款费用已经发生；③购建活动开始。本公司已满足以上

三个条件，分别对应为：①已发生勘探费 94,000.00 元以及预付工程

款 43,992,333.36 元；②为发行债券已支付相关发债费用 140 万元；

③已针对 PPP 项目中达州合展金南大道西延线二期工程实施勘探活

动。因此符合利息资本化规定。 

依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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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公司达州合展实业有限公司将该笔资金全部用于 PPP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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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协议规定借款年利息为 14,239,726.03 元，利息资本化金额准确

无误。 

7．你公司 2016年以现金 9万元处置北京合金鼎世贸易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合金鼎世”）100%股权，并认定于 2016 年 11 月 30 日

丧失控制权。请核查丧失控制权时点的确定依据是否准确、充分；请

结合合金鼎世 2016 年 8 月底主要财务数据、2016 年 9 月-11 月的损

益情况等，说明转让合金鼎世 100%股权产生的投资收益的具体计算

过程。 

回复： 

2016 年 11 月 30 日与受让方签订股权转让合同，根据股权协议

第六条规定，股权款支付完成后，新股东即取得合金鼎世的股东资格，

以出资比例享有股东权利、履行股东义务。我公司于 2016 年 11 月

30 日收到转让价款 9 万元；已于 2016 年 11 月 30 日进行了公司资料

的交接，自交付之日起，公司各项经营管理、财务决策均交由新股东

负责；2016 年 12 月 21 日完成了股东、董监高等工商信息变更，故

认定 2016 年 11 月 30 日为丧失控制权时点是准确、充分的。 

年报中，丧失控制权时点的确定依据由于笔误写成了“收到处置

价款，在 2012 年 12 月进行了工商股东变更”,应更正为“收到处置

价款，在 2016 年 12 月进行了工商股东变更”，详见 2017 年 5 月 17

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2016 年年度报告全文》（更新后）第十一

节财务报告八、合并范围的变更 1、处置子公司情况。 

2016 年 8 月 31 日合金鼎世未分配利润-1,677 万元，净利润

-1,042 万元，净资产-677 万元； 2016 年 11 月 30 日合金鼎世未分

配利润-2042 万元，净利润-1,407 万元，净资产为 -1,043 万元。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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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33 号—合并财务报表》第 51 条规定，处置价款

与处置投资对应的合并报表层面享有该子公司净资产份额的差额为

处置子公司产生的投资收益。转让合金鼎世 100%股权投资收益具体

计算方法是：处置价款 9 万元与处置投资对应的合并报表层面享有该

子公司净资产-1,043 万元的差额，即 1,052 万元。 

8．请核实“非主营业务分析”中部分项目“占利润总额比例”

和“形成原因说明”、以及“主要现金流量项目对比表”中部分项目

变动原因的解释说明是否与实际情况相符。若不相符的，请进行补充

更正。 

回复： 

“非主营业务分析”中部分项目“占利润总额比例”和“形成原

因说明”中形成原因之前描述的是与上年的差异原因，需要更正的科

目如下，详见 2017 年 5 月 17 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2016 年年度

报告全文》（更新后）第四节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三、非主营业务分

析： 

 金额 
占利润总

额比例 
形成原因说明（更正前） 形成原因说明（更正后） 

资产减值 
1,809,842.2

3 
6.06% 

随着产品出库，前期计提

存货跌价准备冲回 138万 

本年确认坏账准备 153万

元，存货跌价准备 27 万元 

营业外收入 848,776.69 2.84% 
2015 年核销应收账款 77

万所致 

本年获得房产及土地使用

税减免 51 万元，确认政府

补助 26 万元 

营业外支出 69,549.38 0.23% 
2015 年处置固定资产 277

万所致 

本年处置固定资产产生损

失 6 万元 

“主要现金流量项目对比表”中部分项目变动原因解释说明有误，

更正情况如下，详见 2017 年 5 月 17 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2016

年年度报告全文》（更新后）第四节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二、主营业

务分析 5、现金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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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现金流量项目对比表 

项目 2016 年 2015 年 增减比例 说明（更正前） 说明（更正后） 

支付其他与

经营活动有

关的现金 

 16,689,998.16   21,190,949.37  -21.24% 

本年非公开发行债

券金额 6.6 亿转入

监管行内部监管账

户导致。 

本年优化了付

款管理，减少了

部分销售、管理

费用开支的付

现金额支出。 

支付其他与

投资活动有

关的现金 

 660,187,546.93   24,430,654.50  2602.29% 

2015 年处置子公司

大连利迈克、联营企

业大连三益联营企

业等导致，本年无此

情况。 

本年非公开发

行债券金额 6.6

亿转入监管行

内部监管账户

导致。 

9．请核实“资产减值损失-坏账损失”2016 年发生额是否与应收

账款和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 2016 年计提和转回数据保持一致。若存

在差异，请说明具体原因；请说明“存货-在产品”计提的存货跌价

准备 2016 年未发生变动的主要原因及合理性。 

回复:应收账款坏账准备本期增加 1,712,250.41 元，本期减少

98,681.65 元,其中：转回 98,681.65 元；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本期

增加 3,283.07 元，本期减少 195,248.37 元，其中：转回 81,771.20

元，转销 113,477.17 元。“资产减值损失-坏账损失”2016 年发生

额 1,535,080.63元与应收账款和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 2016年计提和

转回数据保持一致。 

年报中，由于财务人员疏忽，将本期计提坏账准备金额写成了

3,285.07 元,应更正为 3,283.07 元；将本期转销的其他应收款金额

113,477.17 元与本期转回坏账准备金额 81,771.20 元合在一起列示

为本期收回或转回坏账准备金额 195,248.37元，更正如下，详见 2017

年 5 月 17 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2016 年年度报告全文》（更新后）

第十一节 财务报告七、合并财务报表项目注释 5、其他应收款情况。 

更正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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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期计提、收回或转回的坏账准备情况 

本期计提坏账准备金额 3,285.07 元；本期收回或转回坏账准备

金额 195,248.37 元。 

（3）本期实际核销的其他应收款情况 
单位： 元 

项目 核销金额 

  

更正后： 

（2）本期计提、收回或转回的坏账准备情况 

本期计提坏账准备金额 3,283.07 元；本期收回或转回坏账准备

金额 81,771.20 元。 

（3）本期实际核销的其他应收款情况 
单位： 元 

项目 核销金额 

核销的其他应收款 113,477.17 

“存货-在产品”的存货跌价测试是将在产品成本与年末可变现

净值进行比较，若是在产品可变现净值低于成本，则计提存货跌价准

备，计入当期损益；若是在产品可变现净值低高于成本，则不计提存

货跌价准备。在产品的可变现净值，是将产成品的售价减去至完工时

估计将要发生的成本、估计的销售费用以及相关税费后的金额。2016

年末经测试“存货-在产品”减值 207.45 万元，与 2015 年的“存货-

在产品”存货跌价准备 207.61 万元差异较小，2016 年不再进行转回

处理，所以 2016 年的存货跌价准备未发生变动。 

10．2016 年你公司将部分自用房产对外出租，请补充说明出租

业务对应的收入、成本及利润情况。 

回复：2016 年，我公司实现房屋出租收入 42.86 万元，出租成

本 8.92 万元，实现利润 33.94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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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请说明 2016 年预付达州合展实业有限公司 PPP 项目款项的

性质及主要内容，将其作为“其他非流动资产”核算并列示为“购买

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的依据及合理性，是否与 2017 年一季

报“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中注明的“PPP 项目工程款项”

的相关会计处理保持一致。 

回复：2016 年达州合展预付款项的性质和内容如下： 

单位名称 金额 主要内容 性质 

成都广恒兴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22,306,361.80 设计费 劳务费用 

四川长华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12,722,332.11 监理费和项目管理费 劳务费用 

四川德旭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1,123,321.00 造价咨询费 劳务费用 

成都长衡工程勘察有限公司 7,007,379.45 勘察费 劳务费用 

四川长志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832,939.00 代理服务费 劳务费用 

合计 43,992,333.36   

达州合展实业有限公司是依据《达州市马踏片区道路、跨铁路大

桥等工程 PPP 项目投资协议》成立的项目公司，预付工程款属于主营

业务范围内的日常经营支出，应当列入“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

现金”。2017 年一季报将 2017 年新发生的预付款项 77,967,205.50

元列报在“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应该更正到“购买商

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一季报详细更正情况见问题 6 回复。 

 根据《达州市马踏片区道路、跨铁路大桥等工程 PPP 项目投资

协议》的规定，项目合作期限为 10 年，其中：建设期 3 年、运营期

7 年，项目建成后全部移交政府部门。根据《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2

号》五、（二）2．项目公司未提供实际建造服务，将基础设施建造

发包给其他方的，不应确认建造服务收入，应当按照建造过程中支付

的工程价款等考虑合同规定，分别确认为金融资产或无形资产。达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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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展实业有限公司 PPP 项目在建设期，成本先归集于在建工程，按协

议规定，工程预算需经财政部门评审，评审后再转入无形资产。因此，

预付达州合展实业有限公司 PPP 项目款项应在“其他非流动资产”核

算，期末预付账款应重分类到其他非流动资产。 

 

特此答复。 

 

 

沈阳合金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 年 5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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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复：
	公司独立董事的意见：
	评估师的意见：

	（3）请结合问题（2）说明合伙企业收购招银国金时持有的中证报价股权的成本，是否与合伙企业2016年8月3日集团内部交易确定的中证报价股权交易成本存在重大差异，合伙企业以集团内部交易价格作为中证报价股权的转让成本并以此为基础确认投资收益的依据，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规定，是否可能存在潜在税收风险。请会计师核查并出具专项意见。
	回复：
	会计师的意见：


	2．你公司2016年冶金行业营业收入增长13.71%，营业成本下降13.18%，毛利率由-14.92%升至12.25%，同比增加27.17%。医疗管理服务行业营业成本为0。请你公司：
	（1）结合主要产品成本结构、已采取的控制成本措施等，详细说明冶金行业营业成本同比大幅下降的主要原因；
	（2）结合主要产品价格变动、同行业可比公司情况及行业平均毛利率水平等，分析你公司冶金行业主要产品毛利率大幅增长的原因及合理性；
	（3）说明2016年冶金行业加工业务开展的具体情况，并补充披露相关收入确认会计政策；
	（4）说明未确认医疗管理服务行业营业成本的依据及合理性。

	3．你公司自2004年以来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持续为负数。请结合公司目前的经营环境、现金流量状况等因素，量化分析对公司债、银行贷款等负债的偿债能力和你公司可持续经营能力的影响，以及拟采取的未来应对计划。
	4．你公司2004年至今未进行分红，请你公司说明未分红的原因，是否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3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公司章程和股东回报规划等相关规定，并明确你公司拟采取的加强落实分红制度的相关措施。
	5． 请核查说明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与营业收入、相关往来科目变化，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与营业外收入/支出、相关资产和往来科目的勾稽关系。
	6． 你公司将2016年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收到金额中的6.6亿转入监管行内部监管账户并作为“其他流动资产”核算，同时将相关现金流变动视为“支付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请说明上述会计处理的依据，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规定；你公司2016年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为77,090,865.36元，与2017年一季报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737,090,865.36元的差异为6.6亿元。请核查并说明数据差异产生的原因并更正相应财务报表数据；请说明你公司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2016年利息及其资本化、费用...
	7． 你公司2016年以现金9万元处置北京合金鼎世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金鼎世”）100%股权，并认定于2016年11月30日丧失控制权。请核查丧失控制权时点的确定依据是否准确、充分；请结合合金鼎世2016年8月底主要财务数据、2016年9月-11月的损益情况等，说明转让合金鼎世100%股权产生的投资收益的具体计算过程。
	8． 请核实“非主营业务分析”中部分项目“占利润总额比例”和“形成原因说明”、以及“主要现金流量项目对比表”中部分项目变动原因的解释说明是否与实际情况相符。若不相符的，请进行补充更正。
	9． 请核实“资产减值损失-坏账损失”2016年发生额是否与应收账款和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2016年计提和转回数据保持一致。若存在差异，请说明具体原因；请说明“存货-在产品”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2016年未发生变动的主要原因及合理性。
	10． 2016年你公司将部分自用房产对外出租，请补充说明出租业务对应的收入、成本及利润情况。
	11． 请说明2016年预付达州合展实业有限公司PPP项目款项的性质及主要内容，将其作为“其他非流动资产”核算并列示为“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的依据及合理性，是否与2017年一季报“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中注明的“PPP项目工程款项”的相关会计处理保持一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