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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5：事务所出具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的财务报表审计报告

情况

浙江富润。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带强调事

项段的无保留意见的财务报表审计报告，【强调事项】内容如下：

我们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

(一)如财务报表附注十四(五)3 所述，浙江富润公司子公司杭州

泰一指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一指尚）2019 年度经审计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低于江有归、付海鹏承诺的

业绩。鉴于未完成业绩承诺引致的业绩补偿款金额较大,经浙江富润

公司与江有归、付海鹏协商，约定由江有归、付海鹏于 2021 年 12 月

31 日前以现金方式向浙江富润公司支付 2019 年度业绩补偿款。截至

浙江富润公司财务报表批准报出日，公司收到江有归、付海鹏支付的

2019 年度业绩补偿款 100 万元，剩余业绩补偿款后续支付计划暂未

确定，未来收取情况存在不确定性。

(二)如财务报表附注十四(五)4 所述，浙江富润公司子公司泰一

指尚 2020 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低于江有归、付海鹏承诺的业绩。截至浙江富润公司财务报表批准报

出日，浙江富润公司尚未就上述净利润完成情况引致的业绩补偿等事

宜与江有归、付海鹏等达成一致意见,浙江富润公司尚未启动对江有

归、付海鹏的追偿，未来是否进行追偿、实际追偿金额及对财务报表

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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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如财务报表附注十四(六)所述，浙江富润公司将持有的甘肃

上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2,800.01 万股分类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

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该项金

融资产账面价值为人民币 56,196.19 万元，2021 年度，该项金融资

产的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1,568.01 万元。该项金融资产所及股价涨跌

可能对浙江富润公司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人福医药。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带强调事

项段的无保留意见的财务报表审计报告，【强调事项】内容如下：

我们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如财务报表附注“十、关联方关

系及其交易（五)关联交易情况”﹐贵公司存在控股股东占用公司资

金的情况。截止报告日,控股股东已归还全部本金及利息。本段内容

不影响已发表的审计意见。

标准股份。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带强调

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的财务报表审计报告，【强调事项】内容如下：

我们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财务报表附注十四、其他重要事

项。标准股份临潼生产基地位于西安市临潼区秦陵东侧，处于兵马俑

保护区内，按照地方政府规划要求，将对秦始皇帝陵博物院进行改造

提升，需要对贵公司临潼生产基地进行搬迁改造。2021 年上半年标

准股份实施西安临潼生产基地搬迁，截至 9月末，公司临潼生产基地

（老厂区）大部分生产设备及物资已搬迁至渭北工业园（新厂区），

生产经营活动主要在新厂区进行。截止报告日，搬迁补偿相关协议尚

未签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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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段内容不影响已发表的审计意见。

浙数文化。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带强调事

项段的无保留意见的财务报表审计报告，【强调事项】内容如下：

我们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如财务报表附注五(一)8、十四

（四）所述，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浙数文化公司及子公司苏州

永徽隆行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计持有罗顿发展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罗顿发展）股权账面余额合计 33,561.83 万元（持股

数量为 59,727,039 股），已计提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 24,325.81

万元。根据罗顿发展更正后的 2021 年年度业绩预告，罗顿发展 2021

年度营业收入和扣除与主营业务无关的业务收入和不具备商业实质

的收入后的营业收入均已低于 1亿元，且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净利

润为负，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罗顿发展

股票可能将被终止上市。

本段内容不影响已发表的审计意见。

远东股份。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带强

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的财务报表审计报告，【强调事项】内容如下：

我们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如财务报表附注六、合并范围的

变更、5（2）所述,远东股份控股子公司圣达电气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圣达电气）2021 年 6 月召开董事会和股东会，决议更换圣达电气

法定代表人兼总经理人选并选举更换董事，圣达电气法定代表人兼总

经理拒绝履行相关决议，并以股东身份作为原告认为决议内容侵犯其

合法权益为由向泰兴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撤销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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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远东股份作为圣达电气控股股东与小股东之间因决议内容

争议引起司法诉讼，双方已缺乏信任基础和有效的沟通，远东股份自

2021 年 10 月起已无法取得圣达电气完整的财务报表及经营数据，亦

未能获取圣达电气证照、印章、档案文件等资料，自 2021 年 10 月起

远东股份对圣达电气失去控制，不再将其纳入合并范围本段内容不影

响已发表的审计意见。

莱绅通灵。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带强调

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的财务报表审计报告，【强调事项】内容如下：

我们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财务报表附注十四之 1描述了税

务机关的调查仍在进行中，此监管行动的未来结果存在不确定性，可

能对公司财务报表产生影响。本段内容不影响已发表的审计意见。

四环生物。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带强

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的财务报表审计报告，【强调事项】内容如下：

我们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财务报表附注 13.2.1 所述“由

于上述案件已开庭尚未审理,对公司本期及以后期间利润的影响存在

不确定性”，附注 15.8.1 所述“2021 年 3 月 20 日，江苏晨薇收到

山东省中船发的《函》，根据《函》，山东省中船因山东昌乐九龙湖

新农村社区综合开发工程项目终止，该项目无法继续推进，建议双方

解除 2015 年 11 月签订的协议，并对公司按实际已完成的工程量结算

支付公司研究决定同意解除双方 2015 年 11 月签订的协议”，附注

15.8.2 所述“2021 年 4 月，公司在与徐州中船对接中，被告知原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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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约定的项目因政府投资方案调整不能正常履行而要终止协议……

公司研究决定同意终止与徐州中船签订的《绿化工程分包协议》”。

本段内容不影响已发表的审计意见。

美好置业。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带强

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的财务报表审计报告，【强调事项】内容如下：

我们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如财务报表附注二、2 所述，美

好置业 2021 年度、2020 年度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普通

股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为-245,76.07 万元、-46,0499 万元:同时，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美好置业资产负债率 85.62%，流动资产

1,831,096.39 万元、流动负债 1,734,617.62 万元，流动性紧张;部

分经营性债务延迟支付。上述事项或情况表明存在可能导致对美好置

业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的重大不确定性。该事项不影响已发表

的审计意见。

京蓝科技。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带

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的财务报表审计报告，【强调事项】内容如

下：

我们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如财务报表附注十四、3 所述，

京蓝科技公司已经连续三年发生亏损，存在部分债务未能按期偿还，

未决诉讼，部分资产、银行账户等已被冻结的情况。京蓝科技公司已

实施应对计划，积极与债权人沟通协商解决方案，同时拟通过引入战

略投资者，加大应收账款清欠力度，盘活非流动资产，明确业务板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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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规划及强化经营管理及内控管理等措施。上述应对措施正在积极

推进中并已经取得初步成效。该事项不影响已发表的审计意见。

浔兴股份。华兴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带强调事

项段的无保留意见的财务报表审计报告，【强调事项】内容如下：

我们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如财务报表附注“十三、其他重

要事项”（三）所示，浔兴股份于 2018 年 10 月 25 日收到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调查通知书》（编号：深专调查通字 20181076 号）。

因公司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的有

关规定，中国证监会决定对浔兴股份立案调查。由于该立案调查尚未

有最终结论，我们无法判断立案调查结果对浔兴股份财务报表的影响

程度。

春兴精工。苏亚金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带强

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的财务报表审计报告，【强调事项】内容如下：

我们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如财务报表附注十三 3（1）所述，

公司于 2018 年将惠州市泽宏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惠州泽宏）100%

股权以及通过转让全资子公司 Chunxing Holdings(USA)Ltd.100%股

权的方式间接出售 CALIENT Technologies，Inc.（以下简称 CALIENT）

25.5%股权给苏州工业园区卡恩联特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卡恩

联特），股权转让价格分别为 12,000 万元、32,965 万元。上市公司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孙洁晓先生为受让方卡恩联特的实际控制人，

为上述交易事项提供连带保证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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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临时会议、2021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延长上述股权转让金及利息支付期限至原定支付期限届满之

日后一年内履行。孙洁晓先生计划使用其可支配资产抵偿剩余未支付

的股权转让款本金及截至本金清偿之日前持续产生的相应利息。截至

本报告出具日，具体债务清偿方案尚在推进中。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已收到卡恩联特支付的股权转让

款 5,500 万元，剩余 39,465 万元股权转让本金及相应利息尚未支付，

公司计提股权转让款坏账准备 1,973.25 万元。

本段内容不影响已发表的审计意见。

美吉姆。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带强调事项

段的无保留意见的财务报表审计报告，【强调事项——重大资产重组

业绩补偿】内容如下：

我们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如财务报表附注五、2、交易性

金融资产和附注十四、2、业绩补偿所述，经美吉姆公司董事会、股

东大会批准，美吉姆公司、美吉姆下属子公司启星未来（天津）教育

咨询有限公司与霍晓馨（HELENHUOLUO）、刘俊君、刘祎、王琰、王

沈北（以下简称交易对手方）签署了关于收购天津美杰姆教育科技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美杰姆）100%股权的收购协议及相关补充协议。

根据收购协议及相关补充协议，交易对手方承诺天津美杰姆 2018 年、

2019 年、2021 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分别

不低于 18,000 万元、23,800 万元、30,100 万元。2021 年为天津美

杰姆业绩承诺期的最后一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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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净利润为 12,889.66 万元，未完成承诺利润。截至本报告报出日止，

美吉姆公司尚未与交易对手方就业绩补偿款的结算安排签署补充协

议。该事项不影响已发表的审计意见。

国瑞科技。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带强调事

项段的无保留意见的财务报表审计报告，【强调事项】内容如下：

我们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如财务报表附注十三、（一）、

1所述，截止审计报告出具日，国瑞科技因多网状云数据处理通信机

业务与南京长江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富申实业公司、哈尔滨

综合保税集团有限公司的系列民事诉讼案件因己刑事立案已被相关

法院驳回，国瑞科技将在法定期限内提起诉讼。

如合并财务报表六注释 6.其他应收款所述，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因富申实业公司、哈尔滨综合保税集团有限公司开展的

多网状云数据处理通信机销售业务形成应收上述公司期末余额

148,013,775.40 元，并己全额计提坏账准备，上述款项收回具有不

确定性。

如合并财务报表六注释 7.存货所述，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

公 司 仓 库 中 尚 有 多 网 状 云 数 据 处 理 通 信 机 业 务 产 成 品

147,296,651.51 元，并已按准则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98,446,299.51

元，上述合同的后续履行存在不确定性。

本段内容不影响已发表的审计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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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博动力。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带强

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的财务报表审计报告，【强调事项】内容如下：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越博动力公司尚有银行借款

583,467,317.37 元，均为一年内到期，且于 2021 年 12 月 31 日，越

博动力公司流动负债高于流动资产总额 360,187,529.65 元，其短期

偿债压力较大。同时我们关注到越博动力公司期后与芜湖市人民政府、

奇瑞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协议具体内容详见

财务报表附注十二、2之说明。上述事项对越博动力公司的生产经营

将产生重大影响。本事项是否可以按照协议约定履行对公司生产经营

及偿债能力产生重大影响。本段不影响已发表的审计意见。

*ST 康美。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带强

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的财务报表审计报告，【强调事项】内容如下：

我们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财务报表附注五、（三）前期会

计差错更正所述事项对上期财务报表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具有重

大影响，该对应数据已经得到适当重述和披露。

本段内容不影响已发表的审计意见。

*ST 恒康。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带

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的财务报表审计报告，【强调事项】内容如

下：

我们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如财务报表附注十一、（二）所

述，2022年4月22日，管理人收到了陇南市中级人民法院送达的（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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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 12 破 1-5 号之《民事裁定书》，裁定批准《重整计划》，并终止

恒康医疗重整程序。陇南中院裁定批准《重整计划》后，恒康医疗进

入《重整计划》执行期间，重整计划由恒康医疗负责执行，现金一次

性清偿部分由管理人负责执行。截止审计报告签发日，《重整计划》

尚未执行完毕。本段内容不影响已发表的审计意见。

高乐股份。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带

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的财务报表审计报告，【强调事项】内容如

下：

我们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如财务报表附注十二、2 或有事

项之业绩承诺补偿所述，针对业绩补偿义务人未能如期履行业绩补偿

义务事项，高乐股份已向广东省揭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目前，由于案件尚未进入实体审理，案件结果无法预测，高乐股份能

否获得业绩补偿以及业绩补偿金额存在不确定性，具体以法院判决结

果为准。

*ST 利源。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带

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的财务报表审计报告，【强调事项】内容如

下：

1、我们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如财务报表附注十四所

述,2021 年 5 月 26 日，吉林利源精制股份有限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调查通知书》（吉证调查字 2021002 号），因

公司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证监会决定对公司立案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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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报告日，证监会对公司的立案调查仍然在进行当中。本段内

容不影响已发表的审计意见。

2、我们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如财务报表附注十二（二)所

述，截至 2022 年 04 月 25 日公司因虚假陈述产生诉讼纠纷。根据吉

林展轩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吉林利源精制股份有限公司证券虚假

陈述侵权民事赔偿案件拟赔偿金额分析的法律意见书，利源精制针对

上述诉讼事项预计承担的投资者损失及案件受理费的拟赔偿金额合

计约为人民币 9,438,606.19 元。不排除报告日后仍有投资者向法院

提起诉讼索赔的可能，对于此类案件由于金额无法可靠计量，故未确

认为预计负债。

本段内容不影响已发表的审计意见。

ST八菱。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带强调事项

段的无保留意见的财务报表审计报告，【强调事项】内容如下：

我们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如财务报表附注十（六）所述，

贵公司原持股 5%以上股东王安祥，及其直接或间接控制的企业非经

营性占用资金 54,181.10 万元。截至本报告日，王安祥尚未归还上述

款项。由于王安祥个人资金占用未解决，公司股票继续被实施其他风

险警示。

上述内容不影响已发表的审计意见。

新宁物流。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带强调事

项段的无保留意见的财务报表审计报告，【强调事项】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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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如财务报表附注十二“承诺及或

有事项-2、或有事项”所述，截至审计报告日，因子公司火灾事故引

发的未决诉讼涉及诉讼赔偿请求金额共计人民币 25,724.42 万元，累

计计提的预计负债余额为人民币 17,945.70 万元。目前这些案件正在

审理过程中，涉及金额重大，未来结果存在不确定性。该事项不影响

已发表的审计意见。

*ST 天龙。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带强

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的财务报表审计报告，【强调事项】内容如下：

我们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

（一）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天龙光电公司合并财务报表净

资产 14,109,765.64 元，未分配利润-1,046,963,730.39 元，2021 年

度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590,481.97 元，2021 年度

合并经营现金流为-15,207,219.23 元。公司累计亏损数额巨大，经

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负数;

(二)如财务报表附注十二所述，公司本期存在因对外担保及未决

诉讼等引发的或有负债。

天龙光电公司在附注二、（二)中已披露了拟采取的改善措施，

但可能导致对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的事项或情况仍然存在重

大不确定性。该事项不影响已发表的审计意见。

纳川股份。华兴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带强调事

项段的无保留意见的财务报表审计报告，【强调事项】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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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如财务报表附注十四、其他重要

事项、（五）其他对投资者决策有影响的重要交易和事项所述，纳川

股份公司董事长陈志江先生和由陈志江先生担任法人代表的全资子

公司福建纳川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纳川贸易”）于 2021 年 7

月 8日分别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下发的《调查通知书》（深

专调查字 2021344 号、深专调查字 2021342 号），因纳川贸易、陈志

江、张晓樱等涉嫌共同操纵“纳川股份”股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证券法》的有关规定，决定对纳川贸易及陈志江先生进行立案调查，

截至审计报告出具日，公司尚未收到中国证监会就上述立案调查事项

的结论性意见或决定，我们无法判断该事项对纳川股份公司财务报表

的影响程度。本段内容不影响已发表的审计意见。

荣科科技。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带强调事

项段的无保留意见的财务报表审计报告，【强调事项】内容如下：

我们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如财务报表附注十、（五）4.（2）

及附注十二、（二）4 所述，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荣科科技违

规担保合同金额为 25,582.97 万元（本金）及利息，因债务人未及时

还款，债权人向法院陆续申请冻结荣科科技银行账户，于 2021 年 12

月 31 日账户冻结资金余额为 1,351.23 万元，确认相关预计负债

4,997.00 万元，荣科科技与该事项相关的内部控制存在缺陷。截至

2022 年 4 月 27 日，尚有 24,062.97 万元（本金）及利息的担保责任

尚未解除，尚有 3,964.66 万元账户资金处于冻结状态，本段内容不

影响已发表的审计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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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都股份。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带强调事

项段的无保留意见的财务报表审计报告，【强调事项】内容如下：

我们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如财务报表附注十(二)3、十三

(四)2、3所述，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宋都股份为控股股东浙江

宋都控股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以下简称宋都控股）的部分借款提供

担保，该部分借款余额为 317,260 万元（其中，以 334,360 万元定期

存单提供质押担保 307,460 万元、保证担保 9,800 万元），占宋都股

份期末净资产的 73.47%。宋都股份于 2020 年 5 月 27 日公告的《关

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问询函的

回复》中提及，宋都控股和实际控制人俞建午先生力争 1年内彻底解

决宋都股份为控股股东提供存单质押担保问题。2021 年 5 月 27 日，

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未能解决存单质押担保问题，宋都股份当日公

告宋都控股和实际控制人俞建午先生承诺通过变现各类资产等方式，

逐步降低宋都股份以存单质押形式提供的担保金额，最晚于 2023 年

12 月 31 日前彻底消除存单质押的互保情形，其中 2021 年预计下降

存单质押担保金额 6 亿元；2022 年预计下降存单质押担保金额 9 亿

元；至 2023 年底，彻底消除存单质押的互保情形。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自承诺公告日起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已下降存单质押担保

金额 6.08 亿元，完成 2021 年承诺下降金额 6亿元的 101.33%；截至

审计报告日，2022 年已下降存单质押担保金额 1.805 亿元，完成 2022

年承诺下降金额 9亿元的 20.06%。



15

2021 年 12 月 22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行政处罚决

定书》,没收俞建午先生因内幕交易非宋都股份股票违法所得

36,793,079.75 元，并处以 110,379,239.25 元的罚款。

截至审计报告日，俞建午先生已缴纳违法所得，尚未缴纳罚款；

宋都股份为宋都控股提供担保的借款余额仍有 299,210 万元。宋都股

份尚未因该等担保事项发生实际代偿损失，但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能否在上述期限内彻底解决存单质押担保事项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本段内容不影响已发表的审计意见。

*ST 澄星。苏亚金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带强

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的财务报表审计报告，【强调事项】内容如下：

如财务报表附注十三、（5）所述，澄星股份公司于 2021 年 12

月 7日收到了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告知书》（证监立案字

0372021080 号），因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对澄星股份公司进行立案调查。截止审计报告签发日，证监会的

立案调查工作仍在进行中，尚未有明确结论。

本段内容不影响已发表的审计意见。

格力地产。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带强调事

项段的无保留意见的财务报表审计报告，【强调事项】内容如下：

我们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如财务报表“附注十三、其他重

要事项之上海科华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涉诉事项及对本公司财务

报表的影响”所述，格力地产投资的上海科华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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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科华生物）因对西安天隆科技有限公司和苏州天隆科技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天隆公司）38%股权进一步投资安排事宜一事与相

关方发生争议而引致仲裁及仲裁反请求，目前仲裁机构尚未就此案作

出裁决。科华生物 2021 年度财务报表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审计报告。

因为该仲裁事项的未来结果存在不确定性，格力地产在权益法核算对

科华生物的投资收益时，基于谨慎考虑，剔除科华生物合并利润表中

来自于天隆公司的利润 62,110.83 万元。

本段内容不影响已发表的审计意见。

亿利洁能。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带强调事

项段的无保留意见的财务报表审计报告，【强调事项】内容如下：

1、如财务报表附注七、1 货币资金，第六节、十二，重大关联交

易（五）4 其他说明所述，亿利洁能公司 2021 年 12 月 31 日货币资

金中存放亿利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亿利财务公司”）款项余额为

51.27 亿元，超过亿利洁能公司 202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的存放亿利财务公司款项月 40亿元限额。截至 2022 年 4月 29 日，

存放款项余额为 39.05 亿元。亿利洁能公司有息负债规模较大，大额

资金存放亿利财务公司，存放亿利财务公司的款项可能存在流动性、

安全性风险。

2、如财务报表附注七、2 交易性金融资产所述，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亿利洁能公司投资国泓资产-创盈 6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7.04 亿元，按计划份额净值确认的期末公允价值为 7.03 亿元。该资

产管理计划报表显示，其资金主要投资于四家公司的租赁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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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段内容不影响已发表的审计意见。

*ST 实达。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带

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的财务报表审计报告，【强调事项】内容如

下：

我们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如财务报表附注十六、7（2）事

项所述事项所述，因贵公司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证监会”）对贵公司进行立案。2022 年 4 月

贵公司收到福建证监局出具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闽政监函

【2022】134 号），福建证监局拟对贵公司及相关责任人员作出行政

处罚。

公司对涉嫌的违法事实无异议，并已对涉嫌违法事项中对财务报

表的影响进行差错更正。截止至报告日福建证监局尚未作出最终处罚

决定。本段内容不影响已发表的审计意见。

新潮能源。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带强调事

项段的无保留意见的财务报表审计报告，【强调事项】内容如下：

我们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如财务报表附注 12.2 所述，新

潮能源于 2022 年 3 月 31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

“证监会”）“证监立案字 0042022001 号”《立案告知书》，因涉

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证监会对新潮能源进行立案调查，截至审计报

告日，尚未收到证监会就上述立案事项的结论性意见或决定。本段内

容不影响已发表的审计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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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尼机电。苏亚金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带强

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的财务报表审计报告，【强调事项】内容如下：

我们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1、如财务报表附注十四之 1 所

示，康尼机电于 2017 年 12 月收购广东龙昕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龙昕科技”），并与龙昕科技业绩承诺方签订业绩补偿协议。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承诺期届满，龙昕科技未能完成协议规定的业绩

目标。因业绩承诺方未支付业绩补偿款，康尼机电未确认此业绩补偿

收益；并于 2020 年 4 月向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要求业绩

承诺方履行业绩补偿支付义务；2021 年 4月 30 日江苏省高级人民法

院作出终审裁定，由于对廖良茂的一审刑事判决，该案尚未发生法律

效力，公司的诉求均在刑事案件审理范围之内，驳回公司的起诉。2、

如财务报表附注十四之 3所述，截止 2022 年 4月 29 日，南京市中级

人民法院已受理 8个投资者对公司的索赔起诉，案件尚未审理；根据

公司委托独立第三方的测算赔偿结果，并结合公司聘请的律师意见，

公司于 2021 年确认了 6,599.10 万元的预计负债。

本段内容不影响已发表的审计意见。

中通国脉。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带强调事

项段的无保留意见的财务报表审计报告，【强调事项】内容如下：

我们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如财务报表附注十二、1 所述，

中通国脉公司于 2022 年 3 月 16 日收到股东张显坤、王世超、李春田、

孟奇、张秋明、张利岩发来的《关于解除与海南吉地优一致行动协议

的声明》（以下简称“《解除声明》”），拟解除 2021 年 10 月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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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与海南吉地优签署的一致行动协议及与之类似涉及到表决权的一

切协议。海南吉地优针对《解除声明》回复表示不认可，前一致行动

人协议继续有效。截至 2022 年 4月 28 日，中通国脉公司虽已改选了

董事长和部分董事会成员，但前述一致行动人协议尚未解除。上述分

歧事项可能造成中通国脉公司的控制权继续发生变化。本段内容不影

响已发表的审计意见。

康隆达。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带强调事项

段的无保留意见的财务报表审计报告，【强调事项】内容如下：

我们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如财务报表附注十三“其他重要

事项”(三)“电子通信设备业务相关资产减值情况”之所述，康隆达

持股51%的控股孙公司北京易恒网际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及其全资子公

司浙江易恒铖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经营的电子通信设备业务存在销

售合同执行异常的情况，康隆达拟在法定期限内提起仲裁。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电子通信设备业务形成的应收账款余额 1,503.79 万

元、存货余额 40,672.80 万元，康隆达已按会计准则要求计提坏账准

备 1,503.79 万元、存货跌价准备 30,567.65 万元，上述款项的回收

和销售合同的后续履行存在不确定性。

本段内容不影响已发表的审计意见。

*ST 全新。苏亚金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带强

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的财务报表审计报告，【强调事项】内容如下：

我们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如财务报表附注十一.2(2)所述：

因练卫飞与谢楚安借贷纠纷，全新好承担担保责任，谢楚安向法院申



20

请强制执行。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1 年 3月 17 日裁定：查

封、冻结或划拨执行人深圳市全新好股份有限公司、练卫飞的财产（以

人民币 94,140,75.00 元及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申请执行费、

执行中实际支出的费用等为限)。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全新好计

提谢楚安预计负债合计 103,314,646.58 元。2021 年 12 月 13 日，广

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因上述案件向北京泓钧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北京泓钧”）下达《协助执行通知》，冻结全新好在

北京泓钧的债权上限合计 94,140,752.00 元，冻结查封期限为三年。

2021 年 5 月 27 日，该案被执行人之一的练卫飞、林辉云向法院提出

撤销仲裁裁决申请，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已经受理，目前尚未作出判

决。

本段内容不影响已发表的审计意见。

奥园美谷。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带强

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的财务报表审计报告，【强调事项】内容如下：

我们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如财务报表“附注七、2”及“附

注十一、5”所述，奥园美谷公司于 2021 年 8 月 30 日向关联方深圳

市凯弦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出售了京汉置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

称“京汉置业”）100%股权、北京养嘉健康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北京养嘉”）100%股权、蓬莱华录京汉养老服务有限公司 35%股权。

根据合同约定，剩余股权款应在 2021 年 11 月 30 日前结清，截止财

务报表批准报出日，奥园美谷公司对以上股权转让款 40,800.00 万元

尚未收回，奥园美谷公司就与深圳市凯弦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合同

纠纷事项向中国广州仲裁委员会提交了《仲裁申请书》，并于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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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2月 20 日收到广州仲裁委员会的（2021）穗仲案字第 19526 号《受

理仲裁申请通知书》，有关案件正在审理中；本次重组完成后，奥园

美谷公司对京汉置业的担保 165,215.13 万元尚未解除，由奥园集团

（广东）有限公司提供反担保。本段内容不影响已发表的审计意见。

荣丰控股。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带强

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的财务报表审计报告，【强调事项】内容如下：

我们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根据荣丰控股公司与盛世达投资

有限公司签订的《附条件生效股权转让协议》及其补充协议(一)、(二)，

荣丰控股公司与宁湧超签订的《附条件生效增资协议》及其补充协议

（一）、（二），盛世达投资有限公司及宁湧超对安徽威宇医疗器械

科技有限公司作出业绩承诺并承担业绩补偿之义务，业绩承诺期为

2021 年度、2022 年度和 2023 年度，共计 3年。根据约定，盛世达投

资有限公司及宁湧超承诺安徽威宇医疗器械科技有限公司 2021 年度、

2022年度和 2023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归属于

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数额分别不低于 11,712.43 万元、10,200.00

万、12,300.00 万元。根据前述协议及安徽威宇医疗器械科技有限公

司 2021 年度实际经营情况，盛世达投资有限公司及宁湧超应分别补

偿荣丰控股公司业绩补偿款 101,980,436.97 元、19,325,737.84 元，

鉴于业绩补偿款的回收取决于承诺方是否切实履行，款项回收结果目

前具有不确定性，荣丰控股公司未计提该部分业绩补偿款。本段内容

不影响已发表的审计意见。

*ST 节能。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带强

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的财务报表审计报告，【强调事项】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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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财务报表附注十三、5 所述，神雾节能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处罚字【2021】112 号），并于 2021

年12月20日就事先告知书的剩余未更正内容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提交了《行政处罚申辩书》，最终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尚未收到，

神雾节能公司未对以上事项进行会计处理。该事项不影响 2020 年及

2021 年的期初留存收益及 2021 年的净利润。

本段内容不影响已发表的审计意见。

*ST 银亿。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带强调事

项段的无保留意见的财务报表审计报告，【强调事项】内容如下：

我们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如财务报表附注十三(一)所述，

重整投资人根据《重整计划》已支付 32 亿投资款。银亿股份公司已

根据《重整计划》完成股票转增。通过破产重整，公司非经营性资金

占用、业绩补偿及现金分红返还事项已全部解决，申报债权根据重整

计划约定清偿中。截至本报告出具日，银亿股份公司重整计划正在执

行中。本段内容不影响已发表的审计意见。

三特索道。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带强

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的财务报表审计报告，【强调事项】内容如下：

我们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如财务报表附注“十一、关联方

关系及其交易 5”及“十三、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 1”所述，公司控

股股东武汉当代科技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通过第三方占用本公司

大额资金；截止至本报告出具日已全部归还。本段内容不影响已发表

的审计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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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 华英。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带

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的财务报表审计报告，【强调事项】内容如

下：

我们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

如财务报表附注“十三其他重要事项、（二）债务重组、3《重

整计划》执行情况（3）”所述：根据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的公

司《重整计划》的规定，经公司申请并管理人向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报告，公司将部分低效资产在京东拍卖破产强清平台上进行了公开拍

卖，拍卖成交价较资产包账面价值发生大幅减值，2021 年度华英农

业对相关资产计提信用减值损失 118,136.83 万元、计提资产减值损

失 164,423.60 万元。

本段内容不影响已发表的审计意见。

*ST 跨境。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带强调事

项段的无保留意见的财务报表审计报告，【强调事项】内容如下：

我们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如财务报表附注六 45、附注七 5

（3）所述，跨境通全资子公司深圳市环球易购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环球易购”）进入破产清算程序后，跨境通丧失对其控制权，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合并会计报表》的相关规定，环球易购及其子

公司自 2021 年 12 月 10 日起不再纳入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将环

球易购前期超额亏损转回，本期确认投资收益金额为 26.18 亿元。

本段内容不影响已发表的审计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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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东控股。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带

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的财务报表审计报告，【强调事项】内容如

下：

我们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如财务报表附注五.18.和财务报

表附注五.26 所述，仁东控股公司截止本报告期末，借款逾期

82,053.88 万元，偿债压力较大，持有的主要子公司股权因借款逾期

被冻结，该事项未对公司正常经营造成影响。

本段内容不影响已发表的审计意见。

南京港。天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带强调事项

段的无保留意见的财务报表审计报告，【强调事项】内容如下：

我们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南京港公司存在如财务报表附注

十四、或有事项中所述的未决诉讼事项，经江苏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

院裁定：原告盐城国投石化有限公司因与被告南京港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融泰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第三人恒邦石油化工有限公司买卖合同

纠纷案由于存在其他应当中止诉讼的情形，上述诉讼案件中止诉讼。

截至财务报表批准日该等诉讼事项尚未判决，其判决结果具有不确定

性。本段内容不影响已发表的审计意见。

*ST 美尚。北京中天华茂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

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的财务报表审计报告，【强调事项】内容

如下：

1、实控人王迎燕及其关联方占用美尚生态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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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财务报表附注六、5其他应收款所述，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

美尚生态其他应收款期末余额 40,094.10 万元，其中实际控制人王迎

燕女士及其关联方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占用美尚生态资金

30,619.83 万元，公司对此全额计提坏账准备。2022 年 4 月 27 日，

美尚生态与深圳市高新投集团有限公司签订《债权豁免协议》以解决

实际控制人资金占用事项，协议约定深圳市高新投集团有限公司同意，

在其担保的债券加速到期且由其代偿取得标的债权后，并经人民法院

裁定受理美尚生态司法重整的先决条件下，深圳市高新投集团有限公

司同意在标的债权范围内以王迎燕女士实际占用资金金额为限豁免

前述标的债权。该方案已经深圳市高新投集团有限公司审议通过，同

时我们注意到该方案尚需经美尚生态股东大会审议。2、公司被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调查

美尚生态于 2021 年 12 月 23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调查通知书》（编号：证监立案字 0382021054 号）、（编号：证监

立案字 0382021055 号），因公司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2021 年 12

月 3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决定对美尚生态、王迎燕女士立案，

提请报告使用者予以关注。本段内容不影响已发表的审计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