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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江苏博克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挂牌申请文件的第二次反馈意见的回复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贵公司出具的《关于江苏博克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挂牌申请文件的第二次反

馈意见》（以下称“反馈意见”）已收悉，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主

办券商”或“国金证券”）会同江苏博克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博克斯”）、天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会计师”）、江

苏致邦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申报律师”）对贵公司反馈意见进行了认真讨论

并逐项核查、落实，涉及需要相关中介机构核查及发表意见的部分，已由各中介

机构分别出具了核查意见。涉及对《江苏博克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转让说明

书》（以下简称“公开转让说明书”）进行修改或补充披露的部分，已按照要求进

行了修改和补充，并已在《公开转让说明书》中以楷体加粗标明。 

现将反馈意见的落实情况逐条报告如下： 

提示性说明 

1 如无其他特别说明，本回复中的释义与《公开转让说明书》释义一致； 

2 

本回复正文中的字体代表以下含义： 

黑体（不加粗） 补充反馈意见所列问题 

宋体（不加粗） 对补充反馈意见所列问题的回复 

楷体（不加粗） 对公开转让说明书等申报文件的引用部分 

楷体（加粗） 对公开转让说明书等申报文件的修改或补充披露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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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应收账款回款与订单的匹配性。根据公司第一次反馈意见回复，公

司存在根据订单的回款情况判断应收账款账龄的情形。请公司：（1）对“根据订

单的回款情况判断应收账款账龄”作进一步解释并补充披露，说明部分应收账款

账龄时间较长的原因；（2）结合客户的实际经营情况，公司与客户的合作情况等

补充披露账龄较长的应收账款的可收回性，公司拟采取的措施及其有效性。 

请主办券商及会计师补充核查公司应收账款账龄与订单回款的匹配性、相关

内控是否健全并且得到有效执行以及公司财务规范性，说明核查的方法、过程、

获得的相关证据及结论，并发表明确意见。 

公司回复： 

（1）对“根据订单的回款情况判断应收账款账龄”作进一步解释并补充披

露，说明部分应收账款账龄时间较长的原因； 

关于“根据订单的回款情况判断应收账款账龄”已在公开转让说明书“第四

节公司财务”之“六、报告期内各期末主要资产情况及重大变动分析”之“（五）

应收账款”之“1、应收账款按种类披露”之“B、按照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应

收账款”中补充披露如下内容： 

报告期内，公司部分应收账款账龄时间较长的原因如下： 

（1）公司考虑到不同的订单的收入确认和付款时间节点存在进度上的差别，

为了进行更好的订单追踪和应收款账龄管理，公司商务部按照合同号将所签订

的销售合同信息完整的录入到公司管理系统中并生成销售订单，同时生产部门

根据销售订单开展生产作业，完工产品发往客户之后，财务部根据收到的产品

验收单，在符合收入确认条件时，确认销售收入同时增加应收账款。在收到客

户的销售货款后，商务部登记相应的销售订单回款情况，并由财务部按照对应

的销售订单录入财务系统，销售回款和销售订单一一对应。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根据订单的回款情况判断应收账款账龄，同一客户存

在多笔订单，部分客户在支付货款时存在优先结算近期订单而非早期订单的情

形，从单个客户的角度来看，实际并不存在账龄较长的情况。如：无锡五德环

保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无锡五德”），其交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产品 
2018年度 2019年度 

期初余额 本期增加 本期减少 期末余额 本期增加 本期减少 期末余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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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D 仪、流量

计、氨氮仪 
37.23 1.03 3.68 34.58 - 1.27 33.31 

COD 仪、流量

计、氨氮仪 
- 181.16 167.78 13.39 - 13.39 - 

COD 仪、流量

计、氨氮仪 
- - - - 113.21 113.12 0.09 

合计 37.23 182.19 171.46 47.96 113.21 127.77 33.40 

由上表可以看出，从单个客户的角度来看，无锡五德的账龄均在一年以内，

从单个订单的角度来看，存在一年以上的情形。 

（2）部分客户因自身原因，货款未能按照合同约定的时间支付。如：四川

立蓝环保技术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川立蓝”），公司对四川立蓝业务执

行发生在报告期之前，因四川立蓝自身原因，货款未能按照合同约定的时间支

付，报告期内，仅在 2018 年 1 月收回货款 14.49 万元，截至 2019 年末，公司

应收四川立蓝 242.09 万元，账龄为 3-4 年，按照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政策，

已全额计提坏账准备，四川立蓝已确认该笔欠款。 

（3）公司对客户的信用政策以全款发货为主，少量采取发货前、安装后、

质保期等分阶段收款，受整体工程进度的影响，存在部分账龄较长但实际未逾

期的应收账款。 

（2）结合客户的实际经营情况，公司与客户的合作情况等补充披露账龄较

长的应收账款的可收回性，公司拟采取的措施及其有效性。 

关于账龄较长的应收账款的可收回性，公司拟采取的措施及其有效性已在公

开转让说明书“第四节公司财务”之“六、报告期内各期末主要资产情况及重大

变动分析”之“（五）应收账款”之“1、应收账款按种类披露”之“B、按照

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中补充披露如下内容： 

公司和客户的合作是相互支持和共同发展的渐进过程，公司保持与客户互

惠共赢、协同发展的长期合作战略。报告期内，无锡五德、四川立蓝等公司主

要欠款单位的经营情况未出现异常，且与公司保持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预计

可收回性较高，同时对于账龄在三年以上的应收账款公司已全额计提坏账准备，

坏账准备计提政策较谨慎，不会对公司的经营业绩造成重大影响。 

未来公司将进一步加强应收账款的管理，根据订单积极催收未支付的货款，

协调客户优先结算早期订单，改善公司应收账款账龄较长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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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请主办券商及会计师补充核查公司应收账款账龄与订单回款的匹配性、

相关内控是否健全并且得到有效执行以及公司财务规范性，说明核查的方法、过

程、获得的相关证据及结论，并发表明确意见。 

主办券商回复： 

尽调过程： 

（1）了解及评价公司与应收账款相关的内部控制设计的合理性，并测试相

关内部控制执行的有效性； 

（2）了解公司的信用政策，检查销售合同有关信用政策的条款是否与公司

实际执行的一致，了解报告期内信用政策是否存在重大变动； 

（3）对公司的销售负责人、财务负责人进行访谈，了解应收账款管理制度

和逾期应收账款的催收制度； 

（4）获取报告期内应收账款账龄明细表，对抽样选取的应收账款，通过核

对至销售合同、销售订单、出库单、销售发票、物流签收凭据等支持性文件，检

查公司编制的应收账款账龄明细表的准确性； 

（5）对金额较大的应收账款执行函证程序，并将函证结果与公司记录的金

额进行核对，验证应收账款余额及账龄的真实性、准确性； 

（6）获取公司提供的逾期应收账款清单和整体回款情况、主要逾期客户情

况和造成逾期的主要原因，核实公司相关数据信息披露的准确性； 

（7）网络查询逾期客户的公开信息，了解是否存在涉诉情况。 

事实依据： 

（1）与应收账款相关的关键内部控制制度； 

（2）应收账款账龄明细表以及逾期账龄明细表、销售合同、销售订单、出

库单、销售发票、物流签收凭据等； 

（4）取得对客户按订单分类列示余额的往来询证函； 

（5）主要客户的网络查询截图。 

依法合理分析过程： 

公司考虑到不同的订单的收入确认和付款时间节点存在进度上的差别，为了

进行更好的订单追踪和应收款账龄管理，公司商务部按照合同号将所签订的销售

合同信息完整的录入到公司管理系统中并生成销售订单，同时生产部门根据销售

订单开展生产作业，完工产品发往客户之后，财务部根据收到的产品验收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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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收入确认条件时，确认销售收入同时增加应收账款。在收到客户的销售货款

后，商务部登记相应的销售订单回款情况，并由财务部按照对应的销售订单录入

财务系统，销售回款和销售订单一一对应。 

2018 年 12 月 31 日和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公司超过 10 万元的应收账款合

计分别占应收账款总余额的 77.18%和 80.10%。针对上述应收账款金额超过 10

万元的客户，采取发送询证函的方式，需客户确认的内容包括：未结清款项对应

的合同或订单编号，合同或订单确认收入的年度，报告期各期末应收账款余额。 

截至本回复出具日，上述询证函回函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 

应收账款余额 1,046.74 1,183.63 

发函金额 807.90        948.08  

发函比例          77.18%  80.10% 

回函金额 730.33 892.59 

回函占比 90.40% 94.15% 

回函相符占比 100.00% 100.00% 

结论性意见： 

主办券商认为：公司应收账款账龄与订单回款是匹配的，相关内控是健全的，

并且得到有效执行；公司财务规范。 

会计师回复意见详见天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关于江苏

博克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挂牌申请文件的第二次反馈意见的回复》。 

 

2、关于公司净利润下滑。报告期内公司净利润由 33,122,956.45 元下降至

15,179,597.38元，公司反馈回复中解释为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均存在不同程度

下降，同时股份支付费用、销售费用增加等综合因素导致公司净利润下降。请公

司结合营业收入、营业成本、期间费用中主要费用波动的具体情况量化分析披露

净利润大幅下滑的原因。 

请主办券商及会计师核查上述情况，并发表明确意见。 

公司回复： 

关于净利润大幅下滑的原因已在公开转让说明书“第四节公司财务”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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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报告期内的主要财务指标分析”之“（一）盈利能力分析”之“2.波动原

因分析”中补充披露如下内容： 

报告期内，公司毛利额、营业利润和净利润的变化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年度 2018 年度 

金额 变化金额 变化率 金额 

毛利额 5,815.95 -587.68 -9.18% 6,403.63 

营业利润 1,753.59 -1,939.68 -52.52% 3,693.27 

净利润 1,517.96 -1,794.34 -54.17% 3,312.30 

（1）2019 年度较 2018 年，公司毛利额下降 587.68 万元，降幅 9.18%，主

要原因为：①市场竞争加剧，营业收入略有下滑；②受产品售价下调影响，毛

利率略有下降。具体分析详见本公开转让说明书“第四节公司财务”之“五、

报告期利润形成的有关情况”之“（一）营业收入分析”及“（三）毛利率分析”

的相关分析。 

（2）2019年度较 2018年，公司营业利润下降 1,939.68 万元，降幅 52.52%，

除受毛利额的下降影响外，受销售费用、管理费用以及信用减值损失和资产减

值损失增加影响较大，是净利润大幅下滑的主要原因。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年度 2018 年度 

金额 变化金额 变化率 金额 

销售费用 1,816.76 352.31 24.06% 1,464.45 

管理费用 1,401.09 742.47 112.73% 658.61 

信用减值损失 217.83 158.86 269.40% 58.97 

合计 3,435.67 1,253.64 57.45% 2,182.03 

注：信用减值损失包含资产减值损失。 

2019 年较 2018 年，销售费用增长 352.31 万元，增幅 24.06%，主要原因为

销售人员增加，相应的职工薪酬以及差旅费有所上升；管理费用增长 742.47 万

元，增幅 112.73%，主要原因为股权激励导致股份支付大幅增加 574.94 万元以

及大连办公室租赁面积增加导致房屋及物业费增加 58.73 万元等；信用减值损

失增长 158.86 万元，增幅 269.40%，主要原因为三年以上的应收款项增加，根

据坏账准备计提政策全额计提坏账准备所致。 

主办券商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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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调过程： 

（1）获取财务报表及附注，并进行量化分析； 

（2）获取公司销售收入明细清单，并进行拆分以及汇总分析； 

（3）获取并查阅了公司成本归集明细账和成本结转明细账，直接材料分配

明细表、生产人员工资分配明细表、制造费用分配明细表表等成本计算明细表等，

分析产品单位成本的变化趋势，并检查成本的归集、分配是否准确及完整、各个

会计期间是否保持一致； 

（4）获取并查阅了公司销售费用、管理费用、财务费用明细表，分析销售

费用、管理费用、财务费用的变动情况，核查期间费用变化与生产经营规模变化、

销售增长、实际业务发生情况是否一致，期间费用率逐年波动的合理性； 

（5）获取并查阅了公司的员工工资表，分析员工工资及附加变动情况，检

查公司银行支付凭证和银行对账单，确定公司工资发放情况，核查薪酬政策、薪

酬变动原因、薪酬发放情况； 

（6）获取并查阅了公司主要期间费用的合同、发票、报销单据、支付凭证

等，复核折旧摊销计算表、研发项目费用归集表、股份支付计算表、利息计算表

等，对销售费用、管理费用、财务费用执行细节测试，核查公司费用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 

（7）获取并查阅了公司的坏账准备计提明细表，复核坏账准备计提准确性。 

事实依据： 

（1）财务报表及附注； 

（2）报告期内销售收入明细清单； 

（3）成本核算资料； 

（4）毛利率计算表； 

（5）销售费用、管理费用、财务费用明细表； 

（6）员工工资表； 

（7）主要期间费用的合同、发票、报销单据、支付凭证等，复核折旧摊销

计算表、研发项目费用归集表、股份支付计算表、利息计算表； 

（8）坏账准备计提明细表。 

依法合理分析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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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公司毛利额、营业利润和净利润的变化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金额 变化金额 变化率 金额 

毛利额 5,815.95 -587.68 -9.18% 6,403.63 

营业利润 1,753.59 -1,939.68 -52.52% 3,693.27 

净利润 1,517.96 -1,794.34 -54.17% 3,312.30 

（1）2019 年度较 2018 年，公司毛利额下降 587.68 万元，降幅 9.18%，主

要原因为：①市场竞争加剧，营业收入略有下滑；②受产品售价下调影响，毛利

率略有下降。 

（2）2019 年度较 2018 年，公司营业利润下降 1,939.68 万元，降幅 52.52%，

除受毛利额的下降影响外，受销售费用、管理费用以及信用减值损失和资产减值

损失增加影响较大，是净利润大幅下滑的主要原因。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金额 变化金额 变化率 金额 

销售费用 1,816.76 352.31 24.06% 1,464.45 

管理费用 1,401.09 742.47 112.73% 658.61 

信用减值损失 217.83 158.86 269.40% 58.97 

合计 3,435.67 1,253.64 57.45% 2,182.03 

注：信用减值损失包含资产减值损失。 

2019 年较 2018 年，销售费用增长 352.31 万元，增幅 24.06%，主要原因为

销售人员增加，相应的职工薪酬以及差旅费有所上升；管理费用增长 742.47 万

元，增幅 112.73%，主要原因为股权激励导致股份支付大幅增加 574.94 万元以及

大连办公室租赁面积增加导致房屋及物业费增加 58.73 万元等；信用减值损失增

长 158.86 万元，增幅 269.40%，主要原因为三年以上的应收款项增加，根据坏账

准备计提政策全额计提坏账准备所致。 

结论性意见： 

主办券商认为：公司净利润大幅下滑的原因合理。 

会计师回复意见详见天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关于江苏

博克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挂牌申请文件的第二次反馈意见的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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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江苏博克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挂

牌申请文件的第二次反馈意见的回复》之签章页） 

 

 

项目负责人签字： 

 

               

王沈杰 

 

项目小组成员签字： 

 

                                                          

唐  翔               李文国               何品杰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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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江苏博克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挂

牌申请文件的第二次反馈意见的回复》之签章页） 

 

 

 

 

 

 

 

 

 

 

 

 

 

 

 

江苏博克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