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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068  证券简称：中铝国际  公告编号：临 2019-026 

 

中铝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的

事后审核问询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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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9年 4 月 26日，中铝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中铝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

度报告的事后审核问询函》（上证公函【2019】0523 号）（以下简称

《问询函》）。《问询函》内容如下： 

中铝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依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 号－

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以下简称《格式准则第 2 号》）、上海证券

交易所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等规则的要求，经对你公司 2018 年年度报

告的事后审核，为便于投资者理解，请你公司进一步补充披露下述信

息。 

一、关于业务模式与公司业绩 

1.年报显示，公司的主营业务为工程设计及咨询、工程施工承包、

装备制造和贸易业务等，其中工程及施工承包业务覆盖冶金工业、房

屋建筑、公路等领域，并采用 EPC、EP、PC、BT、PPP 等多种工程承

包业务模式。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335.72 亿元，同比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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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1%，其中工程施工承包业务收入 214.70 亿元，占总收入的

63.95%，实现归母净利润 3.05 亿元，同比减少 48.29%，扣非归母净

利润 2.19 亿元，同比减少 31.55%。请公司补充披露：（1）结合风险

承担方式、利润来源、权利义务、定价机制、回款安排、融资方式等

说明公司开展工程项目设计、建设、运营的具体模式；（2）报告期内

不同业务模式下已完工和未完工项目的数量、金额、业务开展区域及

主要风险；（3）结合报告期内在手订单的执行情况、项目进度等，补

充披露是否按照合同正常履行、是否存在中止、暂停、终止的项目，

如有，请详细说明未按照合同执行的项目明细及原因；（4）结合工程

履约进度的确定方式、计算依据等补充披露不同类型工程业务具体的

收入确认政策，并说明履约进度的审慎性与合理性，以及是否符合会

计准则规定；（5）结合公司业务开展情况说明公司上市首年业绩大幅

下滑的原因。 

2.年报披露，为积极拓展市场，公司为开展工程承包项目的业主

方提供一定额度的资金，用于支持业主方完成指定建设工程项目，同

时公司按照约定利率收取资金占用费。报告期末，公司因甲方及相关

方使用资金、保证金押金、代垫款等形成其他应收款余额分别为 12.36 

亿元、10.45 亿元、4.64 亿元。请公司补充披露：（1）报告期内上

述垫资业务涉及业主方、是否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并列示提供资金

和收取利息的具体金额；（2）资金占用费的具体确定方式及合理性；

（3）结合业主信用、相关款项的账龄、回收和涉诉情况，说明减值

准备计提是否充分。 

3.年报显示，公司工程项目成本中分包成本占比较大，近

2016-2018 年分别为 52.27%、51.08%、55.24%，请公司补充披露：（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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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工程项目的分包范围、分包业务的比重以及分项工程利润水平；

（2）说明转分包过程中控制质量风险、竣工验收与结算情况。 

4.年报显示，2018 年公司各季度营业收入分别为 62.24 亿元、

78.84 亿元、69.30 亿元、125.33 亿元，第四季度收入增幅加大，

各季度归母净利润分别为 0.38 亿元、1.93 亿元、0.19 亿元、0.55

亿元，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12.10 亿元、4.25 亿元、-3.61 

亿元、17.17 亿元，整体波动较大。请公司结合报告期内具体业务开

展情况、结算模式等，分析各季度收入、净利润与经营活动现金流量

变化趋势不匹配的原因及合理性。 

二、关于财务信息和信息披露 

5.公司于 2018 年 12 月 20 日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公司及下

属控股子公司中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合计 1.96 亿元的对价向控股

股东全资子公司中铝资产转让苏州有色金属研究院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苏研院）100%的股权，该笔股权转让实现投资收益 1.24 亿元。请

公司：（1）结合协议安排、股权转让款项支付情况、交割安排等，说

明对苏研院丧失控制权的时点；（2）补充披露在年底进行上述交易的

主要考虑，并结合本次交易对价公允性和商业合理性等分析是否构成

权益性交易，并说明相关会计处理是否符合准则规定。 

6.报告期内，公司采用新收入准则，将原有存货中“已完工未结

算工程”列报为合同资产，并采用预期信用损失模型计提减值准备，

其中对未交付客户投入使用的合同资产计提按 0.5%计提减值准备，

对已交付客户投入使用的合同资产按照与应收账款账龄相同计提比

例计提坏账准备。2018 年末公司合同资产 112.12 亿元，其中未交

付和已交付客户的合同资产分别为 46.25 亿元、61.76 亿元，对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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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资产计提减值损失 3150 万元。请公司补充披露：（1）对未交付客

户投入使用合同资产减值计提比率确定的依据和主要考虑；（2）报告

期内存货跌价损失及合同履约成本减值损失发生额为-585 万元的原

因；（3）报告期内公司已完工未结算合同中已交付和未交付客户的数

量、期限以及未结算的具体原因。 

7.报告期末，公司预付款项余额 11.53 亿元，较期初增加

10.55%。请公司补充披露：（1）按预付款项的用途披露预付账款的构

成情况；（2）报告期末公司三年以上的预付账款账面余额大于报告期

初公司二至三年预付账款账面余额的原因和合理性；（3）账龄超过一

年的预付账款未结算或项目延期的具体原因，是否存在合同纠纷、供

应商经营困难无法按期供货等影响合同履约的情形；（4）对存在坏账

迹象的预付账款，坏账准备的计提是否充分。 

8.年报披露，公司参与汉中航空智慧新城基础设施 PPP 项目，

并于 2017 年 12 月向汉中航空智慧新城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智慧新城公司）预付 1.95 亿元作为投资款，后因该项目未入“PPP

库”而成为普通项目，于本报告期解除投资协议，公司已收回智慧新

城公司退回的投资款 1 亿元。报告期末，公司尚存在对智慧新城投

资公司其他应收款账面余额 1.04 亿元。请公司补充披露：（1）与智

慧新城是否存在关联关系，相关款项未及时退回公司的原因，以及是

否构成对公司的资金占用；（2）该笔款项是否有明确的回收时间；（3）

结合智慧新城的经营情况，说明对该笔款项减值计提是否充分。 

9.报告期末公司长期应收款余额 16.57 亿元，其中分期收款销

售商品、分期收款提供劳务形成的长期应收款余额分别为 947.45 万

元、4977.25 万元，剩余 15.97 亿元为“其他”。请公司补充披露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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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项目的具体内容、相关交易背景、交易对方、是否为关联方、账龄、

减值计提是否充分等。 

请公司年审会计师事务所对上述问题 1、2、5、7、8、9 发表意

见。 

针对前述问题，公司依据《格式准则第 2 号》、上海证券交易所

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等规定要求，认为不适用或因特殊原因确实不便披

露的，应当说明无法披露的原因。 

请你公司于收到函件即日披露，并于 2019 年 5 月 7 日之前，披

露对本问询函的回复，同时按要求对定期报告作相应修订和披露。 

以上为《问询函》的全部内容，公司将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要

求及时回复并予以披露。 

特此公告。 

 

 

中铝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 4 月 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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