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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北京天宜上佳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申请文件的第三轮审核问询函》之核查意见 

众环专字（2019）011474 号 

上海证券交易所：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文件《关于北京天宜上佳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科创板上市申请文件的第三轮审核问询函》（上证科审（审核）〔2019〕201 号）的要求，

本所及申报会计师对北京天宜上佳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宜上佳”或“公司”）问

询函中提出的问题进行了专项核查，现将核查情况报告如下： 

 

问题 3.关于发行人业务分类之间的关系 

根据二轮问询回复，发行人业务存在多种分类方式。（1）按照是否承担安装质量保证责

任，分为承担安装质量保证的闸片散件及不承担安装质量保证责任整件；（2）按照大钢背来

源，分为新大钢背收入、检修大钢背收入及不提供大钢背收入；（3）按照最终市场不同，分

为系统集成、铁总联采及检修模式。针对检修模式，目前发行人与 10 家铁路局签署了检修协

议，其中 5 家具备闸片零配件（散件）翻新、组装能力，5 家不具备。 

请发行补充披露：（1）以最终市场为基础，分析上述三种不同业务收入分类之间的关系，

对应的销量、收入、成本、毛利及对应的路局；（2）对于不具备翻新、组装能力的铁路局，

是否存在销售承担安装质量保证责任的闸片散件的情况；（3）对于具备闸片零配件（散件）

翻新、组装能力的路局，是否存在合同约定销售散件，但实际提供整件的情况；如存在上述情

况，发行人是否承担安装质量保证责任，相关检验合格时间是否存在人为调节可能；（4）根

据招股说明书，存在“整件或不承担安装质量保证的闸片散件”业务分类。报告期是否存在不承

担安装质量保证闸片散件的收入，不承担安装质量保证的闸片散件与承担安装质量保证的闸片

散件能否明确区分，是否存在人为调节可能。 

请保荐机构及申报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核查情况如下： 

一、以最终市场为基础，分析上述三种不同业务收入分类之间的关系，对应的销量、收

入、成本、毛利及对应的路局； 

1、以最终市场为基础，上述三种不同业务收入分类之间的关系，对应的销量、收入、成

本、毛利 

报告期内公司以最终市场为基础，再按大钢背来源、是否承担安装质量保证责任分类的收

入、毛利率，产品销售数量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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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万片 

产品用途 业务模式 钢背类型 

是否承担

安装质量

保证责任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销售 

数量 
收入 成本 毛利率 

销售 

数量 
收入 成本 毛利率 

销售 

数量 
收入 成本 毛利率 

新造整车 系统集成 新大钢背 不承担 6.10 13,878.87 3,455.80 75.10% 4.10 6,859.15 1,944.84 71.65% 1.06 1,365.46 425.86 
68.81

% 

车辆维修 

铁总联采 新大钢背 不承担 2.33 6,052.63 1,191.22 80.32% 1.90 4,089.88 1,039.41 74.59% 4.51 10,039.01 2,501.97 
75.08

% 

检修模式 

新大钢背 均存在 4.32 7,380.10 2,469.23 66.54% 11.36 21,700.49 6,707.34 69.09% 11.43 25,614.70 7,034.40 
72.54

% 

检修大钢背 均存在 7.77 14,748.85 3,749.81 74.58% 4.87 9,770.56 2,234.21 77.13% 3.54 8,674.84 1,841.92 
78.77

% 

无大钢背 承担 7.55 13,392.95 2,851.11 78.71% 4.01 7,629.41 1,392.72 81.75% 0.54 1,001.28 167.35 
83.29

% 

小计 19.64 35,521.90 9,070.14 74.47% 20.23 39,100.45 10,334.27 73.57% 15.51 35,290.83 9,043.67 
74.37

% 

其他 其他 其他 不承担 1.19 328.16 162.28 51.08% 2.30 592.64 242.08 59.15% 0.44 133.62 44.53 
66.68

% 

合计 29.26 55,781.56 13,879.44 75.12% 28.53 50,642.12 13,560.60 73.22% 21.51 46,828.91 12,016.03 
74.34

% 

注：上表中均存在系指如发出商品为新大钢背/检修大钢背闸片整件，公司不承担承担闸片散件安装质量保证责任，如发出商品为包含新大钢背、检

修大钢背的闸片散件，公司承担闸片散件安装质量保证责任。 

如上表所示，公司销售产品根据最终市场不同，主要分为新造整车（系统集成）、车辆后续修检（铁总联采及检修模式）；按照销售产品大钢背的

类型，分为新大钢背、检修大钢背及不提供大钢背；按照按照是否承担安装质量保证责任，分为承担安装质量保证的闸片散件及不承担安装质量保证责

任整件，其具体对应关系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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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报告期内，公司系统集成模式下主要是向制动系统集成商纵横机电销售动车组闸

片，并由纵横机电系统集成后，用于新造整车使用，此模式下公司销售闸片的均为不承担安

装质量保证责任整件，产品使用的大钢背均为新大钢背。 

（2）根据《中国铁路总公司关于发布铁路运营物资采购管理目录的通知》，铁总联采

是指由铁总搭建平台，并统一组织各单位对其所管理物资中的部分物资进行共同采购，分别

签署采购合同、支付货款的采购方式，铁总联采项目按照铁总发布的有关电报要求组织实施。

报告期内，公司铁总联采销售闸片的均为不承担安装质量保证责任整件，产品使用的大钢背

均为新大钢背。 

（3）为响应铁总“修旧利废”的号召，公司从 2014 年起开始结合动车组闸片各结构部件

可拆卸，闸片磨耗到限后其主要部件钢背可检修并可重复使用的特性，通过大量试验分析及

技术验证，确认了闸片检修的可行性方案，最终明确以检修的方式进行产品的销售。 

根据公司与路局下属（或相关）企业签订的检修协议，根据地方铁路局下属（或相关）

公司具备的能力，检修大钢背维修方式有如下三种： 

1）路局下属（或相关）企业具备旧闸片的拆解、清洗、检验、检修大钢背的维修及组

装能力时，旧闸片回收后，路局下属企业负责旧闸片的拆解、清洗、检验、旧钢背维修及组

装等工作。该模式下，由于其具有大钢背的检修能力，公司通常向其提供除大钢背外的摩擦

块、连接件等组件，并对检修大钢背及局属企业组装完成的产成品进行质量检验，即主要为

承担安装质量保证的闸片散件和无大钢背产品。 

此外，由于在检修业务市场推广前期，需要先以新大钢背闸片换下原车非天宜上佳闸片

的方式进行销售、路局产能产量安排及铁路局动车组段存在需求较为紧急的情况、检修闸片

的供应总量受到回收的旧闸片数量限制，且部分闸片因多次回收而破损、变形导致无法使用

等原因，公司也存在对该类客户销售含新大钢背整件、含新大钢背散件、含检修大钢背整件、

含检修大钢背散件，这种情况下，销售整件部分对应的产品由于整件检测、贴标已在公司内

部完成，公司不承担安装质量保证责任，销售散件的产品公司需承担安装质量保证。 

2）路局下属（或相关）企业具备检修闸片的组装能力，但不具备检修大钢背的维修能

力时，旧闸片回收后，公司负责将旧闸片运至公司。该模式下，由于其具有闸片的组装能力，

公司后续通常向其提供检修大钢背、摩擦块、连接件等闸片组件，路局下属企业负责检修闸

片的组装等工作，公司对局属企业组装完成的产成品进行质量检验，即主要为承担安装质量

保证的闸片散件和检修大钢背产品。 

此外，由于在检修业务市场推广前期，需要先以新大钢背闸片换下原车非天宜上佳闸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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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式进行销售、路局产能产量安排及铁路局动车组段存在需求较为紧急的情况、检修闸片

的供应总量受到回收的旧闸片数量限制，且部分闸片因多次回收而破损、变形导致无法使用

等原因，公司也存在对该类客户销售含新大钢背整件、含新大钢背散件、含检修大钢背整件，

这种情况下，销售整件部分对应的产品由于整件检测、贴标已在公司内部完成，公司不承担

安装质量保证责任，销售散件的产品公司需承担安装质量保证。 

3）路局下属（或相关）企业不具备旧闸片的拆解、清洗、检验、检修大钢背的维修及

组装能力时，旧闸片回收后，公司后续为其销售整件闸片，即为不承担安装质量保证的闸片

整件，因检修闸片的供应总量受到回收的旧闸片数量限制，且部分闸片因多次回收而破损、

变形导致无法使用等原因，公司向其销售的产品既存在含新大钢背整件也存在含检修大钢背

整件。 

2、按照地方铁路局下属（或相关）公司具备的能力与公司向其销售产品是否承担安装

质量保证责任、销售产品钢背类型具体对应关系 

报告期内，公司共计与 10 家地方铁路局下属（或相关）公司签订了闸片检修协议，其

中有 5 家铁路局下属（或相关）公司具备了闸片零配件（散件）翻新、组装能力，按照地方

铁路局下属（或相关）公司具备的能力与公司销售产品是否承担安装质量保证责任、销售产

品钢背类型具体对应关系如下表所示： 

具备能力 对应路局客户 
销售产品是否承担

安装质量保证责任 

销售产品 

钢背类型 

具备旧闸片的拆解、

清洗、检验、检修大

钢背的维修及组装

能力 

上海铁路机车车辆发展有限公司（上

海局）、成都西南铁路物资有限公司

（成都局）、南昌铁路通达工贸有限

责任公司（南昌局） 

主要为承担安装质

量保证的闸片散件

及部分不承担安装

质量保证责任整件 

主要为无大钢

背、部分为新大

钢背及检修大

钢背 

具备检修闸片的组

装能力，但不具备检

修大钢背的维修能

力 

北京京铁车辆装备制造有限公司（北

京局）、哈尔滨铁路局工业处哈尔滨

机车车辆配件厂（哈尔滨局） 

主要为承担安装质

量保证的闸片散件

及部分不承担安装

质量保证责任整件 

主要为检修大

钢背、部分为新

大钢背 

不具备旧闸片的拆

解、清洗、检验、检

修大钢背的维修及

组装能力 

北京奉发商贸有限公司（包括全资子

公司北京奉发凯胜科技有限公司）

（沈阳局）、中国铁路局集团有限公

司南宁车辆段（南宁局）、昆明京宇

轨道装备技术服务有限公司（昆明

局）、郑州中原利达新材料有限公司

（郑州局）、大秦铁路股份有限公司

太原车辆段（太原局） 

不承担安装质量保

证责任整件 

主要为检修大

钢背、部分为新

大钢背 

二、对于不具备翻新、组装能力的铁路局，是否存在销售承担安装质量保证责任的闸

片散件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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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不具备翻新、组装能力的铁路局，公司根据与客户签署的检修协议以及客户实际需

求向其销售闸片整件。因此，对于不具备翻新、组装能力的铁路局，公司不存在销售承担安

装质量保证责任的闸片散件的情况。 

三、对于具备闸片零配件（散件）翻新、组装能力的路局，是否存在合同约定销售散

件，但实际提供整件的情况；如存在上述情况，发行人是否承担安装质量保证责任，相关

检验合格时间是否存在人为调节可能； 

在销售闸片散件业务下，客户具备旧闸片的拆解、清洗、检验、检修大钢背的维修及组

装能力时，公司一般向其提供不含钢背的摩擦块、连接件等闸片散件，由其自行负责检修大

钢背的维修工作；客户具备检修闸片的组装能力，但不具备检修大钢背的维修能力时，公司

一般将大钢背连同摩擦块、连接件等闸片散件一起提供。 

但鉴于：（1）在检修业务市场推广前期，需要先以新大钢背闸片换下原车非天宜上佳

闸片的方式进行销售；（2）路局产能产量安排及铁路局动车组段存在需求较为紧急的情况；

（3）检修闸片的供应总量受到回收的旧闸片数量限制，且部分闸片因多次回收而破损、变

形导致无法使用，因上述原因，公司存在合同约定销售散件，但实际提供整件的情况。若存

在合同约定销售散件，但实际提供整件的情况，由于整件检测、贴标已在公司内部完成，公

司不承担安装质量保证责任，按合同约定向客户提供闸片整件，由客户签收后取得客户签收

单时确认收入的实现，不存在人为调节可能。 

四、根据招股说明书，存在“整件或不承担安装质量保证的闸片散件”业务分类。报

告期是否存在不承担安装质量保证闸片散件的收入，不承担安装质量保证的闸片散件与承

担安装质量保证的闸片散件能否明确区分，是否存在人为调节可能。 

公司销售商品为轨道交通车辆制动系统配套的制动闸片、闸瓦，根据不同业务模式收入

具体确认原则如下： 

销售轨道交通车辆制动系统配套的制动闸片、闸瓦整件或不承担安装质量保证的闸片散

件时，在按合同约定向客户提供闸片（含闸瓦）整件或散件，由客户签收后取得客户签收单

时确认收入的实现；销售承担安装质量责任保证的闸片散件时，在按合同约定向客户提供闸

片散件，由客户签收且本公司根据合同约定完成对由客户组装成的闸片整件检验后确认收入

的实现。 

报告期内不同业务模式下的收入、成本及毛利率情况如下表： 

单位：万元 

销售类别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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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 成本 毛利率 收入 成本 毛利率 收入 成本 毛利率 

承担安装质量保证的

闸片散件 
23,023.94 5,437.92 76.38% 20,172.04 4,918.95 75.61% 13,922.13 2,984.72 78.56% 

整件或不承担安装质

量保证的闸片散件 
32,757.62 8,441.52 74.23% 30,470.08 8,641.65 71.64% 32,906.78 9,031.31 72.55% 

合计 55,781.56 13,879.44 75.12% 50,642.12 13,560.60 73.22% 46,828.91 12,016.03 74.34% 

其中，报告期各期，公司销售整件或不承担安装质量保证的闸片散件的收入均为销售轨

道交通车辆制动系统配套的制动闸片、闸瓦的整件销售收入，对应金额分别为 32,906.78 万

元、30,470.08 万元和 32,757.62 万元，未确认不承担安装质量保证的闸片散件的收入。 

鉴于公司共计与 10 家地方铁路局下属（或相关）公司签订了闸片检修协议，其中有 5

家铁路局下属（或相关）公司具备了闸片零配件（散件）翻新、组装能力，因此向公司采购

闸片零配件（散件）后，根据协议约定在公司的指导下进行组装，组装完成后的成品由公司

进行质量检验、粘贴检验标识并负责开具《产品合格证》，同时协议约定公司对检修闸片成

品的质量负全责。若未来因铁路总公司政策变化、客户组装熟练度不断提升、内部调整等原

因，将存在不再需要公司对安装流程承担质量保证情形的可能。 

因此，为了保持会计政策的一贯性，防止未来由于铁路总公司政策变化、客户组装熟练

度不断提升、内部调整等原因导致收入确认政策未完全涵盖所有业务模式的风险，公司将“不

承担安装质量保证的闸片散件”情形包含在收入确认政策之中，截止本问询函回复出具日，

公司尚未出现“不承担安装质量保证的闸片散件”情形。 

若后续出现销售不承担安装质量保证的闸片散件的情形，公司将按照不同客户予以明确

区分，其收入确认政策为在按合同约定向客户提供闸片（含闸瓦）散件，由客户签收后取得

客户签收单时确认收入的实现，不存在人为调节可能。 

我们就该问题执行的主要核查程序如下： 

1、 向公司管理层了解收入确认政策的制定依据及相关的审批文件； 

2、 查阅公司与的地方铁路局下属公司签订合作检修协议、销售合同； 

3、 取得并检查公司提供的销售收入明细表。 

经核查我们认为公司就该问题的补充说明与企业实际情况相符，公司由客户签收后取得

的客户签收单、以及按照客户的通知对已检验产品开具的产品合格证做为确认收入依据，不

存在人为调节的可能。 

 

问题 4.关于收入确认及开票时间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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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二轮问询问题 13 及问题 15 第 4 问的回复，发行人存在收入确认时间与开票时间

差异较大的情况。如针对北京奉发凯胜科技有限公司，存在收入确认时间为 2017 年 7 月但

开票时间为 2018 年 2 月；针对中国铁路哈尔滨集团有限公司物资供应管理所，其中 1 年以

上的应收款金额为 835.32 万元，开票金额仅为 5.52 万元。 

请发行人说明：对于上述涉及的收入确认及开票时间差异予以逐项分析，并说明产品

是否存在质量问题或者其他事项导致无法开票，相关收入确认是否审慎。 

请保荐机构及申报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核查情况如下： 

报告期内，北京奉发凯胜科技有限公司存在收入确认时间为 2017 年 7 月但开票时间为

2018 年 2 月、中国铁路哈尔滨集团有限公司物资供应管理所，其中 1 年以上的应收款金额

为 835.32 万元，开票金额仅为 5.52 万元，上述问题涉及收入确认及开票时间差异原因主要

为公司根据公司确定的收入确认原则的时点确认收入；而大部分客户根据合同约定，在签收

货物后、需要支付货款时，方通知公司开具销售发票，在收到公司销售发票时挂账确认采购

款项，两者时点存在差异所致，上述问题涉及的主要单位清单如下： 

项目名称 应收账款余额 已开票应收款项 未开票金额 

中车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1,218.75 270.6 948.15 

中国铁路哈尔滨集团有限公司铁物资供

应管理所 835.32 5.52 829.80 

中国铁路广州局集团有限公司 1,242.36 53.31 1,189.05 

北京奉发凯胜科技有限公司 454.88  99.44  355.44 

北京奉发商贸有限公司 3,493.35  1,657.34  1,836.01 

合计 7,244.66 2,086.21 5,158.45 

上述客户的应收账款余额对应的确认收入日期、确认收入依据及期后开票日期具体如下表

所示： 

单位：万元 

客户名称 摘要 金额 

中车长春轨道客

车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 2018 年 12 月 31 日账面余额 1,218.75 

调整项目 期后开票日期 确认收入日期 确认收入依据 金额 

减：调减项目 

（公司根据收入

确认政策确认收

 
2017 年 12 月 客户签收单  53.49 

 
2018 年 2 月 客户签收单  3.47 

2019 年 4 月 2018 年 4 月 客户签收单  69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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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中车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由于采购部门职能调整，导致截止目前无法开票。 

单位：万元 

注：经公司与中国铁路哈尔滨集团有限公司物资供应管理所协调与沟通，该客户已通知

公司于2019年6月开具部分发票。 

单位：万元 

注：中国铁路广州局集团有限公司内部接收货物与接收发票的部门不同，开票流程较为

繁琐，导致客户开票挂账周期较长。 

单位：万元 

入）  2018 年 4 月 客户签收单 160.69 

 
2018 年 11 月 客户签收单 37.92 

小计： 948.15 

调节后已开票余额 270.60 

客户名称 摘要 金额 

中国铁路哈尔滨

集团有限公司物

资供应管理所 

公司 2018 年 12 月 31 日账面余额 835.32 

调整项目 期后开票日期 确认收入日期 确认收入依据 金额 

减：调减项目 

（公司根据收入

确认政策确认收

入） 

 
2017 年 3 月 客户签收单   476.69  

 
2017 年 4 月 客户签收单   176.55  

 
2017 年 5 月 客户签收单   176.56  

小计： 829.80 

调节后已开票余额 5.52 

客户名称 摘要 金额 

中国铁路广州局集

团有限公司 
公司 2018 年 12 月 31 日账面余额 1,242.36 

调整项目 期后开票日期 确认收入日期 确认收入依据 金额 

减：调减项目 

（公司根据收入确

认政策确认收入） 

2019 年 3 月 2018 年 4 月 客户签收单   11.50  

2019 年 3 月 2018 年 9 月 客户签收单   31.30  

 
2018 年 12 月 客户签收单   1,146.26  

小计： 1,189.05 

调节后已开票余额 53.31 

客户名称 摘要 金额 

北京奉发商贸有限

公司 
公司 2018 年 12 月 31 日账面余额 3,493.35 

调整项目 期后开票日期 确认收入日期 确认收入依据 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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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客户名称 摘要 收入金额 

北京奉发凯胜科技

有限公司 
公司 2018 年确认收入金额 454.88 

调整项目 期后开票日期 确认收入日期 确认收入依据 金额 

减：调减项目 

（公司根据收入确

认政策确认收入） 

2019 年 1 月 2018 年 11 月 
客户签收单   177.72  

2019 年 2 月 2018 年 12 月 
客户签收单  177.72 

小计 355.44 

调节后已开票余额 99.44 

如上表所示，上述客户收入确认及开票时间差异主要系主要系公司根据自身收入确认政

策确认收入；而大部分客户根据合同约定，在收到货物后需支付货款时，通知公司开具销售

发票，两者时点存在差异所致。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因为质量问题或纠纷等导致无法开票的

情况。 

公司销售商品为轨道交通车辆制动系统配套的制动闸片、闸瓦，根据不同业务模式收入

具体确认原则如下： 

销售轨道交通车辆制动系统配套的制动闸片、闸瓦整件或不承担安装质量保证的闸片散

件时，在按合同约定向客户提供闸片（含闸瓦）整件或散件，由客户签收后取得客户签收单

时确认收入的实现；销售承担安装质量责任保证的闸片散件时，在按合同约定向客户提供闸

片散件，由客户签收且本公司根据合同约定完成对由客户组装成的闸片整件检验后确认收入

的实现。 

公司针对上述客户销售的产品均为销售轨道交通车辆制动系统配套的制动闸片、闸瓦整

件，公司在按合同约定向客户提供闸片（含闸瓦）整件或散件，由客户签收后取得客户签收

单时确认收入的实现，相关收入确认审慎。 

就该问题我们执行的核查程序如下： 

1、 向管理层访谈，了解公司发货后签收与向客户开票之间时间较长的原因； 

2、 向管理层了解客户回款计划，及未回款的原因； 

3、 了解并核查公司报告期内销售退回及换货情况、期后应收账款回款情况。 

减：调减项目 

（公司根据收入确

认政策确认收入） 

2019 年 3 月 2018 年 11 月 客户签收单   408.32  

2019 年 3 月 2018 年 12 月 客户签收单   1,427.69  

小计： 1,836.01 

调节后已开票余额 1,657.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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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核查我们认为公司就该问题的补充说明与企业实际情况相符，报告期内公司产品不存

在质量问题或者其他事项导致无法开票的情况，公司相关收入确认审慎。 

 

问题 6.其他事项 

（1）根据回复，武清基地扩项申请已提交。招股说明书“风险因素”部分披露公司计划

于 2019 年 6 月提交武清基地扩项申请。 

请发行人核实相关信息披露的一致性。如有错误，并修改。请保荐机构核查。 

（2）根据回复，实际控制人吴佩芳向赵敏海部分借款用途为“拟投向高铁核心关键零

部件研发、生产项目”。 

请发行人说明：（1）是否实际用于上述用途；（2）上述项目的具体情况。请保荐机

构核查。 

（3）请发行人补充披露租赁上庄镇土地的面积、地上建筑物情况及面积、房屋用途，

是否后续将全部把搬迁至武清基地。请保荐机构核查。 

（4）请发行人说明江门德奥车辆装备制造有限公司基本情况及股东、销售收入、应收

账款、期后回款、是否存在超过信用期情况，相关坏账准备计提是否充分。请保荐机构及

申报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核查情况如下： 

1、江门德奥车辆装备有限公司的基本情况及股东 

公司名称 股东 经营范围 注册资本 

江门德奥

车辆装备

有限公司 

郑英强（50%） 

唐曾兵（50%） 

生产、加工、维修保养：机车车辆配件、动车车

辆配件、城市轨道车辆配件、地铁车辆配件、客

车配件、五金制品、金属冲压件、工装模具、橡

胶制品；销售：化工产品（危险品除外）、润滑

油、五金制品、橡胶制品、日用百货;轨道交通设

备技术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8,000.00 

万元 

2、江门德奥车辆装备有限公司的销售收入、应收账款、期后回款、是否存在超过信用

期情况，相关坏账准备计提是否充分 

江门德奥车辆装备有限公司于 2018 年 10 月、11 月，与公司签订《产品购销合同》，

向公司购买检修粉末冶金闸片 636.8 万元（含税）。根据合同约定：“江门德奥车辆装备有

限公司须在收到货物后 5 日内对产品质量进行检验，因产品质量及包装不符合质量标准的，

由天宜予以退货或换货”、“按双方合同签订金额，天宜上佳发货前，江门德奥车辆装备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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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公司应支付合同总额的 30%预付款给天宜上佳”、“货物经江门德奥车辆装备有限公司

验收合格后 90 天内对双方确认的货物进行一次性结算”。 

公司与江门德奥车辆装备有限公司销售收入、应收账款、期后回款等具体情况如下表所

示： 

单位：万元 

确认收入情况 

签收时间 期后开票时间 产品名称 确认收入金额 应收金额 

2018 年 10 月 2019 年 3 月 TS399 268.97 312.00 

2018 年 11 月 2019 年 3 月 TS399B 160.00 185.60 

2018 年 11 月 2019 年 3 月 TS399B 40.00 46.40 

2018 年 12 月 2019 年 3 月 TS399B 75.00 87.00 

 小计 543.97 631.00 

收款情况 

回款日期 回款金额 

2018 年 10 月   93.50  

2019 年 3 月   50.00  

2019 年 5 月   50.00  

小计 193.50  

期末余额 437.50 

江门德奥车辆装备有限公司因与下游客户结算周期较长、回款较慢，因此江门德奥车辆

装备有限公司超过合同信用期但尚未与公司进行结算。截止 2019 年 5 月 30 日客户已根据其

付款计划陆续向公司支付货款，并计划于 2019 年 9 月前陆续支付剩余货款。该客户不存在

到期无法偿还的情况，因此公司按账龄分析法计提坏账准备，相关的坏账准备计提充分。 

就该问题我们执行的核查程序如下： 

1、 向管理层访谈，了解江门德奥车辆装备有限公司的基本情况及与公司业务的开展情

况； 

2、 取得公司关于客户回款安排的说明，向公司管理层了解与回款安排有关的工作计

划； 

3、 查阅公司与江门德奥公司的销售合同、销售明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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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查阅公司发票开具情况及该公司回款情况。 

经核查我们认为公司就该问题的补充说明与企业实际情况相符，客户已陆续安排回款，

相关坏账准备计提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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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关于北京天宜上佳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

板上市申请文件的第三轮审核问询函>之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            武汉                    2019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