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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冠森高分子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泰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关于山东冠森高分子材料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挂牌申请文件的第三次反馈意见》的回复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贵公司审查反馈意见已收悉，感谢贵公司对山东冠森高分子材料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申请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申请文件的审核。根据反馈意见的要

求，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主办券商”）会同山东冠森高分子材料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冠森科技”、“山东冠森”）以及大信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会计师”）对贵公司提出的反馈意

见中提出的问题进行了核查、说明，并分别针对反馈意见提出的问题出具了回复

文件。 

本回复中的字体代表以下含义： 

 

 黑体（不加粗）： 反馈意见所列问题 

 宋体（不加粗）： 对反馈意见所列问题的回复 

 

现就《反馈意见》中提及的问题逐项说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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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评估报告更正。2015年公司收购东营冠森存货、机器设备、车辆、

电子设备和无形资产等资产，评估机构出具了编号为京信评报字（2016）第 234

号的资产评估报告，公司申报后评估机构对该报告进行更正，将实用新型专利《生

产颗粒式 4.4-二氨基二苯醚的设备》（专利号 ZL201220352050.2）列入评估资

产范围。请公司：（1）补充说明上述实用新型专利所属权转移的时间；（2）资

产转移协议中涉及的无形资产明细，是否包含上述实用新型专利；（3）上述实

用新型专利补充列入评估范围是否合理。请主办券商和会计师补充核查上述情形，

并根据无形资产确认条件分析说明是否存在会计差错、执行的审计程序是否有效、

收购资产的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并发表明确意见。 

【公司回复】 

2015 年 7月，公司与东营冠森签署《资产转让意向书》，约定：东营冠森将

有关绝缘制品生产经营的资产转让给公司，包括但不限于技术工艺（包括专利技

术）、商标、机器和设备等。为加快交易进程，东营冠森在签署意向书后即开始

向公司交付与绝缘制品生产经营有关的资产，包括申请办理相关专利、商标的权

利人的变更手续，移交存货、机器设备的占有等。东营冠森将包括实用新型专利

《生产颗粒式 4.4-二氨基二苯醚的设备》（专利号 ZL201220352050.2）在内的 9

项专利证书及相关资料全部移交公司，山东冠森于 2015年 8月开始试生产。 

2015 年 12 月，公司与东营冠森正式签署《资产转让协议》，双方对转让资

产进行了详细约定，但由于经办人员疏忽，未将《生产颗粒式 4.4-二氨基二苯

醚的设备》（专利号 ZL201220352050.2）列入资产转让清单之中。但该专利作为

“催化加氢工艺生产 4.4-二氨基二苯醚”生产技术的一部分，东营冠森已经实

际交付公司，且双方已于 2015 年 9 月 14 日完成该专利转让的登记工作。2015

年 9 月 14 日，国家知识产权局完成专利转让登记，但将变更后权利人错误登记

为“山东省冠森绝缘制品有限公司”，2015 年 12 月，国家知识产权局将权利人

更正为“山东冠森绝缘制品有限公司”。2017 年 5月，东营冠森与公司签署《资

产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二）》，确认转让专利实际为 9项，包含上述实用新型专

利《生产颗粒式 4.4-二氨基二苯醚的设备》（专利号 ZL201220352050.2），且相

关专利全部过户至公司名下，双方不存在异议、纠纷或潜在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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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因未收到国家知识产权局分别于 2015年 9月 14日、2015 年 12月 3日

发出的《手续合格通知书》、《修改更正通知书》的纸质文件，因此向国家知识产

权局申请补发关于标的专利的专利权人由“东营市冠森绝缘制品有限公司”变更

为“山东冠森绝缘制品有限公司”的手续合格通知书。2017 年 2 月 15 日，国家

知识产权局下发《手续合格通知书》，其中记载上述实用新型专利变更前的专利

权人为“东营市冠森绝缘制品有限公司”，变更后的专利权人为“山东冠森绝缘

制品有限公司”。《专利法》第十条规定“转让专利申请权或者专利权的，当事人

应当订立书面合同，并向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登记，由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予以

公告。专利申请权或者专利权的转让自登记之日起生效。”国家知识产权局于

2015年 12月 3日发出《修改更正通知书》系更正登记错误信息，国家知识产权

局于 2017 年 2 月 15 日发出的《手续合格通知书》系根据公司申请补发的文件，

均不影响上述实用新型专利的专利权人由东营冠森变更为山东冠森绝缘制品有

限公司（股份公司前身）生效日期。实用新型专利《生产颗粒式 4.4-二氨基二

苯醚的设备》（专利号 ZL201220352050.2）转让登记时间为 2015 年 9 月 14 日，

该时间为所属权转移的时间。公司与东营冠森签署的《资产转让协议》中涉及的

无形资产明细中不包括该实用新型专利系经办人员疏忽，实际上该实用新型专利

作为“催化加氢工艺生产 4.4-二氨基二苯醚”生产技术的一部分，包含在东营

冠森移交资产之列，东营冠森与公司签署的《资产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二）》

已对此事项进行了确认。 

综上，实用新型专利《生产颗粒式 4.4-二氨基二苯醚的设备》（专利号

ZL201220352050.2）的专利权转移生效时间为 2015 年 9 月 14 日；经双方确认，

资产转移协议中涉及的无形资产明细实际包括上述实用新型专利；上述实用新型

专利补充列入评估范围是合理的。 

【主办券商回复】 

主办券商履行了相应的核查程序，具体包括： 

1.尽调程序 

（1）登录国家知识产权局网站，查询实用新型专利《生产颗粒式 4.4-二氨

基二苯醚的设备》（专利号 ZL201220352050.2）转让申请及发文信息，并查阅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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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权利证书、《手续合格通知书》及相关资料，了解该实用新型专利转让的登记

情况； 

（2）查阅实用新型专利《生产颗粒式 4.4-二氨基二苯醚的设备》（专利号

ZL201220352050.2）年费缴纳凭证，了解该实用新型专利年费缴纳情况； 

（3）查阅《资产转让意向书》、《资产转让协议》、《资产转让协议之补充协

议》、《资产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二）》，资产转让款项支付凭证及发票，了解资

产转让的实际情况及款项支付情况； 

（4）查询《专利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并就专利权属变更问题与律师进行

了交流； 

（5）就专利转让事项访谈东营冠森和山东冠森相关经办人员。 

（6）根据公司无形资产入账情况，结合更改后的资产评估报告，对所影响

的财务报表相关项目进行了测算，分析其对资产收购相关会计处理的影响，是否

存在会计差错。 

（7）分析会计师审计程序的有效性。 

2.事实依据 

查询记录、专利权属证书、《手续合格通知书》及相关资料；专利年费缴纳

凭证；资产评估报告、《关于修改京信评报字(2016)第 234 号资产评估报告的情

况说明》、《关于申请修改京信评估报告（2016）第 234号资产评估报告的函》以

及相关回复、《资产转让意向书》、资产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二）、

款项支付凭证等文件、《资产评估准则—无形资产》(中评协[2008]217 号)、《企

业会计准则》、企业经营相关资料等、访谈记录。 

3.分析过程 

（1）上述实用新型专利所属权转移时间、资产转移相关协议是否涉及该专

利、以及该专利列入评估范围的合理性等核查。 

根据专利法第十条的规定，专利申请权或者专利权的转让自登记之日起生效，

经核查实用新型专利《生产颗粒式 4.4-二氨基二苯醚的设备》（专利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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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L201220352050.2）转让登记情况及资产转让相关文件，主办券商、会计师认为

上述实用新型专利所属权转移的时间为 2015 年 9月 14日。资产转移相关协议包

含《资产转让意向书》、《资产转让协议》、《资产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资产转

让协议之补充协议（二）》等协议，《资产转让协议》未将上述实用新型专利列入

资产转让清单之中系经办人员疏忽，该实用新型专利作为“催化加氢工艺生产

4.4-二氨基二苯醚”生产技术的一部分，东营冠森已经实际交付公司，且双方已

于 2015 年 9 月 14 日完成该专利转让的登记工作。同时，2017 年 5 月，东营冠

森与公司签署《资产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二）》，确认转让专利实际为 9项，包

含上述实用新型专利。因此，资产转移相关协议涉及的无形资产明细实际包括上

述实用新型专利《生产颗粒式 4.4-二氨基二苯醚的设备》（专利号

ZL201220352050.2）；上述实用新型专利补充列入评估范围是合理的，公司相关

回复真实、准确。 

（2）是否存在会计差错、收购资产的会计处理是否准确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6 号-无形资产》第三条：无形资产，是指企业拥有

或者控制的没有实物形态的可辨认非货币资产。第四条：无形资产同时满足下列

条件的，才能予以确认：（一）与该无形资产有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企业；

（二）该无形资产的成本能够可靠地计量。 

公司于 2015年 7月与东营冠森签署《资产转让意向书》，东营市冠森绝缘制

品有限公司将其用于生产 4.4-二氨基二苯醚的方法及装置核心专利技术等无形

资产转让给公司，该专利技术等无形资产是公司生产经营中不可或缺的，可为公

司带来经济利益流入。同时，依据《资产转让协议》，该专利技术等无形资产的

价值按照评估报告确定，该无形资产的成本能够可靠地计量。因此，上述无形资

产于 2015 年满足确认条件。 

评估报告更正后，与原报告相比新增实用新型专利《生产颗粒式 4.4-二氨

基二苯醚的设备》（专利号 ZL201220352050.2），但是专利技术总的评估值没有

变化，只是对各项专利在总体评估值中的权重重新进行了分配。由此引起入账依

据发生变化，无形资产摊销额发生变化，属于会计差错。 

根据重新确认的信息和数据，该事项对公司资产、费用和对报告期内各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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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净利润的影响如下： 

单位：元 

年度 资产总额 费用总额 利润总额 净利润额 
占原报表净 

利润比例（绝对值） 

2015年度 467.70 -467.70 467.70 467.70 0.0067% 

2016年度 878.13 -410.43 410.43 410.43 0.0023% 

经测算，按照重新测算的摊销额，2015 年 12 月 31 日、2016 年 12 月 31 日

累计摊销分别增加 467.70 元、878.13 元，2015 年度、2016 年度净利润分别增

加 467.70 元、410.43 元，会计师基于上述会计差错对财务报表进行更正，修改

后资产收购相关会计处理准确，符合企业会计准则。会计差错更正对财务报表具

体科目的影响如下表所示： 

                                                                    单位：元 

报表项目 

2016 年 12 月 31 日/2016 年度 2015 年 12 月 31 日/2015 年度 

原披露报表 调整后报表 
调整金

额 
原披露报表 调整后报表 调整金额 

资产负债

表： 
      

无形资产 34,563,976.31 34,564,854.44 878.13 37,707,090.56 37,707,558.26 467.70 

盈余公积 983,162.86 983,250.67 87.81    

未分配利

润 
4,848,465.71 4,849,256.03 790.32 -8,151,215.07 -8,150,747.37 467.70 

利润表：       

管理费用 13,792,184.26 13,791,773.83 -410.43 7,749,122.58 7,748,654.88 -467.70 

净利润 17,982,843.64 17,983,254.07 410.43 -6,933,297.89 -6,932,830.19 467.70 

（3）审计程序的有效性核查 

会计师执行的审计程序如下： 

1)检查报告期内获取的公司与东营市冠森绝缘制品有限公司签订的《资产转

让协议》，资产转让协议中专利明细如下： 

专利名称 专利号 专利类别 

催化加氢工艺生产 4.4-二氨基二苯

醚的方法及装置 
ZL201110330139.9 发明专利证书 

新型全自动废气处理器 ZL201220264705.0 实用新型专利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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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名称 专利号 专利类别 

新型冷凝回收器 ZL201220264704.6 实用新型专利证书 

新型液化升华釜 ZL201220267180.6 实用新型专利证书 

球阀.截止阀开关助手扳手 ZL201220267230.0 实用新型专利证书 

闪蒸干燥机 ZL201220352046.6 实用新型专利证书 

立式氯化苯储罐 ZL201220346741.1 实用新型专利证书 

新型精馏塔气液分布器 ZL201220346745.X 实用新型专利证书 

2)检查更改前的评估报告京信评报字（2016）第 234号，评估报告中专利明

细如下： 

名称/标识 专利号/注册号 证明文件 

催化加氢工艺生产 4.4-二氨基二苯

醚的方法及装置 
ZL201110330139.9 发明专利证书 

新型全自动废气处理器 ZL201220264705.0 实用新型专利证书 

新型冷凝回收器 ZL201220264704.6 实用新型专利证书 

新型液化升华釜 ZL201220267180.6 实用新型专利证书 

球阀.截止阀开关助手扳手 ZL201220267230.0 实用新型专利证书 

闪蒸干燥机 ZL201220352046.6 实用新型专利证书 

立式氯化苯储罐 ZL201220346741.1 实用新型专利证书 

新型精馏塔气液分布器 ZL201220346745.X 实用新型专利证书 

3)检查报告期内公司提供的无形资产明细表、专利证书原件及《手续合格通

知书》，经检查获取的手续合格通知书有 8项，与原资产评估报告一致。 

4)就专利转让事项访谈了东营冠森和山东冠森相关经办人员，经办人员描述

为专利转让时为 1 项发明专利和 8项实用新型专利，其中 1项发明专利和 7项实

用新型专利在报告期内收到了由东营市冠森绝缘制品有限公司变更为山东冠森

绝缘制品有限公司的《手续合格通知书》。剩余一项即《生产颗粒式 4.4-二氨基

二苯醚的设备》（专利号 ZL201220352050.2）在报告期内未收到《手续合格通知

书》。 

经核查，上述审计程序有效，但由于报告期至审计报告报出日公司未收到《生

产颗粒式 4.4-二氨基二苯醚的设备》（专利号 ZL201220352050.2）的《手续合格

通知书》，会计师出于谨慎性原则及职业怀疑态度，将该专利未予确认属于会计

差错，评估报告更正后，会计师按评估后明细价值重新入账，对无形资产-专利

摊销重新测算，并将计算差额予以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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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结论意见 

经核查实用新型专利《生产颗粒式 4.4-二氨基二苯醚的设备》（专利号

ZL201220352050.2）转让登记情况及资产转让相关文件，主办券商、会计师认为

上述实用新型专利所属权转移的时间为 2015 年 9月 14日，资产转移协议中涉及

的无形资产明细实质上包括上述实用新型专利（2015年 12月签署的《资产转让

协议》遗漏了上述实用新型专利，通过 2017 年 5 月签署的《资产转让协议之补

充协议（二）》进行了确认）；上述实用新型专利补充列入评估范围是合理的，公

司相关回复真实、准确。审计程序有效，评估报告修改后，入账依据发生变化，

属于会计差错，因此予以更正，修改后，主办券商、会计师认为公司收购资产的

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 

二、除上述问题外，其他需补充说明或披露的重要事项。 

【公司回复】 

1.审计报告更正 

因审计报告更正，公司部分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发生变化，公司已在《公开

转让说明书》中将上述信息予以更正。 

同时，公司已在公开转让说明书“第一节基本情况”之“五、公司股本的形

成及其变化”部分补充披露如下： 

“（六）审计报告更正对公司整体变更为股份公司的影响 

公司整体变更为股份公司后，审计报告进行了更正，截至2016年12月31日，

冠森有限的账面净资产值更正为55,832,506.70元，较更正前增加878.13元。

2017年6月21日，公司召开2017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经审议，全体股东一致

通过《关于更正财务报表的议案》和《关于确认整体变更事宜的议案》，全体股

东对审计报告更正事宜进行了确认，同意公司对2015年度、2016年度的财务报

表进行相应更正。有限公司按照更正后的净资产值折股整体变更设立为股份公

司，股份公司的股本总额保持不变（50,000,000元），上述净资产值超出股本的

金额（5,832,506.70元）仍计入股份公司的资本公积金。整体变更设立后折合

的股份公司的股本总额不高于净资产值，仍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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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且未损害公司股东、债权人等相关主体的合法权益。因此，审计报告更

正对公司整体变更为股份公司不存在不利影响。” 

2.公司于期后取得委托贷款 

公司已在公开转让说明书“第四节公司财务会计信息”之“十、关联方、关

联方关系及关联交易”之“（二）关联交易情况”之“2.偶发性关联交易”补充

披露如下： 

“2）委托贷款 

委托单位 受托单位 借款人 贷款金额（元） 年利率 贷款期限 

东营明源化工

有限公司 

威海市商业银

行东营分行 
冠森科技 10,000,000.00 6.33% 

2017年 6月 26

日至 2018 年 5

月 21日 

合 计   10,000,000.00   

” 

同时，公司已在公开转让说明书“第四节公司财务会计信息”之“十、关联

方、关联方关系及关联交易”之“（六）关联交易决策权限、决策程序及定价机

制”补充披露如下： 

“2017年6月21日，公司召开2017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接受委托贷款事宜的议案》，同意公司接受东营明源化工有限公司委托威

海市商业银行东营分行出借的1000万元贷款用于生产经营。” 

3.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控制企业期后注销情况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赵洪修控制的企业，上海品聚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已于2017年6月19日注销，东营金达源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已于2017年6

月9日注销，公司已在公开转让说明书“第三节公司治理”之“五、同业竞争情

况”部分和“第四节公司财务会计信息”之“十、关联方、关联关系及关联交易”

部分补充披露注销情况；在“第三节公司治理”之“七、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有关情况的说明”之“（四）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其他单位兼职情

况”和“（五）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对外投资与公司存在利益冲突情况”

部分删除董监高在上述企业兼职和出资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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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期后在其他单位兼职变更情况 

2017年5月，公司财务总监马红辞去上海岳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职务，

公司已在公开转让说明书“第一节基本情况”之“八、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基本情况”部分更新其简历，在“第三节公司治理”之“七、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有关情况的说明”之“（四）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其他单位

兼职情况”及“第四节公司财务会计信息”之“十、关联方、关联关系及关联交

易”部分更新其兼职情况。 

【主办券商回复】 

经核查，除上述披露事项外，不存在涉及挂牌条件、信息披露以及影响投资

者判断决策的其他重要事项。 

三、请会计师就推荐挂牌业务审计中是否存在证监会《会计监管风险提示第 

6 号——新三板挂牌公司审计》涉及的审计项目质量控制、通过了解被审计单位

及其环境识别和评估重大错报风险、持续经营、收入确认、关联方认定及其交易、

货币资金、费用确认和计量、内部控制有效性问题、财务报表披露等九方面问题

以及规范措施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1)审计项目质量控制的核查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一直致力于报告质量（风险）控制体系的建设，建立了一

整套严格的质量（风险）控制政策和程序，并由专业的职能部门、团队和人员，

以及多项监控措施、系统和工具，来确保业务质量（风险） 控制政策和程序的

有效实施和履行。对于新三板挂牌业务及新三板年报审计大信会计师事务所按等

同于上市公司要求进行项目管理。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依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121 号——对财务报

表审计实施的质量控制》及《质量控制准则第 5101 号——会计师事务所对执行

财务报表审计和审阅、其他鉴证和相关服务业务实施的质量控制》的要求制定了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质量控制制度》；关于审计项目质量控制的政策和程序，要

求对所有证券类财务报表审计实施项目质量控制三级复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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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信会计师事务所对山东冠森绝缘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山

东冠森”) 挂牌业务审计高度重视，在执业过程中，严格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

规及《中国注册会计师执业准则》等执业规范。业务承接时首先进行了解山东冠

森的基本情况，包括企业基本情况、历史沿革、所处行业、主要业务模式、主要

财务数据分析、内部控制情况、管理层诚信情况等；然后通过评估会计师事务所

是否拥有足够的具有胜任能力和必要素质的人员来执行审计业务。通过执行以上

程序，大信会计师事务所判断可以承接山东冠森新三板挂牌审计。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对山东冠森新三板挂牌审计项目进行的风险分类与上市

公司审计一致，即按高风险业务对待；在业务执行过程中，严格执行项目质量三

级复核控制，由独立的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员对项目组作出的重大判断和编制审

计报告时得出的结论进行客观评价； 

在对山东冠森项目实施项目质量控制复核时，复核人员重点关注所委派的审

计人员是否均具备专业胜任能力，是否全部签署了独立性及保密协议。同时对下

列与评价项目组作出的重大判断相关的事项进行复核：1）在审计过程中是否识

别出的特别风险以及采取的应对措施；2）是否存在关于重要性和特别风险的判

断；3）在审计中识别出的已更正和未更正的错报的重要程度及处理情况。  

经核查，大信会计师事务所质量控制制度设计适当，运行有效，山东冠森项

目审计，经过了严格的项目质量控制复核，达到了签署报告的标准。 

（2）通过了解被审计单位及其环境，识别和评估重大错报风险的核查 

根据山东冠森的实际情况，执行实地访谈、查阅、观察等程序，并通过以下

方面了解被审计单位及其环境： 

1）相关行业状况和监管环境： 

①公司的产品为 4,4’-二氨基二苯醚。4,4'-二氨基二苯醚是合成医药、染

料、颜料、农药等精细化工领域的重要有机中间体,主要应用于制造聚酰亚胺相

关产品，目前，聚酰亚胺主要有如下用途：薄膜、涂料、先进复合材料、纤维、

泡沫塑料、工程塑料、胶黏剂、分离膜等,在航空航天、舰艇、高温工业、电机

工业及电子工业等方面具有广泛应用，聚酰亚胺树脂、聚酰亚胺纤维等新材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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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扶持的产品。 

随着经济的发展，国内 4,4’-二氨基二苯醚产品领域经过了一段快速发展

时期，2016 年市场消耗量达到 5000 吨。据分析，全球 2016 年聚酰亚胺材料消

费量约为 2万吨，4,4’-二氨基二苯醚消耗量约为 9500吨。中国、美国、欧洲、

日本、韩国、欧洲和台湾市场是主要消费市场。凭借其优异的物化性能，聚酰亚

胺材料将会有更广阔的应用空间。据分析，聚酰亚胺全球用量自每年将不低于

15%的速度增长，4,4’-二氨基二苯醚产品未来发展空间广阔。 

聚酰亚胺及其中间体二氨基二苯醚项目正处于成长期。目前，4,4’-二氨基

二苯醚国内生产厂还有：山东万达化工有限公司、蚌埠族光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南通汇顺化工有限公司等公司。 

②行业监管 

公司属于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行业，该行业属于完全竞争性行业，政府主管

部门按照产业政策进行宏观调控指导，行业内各企业面向市场自主经营，已充分

实现了市场化竞争。 

目前，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行业的宏观管理职能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承

担，国家发改委作为国家产业政策主管部门，主要负责制订产业政策，指导技术

改造，通过发布产业政策对行业的发展方向和组织结构发挥引导作用。 

2）被审计单位的性质 

业务模式：公司通过生产和销售 4,4’-二氨基二苯醚产品实现盈利，属于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公司拥有经验丰富的研发团队，坚持产品和技术的

自主研发，共有 9 项专利技术；公司建有规模较大的生产线，掌握先进的生产工

艺，为生产聚酰亚胺绝缘材料类产品的企业客户提供高纯度的 4,4’-二氨基二

苯醚产品，公司通过销售部人员直接联系客户的直销模式开拓业务，通过销售

4,4’-二氨基二苯醚实现收入。公司与主要原材料供应商和产品需求方建立了长

期稳定的合作关系，逐步形成研发、生产、销售和采购一体化的商业模式（直销），

不存在特殊业务模式。 

3）所有权和治理结构：公司所有权清晰，控股股东系自然人赵洪修，持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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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 36%；公司建立了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依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设立

了符合公司业务规模及经营管理需要的组织架构，按照不相容职务相分离的原则，

科学地划分了每个组织单位内部的责任权限，形成了相互制衡机制，各部门权责

分明，确保控制措施的有效执行。 

4）对会计政策的选择和运用：公司主要从事 4,4’-二氨基二苯醚的生产与

销售。根据公司实际经营特点，依据相关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对收入确认等交

易和事项制订了具体的会计政策，详见“审计报告附注三、（二十三）收入”。关

于管理层所做出的重大会计判断和估计详见“审计报告附注三、（九）应收款项、

（十四）固定资产、（十八）长期资产减值”等。报告期内无会计政策的变更。 

5）经营风险：公司于 2014 年 3 月成立，2015 年 8 月投产，2015 年度营业

收入为 2,015,427.34 元（未审），净利润为-6,933,297.89 元（未审）；2016 年

度营业收入为 93,049,380.71 元（未审），较 2015 年度增长 4516.86%，净利润

为 17,982,843.64 元（未审），较 2016年度增长 359.37%；公司主营业务为 4,4’

-二氨基二苯醚的生产与销售，技术工艺处于行业领先地位且不断改进，不存在

开发新产品或提供新服务失败或者业务扩张失败等导致的经营风险。 

6）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充裕，不存在由于融资、分层调整及对赌

等原因产生的粉饰财务报表的压力和动机。 

7）了解与财务报表相关的内部控制，见“（8）内部控制有效性问题的核查” 

通过执行以上风险评估程序，因报告期内收入的大幅度增加，将收入及成本

的发生、准确性、截止及应收账款及存货的存在、计价和分摊的认定作为高风险

领域，同时从实质性执行的审计程序中获取的保证程度为高，以便保证财务报表

的真实性和准确性。 

（3）持续经营的核查 

①与管理层进行讨论，确定管理层是否已识别出单独或汇总起来可能导致对

被审计单位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的事项或情况。公司营运情况：报告期内，

公司收入来源主要是通过销售 4,4’-二氨基二苯醚获得，并以此取得利润和现

金流，随着 2016 年公司的正式投产，公司营业收入呈现大幅增加趋势，毛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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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呈现增长的趋势，公司盈利能力较强。资金筹资能力：2016 年 12 月 31 日、

2015 年 12 月 31 日公司资产负债率分别为 66.56%、66.98%，相对较高，主要原

因为公司 2015年处于项目筹建阶段，2016年部分项目还未完工，前期银行借款、

关联方借款和应付项目工程款等金额较大所致。随着公司项目的陆续投产，销售

现金流的大幅增加，将降低公司资产负债率。通过讨论，公司管理层认为公司经

营状况良好，技术工艺先进且不断进行改良，不存在影响持续经营能力的事项 

②与管理层讨论其拟运用持续经营假设的基础，公司建立了较为完善的法人

治理结构，依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设立了符合公司业务规模及经营管理需

要的组织架构，按照不相容职务相分离的原则，科学地划分了每个组织单位内部

的责任权限，形成了相互制衡机制，各部门权责分明，确保控制措施的有效执行；

通过讨论管理层认为运用持续经营假设的基础是合理的。 

③对影响持续经营重大疑虑事项进行了调查，聚酰亚胺树脂、聚酰亚胺纤维

等新材料是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扶持的产品，该类产品的发展将为其上游原

材料 4，4’-二氨基二苯醚行业带来强大的动力和市场发展空间。公司自成立以

来，将 4,4’-二氨基二苯醚生产作为业务发展首要任务，有意识地将更多的公

司资源配置到产品研发方面。据了解，根据业务发展规划，公司未来期间将更加

注重研发团队建设、进一步优化流程体系、探索更优的激励机制、新技术的研发

经费投入，尽可能保证先进的、强大的研发能力 

经核查，公司在可预见的未来的持续经营能力不存在重大疑虑。 

（4）收入确认的核查 

1）根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141号——财务报表审计中与舞弊相

关的责任》的要求，假定收入确认存在舞弊风险，并将收入的发生、准确性、截

止认定为特别风险。 

2）未审财务报表主要项目分析如下： 

单位：元 

科目名称 2016 年 12 月 31 日 2015 年 12 月 31 日 增长率（%） 

应收账款（余额） 20,433,366.50 2,449,256.30 73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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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名称 2016 年 12 月 31 日 2015 年 12 月 31 日 增长率（%） 

预收款项 81,042.22 574,275.00 -85.89 

 

科目名称 2016 年度 2015 年度 增长率（%） 

营业收入 93,049,380.71 2,015,427.34 4,516.86 

利润总额 22,265,448.35 -8,637,534.45 357.78 

净利润 17,982,843.64 -6,933,297.89 359.37 

销售费用 1,616,843.63 130,957.91 1,134.63 

销售费用率(%) 1.74 6.50 -73.23 

运输费用 778,268.43 13,748.20 5,560.88 

产量（kg） 1,626,178.00 31,165.00 5,117.96 

销量（kg） 1,562,523.00 31,165.00 4,913.71 

产能(kg) 5,000,000.00 5,000,000.00 - 

经营性现金净流量 15,564,727.94 -7,353,000.19 311.68 

由上表可以看出： 

①报告期内应收账款与营业收入同方向增长，且应收账款增长比例低于营业

收入的增长比例； 

②报告期内销售费用增长 1,134.63%，但销售费用率降低-73.23%，主要是

由于销售费用的增幅远远小于营业收入的增幅。 

③报告期内运输费用增长比例大于营业收入增长比例，主要是由于根据合同

约定大部分运输费用由客户承担，且根据运输距离不同，运输结算费用不同。 

④报告期内产能未充分利用主要是由于公司市场处于开拓阶段，公司实行以

销定产的生产方式，产量相对较低，同时河口蓝色经济开发区提供的供热配套设

施未达到使用条件，公司采购了蒸汽锅炉生产蒸汽，使产能未能达到完全释放。 

⑤报告期内经营性现金流量与利润基本同比例增长。 

3）访谈了解公司销售流程，分析公司与客户相关交易合同条款，并分析发

行人收入确认会计政策的合理性，检查收入确认原则、方法、确认时点、会计处

理、信息披露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及其相关规定和行业特点，以及前后期

是否一致； 

4）访谈了解公司产品销售模式、销售政策，包括客户定价政策、赊销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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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依据退换货情况等，核查是否频繁发生退换货情况，检查退换货、退货退款

及相关会计处理的一致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5）抽查了主要客户的物流单、验收单、发票及回款单据，经检查一致，不

存在提前或推迟确认收入的情形。 

山东冠森报告期间主营业务增长幅度较大主要原因为，公司 2015 年属于项

目筹建期间，2015 年 8月生产试运行，设备处于调试阶段，工艺流程不够完善，

原材料消耗较大，次品较多，产量很低。2016 年公司通过加大研发投入、优化

生产工艺、坚持严格的质量管控、为客户提供高质量的产品，优异的质量使得公

司产品供不应求，公司业务迅速扩张。 

经核查，公司收入确认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财务核算规范，收入

真实、准确、完整。 

（5）关联方认定及其交易的核查 

执行关联方识别程序：获得关联方及交联交易清单，向管理层或内部其他人

员询问有关关联方的信息；通过检查重要会议纪要等方式识别公司是否存在未披

露关联方。执行风险评估程：通过舞弊风险评估，分析公司实施舞弊的动机或压

力等风险因素；对公司内部控制有效性进行评估；对关联方交易价格公允性进行

核查。详见审计报告“七、关联方关系及其交易”。 

经核查，大信会计师事务所认为发行人关联方披露符合《企业会计准则 36

号-关联方披露》、《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及证券交易所颁布的相关业务

规则中的有关规定，完整地披露了关联方关系。 

（6）货币资金的核查 

①统计分析现金交易的总体情况，核查现金收付款异常波动的原因； 

②访谈财务部相关人员，了解现金交易的原因、控制措施、会计核算情况、

改进措施等； 

③抽取大额现金收付原始凭证进行测试，检查内容是否完整，有无授权批准，

是否与发行人生产经营活动相关、账务处理是否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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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了解发行人开户销户情况，并获取申报期内公司的所有银行账户的带有银

行签章的对账单（如无银行签章则在被审计单位的协助下亲自到银行获取银行对

账单），分户详细核对申报期内重要大额交易 ，检查入账是否完整，会计处理是

否和原始凭证记载的信息一致。 

⑤审计人员亲自去公司基本户查询并打印被审计单位的账户清单，以确认被

审计单位账面记录的银行账户的完整性。 

⑥根据取得了被审计单位的账户清单，与账面核对，并对所有银行账户亲自

去询证，保存并记录了银行询证的控制过程及相关证据。 

⑦审计人员亲自去公司基本户打印企业信用报告，并于账面数据、借款合同、

担保合同等信息进行核对。 

经核查，货币资金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异常的交易。 

（7）费用确认和计量的核查 

1）在风险评估阶段，对未审财务报表相关项目进行了对比分析如下： 

单位：元 

科目名称 2016 年度 2015 年度 增长率（%） 

营业收入 93,049,380.71 2,015,427.34 4,516.86 

销售费用 1,616,843.63 130,957.91 1,134.63 

其中：运输费用 778,268.43 13,748.20 5,560.88 

管理费用 13,792,184.26 8,556,054.33 61.20 

其中：研发支出 5,300,293.01 232,237.46 2,182.27 

研发支出占营业收入

费比例（%） 5.70 11.52 -------- 

财务费用 4,562,947.60 494,466.36 822.80 

由上表可以看出： 

销售费用、管理费用与营业收入同步增长。 

2)针对销售费用、管理费用执行了以下核查程序如下： 

①结合公司期间费用的主要项目占费用总额的比率并与上一年度、及本年度

各月度进行合理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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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抽取公司资产负债表日前后凭证，实施截止测试，特别是抽查 12 月 31

日以后的会计账记录，核对相关发票日期，并询问及查看会计人员手中尚未记账

的发票是否存在跨期情况。 

③对公司运输费用的增减变动结合公司的产品销量等进行详细分析。 

④结合公司的累计折旧、应交税费、累计摊销的测算并进行纵向对比，以防

止延迟支付及不予记账。 

⑤检查报告期内研发支出的明细及研发支出占销售收入的比例，均符合高新

技术企业的要求。 

3）针对财务费用执行的程序如下： 

①结合公司的长短期借款，对公司应负担的利息支出进行了重新测算，并与

公司账面确认的财务费用利息支出项目进行了核对。 

②结合非金融机构资金往来明细按照约定利率，对公司应负担及应收到的利

息收支进行测算，并与公司的账面情况进行了核对。 

③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对公司确认的利息收入进行了复核。 

④对公司本期财务费用发生额实施了检查程序。 

⑤结合发行人贷款卡信息的核查，是否存在未入账的长短期借款。 

经核查，费用波动与业务规模一致，不存在体外列支收入费用的迹象等。 

（8）内部控制有效性问题的核查 

1）针对财务报表相关的内部控制，执行以下核查程序： 

①检查公司会计管理制度、会计政策、会计科目及会计报告制度等；经检查，

公司《财务管理规定》内容完备、规范，主要会计政策符合会计准则和内部控制

规范，会计科目设置和报告制度符合相关技术标准，建立和完善了会计分析、检

查、预测、决策和控制等一系列方法，已经建立了规范的会计核算体系。 

②访谈公司财务人员以及核查相关财务人员的任职资格证书；经检查，财务

部门岗位齐备，人员配备符合任职资格要求，各个岗位各司其职、互相配合、互



19 

相制约，关键岗位严格执行了不相容职务分离的原则。 

③查阅公司《财务管理规定》中的会计档案管理规定、访谈财务部人员及实

地查阅会计档案保管；经检查，公司会计档案的内容及分类、会计档案的统计、

装订、保管、销毁等具体操作规程及实际保管情况符合规范要求。 

④2016 年公司财务核算系统采用“用友畅捷通 T+”软件中财务会计模块进

行会计核算，自 2016 年始发行人营销部门、供应部门逐步对应使用了供应链管

理模块件，涉及到了存货的出入库的操作，截至目前运行良好。 

2）针对销售与收款业务的核查如下： 

①取得公司销售相关制度性文件，访谈部门负责人及相关人员，了解销售流

程及特殊事项；核查赊销政策、销售客户情况、客户付款能力及货款回收情况、

客户档案管理、销售合同管理； 

②抽查交易合同，对销售业务循环主要业务活动的控制流程进行调查，主要

包括：对销售策略－签订合同－开具发票—记录应收账款－收款整个过程进行穿

行测试，确定是否在授信额度内对客户提供赊销。 

3）针对采购与付款业务的核查如下： 

①取得公司采购相关制度性文件，核查公司采购部门设置及所授权限； 

②访谈了采购部门负责人，包括采购流程及特殊事项； 

③取得并查阅与存货相关的管理制度，如定期盘点制度，访谈相关部门人员

了解存货管理情况； 

④对存货循环主要业务活动的控制流程进行调查，包括对采购申请－采购合

同-收到货物-采购发票－记录应付款项—付款—存货核算整个过程进行穿行测

试，核查会计记录、采购记录、仓储记录一致性。 

4）针对工程管理业务的核查如下： 

①取得并查阅发行人在建工程、固定资产的管理制度，核查部门设置及所授

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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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访谈工程部负责人，包括工程立项、建设、验收等流程事项； 

③选取某项工程进行穿行测试。 

5）针对资金管理业务的核查如下： 

经查阅公司财务管理制度，并访谈公司财务管理人员，公司已建立了资金授

权、批准、审验、责任追究等相关管理制度。大信会计师事务所抽取了收、付款

各一笔交易，获得整个交易中所有原始单据和记账凭证进行穿行测试，随机抽取

了 25 笔与资金收付相关的交易进行控制测试，大信会计师事务所认为发行人资

金管理的内部控制得到了有效执行。 

经核查公司的主要银行账户交易记录、报告期内应收账款/应付账款/预付账

款/其他应收款/其他应付款明细账及相关付款审批记录，截止 2016 年 12 月 31

日,不存在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占用公司资金、利用员工账户或其他个人

账户进行货款收支或其他与公司业务相关的款项往来等情况。 

（9）财务报表披露的核查 

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

让系统挂牌公司信息披露细则（试行）》《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年

度报告内容与格式指引》的规定，重新复核了公司 2016年 12月 31日、2015年

12 月 31 日资产负债表，2016 年度、2015 年度利润表、现金流量表、所有者权

益变动表，以及财务报表附注；经检查，大信会计师事务所认为公司财务报表在

所有重大方面公司财务报表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编制，公允

反映了贵公司 2016 年 12 月 31 日、2015 年 12 月 31 日的财务状况以及 2016 年

度、2015 年度的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 

经核查，公司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编制财务报告，年度财务报表附

注参照《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5 号——财务报告的一般规

定》（2014 年修订）的相关规定进行了编制。 

综上，通过执行以上核查程序，会计师认为公司审计项目质量得到了有效控

制；通过了解被审计单位及其环境，识别和评估出了重大错报风险，保证了财务

报表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公司具备持续经营能力；在收入确认、关联方认定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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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货币资金记费用确认和计量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确执行；公司内部控制设计

有效且得到有效执行；财务报表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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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山东冠森高分子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山东冠森高

分子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关于山东冠森高分子

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挂牌申请文件的第三次反馈意见>的回复》的签字盖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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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公司挂牌申请文件的第三次反馈意见>的回复》的签字盖章页） 

 

 

 

内核专员：                  

               刘海朵 

 

项目小组负责人：                   

                      薛连云 

 

 

项目小组成员：                                                      

                  薛连云            雷晓洁             杨文君 

 

                                  

                   邢颖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