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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金科环境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申

请文件的第二轮审核问询函有关财务问题修改说明的专项回复 

大信备字【2019】第 1-00583 号 

 
上海证券交易所： 

金科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发行人”或“金科环境”）收到

贵所于 2019 年 9 月 6 日下发的《关于金科环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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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轮审核问询函》（上证科审（审核）〔2019〕520 号）

（以下简称“《第二轮问询函》”），公司及中介机构已于 2019 年 9 月 30 日提交关

于第二轮问询函的回复。 

根据贵所的相关要求，公司已会同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

简称“我们”)、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进行了认真研究

和落实，就第二轮问询函相关问题回复进行了修改和补充完善说明，请予审核。 

除非文义另有所指，本回复中的简称与《金科环境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说明书（申报稿）》（以下简称“《招股说明书》”）中的

释义相同。 

原问询函回复及修订说明 宋体 

对原问询函回复的修订、补充 楷体（加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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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 11. 关于收入确认 

请发行人：（1）对于公司已完工和在建的装备及技术解决方案项目，说明报

告期内预计总成本的变更情况，说明各期决算/结算总成本与预计总成本存在差异

的情况及差异的原因。 

（一）修订说明 

对于公司已完工和在建的装备及技术解决方案项目，第二轮问询函回复中披

露，报告期内该类项目总个数为 63 个，报告期内各期的完工项目合计 23 个，差

异较大，发行人对上述数据的准确性进行了进一步核实。具体情况如下： 

经过核实，报告期内该类项目总个数为 63 个与报告期内各期的完工项目合计

23 个，两者相差较大的原因主要为： 

1、报告期内装备及技术解决方案项目总个数 63 个，统计口径为所有在报告

期内确认收入成本的项目总个数进行统计的。其中 10 个项目属于以前年度已完工

项目，上述项目报告期内由于结算/审计等原因进行调整，报告期内累计确认收入

金额为 4.26 万元，其中 2016 年、2017 年、2018 年分别确认收入金额为-4.48 万元、

16.57 万元、-7.83 万元。 

2、在第二轮问询函回复“11-1-1 二、说明各期决算/结算总成本与预计总成本

存在差异的情况及差异的原因”中，在对完工项目统计时，只统计了结算成本与

预算总成本有差异的完工项目，未包含 2018 年当年开工当年完工的 4 个项目，这

四个项目规模较小（4 个项目合计收入 583.87 万元），工期较短，当年开工当年完

工，在项目完工验收时一次性确认收入，不存在决算成本与预计总成本的差异情

况。另外，第二轮问询函回复中完工项目统计时漏统计了 1 个 2017 年完工的项目，

该项目报告期收入确认情况为：2016 年、2017 年分别确认收入 287.54 万元、82.98

万元。 

3、扣除上述第 1、2 点所述项目外，其余 25 个项目为公司的在建未完工项目。 

（二）修订结果 

“一、说明报告期内预计总成本的变更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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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公司已完工和在建的装备及技术解决方案项目，报告期内该类项目总个

数为 63 个，其中有 11 个项目发生过预计总成本的变更。在发生预计总成本变更

的项目中，5 个项目预计总成本为调增变更，6 个项目预计总成本为调减变更。11

个项目预计总成本的整体变动率为预算总成本调减 2.44%，毛利率的变动幅度为调

增 1.67%。 

对于公司已完工和在建的装备及技术解决方案项目，报告期内预计总成本发

生变更的项目较少，且变动幅度较小，属于项目的合理变动调整。公司项目预计

总成本的变更调整只有在确认预计总成本发生调增或调减时才会调整预计总成

本，且上述项目预计总成本的变更均按照公司相关内控制度规定，执行了相应的

审批程序和手续。 

预计总成本发生变动的主要项目（预计总收入 1000 万元以上）具体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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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调整年

度 
预计总收

入 
2016 年预

算 
2017 年预

算 
2018 年预

算 
2019.6.30 预

算 
调整预算差

额 
成本调整比

率 
毛利率影

响 
变更主要原因 

1 
唐山再生水

改造项目 
2018 6,883.34 - 4,744.43 4,457.73 - -286.70 -6.04% 4.17% 

对于改造项目，预计总成本初始预测时较保

守，实施过程中根据实际情况进行采购，形

成成本节约 

2 
潍坊城投污

水处理厂 
2018 11,465.25 - 7,932.91 8,001.29 - 68.38 0.86% -0.60% 根据实际情况增加土建费用 

3 
北京门城二

水厂 
2018 3,133.27 - 1,961.93 1,975.20 - 13.27 0.68% -0.42% 安装工程量增加调增成本 

4 
基湖水厂扩

建工程 
2018 1,441.44 - 1,028.60 1,036.67 - 8.07 0.78% -0.56% 

因税率降低而设备成本增加（含税价基本不

变） 

5 
达涅利集团

伊朗项目 
2019 5,715.86 3,747.51 - - 3,781.94 34.43 0.92% -0.60% 

与业主签订补充协议，增加供货范围，相应

调增成本 

6 喀什疏勒 2019 1,612.32 - - 1,402.75 1,313.11 -89.64 -6.39% 5.56% 项目实施过程中设备采购价格降低 

7 无锡新城 2019 8,457.61 - - 5,248.44 4,948.44 -300.00 -5.72% 3.55% 
部分管道材料、设备由当地安装公司代买，

成本节约 

此外，发行人还有山西省永济电力公司生活污水处理工程、北京冬奥会高品质饮用水处理项目—延庆会场饮用水处理项目、

喀什地区疏勒县城南区排水工程以及澄城县自来水厂四个规模较小的项目存在预计总成本变动，报告期合计变动金额分别为 0、

4.38 万元、-55.62 万元和-96.58 万元，主要受采购价格变动、设计优化等因素的影响。上述项目预计总收入占比较低，预算成本

调整较小，影响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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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各期决算/结算总成本与预计总成本存在差异的情况及差异的原因 

针对公司报告期内各期的完工项目，统计并比较其预计总成本的情况和 终

完工决算的实际成本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报告期 完工项目个数 预计总成本 决算成本 差异 差异率 

2016 年 5 2,751.36 2,846.38 95.02 3.45%

2017 年 9 15,416.91 15,466.99 50.08 0.32%

2018 年 14 13,998.62 13,755.90 -242.72 -1.73%

注：2019 年 1-6 月没有完工项目。 

从上述统计情况看，公司各期完工项目决算成本与预计总成本的差异较小。

完工项目中，大部分项目完工决算成本小于预计总成本，决算成本超支的项目主

要发生在 2016 年。2017 年，公司进一步加强了项目预算管理和项目执行管理的内

控制度，同时公司对预计总成本的估计采用谨慎原则。因此，一方面公司对项目

预计总成本的估计越来越准确，另一方面项目完工决算成本超支的情况较少，多

数项目完工决算成本相比预计总成本均略有节约。 

具体而言，2016 年完工决算成本与预计总成本差异较大的项目为天津宁河农

村饮水水质提升工程，完工决算成本 321.60 万元，预计总成本 271.43 万元，超支

金额 50.16 万元，主要是由于原预算是按整体撬装设备供货，现场只要连接进出水

管道和配电即可投入运行，但实际上现场工作量远超过预期，导致超预算。 

2017 年至今，公司大部分完工项目的决算成本小于预计总成本，个别项目决

算成本大于预计总成本，除 1 个项目外，超支项目的超支比例均在 2%以内，超支

比例超过 2%的项目为山西省永济电力公司生活污水处理工程项目，该项目 2017

年完工，决算成本与预计总成本相比，超支金额 50.97 万元，超支比例 6.73%。” 

二、问题 14. 关于应收账款 

请保荐机构和申报会计师对上述事项进行核查，说明应收账款函证程序、函

证比例、函证及回函金额，回函差异及替代性测试情况，并发表明确意见。 

（一）修订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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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第二轮问询函回复“14-2 请保荐机构和申报会计师对上述事项进行核查，

说明应收账款函证程序、函证比例、函证及回函金额，回函差异及替代性测试情

况，并发表明确意见”中，对函证及回函金额、回函差异等披露不够详细，现进

行相应的补充披露。 

（二）修订结果 

（1）函证比例、函证及回函金额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应收账款发函金额、回函及执行替代程序的金额占期末

应收账款余额的比例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 

6 月 30 日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7 年 

12 月 31 日 
2016 年 

12 月 31 日 

应收账款余额 9,756.97 14,006.82 7,834.83 6,505.30

发函金额 9,293.52 12,149.06 7,099.63 5,382.81

发函占应收账款余额
的比例 

95.25% 86.74% 90.62% 82.75%

回函金额 6,000.92 9,129.36 5,281.64 3,970.33

替代测试金额 1,840.98 2,323.91 1,215.23 1,374.30

回函+替代金额占应收
账款余额的比例 

80.37% 81.77% 82.92% 82.16%

（2）回函差异及替代性测试情况 

报告期各期末，针对未回函及回函存在差异的应收账款执行了替代程序，具

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执行的替代程序及金额 

年度 未回函金额 

 
回函存在的
差异金额 

获取验收报告、销售合
同及累计回款佐证的金

额 

期后回款佐
证金额 

2019 年 06 月 30 日 3,292.59 0 1,840.98 -

2018 年 12 月 31 日 3,019.70 810.31 1,678.88 645.02

2017 年 12 月 31 日 1,817.99 355.92 917.29 297.94

2016 年 12 月 31 日 1,412.48 1,111.75 1,374.30 -

上述回函存在差异的原因为：项目竣工验收，发行人按照合同金额与累计收

款金额的差额确认应收账款，客户按照实际收到的发票与累计付款金额的差额确

认应付账款，两方记账依据不同造成回函不符。保荐机构和申报会计师已经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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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情况执行了获取竣工验收报告等替代程序。 

 

三、问题 15. 关于存货 

请保荐机构和申报会计师对上述事项进行核查，并进一步说明对未结算工程

期末余额的核查方法、过程及现场核查比例发表明确意见。 

（一）修订说明 

第二轮问询函回复中，保荐机构和申报会计师的核查意见中披露，“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未结算工程现场核查比例为 75.63%”，现根据要求补充披露 2016-2018

年各期末未结算工程期末余额现场核查比例。 

（二）修订结果 

截至 2019 年 6月 30日和 2018 年 12 月 31日的未结算工程余额的现场核查比

例分别为 75.63%和 96.70%。即通过查看主要项目的现场，了解项目的形象进度及

项目进展情况等方式核查，在此基础之上还通过客户走访等方式对余额作了进一

步确认。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和 2016 年 12 月 31 日的未结算工程余额的客户实地

走访核查比例分别为 80.20%和 79.81%，即通过客户实地走访对上述余额进行核查

确认。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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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关于金科环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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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轮审核问询函有关财务问题修改说明的专项回复》之盖章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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