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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上海证券交易所出具的上证公函 

【2015】0386 号所述事项的专项说明 

 

大信备字[2015]第 5-00011 号 

 

上海证券交易所： 

我们接受委托，审计了广西桂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14 年 12 月 31 

日合并及母公司资产负债表和 2014 年度合并及母公司利润表、股东权益表和现金流量表以及

财务报表附注，并于 2015 年 3 月 26 日出具了大信审字（2015）第 5-00106 标准无保留意见

审计报告。 

根据贵所对广西桂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度报告出具的上证公函【2015】0386 号

所述事项，现作如下说明： 

一、意见函中第二大点第 4项所述内容 

其他应收款回收风险大截至本报告期末，公司其他应收款余额共计约5.11亿元，其中有

4.31亿元其他应收款由预付款转入，包括预付广西南宁台协干商贸有限公司1.5亿元转其他应

收款、预付柳州正菱重型数控机床有限公司1.29亿元转入其他应收款、预付广州博材燃料有

限公司6,481万元转入其他应收款、预付柳州正菱集团有限公司5,700万元转入其他应收款、

以及预付广州生源能源发展有限公司3,000万元转入其他应收款。公司对上述期末单项金额重

大的其他应收款单项计提坏账准备金额分别为3,002万元、6,452万元、5,184万元、2,850万

元、900万元，计提比例分别为20%、50%、80%、50%、以及30%。请公司年审会计师就以上预

付账款转入其他应收款核算的原因以及减值测试的程序和坏账计提比例是否充分出具专项说

明。 

回复： 1、子公司钦州永盛石油化工有限公司将预付账款 4.31 亿元转入其他应收款核算

原因为：上述除预付广州生源能源发展有限公司为 2014 年 3 月发生，2014 年未发生交易外，

其他预付账款账期均超过一年以上，且 2014 年度本期未发生交易，实质已形成资金占用，根

据相关会计制度的规定故将该部分预付款转入其他应收款核算并按实际账龄计提了坏账准

备。 

2、其他应收款减值测试的程序和坏账计提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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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广西南宁台协干商贸有限公司： 

截止 2014 年 12 月 31 日，关于广西南宁台协干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西台协干公

司”）的应收账项，合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30,022,000.00 元。对于减值测试我们实施了以下

审计程序，并根据获取到的证据对坏账回收的可能性进行了分析。 

①我们获取到防城港市信润石化有限公司（信润石化）与被审计单位签订的编号为

1dzrdbhtr 的保证合同，根据该保证合同所载内容信润石化对南宁台协干及被审计单位共同

确定的下游客户广东国储能源化工投资有限公司（简称“广东国储”）的合同执行及由合同产

生的任何民事法律责任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②广西台协干公司与被审计单位自 2014 年 7 月份之后一直处于商谈业务继续开展，由于

铁矿石和煤炭行情不好，因此永盛公司未同意开展铁矿石业务。而 7 月份以后油价暴跌，石

油化工产品贸易形势日益恶劣，因此业务无法继续开展。2014 年 12 月，被审计单位向台协干

和信润石化分别发函《20141205 关于履行合同交货义务的催告函-致台协干》和《20141205

关于督促广西南宁台协干商贸有限公司履行交货义务并承担担保责任的函-致信润》。南宁台

协干签收了该函，信润石化未签收。随后，台协干出具了《贸易合作框架协议》，同意重新投

入 2000 万元人民币重新开展业务，同时同意协调广西大洋世纪能源集团有限公司股东以所持

该公司 50%的股份作质押担保（广西大洋世纪能源集团有限公司注册资金 5 亿元）。 

③根据广西台协干公司书面回复的访谈记录，广西台协干希望能与被审计单位继续合作，

同时也认可信润石化提供的担保有效。根据南宁台协干与信润石化两家公司 2014 年 12 月的

报表显示，南宁台协干总资产 2.52 亿元，净资产 3195 万元，2014 年全年收入 1.31 亿元，净

利润 443 万元；信润石化总资产 17.86 亿元，净资产 9.59 亿元,无形资产 7.74 亿元，在建工

程 9.66 亿元，目前为建设阶段，未开展经营活动，无利润表。根据两个公司的财务状况来看，

信润石化作为债务连带担保人有实力偿还债务。 

④我们从全国企业信用公示系统查询的担保方和南宁台协干的登记资料，同时也取得了盖

公司章的营业执照，以上资料显示公司均正常经营，担保方信润石化的实收资本为 2.5 亿元，

南宁台协干为 1000 万元。 

根据以上获得的信息，钦州永盛对南宁台协干公司债权进行了积极的追讨，制定了进一

步的偿还方案，南宁台协干也积极的在与被审计单位沟通，希望能继续与被审计单位合作，

并且连带担保人实力较强，我们判断该项债权回收的可能性较大，故基于谨慎性原则我们将

其从预付账款重分类其他应收款，并考虑相关追偿费用，按债权总额 20%进行计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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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柳州正菱集团及相关企业 

柳州正菱集团对被审计单位合同逾期不执行且其涉嫌非法集资导致公司无法正常经营，

故按个别认定法计提坏账（包括柳州正菱集团有限公司、柳州正菱重型数控机床有限公司、

桂林正菱机床制造有限责任公司、南昌市驰铃贸易有限责任公司、湖南湘桂和机械设备贸易

有限公司），截止 2014 年 12 月 31 日，关于柳州正菱集团有限公司及业务相关的应收账项，

合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126,865,000.00 元，明细情况如下： 

往来单位名称 金额（元） 

计提坏账金额

（计提比例 50%）

（元） 

形成原因 

柳州正菱重型数控

机床有限公司 
129,040,000.00 64,520,000.00 

1、2013 年 12 月 4 号钦州永盛按合同支付 8,004 万元

银行承兑票据,该公司一直未履行合同。 

2、由于正菱集团已被政府托管，公司通过柳州市政府

金融办对债权进行了确认，并取得了债权函证，由于

正菱集团不认可钦州永盛销售给湖南湘桂和机械设备

贸易有限公司的事项，只确认钦州永盛预付给柳州正

菱数控的 4900 万元，因此公司在收到债权确认函后冲

回了湖南湘桂和机械设备贸易有限公司的全部收入和

往来，同时增加预付柳州正菱数控 4900 万元。 

柳州正菱集团有限

公司 
57,000,000.00 28,500,000.00 

2013 年 11 月 26 号钦州永盛按合同支付 5,700 万元银

行承兑票据，一直未履行合同。 

桂林正菱机床制造

有限责任公司 
14,800,000.00 7,400,000.00 

2013年 12月 4号钦州永盛按合同支付1,480万元银行

承兑票据,一直未履行合同。 

南昌市驰铃贸易有

限责任公司 
52,890,000.00 26,445,000.00 

2013 年 12 月 30 号南昌市驰铃贸易有限责任公司开出

商业承兑汇票，到期后无法承兑。柳州正菱集团对此

合同提供了连带担保，经律师确认担保有效，故钦州

永盛可以同时向该公司主张债权。 

湖南湘桂和机械设

备贸易有限公司 
 

因现场走访取得其销售合同有部分机床是销售给钦州

永盛上游客户柳州正菱重型数控机床有限公司，不符

合确认收入的条件，故冲回此部分收。由于正菱集团

已被政府托管，公司通过柳州市政府金融办对债权进

行了确认，并取得了债权函证，由于正菱集团不认可

钦州永盛销售给湖南湘桂和机械设备贸易有限公司的

事项，只确认钦州永盛预付给柳州正菱数控的 4900 万

元，因此公司在收到债权确认函后冲回了湖南湘桂和

机械设备贸易有限公司的全部收入和往来，同时增加

预付柳州正菱数控 4900 万元。 

合计 253,730,000.00 126,865,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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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以上坏账计提我们实施了以下审计程序，并根据获取到的证据对坏账回收的可能性

进行了分析。 

① 社会公开信息 

通过查询公众媒体报道，我们发现在 2014 年 8 月 12 日网易财经新闻标题为《正菱集团

廖荣纳遭国际刑警通缉涉非法吸存 32 亿》一文中称：正菱集团董事局主席廖荣纳已被国际刑

警组织发红色通缉令全球通缉。2014 年 5 月 28 日，广西柳州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支队发出

《关于依法登记与柳州正菱集团有限公司发生集资关系情况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宣

布已依法对正菱集团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立案侦查。同时，正菱集团官网 2014 年 8 月

15 日公布信息称：为了配合自治区和柳州市党委政府和金融债权委员会全面推动正菱集团债

务危机化解工作，集团公司相应成立了“正菱集团危机化解委员会”，并设立了民间债务工作

小组、金融债务工作小组、财务资产工作小组、实体工业工作小组等六个专业工作小组；已

委托会计师事务所对正菱集团进行清产核资工作；公司生产经营正常进行。从以上信息可以

判断正菱集团已经发生严重财务困难，很可能倒闭或进行其他财务重组。 

② 律师调查报告 

公司代理律师根据获取的相关信息对柳州正菱集团债务危机相关情况及债权可回收性作

了分析，从目前情况看，政府已经成立债务化解小组进行清产核资，一般主要有两大类处置

结果：一是由政府主导，引进第三方投资者对债务企业进行重组，购买债务企业的核心资产

或股权，并代偿债务企业部分债务（原则上是与所受让资产直接相关的债务）；二是债务企业

或债权人向法院申请债务企业破产或重整，在司法程序的条件下，通过引进第三方投资者对

债务企业重组的方式，“盘活”企业，同时通过达成的重整计划，按一定比例清偿债务。如通

过这两种方式仍不能有效化解债务问题的，则可能导致债务企业破产清算。从这大类主要方

式来看，对债权人而言其债权均会被“打折”，即不会全额获得清偿（否则失去重组的意义，

也较难吸引第三方投资者）。关于在重组过程中债权“打折”的具体比例，根据不同企业的净

资产价值（对应债权清偿率）会有较大的不同，因此尚难以准确判断。根据以上信息，我们

判断上述债务回收的可能性存在很大不确定性，主要取决于正菱集团资产的情况和企业重组

的方式。 

③ 债权确认情况 

由于正菱集团已被政府托管，被审计单位通过柳州市政府金融办对债权进行了确认，并

取得了债权函证，确认金额为 253,730,000 元，由于正菱集团不认可钦州永盛销售给湖南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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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和机械设备贸易有限公司的事项，只确认钦州永盛预付给柳州正菱数控的 4900 万元，因此

被审计单位在收到债权确认函后冲回了湖南湘桂和机械设备贸易有限公司的全部收入和往

来，同时增加预付柳州正菱数控 4900 万元。 

根据律师走访、被审计单位派人催收情况及以上信息，我们判断被审计单位全额回收债

权存在重大不确定性，被审计单位通过沟通取得了祥浩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柳

州正菱集团有限公司清产核资专项审计汇总报告祥浩会事财字（2014）第 212 号定稿（由于

柳州正菱正在进行资产核资工作，尚未公开相关信息，故无法取得柳州正菱盖公章的清算报

告），根据清算报告中列示的正菱集团相关资产与负债情况，我们对可回收的金额进行了估算，

并根据谨慎性原则按债权总额的 50%计提坏账准备。 

（3）广州博材燃料有限公司 

广州博材燃料有限公司对钦州永盛合同逾期不执行且其已未正常经营，财务发生严重困

难，故按个别认定法计提坏账，截止 2014 年 12 月 31 日，关于广州博材燃料有限公司及业务

相关的应收账项，合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148,368,299.20 元（包含已计提的 6,032,500 元），

明细情况如下： 

往来单位名称 金额（元）  
计提坏账金额（计

提比例 80%）（元）
形成原因 

广州博材燃料有限公司 120,655,360.00 96,524,288.00 应收账款，2014 年 3 月销售，广州博材逾期不按合同付款。

广州博材燃料有限公司 64,805,014.00 51,844,011.20 预付账款，2013 年 6 月合同逾期未执行形成债务。 

合计 185,460,374.00 148,368,299.20   

对于以上坏账计提我们实施了以下审计程序，并根据获取到的证据对坏账回收的可能性

进行了分析。 

经被审计单位调查核实，广州博材成立于 2007 年 7 月，注册资本 500 万元，法定代表人

张晓煌，注册地广州市黄埔区荔香路 10 号 1210 房。被审计单位期间多次派人到广州进行跟

催多次追讨，但未收到上述相关货物或款项。目前该公司已停止一切经营活动，处于停业状

态，只有个别人员留守公司办理非经营性的事务及清理公司债权债务的前期工作。 

经律师与广州博材法定代表人电话沟通，其确认至 2014 年 9 月 1 日，广州博材收到被审

计单位的预付货款人民币 64,805,014.00 元，另有应付被审计单位货款余额人民币

120,665,360.00 元未清偿。根据上述情况分析，我们判断广州博材已处于非正常经营状态，

且没有偿还债务的意愿，有逃避债务的嫌疑。 

律师根据获取的相关信息认为，第一次走访只有一人留守，第二、三次走访没有人员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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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上班，从律师一般的职业判断及所作的实地调查情况来看，该企业的经营属于非正常状态，

存在故意逃避债务之嫌。该企业是否完全停止业务，尚不能准确判断。广州博材为贸易公司，

实收资本为 500 万元，如走法律程序，在被审计单位胜诉的情况下，是否能收回货款取决于

广州博材是否愿意履行偿还义务。从以上信息可以判断从法律意义上来讲，即使被审计单位

胜诉，是否能收回债权也取决于广州博材的意愿，但从目前走访情况来看，广州博材并无偿

还此部分债务的意愿，故债权是否能收回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截止 2015 年 1 月 19 日被审计单位已经向南宁青秀区人民法庭递交预付 64,696,623.40

元诉讼材料，并已获得受理；对于应收款 120,655,360.00 元代理律师已经起早了民事诉讼状，

但尚未与被审计单位签订《委托代理协议》。 

根据以上获取的信息和证据，我们认为广州博材债权回收的可能性很小，鉴于目前正在

准备提交诉讼，我们并未取得广州博材的相关财务资料，无法判断其是否完全不具有清偿能

力，故根据谨慎性原则按债权总额的 80%计提坏账准备。 

（4）广州生源能源发展有限公司 

截止 2014 年 12 月 31 日，关于广州生源能源发展有限公司的应收账项，合计计提资产减

值准备 9,000,000 元。对于减值测试我们实施了以下审计程序，并根据获取到的证据对坏账

回收的可能性进行了分析。 

① 现场走访情况 

经我们与代理律师调查及被审计单位催收情况，广州生源账面确实有 3000 万元对被审计

单位的欠款，广州生源办公经营面积较大，目前正常经营。同时根据律师报告中反映根据工

商查询的相关资料，广州生源成立日期为 2005 年 01 月 06 日，注册资本为 2060 万元。根据

走访和查询情况，该公司经营时间较长，经营状况良好，我们判断该债务虽存在不确定性，

但如果采取法律途径，收回货款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 

② 诉讼情况 

被审计单位已多次催收广州生源所欠款项，并邮寄书面催收函，对方单位签收后并无任何

反应，故被审计单位已向广州天河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并与 2015 年 1 月 5 日收到（2015）

穗天法民二初字第 221 号受理案件通知书，广州天河区人民法院已立案受理。 

广州生源虽然目前正常经营，债权债务关系明确，被审计单位也提起了法律诉讼，但我

们仍认为该债权回收的存在不确定性，基于谨慎性原则我们将其从预付账款重分类其他应收

款，并参照钦州永盛账龄 2-3 年计提比例，按债权总额的 30%进行计提坏账，合计计提坏账金

额 9,00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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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子公司钦州永盛石油化工有限公司对上述账款单独计提坏账是符合公司实际

的财务情况，计提的坏账比例是合理的,符合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二、意见函中第二大点第 6项所述内容 

存货余额较大 公司 2014 年资产负债日库存商品余额 7,600 万元，公司计提存货跌价准

备 667 万元，请说明截至资产负债日库存商品具体内容、计提跌价准备的原因，同时请公司

年审会计师说明是否对上述存货进行了有效的盘点审计程序。 

回复：1、截至资产负债日库存商品明细如下表：（单位：元） 

所属子公司 品名 账面余额 计提跌价准备 账面价值 

广西贺州市桂东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电子化成箔 46,591,001.41 1,729,200.25 44,861,801.16 

钦州永盛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芳烃 11,205,402.67 3,741,353.57 7,464,049.10 

钦州永盛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石油二甲苯 16,571,578.74 1,200,248.40 15,371,330.34 

广西桂能电力有限公司 茶叶、酒 1,833,663.65 
 

1,833,663.65 

合     计 76,201,646.47 6,670,802.22 69,530,844.25 

2、对年末库存是否存在减值迹象的检查及计提跌价准备的原因： 

（1）电子化成箔的减值检查：由于期后未签订销售合同，我们按 2014 年 12 月平均销售

价格减去预计的销售费用和税费计算出可变现账面净值，可变现净值与账面余额对比如为负

数即为应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我们对期末全部库存电子化成箔进行了减值测试，部分电子

化成箔存在减值，合计金额为 173 万元。 

（2）芳烃的减值检查：由于受市场影响芳烃价格持续下跌，且公司期后未签订销售合同，

我们通过芳烃交易平台卓创化工查询2015年1月6日华南片区芳烃市场价5100元/吨（含税），

而截止报告期末账面芳烃单价为 7050 元/吨（含税），同时考虑销售费用和税费后进行测算，

芳烃可变现净值与账面余额差额 374 万元即为需计提的减值准备。 

（3）石油二甲苯的减值检查：我们对石油二甲苯的期后合同进行了检查，期后共签订有

6 份销售合同，销售平均单价为 4647.360 元/吨（含税），而截止报告期末账面石油二甲苯单

价为 4958.79 元/吨（含税），同时考虑销售费用和税费后进行测算，石油二甲苯可变现净值

与账面余额差额 120 万元即为需计提的减值准备。 

经过以上本所执行的减值测试，在 2014 年 12 月 31 日，对存货共计得了 667 万元减值准

备。 

3、存货盘点相关程序的执行： 

（1）子公司广西贺州市桂东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实施的存货盘点程序：我们于 2014 年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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