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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834720         证券简称: 闽瑞股份      主办券商：上海证券 

 

福建闽瑞新合纤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8 年度报告部分内容进行更正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福建闽瑞新合纤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9年 4月 26日在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信息披露平台上披露了《2018年年度报告》。在主

办券商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的检查指导下，公司对 2018年年度报告中因统计

口径及工作人员疏忽原因造成差错的部分内容予以更正。 

一、《2018 年年度报告》“第四节  二、经营情况回顾 (五)研发情况”中，

原内容为： 

研发人员情况： 

教育程度 期初人数 期末人数 

博士 0 0 

硕士 0 1 

本科以下 11 13 

研发人员总计 11 14 

研发人员占员工总量的比例 3.70% 6.03% 

现更正为： 

研发人员情况： 

教育程度 期初人数 期末人数 

博士 0 0 

硕士 0 0 

本科以下 11 23 

研发人员总计 11 23 

研发人员占员工总量的比例 3.70% 9.91% 

 

 

二、《2018 年年度报告》 “第八节  二、员工情况 （一）在职员工（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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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及控股子公司）基本情况”中，原内容为： 

按工作性质分类 期初人数 期末人数 

财务人员 9 8 

技术人员 18 14 

销售人员 12 14 

生产人员 233 165 

行政管理人员 25 31 

员工总计 297 232 

现更正为： 

按工作性质分类 期初人数 期末人数 

财务人员 9 8 

技术人员 18 23 

销售人员 12 14 

生产人员 233 155 

行政管理人员 25 32 

员工总计 297 232 

 

三、《2018 年年度报告》 “第十一节  财务报告  一、审计报告”审计正

文的原内容为： 

“…… 

三、关键审计事项 

关键审计事项是我们根据职业判断，认为对本期财务报表审计最为重要的事

项。这些事项的应对以对财务报表整体进行审计并形成审计意见为背景，我们不

对这些事项单独发表意见。 

（一）销售收入的确认 

1、事项描述 

与收入相关的信息披露参见详见财务报表附注“三（十七）收入”及“五（二

十八）营业收入和营业成本”。 

贵公司主营环保生物纤维、涤纶纤维、各种合成纤维（不含棉花纤维）的生

产、销售，主要产品为涤纶短纤、中空三维、仿羽绒、高强黑丝和忆弹丝五类。

2018年营业收入 470,433,377.04元。 

公司收入确认的具体时点如下：内销模式是根据公司与客户的销售合同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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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在商品已经发出，并经客户验收确认销售收入；外销模式是根据公司与客户

的销售合同约定将产品发出、到达指定装运港，取得报关单时，确认销售收入。 

由于鉴于营业收入是贵公司的产品销售收入模式包括内销和外销，各收入模

式下风险和报酬转移时点不同，对经营成果有重大影响，可能存在收入确认的相

关风险。同时营业收入是贵公司的关键业绩指标之一，收入确认是否真实、是否

在恰当的会计期间确认，可能存在错报，因此，我们将销售收入确认的真实性发

生和截止性作为关键审计事项。 

2、审计应对 

我们主要执行的审计程序如下： 

（8）了解和评价销售与收款循环内部控制的设计和运行的有效性； 

（9）选取样本检查销售合同，识别与商品所有权上的主要风险和报酬转移

相关的合同条款和条件，评价收入确认时点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 

（10）对本年记录的收入选取样本，核对发票、合同、发货通知单、出库单、

验收单，评价收入确认是否符合收入确认条件，结合函证程序确认收入发生的真

实性； 

（11）对收入成本实施分析性程序，包括：对本期各月的收入、成本、毛利

率进行分析；比较两期主要产品的收入、成本、销售单价、成本单价、毛利率；

将本公司与同行业上市公司的毛利率进行比较分析； 

（12）对收入进行截止性测试，关注是否存在重大跨期事项及期后销售情况，

以评价收入是否在恰当的期间确认； 

（13）结合应收账款函证程序及期后回款检查程序确认本期收入发生的真实

性； 

（14）核查重要客户的工商信息并选取客户进行实地走访，以确认收入的真

实性。 

（二）预付款项的确认 

1、事项描述 

贵公司 2018 年末预付主要供应商原材料采购款余额 103,621,867.28 元，占

期末资产总额 18.24%。 

鉴于贵公司流动资金紧张，大幅占用贵公司的流动资金，可能存在关联方资

金占用情况，因此我们将预付款项的确认确定为关键审计事项。 



                                                             公告编号：2019-041 

 

4 

 

2、审计应对 

我们主要执行的审计程序如下： 

（5）了解和评价采购与付款循环内部控制的设计和运行的有效性； 

（6）分析预付款项账龄及余额构成，结合检查相关采购合同和入库单据，

确认其交易实质情况。 

（7）核查重要供应商的工商信息，分析供应商经营状况是否正常，结合关

联方及其交易核查程序，确认是否存在关联方交易。 

（8）实施函证程序并结合走访程序，对主要供应商进行实地查看，核查采

购业务的真实性，确认预付款项的存在认定与权利和义务的相关认定。 

四、其他信息 

……” 

现更正为： 

“三、关键审计事项 

关键审计事项是我们根据职业判断，认为对本期财务报表审计最为重要的事

项。这些事项的应对以对财务报表整体进行审计并形成审计意见为背景，我们不

对这些事项单独发表意见。 

（一）销售收入的确认 

1、事项描述 

与收入相关的信息披露参见附注“三（十七）收入”及“五（二十八）营业

收入和营业成本”。 

贵公司主营环保生物纤维、涤纶纤维、各种合成纤维（不含棉花纤维）的生

产、销售，主要产品为涤纶短纤、中空三维、仿羽绒、高强黑丝和忆弹丝五类。

2018年营业收入 470,433,377.04元。 

公司收入确认的具体时点如下：内销模式是根据公司与客户的销售合同约

定，在商品已经发出，并经客户验收确认销售收入；外销模式是根据公司与客户

的销售合同约定将产品发出、到达指定装运港，取得报关单时，确认销售收入。 

由于收入是贵公司的关键业绩指标之一，收入确认是否真实、是否在恰当的

会计期间确认，可能存在错报，因此我们将收入确认的真实性和截止性作为关键

审计事项。 

2、审计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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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主要执行的审计程序如下： 

（1）了解和评价销售与收款循环内部控制的设计和运行的有效性； 

（2）选取样本检查销售合同，识别与商品所有权上的主要风险和报酬转移

相关的合同条款和条件，评价收入确认时点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 

（3）对本年记录的收入选取样本，核对发票、合同、发货通知单、出库单、

验收单，评价收入确认是否符合收入确认条件，结合函证程序确认收入发生的真

实性； 

（4）对收入成本实施分析性程序，包括：对本期各月的收入、成本、毛利

率进行分析；比较两期主要产品的收入、成本、销售单价、成本单价、毛利率；

将本公司与同行业上市公司的毛利率进行比较分析； 

（5）对收入进行截止性测试，关注是否存在重大跨期事项及期后销售情况，

以评价收入是否在恰当的期间确认； 

（6）结合应收账款函证程序及期后回款检查程序确认本期收入发生的真实

性； 

（7）核查重要客户的工商信息并选取客户进行实地走访，以确认收入的真

实性。 

（二）预付款项的确认 

1、事项描述 

贵公司 2018 年末预付主要供应商原材料采购款余额 103,621,867.28 元，占

期末资产总额 18.24%。 

鉴于贵公司流动资金紧张，大幅占用贵公司的流动资金，可能存在关联方资

金占用情况，因此我们将预付款项的确认确定为关键审计事项。 

2、审计应对 

我们主要执行的审计程序如下： 

（1）了解和评价采购与付款循环内部控制的设计和运行的有效性； 

（2）分析预付款项账龄及余额构成，结合检查相关采购合同和入库单据，

确认其交易实质情况。 

（3）核查重要供应商的工商信息，分析供应商经营状况是否正常，结合关

联方及其交易核查程序，确认是否存在关联方交易。 

（4）实施函证程序并结合走访程序，对主要供应商进行实地查看，核查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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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业务的真实性，确认预付款项的存在认定与权利和义务的相关认定。 

四、其他信息 

……” 

四、《2018 年年度报告》 “第十一节 财务报告  三、财务报表附注”部

分，补充披露“财务报表重要项目注释”中的预付款项大幅波动的原因 

本期末预付款余额主要为原料预付款，大幅波动主要有以下原因：  

1、2017年 7 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禁止洋垃圾入境推进固体废物进口管理

制度改革实施方案》，2017年年底前禁止进口生活来源废塑料。2018年 1月生

活类废塑料禁止进口之后，再生塑料进口量大幅度下滑，统计数据显示，2018

年中国再生塑料进口 5.18万吨，比 2017 年下滑 99.11%，其中再生 PET进口 1.36

万吨。再生涤纶纤维的主要原材料再生 PET（再生瓶片），市场上原有接近一半

的供应量依赖进口，由于政策影响使得再生 PET的供应量骤降，原料价格大幅上

涨，缺货也成为常态。 

2、由于 2018 年公司新建的第五条生产线投产，原料存货储备也需要进一步

增加；为了稳定生产，2018年下半年开始，公司为了锁定原材货源和价格，增

加了对核心供应商的资金预付。 

上述原因导致公司的预付款较上年有很大幅度上涨。 

五、《2018 年年度报告》 “第八节  二、员工情况  （一）在职员工（公

司及控股子公司）基本情况”中，补充披露备注：关于生产人员减少的原因 

2018 年度，一方面公司依据整体经营计划，对产品进行升级、生产线进行

技术改造，完成技术改造后的生产线自动化程度更高，对生产人员数量的需求度

降低。同时，公司为提高公司的生产经营管理效率和生产人员的劳动效率，根据

引入的先进管理模式，在 2018 年下半年进行了减员增效的管理，即：完善生产

人员岗位管理，改善工位布局，减少冗余生产人员，提高单个生产人员的工作效

率，给增效后的生产人员提供更优的薪资待遇。公司在员工轮岗熟悉生产线不同

岗位的操作后，将工作量较低、相邻的岗位进行合并，从而减少人员配置数量，

目前公司仍处于生产人员配置不断优化的过程中。 

另一方面，由于再生原料紧缺，公司原料库存减少，以往配置较多的搬运人

员工作量大幅降低，且搬运时间集中于卸货阶段。公司根据实际情况，将原料搬

运业务进行外包，也因此减少了部分生产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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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上述因素，公司人员较上年有较大幅度的减少。公司目前配置的生产人

员数量已经根据未来生产需要进行了提前规划，可以满足未来的生产需要。 

除上述更正外，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的其他内容均保持不变。更正后

的《2018 年年度报告》与本公告同时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官网披露，

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公司对上述更正给投资者带来不便深表歉意。 

特此公告。 

 

 

 

                        福建闽瑞新合纤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 8月 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