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腾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 

的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中 

有关财务会计问题的专项说明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关于腾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中有关财务

会计问题的专项说明 

 8-2-2 

 
 

 
 
 
 

关于腾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科创板上市的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中 

有关财务会计问题的专项说明 

 

致同审字（2020）第 351ZA11529 号 

上海证券交易所： 

贵交易所《关于腾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申

请文件的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以下简称落实函）收悉。对落实函所提财务会

计问题，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我们）对腾景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腾景科技或公司）相关资料进行了核查，现做专项

说明如下： 

问题二、（2）报告期内新增固定资产转固的具体时点及依据，主要机器设

备的具体类型、是否具有通用性、是否存在减值风险、使用年限估计是否准确 

【回复】 

一、发行人说明事项 

（一）报告期内新增固定资产转固的具体时点和依据 

报告期内，公司新增固定资产的构成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2020 年 1-6月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机器设备 3,415.86 99.01 1,689.57 96.29 2,823.11 93.13 1,751.76 97.37 

办公设备 34.07 0.99 65.14 3.71 174.78 5.77 47.29 2.63 

运输设备 - - - - 33.53 1.11 - - 

合计 3,449.93 100.00 1,754.71 100.00 3,031.41 100.00 1,799.05 100.00 

注：上述金额为固定资产的账面原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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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grantthornton.cn 

 



关于腾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中有关财务

会计问题的专项说明 

 8-2-3 

报告期内，公司新增固定资产的金额分别为 1,799.05 万元、3,031.41 万元、

1,754.71 万元及 3,449.93万元，其中新增机器设备的平均占比超过 95%，是新增固

定资产的最主要构成。 

报告期内，公司新增的固定资产均为外购，并在其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时将

其转入固定资产，转固的具体时点和依据列示如下： 

固定资产类别 转固具体时点 转固依据 

机器设备 

需要安装调试的机器设备，以设备完成安装调

试且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时为转固时点；不需

安装即可使用的外购机器设备，以设备移交验

收完成且达到可使用状态时作为转固时点 

验收单 

运输设备 
通常收到时即满足预定可使用状态，验收时间

为转固时间 
验收单 

办公设备 
通常收到时即满足预定可使用状态，验收时间

为转固时间 
验收单 

报告期内，公司严格根据内控制度对相关固定资产的验收、转固等关键环节

进行管理，固定资产转固的具体时点准确、依据充分，不存在提前或延期转固的

情况。 

（二）主要机器设备的具体类型、是否具有通用性、是否存在减值风险、使

用年限估计是否准确 

公司的各类机器设备均自公开市场取得，用于生产、加工及检测等用途，具

有一定的通用性。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公司主要机器设备的具体类型、原值

占比、使用年限及减值情况如下： 

序  

号 
具体类型 主要设备 

2020.6.30设

备原值占比 
使用年限 

是否存在

减值风险 

1 产品加工类设备 
热压机、切割机、模压

机、精密自动车床等 
47.23% 5-10年 否 

2 电气机械类设备 镀膜机、变压器等 39.50% 5-10年 否 

3 检验检测类设备 
显微镜、三维测量仪、干

涉仪等 
12.29% 5-10年 否 

4 其他设备 空调、电脑等 0.98% 5-10年 否 

合计 100.00%   

1、机器设备不存在减值风险的判断 

为避免机器设备因管理、使用不善而导致设备毁损、灭失，公司采取了以下

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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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财务部门作为固定资产价值管理部门，负责固定资产的价值管理，从

价值形态及时、准确地反映固定资产的增减变动情况，保证固定资产的安全完

整。 

（2）各实际使用部门作为固定资产实物管理部门，负责固定资产的实物统

筹管理，从实物形态及时、准确地反映固定资产的增减变动情况，按技术和运营

要求对固定资产实施管理，确保固定资产的安全完整和有效使用。同时，各固定

资产使用部门作为固定资产具体的使用和保管部门，承担固定资产的使用及保管

管理职能，对固定资产的运行、维护、检修等进行日常管理。 

（3）固定资产每季度盘点，盘点结束后财务人员、使用部门负责人在盘点

表上签字确认。财务经理汇总编制盘点报告，如有盘盈、盘亏则加以说明，并通

过邮件发送给总经理、分管副总经理、部门负责人审阅。 

公司严格执行上述措施，有效规避了由于生产管理不善导致的减值风险。报

告期各期末，公司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判断期末生产机器设备不存在发

生减值的迹象。 

公司将《企业会计准则》规定的可能存在减值迹象的情况与公司实际情况逐

项进行比对，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公司实际情况 

1 
资产的市价当期大幅度下跌，其跌幅明显高

于因时间的推移或者正常使用而预计的下

跌。 

公司机器设备销售价格未发生大幅下

降的情况 

2 
企业经营所处的经济、技术或者法律等环境

以及资产所处的市场在当期或者将在近期发

生重大变化，从而对企业产生不利影响。 

公司经营所处的经济、技术或者法律

等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相关政策未

发生重大变化，市场容量稳定增长。 

3 

市场利率或者其他市场投资报酬率在当期已

经提高，从而影响企业计算资产预计未来现

金流量现值的折现率，导致资产可收回金额

大幅度降低。 

报告期内市场利率或其他市场投资报

酬率未发生重大变化。 

4 有证据表明资产已经陈旧过时或者其实体已

经损坏。 

公司机器设备可以正常生产、正常运

转，公司对机器设备及时进行更新换

代，未发现陈旧过时的情形。公司在

对机器设备进行日常维保、盘点的过

程中，将已经损毁的设备进行报废处

理，报告期末无已经陈旧过时或者其

实体已经损坏的机器设备。 

5 资产已经或者将被闲臵、终止使用或者计划

提前处臵。 

公司通过日常维保、盘点等方式对机

器设备进行管理，未发现资产被闲

臵、终止使用或者计划提前处臵的情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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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企业内部报告的证据表明资产的经济绩效已

经低于或者将低于预期，如资产所创造的净

现金流量或者实现的营业利润（或亏损）远

远低于（或者高于）预计金额等。 

公司生产机器设备以产品销售毛利率

减去销售费用率作为减值迹象的评判

标准；不存在资产的经济绩效已经低

于或者将低于预期的情形。 

7 其他表明资产可能已经发生减值的迹象。 
不存在其他表明资产可能已经发生减

值的迹象。 

报告期内公司的机器设备不存在已经或者将闲臵、终止使用或者计划提前处

臵、已经陈旧过时、公司经营所处的经济环境在当期发生重大变化且对企业产生

不利影响等情况，因此判断机器设备不存在发生减值迹象。 

2、固定资产使用年限估计情况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4 号——固定资产》第十六条，“企业确定固定资产使

用寿命，应当考虑下列因素：（一）预计生产能力或实物产量；（二）预计有形

损耗和无形损耗；（三）法律或者类似规定对资产使用的限制。”公司根据实际生

产经营情况，并考虑谨慎性原则，估计机器设备的使用年限为 5-10 年。 

公司固定资产的预计使用年限与同行业可比公司对比如下： 

资产类别 腾景科技 福晶科技 光库科技 博创科技 

机器设备 5-10年 10年 5-10年 3-10年 

公司的固定资产折旧政策与同行业可比公司不存在重大差异。 

二、申报会计师核查事项 

（一）核查过程 

我们实施的核查程序包括： 

1、了解并检查公司与固定资产相关的内控制度及会计政策，评价内部控制

设计及会计政策是否合理； 

2、访谈公司财务负责人，了解公司新增固定资产转固的具体时点及依据； 

3、抽查报告期内新增固定资产的凭证，核对至验收单、发票、合同等资

料，确认转固时点的准确性及依据的充分性； 

4、结合固定资产监盘情况，分析公司主要机器设备是否存在减值的迹象； 

5、取得公司机器设备清单，分析机器设备类别及其占比，取得机器设备的

使用年限并与同行业对比。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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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司固定资产转固时点符合相关要求，转固依据合理； 

2、公司的主要机器设备分类合理，具有通用性，与公司的实际生产情况相

符； 

3、公司的机器设备不存在减值风险，使用年限估计准确、合理。 

问题二、（3）光电子关键与核心元器件建设项目在建工程主体工程预算金

额增加的原因及合理性，公司所支付建设资金流向及项目变更审批情况 

【回复】 

一、发行人说明事项 

（一）光电子关键与核心元器件建设项目在建工程主体工程预算金额增加的

原因及合理性 

2018 年 10 月 10 日，公司与福州市马尾区国土资源局签订了《国有建设用地

使用权出让合同》，受让坐落马尾区珍珠路 2 号的 1 宗土地使用权。根据《国有

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中的约定，公司该地块项目投资强度每亩必须达到人

民币 800 万元以上。公司根据相关约定制定了项目投资计划，于 2018 年 11月 7日

在福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发展和改革局办理了“光电子关键与核心元器件和模块建

设项目”的备案（备案证明编号：闽发改备[2018]A050070 号），项目总预计投资

16,000.00 万元，其中预计土建投资 9,000 万元。该项目于 2018 年 11 月开始进行地

形勘测、建筑设计等前期施工筹备工作，于 2019 年 5 月 8 日由福建一建集团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福建一建”）正式开始施工建设，截至 2019 年末项目预算主体

工程总投入为 9,000 万元。 

为提高公司的生产能力和生产效率，满足不断增长的客户需求，公司对原

“光电子关键与核心元器件建设项目”内容进行了审核论证及调整修改，并于

2020 年 1 月 3 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2020 年 1 月 21日召开 2020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可

行性分析的议案》，将“光电子关键与核心元器件建设项目”作为本次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项目总预计投资调整为 32,253.04 万元，其中预计土建投资调整为

15,410.59 万元。审议后的“光电子关键与核心元器件建设项目”投资概算情况如

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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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序  号 项目 投资总额 募集资金投资金额 占资金总量比例 

1 土建工程 15,410.59 11,012.44 39.54 

2 机器设备/软件 11,434.40 11,434.40 41.05 

3 铺底流动资金 5,408.05 5,408.05 19.42 

建设项目总投资 32,253.04 27,854.89 100.00 

公司根据审批决策于福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发展和改革局对项目备案情况相应

进行了变更，取得了更新后的《福建省投资项目备案证明》（编号：闽发改备

[2018]A050070 号）。自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将“光电子关键与核心元器件建设项目”作为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以来，公司项目主体工程预算总投入为 15,410.59 万元，不存在变更的情况。 

公司在建工程主体工程预算金额增加是为提高生产能力和生产效率，对现有

业务的扩张，因而对原有建设内容进行了调整，并已履行相应的变更审批程序，

具有合理性。 

（二）公司所支付建设资金流向及项目变更审批情况 

公司“光电子关键与核心元器件建设项目”的项目变更审批情况详见本回复

“问题二、（3）光电子关键与核心元器件建设项目在建工程主体工程预算金额

增加的原因及合理性，公司所支付建设资金流向及项目变更审批情况”之

“（一）光电子关键与核心元器件建设项目在建工程主体工程预算金额增加的原

因及合理性”相关内容。 

为建设“光电子关键与核心元器件建设项目”，2019 年 4 月 20 日公司与福建

一建签订了《光电子关键与核心元器件和模块建设项目工程施工合同》，工程内

容为：1#生产用房、2#生产用房、连廊、仓库、门卫及地下室的桩基、土石方、

土建、水电安装、消防、安防、暖通、装修及室外道路、绿化、管网工程等；签

约合同价为 9,901.96 万元。 

2020 年 5 月 15 日，公司与福建一建签订了《光电子关键与核心元器件和模块

建设项目工程补充协议》（编号：FJYJ-福分-2020-补充-004），合同约定，公司将

项目二次装修工程发包给承包人承建，工程建设内容包括 1#生产车间、2#生产车

间的内部彩钢板隔墙、吊顶、地面找平、水电安装、万级洁净厂房装修等工程；

签约合同价款为 3,870.1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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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公司所支付的建设资金主要为向福建一建支付的建设工程相关款项。截

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公司所支付建设资金流向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付款对手方 支付金额 付款项目 

福建一建集团有限公司 7,817.03 工程建设、施工费 

福建荣森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162.00 电梯款 

福州市建筑设计院 124.85 设计费 

福建省工程咨询监理有限公司 91.00 监理费 

其他 381.22 勘察费、测绘费等 

合计 8,576.10   

二、申报会计师核查： 

（一）核查过程 

我们实施的核查程序包括： 

1、访谈发行人董事长、董事会秘书、分管生产运营的副总经理，了解光电

子关键与核心元器件建设项目在建工程主体工程预算金额增加的原因，及履行的

项目变更审批程序； 

2、查看公司就光电子关键与核心元器件建设项目所做的审批程序及变更备

案相关文件； 

3、取得公司关于光电子关键与核心元器件建设项目的投资可行性分析报

告； 

4、抽查公司与该项目建设相关的账面记录、工程款支付报审表、付款回

单、建设工程设计、施工、监理等合同、项目进度表、项目验收表和发票等工程

项目相关文件，统计、分析公司支付建设资金的流向。 

5、实地走访公司建设项目场地，查看项目建设情况； 

6、对主要建设单位实施函证程序进行确认。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 

1、光电子关键与核心元器件建设项目在建工程主体工程预算金额增加的原

因主要是为提高公司的生产能力和生产效率，满足不断增长的客户需求，具有合

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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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发行人所支付的建设资金均与在建工程相关，主要为工程建设、施工费

款项； 

3、发行人光电子关键与核心元器件建设项目变更已履行变更审批程序。 

问题二、（4）样品开发阶段相关成本费用的会计处理方式 

【回复】 

一、发行人说明事项 

报告期内，对于研发过程中形成的样品，公司按如下两种情况进行处理： 

1、对于与特定客户定制化需求无关的自主研发项目，由于测试需要，在项

目开发过程中将产生样品，对于该部分样品，公司根据财务制度准确、完整归集

其在开发过程中产生的相关人员薪酬、直接材料投入、设备折旧费用及其他费

用，并全部费用化计入当期损益。 

2、对于与特定客户定制化需求相关的研发项目，由于客户认证需要，在项

目开发过程中亦将产生样品，对于该部分样品，公司亦根据规定准确、完整归集

其在其开发过程中产生的相关费用，并全部费用化计入当期损益，同时，在样品

开发完成后，公司将免费送给客户用于后续测试，经客户检验不合格或送检退回

的研发样品则作报废核算。样品的整个流转过程均未形成收益，不存在相关收益

会计处理及抵减对应研发费用的情况。 

综上，报告期内，公司的研发样品全部在研发费用中归集，不存在资本化或

对外销售的情况，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二、申报会计师核查： 

（一）核查过程 

我们实施的核查程序包括： 

1、访谈研发部门及财务部相关人员，了解项目的研发业务流程、研发样品

的处理方式； 

2、检查研发的样品会计处理是否准确。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公司样品开发阶段相关成本费用的会计处理方式准确、

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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