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关于
《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
180092 号》之反馈意见回复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我们接受委托，审计了江苏井神盐化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标的资产—
江苏省苏盐连锁有限公司 2015 年度、2016 年度、2017 年 1-9 月模拟合并财务报
表以及财务报表附注和江苏省盐业集团南通有限公司 2015 年度、2016 年度、2017
年 1-9 月财务报表以及财务报表附注，并出具了众会字（2017）第 6167 号和众
会字（2017）第 6331 号审计报告。
贵司于 2018 年 2 月 11 日日下达了《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
意见通知书 180092 号》（以下简称“反馈意见”）。
会计师根据反馈意见的要求对反馈意见中与财务会计相关的问题进行了核查，
回复如下：

反馈意见第 11 问
申请文件显示，截至 2015 年末、2016 年末和 2017 年 9 月 30 日，苏盐连锁
其他应收款账面价值分别为 15,946.51 万元、17,095.43 万元和 24,125.68 万元，
南通盐业其他应收款账面价值分别为 2,110.44 万元、1,762.94 万元和 719.59 万元。
请你公司补充披露：1）报告期内标的资产其他应收款账面价值变动原因。2）截
至报告期末标的资产是否存在被股东及其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的情形，如是，
截至目前的解决情况。3）本次交易是否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第二条有关拟购买资产存在资金占用问题的适用意见一一证券期货法律适用意
见第 10 号》的相关规定。请独立财务顾问、律师和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会计师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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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报告期内标的资产其他应收款账面价值变动原因
（一）苏盐连锁其他应收款账面价值变动原因
苏盐连锁其他应收款主要内容为关联方往来款、拆迁补偿款、保证金、押金
等。苏盐连锁 2016 年末其他应收款账面价值 17,095.43 万元，较 2015 年末增加
1,148.92 万元，2017 年 9 月末其他应收款账面价值 24,125.68 万元，较 2016 年末
增加 7,030.25 万元。
2017 年 9 月末其他应收款余额大幅增加主要系新增对关联方江苏省苏盐健
康厨房商贸有限公司临时往来款 10,001.97 万元，新增对盐城苏盐健康厨房商贸
有限公司往来款 1,797.76 万元。截至本反馈回复日，上述 2017 年新增关联方往
来款项已全部收回。

（二）南通盐业其他应收款账面价值变动原因
南通盐业 2015 年末其他应收款账面价值 2,110.44 万元，主要为应收南通市
宏强盐化有限公司往来款 1,148.58 万元、应收南通工贸国资经营公司往来款
721.16 万元、应收如东县土地管理局土地款定金 158.26 万元。
2016 年末其他应收款账面价值 1,762.94 万元，主要为应收南通市宏强盐化
有限公司往来款 898.20 万元、应收南通工贸国资经营公司往来款 721.16 万元、
应收代垫员工款 51.77 万元等。2016 年末其他应收款较 2015 年末减少 347.49 万
元，主要系应收如东县土地管理局土地款定金 158.26 万元在 2016 年转入无形资
产、收回部分南通市宏强盐化有限公司往来款 250.38 万元所致。
南通盐业 2017 年 9 月末其他应收款账面价值 719.59 万元，主要为应收如东
县欣荣城镇开发公司拆迁款 579.90 万元、应收农民工保证金 20.57 万元等。2017
年 9 月末其他应收款较 2016 年末减少 1,043.35 万元，主要系收回南通工贸国资
经营公司往来款 721.16 万元，、南通盐业收购宏强盐化后对其往来纳入合并范围
抵销内部往来减少 898.20 万元，以及新增应收拆迁补偿款 579.90 万元所致。

二、截至报告期末标的资产是否存在被股东及其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的
情形，如是，截至目前的解决情况

2

截至报告期末，苏盐连锁与控股股东及其下属企业间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的情况。苏盐连锁于本次资产重组期间，剥离下属子公司（盐城苏盐健康厨房商
贸有限公司、江苏省苏盐健康厨房商贸有限公司）股权至苏盐集团，因此部分原
合并范围内往来款在剥离完成后变为对关联方往来款项。截至报告期末，苏盐连
锁应收上述两家已剥离公司款项合计 11,799.73 万元。
截至董事会审议本次交易草案前，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已通过现金或抵
偿经营性欠款的方式收回，标的资产不存在股东及其子公司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的
情况，详细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2017 年
9 月 30 日

往来性质

江苏省盐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555.16

非经营性往来

已通过抵偿欠苏盐集
团货款方式清偿

盐城苏盐健康厨房商贸有限公司

1,797.76

非经营性往来

已收回

关联方

报告期后进展

盐城富华食品有限公司

1,151.27

非经营性往来

该债权已签署协议通
过厂房等固定资产清
偿，待正式转让后进行
账务处理

江苏省苏盐健康厨房商贸有限公
司

10,001.97

非经营性往来

已收回

合计

14,506.16

三、本次交易是否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二条有关拟
购买资产存在资金占用问题的适用意见一一证券期货法律适用意见第 10 号》的
相关规定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二条有关拟购买资产存在资金占用
问题的适用意见一一证券期货法律适用意见第 10 号》意见如下：
“一、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时，拟购买资产存在被其股东及其关联方、资
产所有人及其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的，前述有关各方应当在中国证监会受理
重大资产重组申报材料前，解决对拟购买资产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问题。
二、上市公司应当在《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报告书》第（十三）部分对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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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买资产的股东及其关联方、资产所有人及其关联方是否存在对拟购买资产非经
营性资金占用问题进行特别说明。独立财务顾问应当对此进行核查并发表意见。”
报告期末标的公司其他应收款主要为应收控股股东苏盐集团及其下属公司
的往来款，因苏盐连锁于本次资产重组期间，剥离部分子公司（徐州苏盐生活家
酒店管理有限公司、盐城苏盐健康厨房商贸有限公司、江苏省苏盐健康厨房商贸
有限公司）股权至苏盐集团，部分原合并范围内往来款在剥离完成后形成对控股
股东及关联方的往来款项。在井神股份召开董事会审议本次交易草案前，苏盐连
锁已通过现金或抵偿经营性往来款的方式收回上述应收控股股东及其下属公司
的款项。截至本反馈回复签署之日，其他应收款主要为应收第三方拆迁补偿款、
保证金、押金等经营性往来款项，上述应收苏盐集团及其下属公司的非经营性款
项已全部收回，标的公司与苏盐集团不存在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相关事项
已在《重组报告书》予以披露。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
法>第二条有关拟购买资产存在资金占用问题的适用意见一一证券期货法律适用
意见第 10 号》的相关规定。
四、会计师核查意见
经核查，会计师认为：截至本回复签署日，标的资产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关联
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二
条有关拟购买资产存在资金占用问题的适用意见一一证券期货法律适用意见第
10 号》相关规定。

反馈意见第 12 问
申请文件显示，截至 2015 年末、2016 年末和 2017 年 9 月 30 日，苏盐连锁
预付账款账面价值分别为 3,139.21 万元、6,720.29 万元和 6,775.86 万元，南通盐
业预付账款账面价值分别为 396.22 万元、1,982.94 万元和 1,713.47 万元。请你公
司补充披露: 1)苏盐连锁和南通盐业账面预付账款的形成原因、支付标准及是否
符合商业惯例。2)标的资产截至报告期末的预付账款中是否存在预付股东及其关
联方的款项，如是，是否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的情形。请独立财务顾问、律师
和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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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师回复：
一、苏盐连锁和南通盐业账面预付账款的形成原因、支付标准及是否符合商
业惯例
（一）苏盐连锁账面预付账款的形成原因、支付标准及是否符合商业惯例
苏盐连锁期末预付款主要是向非盐产品供应商支付的货款，产品主要包括味
精，粮油，酱油等。截至 2017 年 9 月 30 日，苏盐连锁预付账款余额前五大供应
商预付货款合计 3,432.26 万元，占期末余额 50.65%，向非关联供应商合计支付
预付款 6,742.58 万元，占期末预付账款余额的 99.51%。苏盐连锁预付货款支付
比例按照与不同产品供应商签订的购货合同执行。
苏盐连锁与部分主要供应商签订的购货合同中支付条款内容包括“乙方货款
必须全部付到甲方指定账户，经甲方确认收到后，甲方安排向乙方发货”、
“乙方
向甲方提交订单时，需将所需货款先行汇入甲方指定账户”等，上述协议条款符
合商业惯例。
（二）南通盐业账面预付账款的形成原因、支付标准及是否符合商业惯例
南通盐业期末预付款主要是向非盐产品供应商支付的货款，产品主要包括非
盐食品及盐化工产品。截至 2017 年 9 月 30 日，南通盐业预付账款余额前五大供
应商预付货款合计 1,230.71 万元，占期末余额 71.83%，向第三方供应商合计支
付预付款 1,663.51 万元，占期末预付账款余额的 97.08%。南通盐业预付货款支
付比例按照与不同产品供应商签订的购货合同执行，符合商业惯例。

二、标的资产截至报告期末的预付账款中是否存在预付股东及其关联方的款
项，如是，是否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的情形
苏盐连锁截至 2017 年 9 月 30 日预付关联方款项合计 33.28 万元，占苏盐连
锁期末预付账款余额的 0.49%。其中预付井神股份 28.40 万元，预付苏盐健康厨
房商贸有限公司 4.88 万元，主要为预付非盐产品货款，不存在控股股东或关联
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的情形。
南通盐业截至 2017 年 9 月 30 日预付关联方款项合计 49.96 万元，占南通盐
业期末预付账款余额的 2.92%。其中预付苏盐连锁 5.70 万元，预付苏盐连锁孙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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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江苏苏盐酒业有限公司 44.26 万元，均为预付非盐食品货款，不存在控股股东
或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的情形。
三、会计师核查意见
经核查，会计师认为：标的公司预付账款的形成具有商业实质，支付标准符
合商业惯例，截至本回复签署日，标的资产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关联方非经营性资
金占用的情况。

反馈意见第 13 问
申请文件显示，截至 2015 年末、2016 年末和 2017 年 9 月 30 日，苏盐连锁
递延所得税资产账面价值分别为 2,587.8 万元、2,642.96 万元和 2,085.35 万元。
请你公司补充披露:苏盐连锁账面递延所得税资产的确认依据，以及是否符合《企
业会计准则第 18 号一一所得税》中有关"暂时性差异在可预见的未来很可能转回
"的确认条件。请独立财务顾问和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会计师回复：
一、苏盐连锁账面递延所得税资产的确认依据，以及是否符合《企业会计
准则第 18 号——所得税》中有关“暂时性差异在可预见的未来很可能转回”的
确认条件
苏盐连锁账面递延所得税资产包括因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和抵消未实现内部
销售损益而产生的可抵扣暂时性差异两部分组成。
1、资产减值准备
根据税法相关规定，各项资产计提的减值准备不允许税前扣除，则资产的
计税基础与其账面价值之间将产生暂时性差异。在资产发生实质性损失时，会减
少未来期间的应纳税所得额和应交所得税。所以在符合确认条件的情况下，应确
认与其相关的递延所得税资产。
2、未实现内部损益

6

根据税法相关规定，企业在编制合并财务报表时，因抵消未实现内部销售
损益导致合并资产负债表中资产、负债的账面价值与其在纳入合并范围的企业按
照适用税法规定确定的计税基础之间产生暂时性差异的，在合并资产负债表中应
当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或递延所得税负债，同时调整合并利润表中的所得税费
用。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8 号——所得税》规定，资产、负债的账面价值与
其计税基础不同产生可抵扣暂时性差异的，在估计未来期间能够取得足够的应纳
税所得额用以利用该可抵扣暂时性差异时，应当以很可能取得用来抵扣可抵扣暂
时性差异的应纳税所得额为限，确认相关的递延所得税资产。
苏盐连锁报告期各期末可抵扣暂时性差异及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2017 年 9 月 30 日
项目

可抵扣暂
时性差异

2016 年 12 月 31 日

递延所得
税资产

可抵扣暂
时性差异

递延所得
税资产

2015 年 12 月 31 日
可抵扣暂
时性差异

递延所得税
资产

资产减值准
备

5,278.00

1,319.50

6,093.20

1,523.30

5,349.28

1,337.32

内部交易未
实现利润

3,063.39

765.85

4,478.64

1,119.66

5,001.92

1,250.48

小计

8,341.39

2,085.35

10,571.84

2,642.96

10,351.20

2,587.80

苏盐连锁在 2015 年至 2017 年 1-9 月均实现盈利，预计未来仍将保持盈利，
因此，苏盐连锁在未来期间能够取得足够的应纳税所得额用以利用该可抵扣暂时
性差异，即确认的递延所得税资产在未来年度可以转回，具有可实现性。苏盐连
锁 2018 至 2022 年盈利预测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收益法评估下预测值

项目
利润总额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15,662.19

16,199.86

19,342.25

23,288.83

22,508.51

二、会计师核查意见
经核查，会计师认为：报告期内，苏盐连锁与递延所得税资产相关的会计处
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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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馈意见第 14 问
申请文件显示，2017 年 9 月 12 日，经苏盐集团同意，以 2017 年 4 月 30
日为基准日，苏盐连锁以无偿划转方式将非主营业务资产（包括相关债权债务）
先剥离至苏盐资管，然后再将其所持有的苏盐资管 100%的股权无偿划转至苏盐
集团。请你公司补充披露：1）资产剥离是否需取得相关债权人的同意以及是否
存在明确表示不同意资产剥离的债权人、是否存在潜在的法律纠纷。2）剥离的
非主营业务资产（包括相关债权债务）的范围及确定依据。 3）资产剥离事项对
本次交易作价的影响。4）是否存在通过资产剥离转移标的资产相关负债或费用
的情形。请独立财务顾问、律师、会计师和评估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会计师回复：
一、资产剥离是否需取得相关债权人的同意以及是否存在明确表示不同意资
产剥离的债权人、是否存在潜在的法律纠纷
（一）苏盐连锁将非主营业务资产（包括相关债权债务）剥离至苏盐资管
2017 年 9 月 12 日，经苏盐集团同意，以 2017 年 4 月 30 日为基准日，苏
盐连锁以无偿划转方式将非主营业务资产（包括相关债权债务）先剥离至苏盐资
管，然后再将其所持有的苏盐资管 100%的股权无偿划转至苏盐集团，本次资产
剥离已经众华事务所审计，具体剥离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资产性质

科目名称

剥离资产的账面净值

投资性房地产
剥离土地及房产

894.25

固定资产

10,692.14

无形资产-土地使用权
代管房屋维修基金等

货币资金

4,783.79
491.62

其他应收款

12.70

应收账款
债权债务

剥离方式

1,606.15

其他应付款-诉讼相关

-937.44

对应长期待摊费用

937.44

预付款项

31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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剥离至江苏苏盐
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再划转苏盐
资管股权至苏盐
集团

资产性质

科目名称

剥离资产的账面净值

其他应收款

剥离方式

518.46

应收股利

94.93

剥离资产账面净值合计

19,408.73

此次资产剥离中，仅涉及“其他应付款-诉讼相关（937.44 万元）”一笔债
务。2016 年 9 月盐都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判令苏盐连锁盐城分公司就名下盐都
区综合楼房屋租赁合同解除事宜对孙彤给予装修等损失补偿 937.44 万元，苏盐
连锁根据一审判决确认了上述债务。
由于盐城分公司名下盐都区非经营性综合楼属于本次资产剥离范围，苏盐连
锁将该房产所涉及的诉讼债务及对应资产（长期待摊费用－装修）各 937.44 万
元随该房产一并剥离至苏盐资管名下。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规定，苏盐连锁在剥离该笔债务前应当征得
债权人的同意，但因该笔债务因法院判决产生，苏盐连锁盐城分公司因不认可盐
都区人民法院的判决已申请再审。由于再审尚未进行判决，该笔债务的最终金额
无法确定，为保证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顺利进行，苏盐连锁将该笔债务连同综合
楼剥离至苏盐资管。同时为了保证该笔债务能够最终正常履行，保护债权人的合
法权益，该笔债务剥离至苏盐资管后，苏盐集团为苏盐资管的该笔债务提供了担
保承诺。承诺内容如下“在此次资产剥离中，苏盐连锁将对孙彤的装潢补偿（应
付账款，经法院一审判决补偿款为 9,374,400 元）一并剥离至苏盐资管。根据《合
同法》的规定，债务承担须经债权人同意。考虑到该笔债务所涉及的案件正在再
审的审理过程中，本承诺人自愿为上述剥离至苏盐资管的债务提供担保。若苏盐
资管无法承担应付款项的，本公司自愿代替苏盐资管履行偿还义务。”
同时，根据《企业国有产权无偿划转管理暂行办法》
（国资发产权[2005]239
号），本次划转事项无须取得苏盐连锁其他债权人同意，此次划转不存在潜在的
法律纠纷。
（二）苏盐连锁将苏盐资管 100%股权剥离至苏盐集团
苏盐连锁将非经营性资产划转至苏盐资管后，将苏盐资管 100%股权划转至
苏盐集团。根据《企业国有产权无偿划转管理暂行办法》
（国资发产权[2005]239
9

号），本次划转事项无须取得苏盐连锁其他债权人同意，此次划转不存在潜在的
法律纠纷。
二、剥离的非主营业务资产（包括相关债权债务）的范围及确定依据
本次苏盐连锁资产剥离确定的依据为：1、与标的资产主业无关的资产；2、
依据法规无法注入上市公司的资产；3、权属不属于标的资产的资产；4、其他
不良资产。
范围包括：1、下属非食盐经营为主业的子公司股权；2、苏盐连锁持有的
非主营业务资产（包括相关债权债务）两部分。
1、苏盐连锁剥离的子公司及确定依据如下：
剥离股权的账面
净值（万元）

剥离子公司名称

确定依据
以包装印刷为主业的新三板公司，非
主业资产

1、苏州银河激光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1,989.83

2、江苏省苏盐健康厨房商贸有
限公司

300.00

3、徐州苏盐生活家酒店管理有
限公司

50.00

主业为酒店管理，非主业资产

4、江苏诚通苏盐新能源物流股
份有限公司

87.03

非主业资产

剥离股权账面净值合计

非主业资产

2,426.86

2、苏盐连锁剥离的非主营业务资产范围及确定依据如下：
资产性质

土地及房产

代管房屋维修基金
应收、预付款项
剥离资产账面净值合
计

剥离资产的账面
净值（万元）

16,370.18

504.32
2,534.23

确定依据
与标的资产主营业务无关的土地及房产，主要
包括：1）土地性质为划拨地，并无法转为出让
用地的土地及相关房产；2）在拆迁规划范围内
但截至剥离期间仍未签订拆迁补偿合同，补偿
价值无法确定的土地及房产；3）部分住宅用途
的与主业经营无关的土地及房产
非标的公司资产
主要为涉及诉讼或长期挂账的不良债权

19,408.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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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资产剥离事项对本次交易作价的影响
本次资产剥离范围包括：1、下属非食盐经营为主业的子公司股权；2、苏
盐连锁持有的非主营业务资产（包括相关债权债务）两部分。其中苏盐连锁剥离
子公司股权合计账面净值为 2,426.86 万元，苏盐连锁剥离持有的非主业相关资
产账面净值合计 19,408.73 万元（相关资产的剥离基准日为 2017 年 4 月 30 日）。
上述资产剥离导致苏盐连锁资产账面净值于 2017 年 4 月 30 日分别减少
2,426.86 万元和 19,408.73 万元，合计减少 21,835.59 万元。
本次交易标的财务报表假设自 2015 年 1 月 1 日上述资产剥离事项已全部完
成，即交易标的评估基准日 2017 年 4 月 30 日已完成资产剥离，本次交易作价
不包括上述剥离资产价值。
四、是否存在通过资产剥离转移标的资产相关负债或费用的情形
本次剥离资产的相关负债涉及苏盐连锁盐城分公司名下盐都区开元路 16 号
房产涉及的一笔房屋出租的未决诉讼。由于该房产属于本次资产剥离范围，苏盐
连锁将该房产所涉及的诉讼债务 937.44 万元随该房产一并剥离。根据苏盐集团
出具的《诉讼事宜的承诺函》，苏盐连锁如因上述未决诉讼对井神股份造成损失
的，苏盐集团将承担相应赔偿责任，并对苏盐资管的该笔债务提供了担保承诺。
除上述涉诉债务外，本次剥离不涉及其他债务剥离。
本次资产剥离对苏盐连锁经营业绩影响如下所示：
剥离子公司最近一期主要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单位：万元

项目

苏州银河激光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苏盐健康厨房

2017 年 6 月 30
日/2017 年 1-6 月

徐州苏盐生活
家酒店管理有
限公司

江苏诚通苏盐
新能源物流股
份有限公司

2017 年 9 月 30 日/2017 年 1-9 月

资产总额

4,469.96

2,614.47

1,131.24

192.74

净资产总额

2,112.28

1,607.57

-7.59

157.10

收入

1,145.56

2,584.48

320.28

258.69

104.17

-163.37

-20.99

-37.45

净利润（亏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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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持有的非主业资产剥离对苏盐连锁母公司净利润影响如下：
单位：万元
科目名称

2017 年 1-9 月

租金收入

-234.23

固定资产-房屋折旧

368.68

无形资产-土地使用权摊销

32.37

所得税前影响合计

166.82

所得税

41.71

增加母公司净利润

125.12

除上述剥离土地及房产相关的折旧摊销费用外，本次资产剥离不涉及其他费
用的剥离或转移。
本次剥离资产涉及的收入、费用及对净利润的影响金额较小，不会对标的资
产的经营数据构成重大影响。
五、会计师核查意见
经核查，会计师认为：本次交易相关资产剥离涉及一笔债务，因该债务系苏
盐连锁根据法院一审判决结果确认，且苏盐连锁已申请再审，故未取得债权人同
意，针对上述事项，苏盐集团为苏盐资管的该笔债务提供了担保承诺。此次资产
剥离不存在潜在的法律纠纷。除已披露信息外，本次资产剥离不存在通过资产剥
离转移标的资产相关负债或费用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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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关于〈中国证监会行政
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 180092 号〉之反馈意见回复》的签字盖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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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勇

经办注册会计师：
周路琴

汤晓红

钱桂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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