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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831093        证券简称：鑫航科技        主办券商：华林证券 

 

河北鑫航铁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关于 2019 年年度审计报告被出具 

无法表示意见的专项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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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接受了河北鑫航铁塔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委托，对公司 2019年度财务报

表进行了审计，于 2020 年 6 月 30 日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审

计报告》（报告编号：中兴华审字（2020）第 011030号），并于同日

出具《关于对河北鑫航铁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度财务报告出

具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的专项说明》（报告编号：中兴华专字

（2020）第 010324号）。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

信息披露规则》、《关于做好挂牌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披露相关工作

的通知》及相关规定，现将有关情况进行说明。 

一、 审计报告中无法表示意见的基础 

（一）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鑫航科技公司银行存款账面

余额 766,419.47元，占期末资产总额的 0.60%，虽占比较低，但我

们认为银行存款函证程序是必要的审计程序，且已进行发函。截至审

计报告出具日，银行存款回函金额为 0.00元，我们未能通过函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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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程序确认期末银行存款是否存在、是否被冻结/使用受到限制以及

被冻结/受限金额等情况，由此无法判断银行存款的真实完整性。 

（二）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鑫航科技公司应收账款账面

余额为 33,157,743.55元，占期末资产总额的 26.04%，账面计提坏

账准备余额 771,229.00 元，我们实施了函证等我们认为必要的审计

程序，发出函证金额合计 31,588,113.24 元。截至审计报告出具日，

我们未收到任何应收账款函证回函，我们不能通过函证等有效程序确

认期末应收账款是否存在，我们也未能通过执行替代程序以确认期末

应收账款是否存在，由此无法判断应收账款的真实完整性以及计提相

应坏账准备金额的充分性和完整性。 

（三）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鑫航科技公司预付账款账面

余额为 21,582,076.22元，占期末资产总额的 16.95%。我们实施了

函证等我们认为必要的审计程序，发出函证金额合计 20,773,128.96

元。截至审计报告出具日，我们未收到任何预付账款函证回函，我们

不能通过函证等有效程序确认期末预付账款是否存在，由于鑫航科技

公司未提供形成预付账款的合理证据，我们也无法通过执行替代程序

以确认该款项是否可收回,无法判断预付账款是否与鑫航科技公司经

营相关，是否具有真实采购交易背景。 

（四）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鑫航科技公司其他应收款账

面余额为 4,508,183.00元，占期末资产总额的 3.54%，未计提坏账

准备。我们实施了函证等我们认为必要的审计程序，发出函证金额合

计 4,441,383.00元。截至审计报告出具日，我们未收到任何其他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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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款函证回函，我们不能通过函证等有效程序确认期末其他应收款是

否存在，我们也未能通过执行替代程序以确认期末其他应收款是否存

在，由此无法判断其他应收款的真实完整性以及计提相应坏账准备金

额的充分性和完整性。 

（五）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鑫航科技公司存货账面余额

为 18,628,208.24元，占期末资产总额的 14.63%，未计提存货跌价

准备。由于鑫航科技公司 2019年度财务结算工作于 2020年 6月 22

日才完成，鑫航科技公司未能全面配合我们对存货实施监盘程序，我

们也无法实施替代审计程序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以确定账面存

货列报的真实性与准确性，以及存货跌价准备计提的合理性，且该事

项对财务报表影响广泛。 

（六）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鑫航科技公司短期借款账面

余额为 4,990,000.00元，长期借款为 36,000,000.00元。我们实施

了函证等我们必要的审计程序。截至审计报告出具日，我们未收到任

何长短期借款的函证回函亦未能获取到《企业信用报告》，由此无法

判断短期借款及长期借款的真实完整性。 

（七）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鑫航科技公司应付账款账面

余额为 1,933,474.54元，我们实施了函证等我们认为必要的审计程

序，发出函证金额合计  1,381,659.51元。截至审计报告出具日，

我们未收到任何应付账款函证回函，我们不能通过函证等有效程序确

认期末应付账款是否完整，我们也未能通过执行替代程序以确认期末

应付账款是否完整，由此无法判断应付账款是否与鑫航科技公司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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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是否具有真实采购交易背景，亦无法判断应付账款的真实完整

性。 

（八）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鑫航科技公司预收账款账面

余额为 644,495.09元，我们实施了函证等我们认为必要的审计程序，

发出函证金额合计  644,495.09元。截至审计报告出具日，我们未

收到任何预收账款函证回函，我们不能通过函证等有效程序确认期末

预收账款是否完整，我们也未能通过执行替代程序以确认期末预收账

款是否完整，由此无法判断预收账款的真实完整性。 

（九）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鑫航科技公司其他应付款账

面余额为 4,667,947.83元，我们实施了函证等我们认为必要的审计

程序，发出函证金额合计  3,160,000.00元。截至审计报告出具日，

我们未收到任何其他应付款函证回函，我们不能通过函证等有效程序

确认期末其他应付款是否完整，我们也未能通过执行替代程序以确认

期末其他应付款是否完整，由此无法判断其他应付款的真实完整性。 

（十）鑫航科技公司收入确认的具体形式为：如合同约定销售铁

塔需要进行验收则在取得验收单据时确认收入，如合同约定销售铁塔

为买方提货或未约定交货方式的则在货物发出时确认收入。截至审计

报告出具日，我们未获取到任何与收入确认相关的出库单及验收单据，

由此无法判断营业收入的真实完整性。 

（十一）由于以下导致持续经营重大不确定因素，我们未能获取

充分证据，以判断鑫航科技公司持续经营假设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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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鑫航科技公司 2019 年度账面净亏损 12,337,406.60元，累

计亏损额 2,088,426.15元。可供经营活动支付的货币资金短缺，财

务状况持续恶化，员工大量离职，存在拖欠货款、工资的情况，公司

部分银行账户亦因涉及诉讼被司法冻结； 

2、鑫航科技公司自 2020 年 1 月起基本处于停工状态，截至报

告出具日，鑫航科技公司尚未启动复工复产。 

以上情况表明鑫航科技持续经营存在重大不确定性。我们无法取

得与评估持续经营能力相关的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因此我们无法

判断鑫航科技公司运用持续经营假设编制的 2019 年度财务报表是

否适当。 

（十二）受限资产事项 

通过查询中国裁决文书网公开显示，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

鑫航科技公司涉及多项诉讼且多项裁决文书中记载鑫航科技公司部

分资产被查封，但我们未能获取到任何证据证明被查封资产的具体情

况及金额，因此我们无法判断鑫航科技公司财务报表附注中披露的受

限资产相关金额的准确完整性。 

（十三）未决诉讼事项 

由于鑫航科技目前面临较多未决诉讼等或有事项，截止审计报告

出具日鑫航科技仍被列入失信人名单，我们无法实施有效的程序获取

全部或有事项并无法预计这些或有事项对财务报表可能产生的影响。 

二、 董事会关于审计报告中形成无法表示意见所涉及事项的说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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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董事会对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无法

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说明如下： 

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在开展年度审计过程中， 

公司管理层给予积极配合，但由于公司 2018年、2019年主营业务收

入较历史以往大幅下滑，公司出现亏损，部分专业管理人员及业务人

员陆续离职。2020年初，受新冠疫情影响，公司长时间停工停产，

关键岗位人员离职后，岗位一直空缺，主管业务总经理迟迟不能回国。 

公司未能及时与会计师事务所沟通，安排审计工作。待公司关键人员

到岗，开展审计工作时，又遇北京疫情升级，公司核心领导和审计人

员来公司所在地均报备申请，需隔离 14天，审计工作一再推迟，最

终导致会计师事务所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针对审计报告中无法表示意见涉及的事项， 公司董事会和管理

层正在积极制定相关有效措施， 力争 2020 年消除上述事项及其不

良影响， 维护公司和股东的合法权益。 具体措施如下： 

1、为保证公司基本运营，同时为追索相关账款提供必要的基础

保证，公司已采取措施尽可能压缩相关经营费用，报告期内已通过取

消帐期较长的订单及缩减人员等方式，减少相关费用的支出。 

2、与预付货款单位积极协商，就积压物资事宜进行持续沟通，

以期能够尽快处理积压物资，减少资金占用。 

3、公司正采用各种法律途径和商业手段加大应收账款的回收力

度，包括但不限于对债务人提起民事诉讼、债权转让代位追偿以及执

行案款转让等方式，以期最大限度收回相关款项。同时，公司正在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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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与债权人协商和解等相关事宜，努力消除或基本消除由于银行账户

被冻结对公司造成的不良影响，以最终使公司摆脱该等经营和财务困

境，以期达到重新恢复正常业务经营状态。 

4、对公司长期停工的再建工程项目进行资产评估，引入合作单

位，通过共同建设方式完成车间的建设和基础设施的配套工作，增加

公司收入。 

5、对公司闲置土地和厂房进行出租，缓解公司流动性危机。 

6、保证公司主要客户中国铁塔股份有限公司订单的履约，以期

公司缓解流动性危机后，可立即增加接单力度，提高营业收入。 

三、公司董事会意见 

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本着严格、谨慎的原则，

对上述事项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董事会表示理解，该报告

客观严谨地反映了公司 2019 年度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董事会将组

织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相关人员积极采取有效措施，消

除审计报告中所强调事项对公司的影响。董事会提请广大投资者谨慎

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说明。 

 

 

河北鑫航铁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 06月 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