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表 9：事务所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财务报表审计报告情况
SST 佳通。永拓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无法表示
意见的财务报表审计报告，【形成无法表示意见的基础】内容如下：
如财务报表附注“十一、1”所述，佳通轮胎 2020 年度和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总金额分别为 46.56 亿元和 44.66 亿元，佳通
轮胎 2020 年度和 2021 年度实际发生日常关联交易总金额分别为
37.71 亿元和 39.15 亿元。佳通轮胎连续两年日常关联交易未获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佳通轮胎违反股东大会决议仍进行了关联交易，我们
认为该事项对财务报表可能产生的影响重大且具有广泛性。我们无法
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就未获得股东大会授权的日常关联交易
违反《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0 年修订）》等相关规定
对财务报表的影响作出判断。
*ST 众应。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无法表
示意见的财务报表审计报告，
【形成无法表示意见的基础】内容如下：
（一）持续经营能力存在重大不确定性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
众应互联公司流动负债高于流动资产 10.22 亿元，逾期债务 12.29 亿
元，累计未分配利润-7.17 亿元，2021 年末归属于母公司的净资产
0.28 亿元，存在较大的经营风险和财务风险。如财务报表附注“二、
财务报表的编制基础 2、持续经营”所述，公司管理层计划采取措施
改善公司的经营状况和财务状况，但我们未能取得与评估持续经营能
力相关的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因此，我们无法确定众应互联公司
基于持续经营假设编制的财务报表是否恰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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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代理采购款可收回性影响如财务报表附注“四、10 金融资
产减值及六、4 其他应收款”所述，众应互联公司对境外代理采购款
相关的其他应收款按账龄组合计提预期信用损失。该款项账面期末余
额为 17,078.45 万元，已计提预期信用损失 10,845.24 万元，账面价
值为 6,233.21 万元。我们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判断上述应
收代理采购款的可收回性。
（三）立案调查事项如财务报表附注“十五、2 立案调查事项”
所述,众应互联公司于 2021 年 12 月 3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立案告知书》（编号:证监立案字
01120210011 号、证监立案字 01120210012 号），中国证监会决定对
众应互联公司及董事长李化亮先生进行立案调查。截至本审计报告日，
该立案调查尚未有最终结论，我们无法判断立案调查的结果对众应互
联公司财务报表可能产生的影响。
*ST 数知。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无法表
示意见的财务报表审计报告，
【形成无法表示意见的基础】内容如下：
（一）上年非标审计意见事项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在数知科技 2020 年度审计报告中对货币资金函证、预付款项性质、
其他应收款性质及资金占用、锦阜投资及其会计处理、内控缺陷事项
发表了无法表示意见，由于执行的审计程序及获取的审计证据受限，
我们仍无法在本年对前述事项发表审计意见，无法判断前述事项对
2021 年度财务报表的影响。
（ 二） 重要 子 公司 审 计受 限我 们 在对 数 知科 技重 要 子公 司
Blackbird Hypersonic Investments Ltd（以下简称“BBHI”）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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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时，由于新冠疫情等客观因素影响，我们无法对 BBHI 实施现场
审计工作，关键的审计程序和审计证据通过远程方式均无法有效实施
或获取。受上述审计限制，我们无法确定 BBHI2021 年度财务报表是
否真实、完整和准确。
（三）函证程序受限按照审计准则的要求，我们针对数知科技及
其子公司银行及往来款项实施了函证，截止本报告日，数知科技及其
子公司银行函证合计发函 361 个，未能发函 1 个（河北银行保定分行
开立的募集资金专户），尚未回函 8 个；往来函证合计发函 412 个，
尚未回函 239 个。对于前述未回函函证，我们无法实施替代审计程序
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四）预计负债的确认如财务报表附注“五、（三十五）”和“十
二、（二）”所述，数知科技针对可能面临的中小股民集体诉讼，于
2021 年度确认预计负债 722,687,178.72 元。我们对前述预计负债的
计提实施了审计程序，在对虚假陈述实施日、更正日、基准日以及购
入价、基准价等关键参数进行审核时我们注意到，对数知科技预计负
债确认关键参数中的股民购入价、预计赔偿比例两项参数，我们无法
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实施有效判断，进而无法判断预计负债计
提的准确性和完整性。
*ST 聚龙。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无法表
示意见的财务报表审计报告，
【形成无法表示意见的基础】内容如下：
（一）银行存款函证事项。如财务报表附注“十四、其他重要事
项（五）银行存款函证事项”所述，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聚龙
公司合并银行存款余额为 35,065.59 万元,我们实施了函证等我们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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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必要的审计程序，受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影响，未能实施函证程序的
银行存款 1,070.62 万元，其中，上海地区涉及金额 973.47 万元，国
外地区涉及金额 97.15 万元；已发函但未收到回函的银行存款 777.25
万元，其中，国内地区涉及金额 102.42 万元，国外地区涉及金额
674.83 万元；向浙商银行函证 2021 及之前年度违规担保事项也未收
到复函，我们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以判断银行存款金额的
准确性及担保等其他事项的完整性。
（二）违规对外担保及控股股东及关联方资金占用事项。如财务
报表附注“十四、其他重要事项（二）资金占用及偿还情况”所述，
聚龙公司以子公司聚龙自助和聚龙融创的定期存单为控股股东及其
关联方控制的关联公司提供担保，形成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资金占用
35,596.79 万元；通过提取调试币转存个人账户的形式形成控股股东
及其关联方资金占用 9,750 万元；通过供应商转款给控股股东及其关
联 方控 制的 关 联公 司 的形 式形 成 控股 股 东及 其关 联 方资 金 占用
6,955.51 万元。
截至本审计报告出具日，尚有 28,819,08 万元（包含应收利息
3,078.02 万元）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尚未收回，可收回金额具有
重大不确定性。同时由于前期相关内部控制存在重大缺陷的影响尚未
完全消除，我们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以判断聚龙公司对外
担保事项的完整性、控股股东及关联方资金占用剩余款项的可收回性、
减值损失的合理性及其对财务报表可能产生的影响。
（三）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事项。如财务报表附注“十四、其他
重要事项（三）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情况”所述，聚龙公司及实际控
制人柳长庆、柳永诠于 2021 年 7 月 13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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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下发的《调查通知书》，因聚龙股份、柳长庆、柳永诠涉嫌信息披
露违法违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的有关规定，决定对聚
龙股份、柳长庆、柳永诠进行立案调查。截止本审计报告出具日，聚
龙公司尚未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就上述立案调查事项的结
论性意见或决定，我们无法判断立案调查结果对聚龙公司财务报表的
影响程度和范围。
ST 和佳。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无法
表示意见的财务报表审计报告，【形成无法表示意见的基础】内容如
下：
（一）关联方事项
1、关联方资金占用。如财务报表附注十一、关联方及关联方交
易（七）疑似关联方占用资金、附注十四、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一）
关联方资金占用所述，和佳医疗于 2022 年 3 月 18 日对外披露《关于
原控股股东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暨可能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提
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2-037），涉及郝镇熙先生确认存在未告
知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总额 44,988.68 万元（未计算利息），其
中：通过融资租赁业务占用资金 39,719.15 万元、通过员工借款、关
联方预付款等形式占用资金 5,269.53 万元。
郝镇熙先生同时承诺将通过处置资产、借款等方式筹措资金，不
晚于 2022 年 4 月 18 日解决上述相关违规资金占用问题，并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另外，公司披露融资租赁业务尚有 19,809.35 万元的
应收款项性质不明，尚待核查。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郝镇熙先
生确认占用资金涉及账面应收款项余额 397,191,537.16 元、坏账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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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余额 2,920,344.62 元，公司未能明确款项性质的应收融资租赁款
账面原值 198,093,462.84 元、坏账准备余额 1,456,479.11 元。由于
和佳医疗未能提供形成上述资金占用事项的完整证据，也未在承诺期
限内归还上述资金，我们无法判断和佳医疗关联方资金占用披露金额
的完整性、准确性、真实性及其减值计提金额的准确性，以及对财务
报表可能产生的影响。
2、关联关系和关联交易。如财务报表附注十一、关联方及关联
方交易所述，和佳医疗未能向我们提供关联方关系和交易方面充分适
当的审计证据，我们无法实施满意的审计程序，以获取审计证据对和
佳医疗关联方关系和交易的识别、认定、披露完整性和准确性等方面
发表审计意见。
（二）审计受限
1、函证受限。我们针对和佳医疗的具体情况设计并执行了函证
程序，由于和佳医疗未能提供涉及事项的有效函证地址与联系人、部
分单位无法盖章确认等原因，导致银行、往来（含收入、成本）的函
证程序无法执行。截至审计报告日，共有 2 份银行函证、192 份往来
（含收入、成本）函证无法发出；已发出函证尚有 7 份银行函证，418
份往来（含收入、成本）函证未收回。我们执行的替代程序仍然不能
为发表审计意见提供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因此我们无法确认上述
函证涉及相关报表项目列报的准确性。
2、损益类项目审计受限情况。如财务报表附注六、合并财务报
表主要项目（四十）营业收入和营业成本、（四十二）销售费用所述，
和佳医疗未能提供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导致审计范围受限而未能实
施满意的审计程序，以证实和佳医疗营业收入、营业成本、销售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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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真实存在性及确认和计量的准确性。
（三）应收款项减值计提。如财务报表附注六、合并财务报表主
要项目（三）应收账款、（五）其他应收款、（八）一年内到期的非
流动资产、（十）长期应收款所述，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和佳
医疗按组合计提预期信用损失的应收账款余额 1,055,476,549.73 元、
其他应收款余额 132,477,898.62 元、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余额
1,846,926,791.72 元、长期应收款余额 1,702,489,060.88 元，以上
四项应收款项计提的坏账准备余额共计 714,416,296.93 元。我们未
能取得相应的审计证据评估其减值计提金额的合理性和准确性，以确
定应调整的金额。
（四）诉讼及预计负债事项。如财务报表附注十二、承诺及或有
事项（二）或有事项所述，和佳医疗部分涉讼案件在审理或执行过程
中，对于上述事项我们虽然实施了检查企业信用报告、管理层访谈、
检查诉讼材料等审计程序，但我们仍无法判断和佳医疗就上述事项是
否需要计提预计负债或计提的金额，也无法判断和佳医疗是否存在其
他未充分披露诉讼事项及其对财务报表产生的影响。
*ST 网力。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无法
表示意见的财务报表审计报告，【形成无法表示意见的基础】内容如
下：
(一)持续经营。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东方网力归属于母公
司股东权益合计为-152,382.91 万元；自 2019 年公司暴露违规担保
及原实际控制人违规资金占用等问题，已连续三年持续巨额亏损，财
务状况不断恶化；公司资金短缺、无法偿付到期债务以及违规担保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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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项涉及大量诉讼，导致大量银行账户、重要资产被冻结，被列入失
信被执行人名单，开展正常经营业务受阻。虽然公司已在其本年度财
务报告中对其持续经营的不确定性和改善措施进行了充分披露，但因
前述多重不确定性的影响导致我们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证据以判断
东方网力以持续经营能力假设为基础编制的 2021 年度财务报表是否
恰当。
(二)期初余额。本年度公司管理层在按照内部报表内部控制相关
政策和程序对公司的资产、债权债务等进行了清查，并及时进行了多
次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和相关的信息披露。我们首次承接后按照《中国
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331 号——首次审计业务涉及的期初余额》
的相关要求对期初余额执行了相应审计程序，受历史原因、管理层变
更、核心人员离职及客观条件所限，我们仍未能获取部分期初余额是
否对本年度财务信息产生重大影响的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无法判
断应当进行追溯重述期初数的前期差错是否已经完整，也无法判断上
述情况对财务报表期初数和上期比较数据的影响程度。
(三)审计受限。受东方网力历史原因、以前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
制情况的影响，我们在审计过程中，未能对东方网力的部分银行账户、
往来款项、收入、发出商品、对外投资、借款、律师等实施包括函证、
监盘等我们认为必要的审计程序，无法获取前述货币资金、应收款项、
存货、固定资产、各类投资等资产项目存在及计量准确性，收入真实
性及截止，成本费用和负债真实性及完整性认定相关的充分、适当的
审计证据。
(四)其他重大不确定事项。公司因资金短缺、无法偿付到期债务
以及违规担保等事项涉及大量诉讼，虽然公司管理层对诉讼事项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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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在 2021 年度财务报表中进行了必要列报与披露，但由于诉讼事项
的复杂性及其结果的不确定性，如诉讼事项、违约金的影响金额、诉
讼事项的完整性等，我们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以确认诉
讼事项对公司财务报表可能产生的影响，我们也无法确定公司是否还
存在其他尚未披露的违规担保事项、资金占用事项、关联方及关联方
交易，无法就违规担保事项、资金占用事项、关联方及关联方交易披
露的完整性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腾信股份。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无法表
示意见的财务报表审计报告，
【形成无法表示意见的基础】内容如下：
（一）营业收入的真实性及准确性。2021 年度对其第一大客户的
交易确认收入 2.53 亿元，占本期营业收入总额的 79.31%；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对该客户应收账款余额为 5,564.26 万元，我们未收到
该客户的往来及交易询证函回函；2021 年度贵公司与其他新增客户
之间发生的交易确认收入 5,320.41 万元，占本期营业收入总额的
16.67%，均未能提供与广告投放相关的资料。我们未能获取充分、适
当的审计证据，无法判断上述营业收入及应收账款余额的真实性、准
确性。
（二）预付账款及其他应收款的可回收性及商业合理性。贵公司
在 2021 年度与大连才通万路贸易有限公司、天津市海尊商贸有限公
司等 13 家单位发生多笔大额资金往来，款项以预付合同款支付，以
合同终止退回，2021 年度累计支付金额为 102,575.00 万元、退回金
额为 39,021.89 万元，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上述大额预付款尚未
收回金额为 63,553.11 万元。贵公司在 2020 年 12 月向天津万信恒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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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有限公司支付 30,000.00 万元款项。根据协议，此款项是贵公司
委托天津万信恒行贸易有限公司代为归还此前贵公司向青岛浩基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的借款 30,000.00 万元。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
上述款项尚未收回金额为 16,000.00 万元。截至审计报告日，我们未
能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无法判断上述预付及其他应收款的商
业合理性及可收回性。
（三）亏损确认的递延所得税资产的可转回性。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贵公司累计亏损 33,106.99 万元（详见附注六、14），确
认递延所得税资 4,966.05 万元。如第（六）项所述，贵公司持续经
营能力存在重大不确定性。我们无法确认由亏损确认的递延所得税资
产的可转回性。
（四）重大诉讼对财务报表的影响。如财务报表附注十二、2 所
述，贵公司存在多起重大未决诉讼，我们未能就这些未决诉讼获取充
分、适当的审计证据，无法判断相关未决诉讼事项对财务报表的影响。
（五）金融资产公允价值计量。贵公司对上海数研腾信股权投资
管理中心（有限合伙）的投资，投资成本 2.50 亿元，账面价值期初
期末均为 1.04 亿元，没有提供被投资单位公允价值计量的相关资料，
我们无法确认该事项对财务报表的影响。
（六）持续经营能力存在重大不确定性。贵公司连续两年严重亏
损，大量债务违约并涉及诉讼。多个银行账户被冻结，所有房产被查
封，营业收入大幅下降。管理层制定的各种应对措施是否能够落实具
有很高的不确定性。我们无法获取与持续经营能力相关的充分、适当
的审计证据，以判断贵公司在持续经营假设的基础上编制财务报表是
否恰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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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 西源。中喜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无法表示意
见的财务报表审计报告，【形成无法表示意见的基础】内容如下：
（一）公司净资产为负，唯一正常经营的子公司被司法处置，主
营业务缺失，大额债务无力偿还，财务状况持续恶化，主要资产、子
公司股权被司法冻结，矿业权延续具有不确定性，经营停滞。存在与
持续经营相关的多项重大不确定性。
2021 年度，公司营业总收入为 9,423.54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净
利润为-63,743.87 万元，已连续三年亏损；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
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为-49,147.91 万元，母公司净资产为-41,539.37
万 元 ， 公 司 累 计 亏 损 -163,077.84 万 元 ， 其 中 母 公 司 累 计 亏 损
-163,775.75 万元，公司流动负债大于流动资产 91,086.55 万元，母
公司流动负债大于流动资产 84,095.49 万元，财务状况持续恶化。
2021 年 8 月，公司唯一能够开展正常经营活动、获取经营收益的业
务板块，持有的原控股子公司重庆市交通设备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交通租赁”）58.4%的股权，被司法处置 57.5%的股权，公
司主营业务缺失。
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应付原控股子公司交通租赁原控
股股东的业绩承诺款、违约金等费用合计 85,841.12 万元。由于财务
状况持续恶化，债务逾期等事项，如附注六、51 及附注十二所述，
公司主要资产、子公司股权被司法冻结，公司资产存在非正常处置导
致损失的风险。
如附注六、12 及 15 所述，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公司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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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维西凯龙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维西凯龙”）的无形资
产-矿业权账面价值合计 14,870.48 万元、长期待摊费用-探矿费账面
价值合计 2,932.64 万元，该等采矿权证于 2017 年 5 月 9 日到期、探
矿权证于 2017 年 8 月 3 日到期，截至本报告日矿业权证已在申请办
理，目前已初步取得云南迪庆州维西县相关部门的审批，还需通过迪
庆自治州等相关部门审批。
如附注六、12 所述，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公司之子公司广
西南宁三山矿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南宁三山”）的无形
资产-矿业权账面价值合计 19,282.42 万元，涉及一个采矿权及一个
探矿权，已于 2021 年 12 月 6 日到期，截至本报告日，矿业权延续登
记已成功提交，因部分材料不合格导致预审未通过，公司尚未完成矿
业权的延续。
如财务报表附注“二、财务报表的编制基础”之“2、持续经营”
所述，公司管理层计划采取措施以改善公司的经营状况和财务状况，
这些计划的结果是否可能改善公司目前的状况，以及这些计划对于具
体情况是否可行，仍存在多项重大的不确定性，而这些不确定事项之
间存在相互影响，其对财务报表产生的累积影响重大且具有广泛性。
我们无法获取与评估持续经营能力相关的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以
判断西部资源公司在持续经营假设的基础上编制财务报表是否恰当。
（二）重要原控股子公司审计受限如前述，2021 年 8 月，公司
丧失了交通租赁控制权，因交通租赁明确表示没有义务向西部资源公
司及其他与其无关的单位提供相关资料，无法配合西部资源公司本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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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度审计工作。由于无法对纳入公司合并利润表中交通租赁期
初至处置日的收入、成本费用、利润等财务报表项目进行审计，无法
对纳入公司合并现金量表中交通租赁期初至处置日的经营活动现金
流、投资活动现金流、筹资活动现金流等财务报表项目进行审计，我
们未能获取多项重要财务资料，也未能实施有效的函证及检查等必要
的审计程序以判断相关的财务报表项目是否存在重大错报，该等财务
报表项目涵盖了利润表及现金流量表。根据公司提供的未审报表，
2021 年 1-8 月份，交通租赁实现营业收入 9,414.37 万元，占合并层
面营业收入 99.90%，营业成本 3,127.43 万元，占合并层面营业成本
95.96%，管理费用 984.72 万元，占合并层面管理费用 43.36%，信用
减值损失 1,109.13 万元，占合并层面信用减值损失 80.16%，所得税
费用 623.33 万元，占合并层面所得税费用 100.00%，经营活动现金
流净额-7,406.29 万元，占合并层面经营活动现金流净额 95.32%，其
对财务报表的影响重大且具有广泛性。
截至本报告日，我们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以判断相关
财务报表项目是否存在重大错报，亦无法确定是否有必要做出调整或
提出调整建议，无法确定应调整的金额。
ST 中昌。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无法表示
意见的财务报表审计报告，【形成无法表示意见的基础】内容如下：
（一）审计范围受限情况
1、涉及营业收入和营业成本及函证事项报告期内，中昌数据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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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了主要管理和业务团队更迭，导致部分财务、业务资料丢失，我们
未能获取重要客户包括但不限于如极信盛博网络科技(北京)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极信盛博”）、西安青山竹石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青山竹石”）等 2021 年经双方签字盖章的结算单、与结算
单匹配的收入测算表和投放媒体的后台数据；重要供应商包括但不限
于上海圈粉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等 2021 年结算单、与收入测算表匹配
的媒体后台数据等。
我们核对了部分结算单、客户终止协议、收付款记录和发票记录；
计划实施函证、访谈等作为资料缺失的应对措施。
我们就 2020 年和 2021 年两期数据共发出 135 份银行函证、328
份往来（含收入、成本）函证。截至审计报告日已收回 63 份银行函
证、68 份往来（含收入、成本）函证，尚有 72 份银行函证、260 份
往来（含收入、成本）函证未收回或者被退回，其中包括但不限于应
收重要客户极信盛博 65,435,603.45 元，
青山竹石 22,405,747.80 元；
应付重要供应商百度(中国)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 60,443,519.72 元，
预付上海圈粉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18,302,607.62 元。
我们未能对客户供应商进行访谈。
截至审计报告日，我们未能获得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对中昌数
据销售和采购是否关联交易非关联化、交易是否具有商业合理性、截
止合理性等作出合理判断，我们无法确认公司财务报表营业收入和营
业成本的本年及上年同期数据的真实性、准确性、截止性，也无法确
认函证相关的财务报表科目的真实性及其款项性质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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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应收预付款项的款项性质及可回收性中昌数据按组合计提预
期 信 用 损 失 的 应 收 账 款 余 额 237,139,924.95 元 ， 坏 账 准 备 余 额
33,679,002.64 元；其他应收款余额 204,791,359.76 元，坏账准备
余额 16,443,106.83 元。
中昌数据 2021 年末预付账款 61,431,535.55 元，中昌数据未计
提减值准备。
截至审计报告日，由于未能获取重要资料、函证受限、未获得客
户资信评估及还款计划等情形，我们通过执行期后回款等替代程序亦
未能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无法判断应收款项及预付款项的款
项性质、真实性、减值准备计提的充分性和可回收性。
3、涉及商誉减值测试事项中昌数据 2021 年分别对 2016 年收购
北京博雅立方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雅立方”）形成的商誉计
提了 26,408,136.06 元的减值准备，对 2017 年收购上海云克网络科
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克网络”）形成的商誉计提了
260,000,000.00 元减值准备。
我们对中昌数据的 2021 年商誉减值测试过程进行了复核，我们
对未能获得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我们亦无法实施其他替代审计程
序，因此我们无法确定是否有必要对商誉作出调整，也无法确定应调
整金额。
4、中昌数据董事厉群南涉嫌挪用资金被刑事立案事项中昌数据
现任董事厉群南涉嫌挪用资金，于 2021 年 11 月 11 日被刑事立案。
截至审计报告日该案件尚未结案，我们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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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证据判断该事项所涉及的财务报表项目列报金额及其可回收性的
真实性、准确性，也无法判断该事项是否构成关联方交易以及是否构
成关联方资金占用。
5、浙江千橡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与中昌数据客户进行交易事项浙
江千橡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千橡”）于 2020 年度受
厉群南控制，构成中昌数据 2020 年度的关联方。
浙江千橡 2020 年委托中昌数据客户极信盛博推广的主要产品与
极信盛博委托中昌数据推广的产品相同。
我们计划实施函证、访谈等程序，均未能执行，我们无法获得充
分、适当的审计证据对浙江千橡与中昌数据是否构成关联交易、中昌
数据对极信盛博应收款余额及其可回收性与浙江千橡之间的关联性
等进行判断。
6、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计价事项中昌数据全资子公司上海钰昌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钰昌”）因无法对北京亿美汇金
信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亿美汇金”）实施有效控制，上
海钰昌从 2019 年 1 月 1 日开始不再将亿美汇金纳入合并范围，2019
年度财务报表中亿美汇金股权投资款已全额计提了减值准备。由于亿
美汇金仍然持续处于失控状态，无法获取估值必须的资料，我们未能
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判断 2021 年度亿美汇金股权款的持续计量
是否恰当，进而无法确定该事项对本期财务报表可能产生的影响。
（二）持续经营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如财务报表附注“二、财务报
表的编制基础”之“持续经营”所述，中昌数据 2021 年度发生净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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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 472,090,681.04 元，部分银行债务及资金拆借出现逾期及诉讼，
部分银行账户被冻结，发生流动性困难。上述情况表明存在可能导致
对中昌数据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的重大不确定性。
虽然中昌数据已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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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 凯乐。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无法表示意
见的财务报表审计报告，【形成无法表示意见的基础】内容如下：
（一）持续经营
如后附的财务报表附注“二、财务报表的编制基础”之“（二）
持续经营”所述，凯乐科技 2021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84.75 亿
元，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18.15 亿
元。如财务报表附注“五、合并财务报表项目注释”所述，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凯乐科技货币资金余额为 4.01 亿元，其中承兑保证
金及信用证保证金等受限资金 3.19 亿元，因诉讼被冻结的银行存款
0.36 亿元，剩余可自由支配的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共 0.46 亿元；凯乐
科技期末流动负债共 49.79 亿元，其中长短期借款本金部分共 16.42
亿元，已逾期短期借款金额 4.96 亿元，表明公司短期偿债压力较大。
2022 年 3 月，公司收到荆州中院送达的《决定书》，同意公司先行
启动限期为 6 个月的预重整工作，公司重整计划草案尚未获得债权人
预表决通过，最终能否获得债权人预表决通过尚具有不确定性；公司
能否完成破产重整必要的前置审批程序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后续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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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申请破产重整能否被受理、是否被法院裁定进入重整程序尚具有
不确定性。上述情况表明存在可能导致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
虑的重大不确定性。
如财务报表附注“二、财务报表的编制基础”之“（二）持续经
营”所述，公司管理层计划采取措施改善公司的经营状况和财务状况，
但公司的持续经营仍存在重大的不确定性。我们无法获取充分、适当
的审计证据，以判断凯乐科技在持续经营假设的基础上编制财务报表
是否恰当。
（二）诉讼事项
如财务报表附注“十二、承诺及或有事项”之“（二）或有事项”
和“十三、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之“（二）资产负债表日后非调整
事项”所述，公司因资金短缺未能偿还到期债务等引发诸多诉讼事项。
虽然公司对部分诉讼事项的影响在财务报表附注中进行了必要披露，
但由于诉讼事项的复杂性及其结果的不确定性，如诉讼事项的影响金
额、违约金的影响金额、诉讼事项的完整性等，我们无法获取充分、
适当的审计证据，以确认诉讼事项对公司财务报表可能产生的具体影
响。
（三）专网通信业务
我们按照审计准则的要求，针对公司的具体情况，设计并执行了
函证、实地走访等必要的审计程序。由于部分专网通信业务相关的客
户和供应商无法联系，导致与专网通信业务相关的函证、访谈客户和
供应商等必要的审计程序无法实施，也无法实施其他有效的替代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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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无法根据已取得的审计证据作出判断：专网通信业务的商业实质、
相关收入确认的合理性和准确性、相关往来款项性质及其余额形成的
原因及合理性、相关信用减值损失计提的合理性和充分性。
上述专网通信业务对本期财务报表的影响或可能产生的影响重
大且具有广泛性，我们也无法执行有效的替代程序为发表审计意见提
供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因此我们无法确认公司财务报表与上述专
网通信业务相关财务报表项目列报的准确性。
*ST 西水。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无法
表示意见的财务报表审计报告，【形成无法表示意见的基础】内容如
下：
我们对西水股份前重要子公司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天安财险”）2020 年 1-6 月财务报表进行审计，执行了询问、
访谈、函证及检查等审计程序，我们认为：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止，
天安财险投资其他金融产品相关的内部控制存在重大缺陷，关联方识
别、认定相关的内部控制未得到有效执行，导致天安财险投资其他金
融产品出现巨额减值，且未能获得该巨额减值其他金融产品的底层资
产相关材料，亦未能获得足够证据证明所获取的关联方清单是否完整。
因此，我们无法确定天安财险该类信托产品发生减值的具体期间、
不同期间的变现价值及计提减值准备金额是否准确；关联方及关联交
易是否完整、交易价格是否公允、是否存在关联方资金占用等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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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 海创。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无法
表示意见的财务报表审计报告，【形成无法表示意见的基础】内容如
下：
（1）持续经营方面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海航创新财务 报表显示累计亏损
124,856.19 万元，流动负债超过流动资产 28,692.27 万元，货币资
金余额 644.01 万元，逾期借款本息合计 28,403.92 万元，部分资产
被法院冻结或执行了财产保全。上述事项，连同财务报表附注 2.2 所
示的其他事项，我们无法取得与评估持续经营能力相关的充分、适当
的审计证据，因而无法判断海航创新运用持续经营假设编制 2021 年
度财务报表是否恰当。
（2）延伸检查审计范围受限
海航创新于 2021 年度确认 10,589.29 万元的房地产销售收入，
审计中我们对销售业务执行了检查、访谈等审计程序，但是延伸检查
受条件限制无法实施，或实施延伸检查程序后仍不足以获取充分、适
当的审计证据，我们无法判断该事项所带来的影响。
*ST 中天。中喜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无法表示
意见的财务报表审计报告，【形成无法表示意见的基础】内容如下：
1、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
如财务报表附注二、（二）所述，中天能源公司 2021 年度归属
于母公司净利润-68.54 亿元，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归属于母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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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股东权益-73.55 亿元。存在大量逾期未偿还债务，银行借款余额
为 50.71 亿元，其中逾期 31 亿元，其他债务逾期未清偿余额为 10.23
亿元。如财务报表附注五、（二十六）所述，因经济纠纷合同违约及
违规担保引起诉讼，经综合判断累计计提预计负债 59.08 亿元。上述
事项导致中天能源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存在重大不确定性。以上事项表
明存在可能导致对中天能源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的重大
不确定性。
中天能源公司管理层计划采取措施改善公司的经营状况和财务
状况，但中天能源公司的持续经营仍存在重大的不确定性。我们无法
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以判断中天能源公司在持续经营假设的
基础上编制财务报表是否恰当。
2、函证程序执行受限
按照审计准则的要求，针对中天能源公司的具体情况，我们设计
并执行函证程序。
纳入中天能源公司合并范围内的部分子公司未能提供银行账户
清单，核查银行账户的完整性受限。根据现有财务资料记录显示共有
116 个银行账户，账户金额 27,248.12 万元。我们对 44 个银行账户
进行了函证，函证金额 18,560.09 万元，其中 23 份回函,确认金额
424.05 万元，21 份因银行预留印签不符不予回函，未回函金额
18,136.05 万元，剩余 72 个银行账户，账户金额 8,688.03 万元，因
银行预留印签不符无法实施银行函证程序，对应银行借款也无法实施
函证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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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天能源公司的部分公司未能提供应收款项和应付款项客户的
联系方式，无法实施函证程序，对取得联系方式的应收款项客户发函
45 份合计金额 7.18 亿元，发函率仅为应收款项的 24.33%，回函 4 份
确认 33 万元。我们执行的替代程序仍然不能为发表审计意见提供充
分、适当的审计证据，因此我们无法对中天能源公司 2021 年度财务
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的真实性、公允性及完整性发表审计意见。
3、应收款项预计信用损失计提的合理性
中天能源公司合并报表应收账款余额 6.01 亿元，计提预计信用
损失 4.88 亿元，其中 23 户单项计提预计信用损失 4.42 亿元；其他
应收款余额 23.87 亿元，计提预计信用损失 21.76 亿元，其中 9 户单
项计提预计信用损失 19.44 亿元，中天能源公司未能提供上述信用损
失计提的依据，我们也无法获取债务人的财务信息及其他资料，无法
对上述应收款项计提的信用损失的合理性进行判断，因此我们无法对
中天能源公司 2021 年度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真实性、公允性及完
整性发表审计意见。
4、在建工程停工减值测试程序无法实施
中天能源公司现有在建工程账面余额 27.47 亿元，包括江阴液化
天然气集散中心 LNG 储配站项目 12.10 亿元、华丰 LNG 储配站项目
15.36 亿元，上述在建工程均已停工，且权属受限，未能按预期形成
生产能力，对于上述可能出现减值迹象的自建工程，中天能源公司未
对此进行减值测试，我们也未能获取有关进行减值测试的相关资料，
无法判断这些在建工程发生减值的金额及对财务报表的影响。因此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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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无法对中天能源公司 2021 年度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真实性、公
允性及完整性发表审计意见。
5、重要子公司失去控制，无法获取 2021 年初及 2021 年 1-11 月
财务报表
在未经过股东大会批准的情况下，全资子公司青岛中天于 2019
年 12 月出售武汉中能、湖北合能股权暨转让募投项目，中天能源公
司对上述公司不再控制。如附注六、（四）所述 2021 年 12 月 7 日第
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通过追认确认该转让行为。处置含募投项目子
公司的股权需经过股东大会批准，故 2021 年 12 月 7 日作为转让日，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0 号-企业合并》第十条规定：转让日之前的
武汉中能、湖北合能经营成果及现金流量应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由于中天能源公司对武汉中能燃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中
能”）及其子公司、湖北合能燃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北合能”）
及其子公司 2019 年末失去控制，无法获取上述公司 2021 年 12 月 7
日之前的财务报表及相关资料，导致中天能源公司未将持股比例
100.00%的武汉中能及其子公司、持股比例 100.00%的湖北合能及其
子公司 2021 年期初数及 2021 年 1-11 月经营成果及现金流量纳入合
并范围。同时我们无法对武汉中能及其子公司、湖北合能及其子公司
实施任何审计程序，未能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因此我们无法
对中天能源公司 2021 年初的财务状况、2021 年 1-11 月经营成果和
现金流量的真实性、公允性及完整性发表审计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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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晶存储。中喜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无法表示
意见的财务报表审计报告，【形成无法表示意见的基础】内容如下：
（一）无法判断因违规担保对财务报表的影响紫晶存储 2022 年 4
月 8 日披露的《关于对广东紫晶信息存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及有关责
任人予以纪律处分的决定》中描述：“2022 年 3 月 14 日，公司披露
自查涉及违规担保事项的公告称，截至 2022 年 3 月 10 日，公司及子
公司广州紫晶存储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紫晶）、梅州晶铠科
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梅州晶铠）存在定期存单违规质押担保，合计
金额 37,300 万元，共为 14 家第三方累计提供 16 笔担保。2021 年 3
月至 4 月共发生 4 笔，合计金额 23,250 万元，占公司 2019 年经审计
净资产的 25.89%；2021 年 10 月至 2022 年 3 月共发生 12 笔，合计金
额 14,050 万元，占公司 2020 年经审计净资产的 7.59%。其中，2021
年 3 月 5 日，广州紫晶向广州银行存单质押 10,000 万元，占公司 2019
年经审计净资产的 11.14%，质押期限自 2021 年 3 月 5 日至 2022 年 3
月 5 日，为浙江景朝贸易有限公司提供担保；2021 年 3 月 25 日，梅
州晶铠向广州银行存单质押 10,000 万元，占公司 2019 年经审计净资
产的 11.14%，质押期限自 2021 年 3 月 25 日至 2022 年 3 月 25 日，
为浙江景朝贸易有限公司提供担保。对于上述对外担保事项，公司均
未按规定履行相应的董事会决策程序，也未及时予以披露，迟至 2022
年 3 月 14 日才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其中，两笔担保单笔金额超过公
司上一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10%，已达到股东大会审议标准，但公司
也未履行股东大会决策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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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无法获取充分的审计证据判断截至报告报出日质押担保事
项信息的准确性和完整性，无法判断违规担保对财务报表的影响金额。
（二）对以前年度财务报表进行追溯调整，无法确定期初数是否
准确如财务附注十二、1 中披露公司 2020 年度冲减与工业云制造（四
川）创新中心、合肥哈工路波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合肥哈工融泰动
力科技有限公司、合肥睿达机器人有限公司销售合同对应营业收入
71,847,821.13 元，冲减对应营业成本 25,183,427.50 元。
公司 2020 年度冲减预付技术开发费相关的技术开发供应商对应
的预付款项 87,787,400.00 元，冲减对应研发费用 18,207,714.45 元
和成本 2,621,238.93 元；冲减苏州纳智天地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净额
款项 31,520,000.00 元。
紫晶存储因上述事项对以前年度的财务报表进行了追溯调整，但
我们审计过程中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证实上述追溯调整的
账务处理涉及事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因此，我们无法判断
上述前期会计差错更正涉及的财务报表期初数是否正确。
（三）2021 年度大额销售退回，无法判断其对财务报告的影响
紫晶存储本期发生大额销售退回，其中，珠海壁仞集成电路有限公司、
深圳深汕特别合作区深慧发展有限公司销售退回冲减收入金额分别
为 5,132.74 万元、3,349.28 万元，但相关退货的协议尚未签订，上
述存货尚未退回到紫晶存储的仓库，我们无法对退回的存货进行有效
盘点，无法判断该批存货的状态以及所有权是否存在争议，也无法在
退货协议尚未签订、相关存货尚未退回仓库、函证尚未得到回函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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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下，判断紫晶存储上述账务处理的准确性、合理性及恰当性。
（四）无法判断前期保留意见事项的影响在本期是否消除，无法
判断其对本期财务报表的影响。
紫晶存储 2020 年度财务报表被前任会计师出具了保留意见。保
留意见涉及的事项如下：
1、预付技术开发费及预付设备款。前任会计师在报告中描述：
“2020 年 12 月 31 日，紫晶存储合并资产负债表的预付款项余额中
包括预付技术开发费 7,823.44 万元。2021 年 3 月，紫晶存储与相关
技术开发供应商解除原合同并收回了扣息后预付款。这些供应商中有
一 部分 同时 为 紫晶 存 储提 供委 托 研发 服 务， 涉及 委 托研 发 费用
1,820.77 万元和营业成本 262.12 万元。因紫晶存储未提供有关上述
预付款项及委托研发交易商业理由的充分资料和信息，我们无法就上
述预付款项、委托研发费用及营业成本的商业实质获取充分、适当的
审计证据，无法确定是否有必要对相关财务报表金额及披露作出调
整”。
如附注十二、（1）披露，公司已经就上述事项进行了前期差错
更正，我们对上述涉及的客户和供应商进行了函证、访谈、分析性复
核等程序，但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我们无法判断 2020 年
保留意见涉及事项的影响在本期是否已经消除。
另外，前任会计师在 2020 年报告中认为：“2020 年 12 月 31 日，
紫晶存储合并资产负债表的其他非流动资产余额中包括预付 100G 光
盘产线等设备款 4,207.19 万元。因紫晶存储未提供有关设备付款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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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合理解释和相关信息，我们无法就上述预付设备款的商业实质获
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无法确定是否有必要对相关财务报表金额
及披露作出调整”。
紫晶存储上述 100G 光盘产线设备大部分已经到货，截止报告报
出日，设备尚未完成安装调试，无法在短期内产生效益，我们无法判
断 2020 年保留意见涉及事项的影响在本期是否已经消除。
2、应收账款的可收回性
前任会计师认为：“2020 年 12 月 31 日，紫晶存储合并资产负
债 表 的 应 收 账 款 账 面 余 额 为 68,427.68 万 元 ， 坏 账 准 备 余 额 为
6,485.98 万元。其中账龄一年以上的应收账款余额为 28,323.19 万
元，大部分已逾期，相关坏账准备余额为 4,480.75 万元。因紫晶存
储未提供充分资料和信息，我们无法对应收账款的可收回性及坏账准
备的充分性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无法确定是否有必要对相关
财务报表金额及披露作出调整”。
2021 年 12 月 31 日，紫晶存储合并资产负债表的应收账款账面
余额为 63,737.95 万元，坏账准备余额为 15,923.30 万元。其中账龄
一年以上的应收账款余额为 34,754.04 万元，大部分已逾期，并在本
期计提了大额的坏账准备。如附注五、（四）中披露，紫晶存储应收
账款期末余额中按单项计提坏账准备 11,667.44 万元，
计提比例 100%，
其中，账龄 1 年以内金额 129.59 万，账龄 1-2 年的金额 6,166.21 万，
账龄 2-3 年的金额 3,169.60 万元，
账龄 3-4 年的金额 2,202.04 万元。
紫晶存储 2021 年将上述原属于按照账龄组合计提坏账的应收账款重
27

分类至按照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组合计提坏账，并按照 100%的比例
计提。
我们对 2020 年及 2021 年的重要客户进行了函证、访谈、检查、
分析性复核等实质性程序，但我们仍无法对应收账款的可收回性及坏
账准备的准确性、充分性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无法确定是否
有必要对相关财务报表金额及披露作出调整。同时，我们也无法判断
2020 年保留意见涉及事项的影响在本期是否已经消除。
（五）无法评价或有事项对财务报表的影响如财务报表附注五、
（三十一）所述，紫晶存储存在违规担保诉讼及投资者诉讼事项，我
们未能对所述事项应计提预计负债的最佳估计数获取充分、适当的审
计证据。因此，我们无法确定所述诉讼事项应调整的金额。
深大通。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无法表示
意见的财务报表审计报告，【形成无法表示意见的基础】内容如下：
（一）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贵公司于 2021 年 9 月 3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
告知书》（证监立案字 00720214 号），因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对
贵公司进行立案。截至本审计报告出具日，贵公司尚未收到立案调查
事项的结论性意见或决定，我们无法判断立案调查的结果对贵公司前
期财务报表可能产生的影响。
（二）应收账款计提减值准备的合理性
截止到 2021 年 12 月 31 日，贵公司下属子公司冉十科技（北京）
有限公司应收账款 19,338.88 万元、其他应收款 1,296.87 万元，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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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 20,635.75 万元，均为期初形成，本年无增减变动，期初坏账准备
余额 7,892.80 万元，本年按单项全额计提坏账准备 12,742.95 万元，
期末净值为 0 元。我们对应收款项余额进行函证，发函金额合计
19,957.97 万元，截至审计报告日，发出函证被拒收退回 11,746.94
万元，已签收但未回函 7,692.55 万元，回函不符 518.48 万元。我们
未能通过函证或其他有效的替代测试程序对应收账款期初余额进行
确认，也无法判断期初和期末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的合理性。
（三）远期回购及差额补足义务
1.如附注十、（二）4 所述，2017 年贵公司与山东省金融资产管
理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山东金资）签订《差额补足协议》，为控股股
东青岛亚星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亚星实业）作为劣后级合伙人设
立的苏州大通箐鹰投资合伙企业提供差额补足增信，对优先级合伙人
山东金资在合伙投资期间的预期投资收益及实缴出资额负有差额补
足的义务，同时，贵公司与实际控制人姜剑签订《反担保协议书》，
姜剑承诺以其间接持有的亚星实业股权对贵公司按照《差额补足协议》
向山东金资在投资期间的预期投资收益及实缴出资额差额补足款的
义务提供反担保，该项交易为关联交易。2021 年 7 月 29 日山东省高
级人民法院下达二审民事判决书，贵公司应向山东金资支付差额补足
款项 32,752.60 万元，并对未支付款项按年利率 12.75%计算违约金，
至实际清偿之日止。
截至审计报告出具日，贵公司银行账户资金 339,005,928.75 元
已 被法 院划 转 。贵 公 司将 上述 差 额补 足 款项 及计 算 的违 约 金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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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6,111,246.30 元计入 2021 年营业外支出。由于审计范围受限，我
们未能获取苏州大通箐鹰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及其对外投资单
位南京大通企业孵化器管理有限公司和反担保方等单位财务状况的
相关资料，且贵公司未实施反担保措施。我们未能就该诉讼事项应计
提预计负债的最佳估计数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也无法实施替
代审计程序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因此无法确定上述诉讼事项
对财务报表的影响及应调整金额。
2.如附注十、（二）4 所述，2017 年贵公司与华龙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华龙证券）签订《远期收购及差额补足协议》，为控
股股东亚星实业作为劣后级合伙人设立的杭州通锐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提供差额补足增信，对优先级合伙人华龙证券在合伙投资期
间的预期投资收益及实缴出资额负有差额补足的义务，同时，贵公司
与实际控制人姜剑签订《反担保协议书》，姜剑承诺以其间接持有的
亚星实业股权对贵公司按照《远期收购及差额补足协议》向华龙证券
在投资期间的预期投资收益及实缴出资额差额补足款的义务提供反
担保，该项交易为关联交易。
华龙证券于 2021 年提起诉前财产保全，贵公司银行账户资金
81,599,148.95 元被司法冻结，由于审计受限，我们未能获取杭州通
锐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对外投资单位北京星合通达传媒广告有
限公司和反担保方等单位财务状况的相关资料，且贵公司未实施反担
保措施。我们未能就该或有事项应计提预计负债的最佳估计数获取充
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也无法实施替代审计程序获取充分、适当的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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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证据。因此无法确定上述或有事项对财务报表的影响及应调整金额。
3.如附注十、（二）4 所述，2017 年贵公司与国民信托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国民信托）签订《远期收购及差额补足协议》及补充协议，
为天津星合通达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简称天津星合，现更名为天津星
合通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作为劣后级合伙人参与的杭州通育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提供远期回购及差额补足义务，同时，姜剑承诺
以其间接持有的亚星实业股权对贵公司按照《远期收购及差额补足协
议》向优先级合伙人国民信托的基金出资和基金收益差额补足款的差
额补足义务提供反担保。
2022 年 4 月 8 日浙银天虹、天津星合和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浙商银行）签订《备忘录》，备忘录约定：国民信托已将
原协议及各《保证合同》中的相关权益转移给浙商银行，同时约定原
合伙企业自备忘录签订之日起进入基金退出期，基金退出事宜最晚在
2022 年 10 月 31 日前完成，在基金退出期内各方履行原协议项下义
务前，天津星合按照原协议约定支付预期投资收益款并按照原协议约
定承担远期收购及差额补足连带责任。
截止审计报告日，由于审计受限，我们未能对备忘录事项进行函
证确认，同时由于未能获取杭州通育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对外
投资单位北京世纪海文广告有限公司以及天津星合和反担保方等单
位财务状况的相关资料。我们未能就该或有事项实施替代审计程序获
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因此无法确定上述或有事项对财务报表的
影响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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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华健康。鹏盛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无法表示
意见的财务报表审计报告，【形成无法表示意见的基础】内容如下：
（一）我们对贵公司 2021 年 12 月 31 日的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的
有效性进行审计时，发现与财务报告相关的内部控制存在重大缺陷。
内部控制运行失效，对财务报表的影响重大而且具有广泛性。我们执
行的审计程序以抽样为基础，在内部控制运行失效的情况下，我们在
审计过程中无法取得完整、准确、可靠的财务资料及相关信息，因而
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以作为对财务报表整体发表审计意见
的基础。
（二）贵公司 2021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681,951,329.03
元，累计未分配利润-1,750,045,031.57 元，流动负债大于流动资产
2,071,578,624.82 元，资产负债率 107.40%，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贵公司逾期银行借款合计 1,492,037,243.74 元，截止本报告日
未获得展期。这些事项或情况，表明存在可能导致对贵公司持续经营
能力产生重大疑虑的多个重大不确定性。
因此，我们无法判断贵公司运用持续经营假设编制 2021 年度财
务报表是否合适。
*ST 绿景。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无法表
示意见的财务报表审计报告，
【形成无法表示意见的基础】内容如下：
2021 年绿景控股公司营业收入 17,262.78 万元，其中机电安装
工程业务收入 12,173.86 万元，均来自于 2021 年 3 月收购的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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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弘益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分包工程收入，对应机电安装工程成本
11,705.06 万元，其中材料/设备采购成本 8,357.55 万元，分包建筑
工程施工 3,262.27 万元，材料/设备及分包建筑工程施工成本占机电
安装工程成本 99.27%，同时机电安装工程业务平均毛利率为 3.85%，
不能覆盖期间费用。
我们核查了与机电工程相关合同、项目工程管理等资料，实施了
函证、监盘、访谈等审计程序，但无法实施与项目相关的穿透核查审
计程序，因此我们无法判断该项业务收入是否具备商业实质。
*ST 金洲。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无
法表示意见的财务报表审计报告，【形成无法表示意见的基础】内容
如下：
1、2021 年 12 月 21 日东莞市金叶珠宝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金叶珠宝集团）被法院司法拍卖后，公司不再将金叶珠宝集团纳入合
并范围。截止报告期末公司其他应收金叶珠宝集团的款项为 13.47 亿
元并计提减值准备 5.68 亿元，同时公司为金叶珠宝集团及其子公司
24.57 亿元的借款（含利息）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未计提预计负债。
截止审计报告出具日，金叶珠宝集团及其子公司未能化解其逾期债务
问题，我们无法判断公司对金叶珠宝集团其他应收款计提减值准备的
准确性和充分性，也无法判断公司是否需要为金叶珠宝集团及其子公
司提供的担保计提预计负债及具体金额。
2、如财务报表附注“二、财务报表的编制基础”之“2、持续经
营”所述，公司已经连续 3 年扣除非经常损益后的净利润出现大额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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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报告期末公司金融机构债务全部逾期，大部分银行账户被查封冻
结，重要子公司被债权人相继拍卖，存续经营的金洲（厦门）黄金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营业收入规模小，这些事项和情况表明公司的持续经
营能力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如财务报表附注“二、财务报表的编制基
础”之“2、持续经营”所述，公司管理层计划采取措施改善公司的
经营状况和财务状况，但公司的持续经营仍存在重大的不确定性。我
们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以判断金洲慈航在持续经营假设
的基础上编制财务报表是否恰当。
3、金洲慈航于 2021 年 9 月 27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的《立案告知书》（编号为证监立案字 0392021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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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
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等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决定对公司立案调查。
截止本报告被批准报出日，由于立案调查尚未有最终结论，我们无法
判断立案调查结果对公司财务报表的影响程度。
ST 顺利。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无法表示意
见的财务报表审计报告，【形成无法表示意见的基础】内容如下：
（一）上期保留事项延续至报告期的认定
我们对顺利办上期财务报表中作为长期股权投资核算的 28 家联
营企业确认的投资收益-1,763.26 万元、计提的减值准备 8,561.32
万元以及期末账面价值 6,952.63 万元的准确性无法判断；其他应收
款中应收联营企业霍尔果斯神州易桥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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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项 12,391.66 万元，系累计形成的应收股权收购退款，已全额计提
坏账准备 12,391.66 万元，我们未能取得霍尔果斯神州易桥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回函确认，无法判断该款项的准确性和全额计
提坏账准备的恰当性。由于前述原因，我们对顺利办上期财务报表出
具了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顺利办本期对上期 28 家联营企业以及本期新增 22 家联营企业长
期股权投资确认投资收益 204.43 万元、累计计提减值准备 20,276.52
万元，期末账面价值 8,992.26 万元；其他应收款期末余额中应收联
营 企业 霍尔 果 斯神 州 易桥 股权 投 资合 伙 企业 （有 限 合伙 ） 款项
13,752.59 万元，累计计提坏账准备 13,752.59 万元，期末账面价值
为 0。我们未能获取相关证据，无法判断上期事项对本期财务报表的
影响以及本期确认投资收益和计提减值准备的恰当性。
（二）主营业务收入的完整性顺利办本期主营业务收入中企业综
合服务收入 7,122.14 万元，较上期下降 74.15%，主要原因为企业综
合服务客户大量流失。我们无法实施有效的审计程序获取充分适当的
审计证据，无法判断企业综合服务收入的完整性。
（三）持有待售资产和持有待售负债及子公司的终止确认
1．2020 年 12 月，经顺利办第八届董事会 2020 年第九次临时会
议批准，子公司霍尔果斯快马财税管理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快
马财税”）与第三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处置 14 家子公司股权，孙公
司霍尔果斯易桥快马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快马咨询”）
与第三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处置 16 家子公司股权。2020 年 12 月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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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快马财税和快马咨询将上述拟处置子公司的资产、负债作为持有
待售资产和持有待售负债列报。2021 年 4 月 9 日，顺利办 2021 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批准《关于子公司、孙公司签署<股权转让协
议>》。2021 年 4 月，快马财税和快马咨询终止确认持有待售资产和
持有待售负债。
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快马财税和快马咨询尚未按照《股权
转让协议》约定完成拟转让股权的产权过户手续，股权交割尚未完成，
不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关于终止确认股权的相关规定。
2．顺利办之子公司霍尔果斯快马财税管理服务有限公司拥有天
津易桥普达财税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普达”）100%股权，因快
马财税与天津普达及原股东存在纠纷，并向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起
诉天津普达原股东。顺利办以不能控制天津普达为由，自 2021 年 4
月 1 日起不再将其纳入 2021 年度合并财务报表，并确认处置收益
-4,970.74 万元。截止 2021 年 12 月，顺利办仍拥有天津普达 100%
股权，丧失控制权的依据不充分，不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合并财务报表
相关规定。
（四）涉税事项的处理
2021 年 11 月，国家税务总局舟山港综合保税区税务局向顺利办
所属顺利办（舟山）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及子公司等 6 家企业下发舟综
税限改（2021）18001 号—18006 号共 6 份《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
要求对“你单位应当取得而未取得发票，根据相关规定限你单位于
2022 年 1 月 3 日前补开、换开符合规定的发票”进行整改；202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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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国家税务总局舟山港综合保税区税务局又向上述 6 家企业下发
舟综税（2022）1 号—6 号共 6 份《税务事项通知书》，要求“你单
位应接到本通知书起 15 天内进行所属 2020 年度《中华人民共和国企
业所得税纳税申报表》更正申报，并按规定补缴相应的税款和滞纳金”。
顺利办对税务机关《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和《税务事项通知书》
相关内容存在异议，尚未进行会计处理，我们无法判断该事项对顺利
办前期及本期财务报表的影响。
（五）财务报表按照持续经营假设编制的恰当性
顺利办 2021 年度发生亏损 62,915.19 万元，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归属于母公司的净资产-24,850.47 万元，流动负债超过流动资
产 42,848.34 万元，财务状况持续恶化。报告期内，顺利办主营业务
大幅萎缩，涉及多起诉讼，顺利办已披露拟采取的改善措施，但我们
仍无法取得与评估持续经营能力相关的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因而
我们无法判断顺利办运用持续经营假设编制 2021 年度财务报表是否
适当。
*ST 天首。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无法表
示意见的财务报表审计报告，
【形成无法表示意见的基础】内容如下：
（一）持续经营天首发展连续多年扣非后净利润为负，本年新增
键合材料业务并未改善该情况；上年重大诉讼影响仍未消除，钼矿山
建设组织、资金、进度的不确定性，大额借款即将到期，管理层制定
的各种应对措施是否能够落实具有重大的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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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首发展管理层虽已在财务报表附注“三、财务报表的编制基础”
之“（二）持续经营”及附注十五、2 中披露了计划采取措施改善公
司的经营状况和财务状况，但截至财务报告批准报出日，我们未能就
天首发展与改善持续经营能力相关的措施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无法对其自报告期末起未来 12 个月内的持续经营能力做出判断，无
法判断管理层运用持续经营假设编制 2021 年度财务报表是否适当。
（二）键合材料业务天首发展 2021 年度新增键合材料业务，键
合材料业务收入金额占天首发展全部营业收入金额的 94.09%。对键
合材料业务，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规定执行了包括内
部控制了解和测试、函证、访谈、现场观察、分析性复核等审计工作。
由于键合材料业务相关内部控制存在的重大缺陷，对天首发展提供的
键合材料业务证据和说明，我们无法判断其真实性、合理性。我们未
能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无法对键合材料业务真实性、合理性
做出判断。
*ST 东海 A。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无法表
示意见的财务报表审计报告，
【形成无法表示意见的基础】内容如下：
（一）客房收入 2021 年度大东海股份确认客房收入 1,966.06 万
元。我们发现大东海股份分公司南中国大酒店 2021 年度业务系统登
记的客房入住人数比公安机关信息备案的客房入住人数多 3,718 人；
第三方支付平台记录显示存在同一付款人多次付款和酒店销售人员
付款的情况。大东海股份管理层未就这些差异和情况提供支持性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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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们无法对大东海股份 2021 年度的客房收入及相关的成本费
用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二）月饼销售收入 2021 年度大东海股份确认月饼销售收入
107.34 万元。我们发现月饼销售的主要客户主要为与大东海股份有
商业往来或关联方关系的企业和个人。大东海股份管理层未能提供与
月饼生产和销售相关的票据流、物流和资金流的完整记录和支持性证
据，因此，我们无法对上述月饼销售收入及相关的成本费用获取充分、
适当的审计证据。
（三）酒类销售收入 2021 年度大东海股份确认酒类销售收入
246.22 万元，客户为大东海股份的供应商。大东海股份管理层未提
供与白酒销售相关的完整物流记录，未能就该交易的商业合理性和交
易价格的公允性提供支持性证据。因此，我们无法对上述酒类销售收
入及相关的成本费用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四）持续经营如财务报表附注二（二）所述，大东海股份连续
两年亏损，已触发强制退市风险，其经营将受到重大影响。我们无法
判断大东海股份采用持续经营假设编制 2021 年度财务报表是否适当。
*ST 当代。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无法表
示意见的财务报表审计报告，
【形成无法表示意见的基础】内容如下：
1.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 2021 年 12 月，当代东方全资子公司霍
尔果斯当代东方院线管理有限公司与厦门万蓓星影院管理有限公司
签订股权转让协议，霍尔果斯当代东方院线管理有限公司分别以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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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额 1 元转让持有的运城威丽斯冠宇影院有限公司 100%股权、霍尔
果斯当代华晖影院管理有限公司 100%股权、厦门泰和鑫影文化传播
有限公司 100%股权和霍尔果斯当代浪讯影院管理有限公司 63.5821%
股权。上述四家影院公司（以下简称“影院”）截至 2021 年 8 月 31
日的股东权益评估值合计数为-0.61 亿元。根据合同约定影院应于
2026 年 12 月 1 日前分 20 期归还当代东方对影院的财务资助款 1.65
亿元，厦门万蓓星影院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保证人对债务承担不可撤销
的无限连带保证责任。该应收款项已计提坏账准备 0.24 亿元。
我们对上述交易执行了检查、访谈等审计程序，但对于该交易的
商业合理性以及应收影院的财务资助款 1.65 亿元可收回性，未能获
取相关资料，也无法实施其他有效的审计程序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
据以核实交易的商业合理性，以及应收财务资助款可收回性和对应坏
账准备计提的充分性。
2.持续经营当代东方 2021 年度亏损 1.87 亿元，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的账面每股净资产为 0.08 元，低于每股面值 1 元，流动资产
小于流动负债 1.62 亿元，逾期借款 2.16 亿元未偿还，已判或已裁决
待偿付债务 2.54 亿元、已仲裁待支付运营资金 2.79 亿元。如财务报
表附注“二、财务报表编制基础”之“持续经营”所述，当代东方管
理层计划采取措施改善公司的财务状况，但由于上述事项，当代东方
持续经营仍存在重大不确定。我们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以判断当代东方在持续经营假设的基础上编制财务报表是否恰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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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 银河。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无法
表示意见的财务报表审计报告，【形成无法表示意见的基础】内容如
下：
（一）持续经营
①银河生物已资不抵债银河生物 2021 年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96,232.45 万元，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未分配利润
-317,495.48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88,557.50 万元。
②重要子公司股权面临被法院执行风险
银河生物 2022 年 3 月 14 日发布公告：子公司四川永星电子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永星电子”）收到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出具的
《配合评估函》[（2022）沪 02 执 248 号]，主要内容是因执行需要，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已委托评估公司对银河生物持有永星电子
的股权、永星电子名下土地及地上建筑和房产进行评估，永星电子当
配合评估公司相关人员完成相关评估事宜。
③控股股东经营性资金占用预计无法收回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控股股东银河天成集团有限公司对银河
生物经营性资金占用的账面余额为 28,000.00 万元。
银河生物于 2022
年 1 月 16 日收到控股股东银河天成集团有限公司的通知，控股股东
已被申请破产清算，预计无法收回上述经营性占用资金。
如财务报表附注“二、财务报表的编制基础”之“2、持续经营”
所述，公司管理层计划采取措施改善银河生物的经营状况和财务状况，
但银河生物的持续经营仍存在重大的不确定性。我们无法获取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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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当的审计证据，以判断银河生物在持续经营假设的基础上编制的财
务报表是否恰当。
（二）咨询服务费事项
2021 年 1 月 21 日银河生物与广东猎得工程智能化管理有限公司
（现更名为广东猎得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东猎得”）签
订《综合咨询顾问服务协议》，约定由广东猎得协助解决银河生物包
括非经营性占用资金等面临的退市风险问题。2021 年 5 月、6 月广东
猎得委托国御温泉度假小镇股份有限公司代收服务费 1,350.00 万元，
2021 年 11 月银河生物支付广东猎得 1,050.00 万元服务费，
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银河生物共支付广东猎得服务费合计 2,400.00 万元。
2021 年 11 月、12 月广东猎得出具咨询顾问成果完结确认函并提供
2,400.00 万元增值税普通发票，双方交易结束。
针对此次银河生物与广东猎得的咨询服务费交易事项，我们执行
了合同及凭证检查、询问相关人员、银行账户资金流水查阅、交易对
手背景信息查询及发函确认等审计程序，但我们无法就该交易的真实
性及商业合理性实施满意的审计程序，以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三）投资者诉讼事项银河生物于 2020 年 6 月 3 日收到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广西监管局《行政处罚决定书》（[2020]3 号）及
《市场禁入决定书》（[2020]1 号），银河生物因未按规定披露关联
方非经营性占用、为关联方提供担保的情况、重大诉讼信息、银河天
成集团有限公司所持银河生物的股份被司法冻结事项等违反证券法
律法规的情况，受到行政处罚。银河生物股票投资者根据行政处罚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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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已经起诉银河生物，要求银河生物进行赔偿，银河生物未能合理估
计可能导致的预计负债金额，我们亦无法实施有效的审计程序，以获
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确定该等诉讼对公司财务报表的影响。
科华生物。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无法表示
意见的财务报表审计报告，【形成无法表示意见的基础】内容如下：
(一)重要子公司
如财务报表附注十四、（三）重要子公司失控所述，2021 年 8
月 13 日，西安市未央区人民法院作出裁定，在上海国际经济贸易仲
裁委员会 SDV20210578 号仲裁裁决书生效前，禁止科华生物行使其所
持西安天隆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安天隆”）62%股份的全部
股东权利及对西安天隆的高级管理人员进行变更，并于 2021 年 10 月
驳回科华生物的复议请求。西安天隆和苏州天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合称“天隆公司”）未向科华生物提供 2021 年 10 月及之后的
财务数据。2021 年 12 月，天隆公司总经理明确表示不配合 2021 年
度审计工作。
基于上述情况，我们无法判断科华生物是否对天隆公司失去控制，
也无法对纳入合并范围的天隆公司的财务数据执行审计，因此，我们
无法就科华生物 2021 年度财务报表整体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二）投资协议仲裁
如财务报表附注十二、（二）或有事项所述，科华生物收到《仲
裁通知》，彭年才、李明、苗保刚、西安昱景同益企业管理合伙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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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合伙）（以下合称“申请人”）就与科华生物签订的《关于西
安天隆科技有限公司和苏州天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之投资协议书》
（以下简称“《投资协议书》”）所引起的争议向上海国际经济贸易
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申请人请求裁决科华生物收购天隆公司剩余
38%股权，对价约 105 亿元及违约金等，如上述请求未获支持，则请
求裁决申请人有权分别以 4.28 亿元及 0.33 亿元回购科华生物持有的
西安天隆科技有限公司和苏州天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62%股权，如上
述请求均未获支持，则请求裁决解除《投资协议书》并恢复原状。科
华生物就该仲裁案件向上海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反请
求并获受理，请求裁决解除《投资协议书》项下第十条“进一步投资”
条款。截至审计报告日，仲裁庭尚未作出裁决。科华生物管理层认为，
本次仲裁案件对科华生物 2021 年度财务报表的影响需以仲裁裁决或
者调解、和解结果为准，目前尚无法作出判断。因此，我们无法就上
述仲裁案件对科华生物 2021 年度财务报表可能产生的影响获取充分、
适当的审计证据。
日海智能。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无法表示
意见的财务报表审计报告，【形成无法表示意见的基础】内容如下：
1．因疫情影响导致的审计范围受限
（1）重要子公司审计受限
如财务报表附注十四、其他重要事项所述，日海智能公司重要子
公司龙尚科技（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尚科技公司”）、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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讯通无线科技(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芯讯通公司”）均位于上
海市，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影响，上海实施对人员流动管控等防
疫措施，我们无法正常开展现场审计工作。截止审计报告日，我们无
法实施其他满意的替代程序完成龙尚科技公司和芯讯通公司的审计
工作，从而无法确认是否需要对其报表进行调整。同时，如合并财务
报表附注六、注释 18.商誉所述，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日海智
能公司合并层面由于龙尚科技公司形成的商誉账面原值 13,659.60
万元、商誉减值准备 5,425.92 万元，由于芯讯通公司形成的商誉账
面原值 34,231.96 万元，未计提商誉减值准备。我们亦无法确认是否
需要对龙尚科技公司和芯讯通公司的商誉减值准备进行调整。
（2）函证受限
按照审计准则的要求，针对日海智能公司的具体情况，我们设计
并执行了函证程序。由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等原因，导致部分银
行及往来与收入函证程序无法执行。截止审计报告日，共有 3 份银行
函证、116 份往来（含收入）函证因快递停运无法发出；已发出的 207
份银行函证、1,764 份往来（含收入）函证中，尚有 51 份银行函证、
537 份往来（含收入）函证未收回，未回函的比例分别为 24.64%和
30.44%。我们执行的替代程序仍然不能为发表审计意见提供充分、适
当的审计证据，因此我们无法确认公司财务报表与上述函证相关报表
项目列报的准确性。
2．资产减值的计量如合并财务报表附注六、注释 3.应收账款所
述，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应收账款账面余额 209,302.99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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坏账准备 29,597.80 万元，账面价值 179,705.19 万元。如合并财务
报表附注六、注释 8.合同资产所述，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合同
资产账面余额 137,577.81 万元，减值准备 4,410.41 万元，账面价值
133,167.40 万元。如合并财务报表附注六、注释 7.存货所述，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日海智能公司存货账面原值 158,055.93 万元，
存货跌价准备 9,706.71 万元，账面价值 148,349.22 万元。截止审计
报告日，我们未能获取到相应资产减值测试的具体资料，无法实施满
意的审计程序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确认上述资产减值准备计提
的充分性和恰当性。
3．其他应收款中个人备用金如合并财务报表附注六、注释 6.其
他应收款所述，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其他应收款账面余额
42,219.54 万元，其中个人备用金和个人往来款余额 3,126.52 万元。
截止审计报告日，我们未能获取部分款项未按内部控制制度执行的合
理依据，无法实施满意的审计程序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确认这
些款项是否存在应结转费用或成本而未结转的情形以及坏账准备计
提是否充分。
4．其他权益工具投资的公允价值如合并财务报表附注六、注释
12.其他权益工具投资所述，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日海智能公司
其 他 权 益 工 具 投 资 账 面 价 值 为 21,500.94 万 元 ， 其 中 对 Ayla
Networks,Inc 的投资账面价值为 16,703.74 万元。截止审计报告日，
我们未能获取到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确认其价值的准确性。
5．财务报告相关内部控制存在重大缺陷报告期内，日海智能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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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与财务报告相关内部控制存在重大缺陷，影响财务报表中收入、成
本、费用、合同资产、应收账款和存货等项目的编制和列报。我们未
能获取到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判断因财务报告相关内部控制存在重
大缺陷对公司财务报表的具体影响，无法确定是否需要对与之相关的
项目期初数据和本期数据进行调整。
亚联发展。中喜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无法表示
意见的财务报表审计报告，【形成无法表示意见的基础】内容如下：
（一）函证受限
按照审计准则的要求，针对公司的具体情况，我们设计并执行了
函证程序。由于公司未能提供确切的函证地址与联系人或被退回、疫
情等原因，导致个别往来（包含采购及销售）等函证程序无法执行。
截至审计报告日，应发未发银行函证 3 份金额 1,338.53 元；应收（包
含销售）函证 2 份金额 9,816,738.20 元、应付（包含采购）函证 1
份金额 6,377,474.23 元、其他类函证 2 份金额 47,552,358.41 元。
由于未及时在我们所发询证函上盖章，导致重要子公司函证发出时间
晚。尚有 43 份银行金额 129,290,232.68 元，51 份应收、合同资产
及预收（包含销售）金额 333,421,262.41 元，58 份应付及预付（包
含采购）金额 588,803,925.50 元，其他类 38 份金额 669,352,630.94
元函证未收回。我们执行的替代程序仍然不能为发表审计意见提供充
分、适当的审计证据，因此我们无法确认公司财务报表与上述函证相
关报表项目列报的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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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子公司毛利率异常
公司重要子公司开店宝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以下统称
“开店宝集团”）营业毛利率异常，我们执行了询问、分析、检查、
函证、IT 审计等审计程序，公司未对毛利率异常给出合理解释，并
且成本涉及的采购、分润对应的预付账款、应付账款、其他应收款未
能收到足够数量的有效回函，我们执行了替代测试，仍不能为发表审
计意见提供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因此我们无法确定开店宝集团
2021 年度财务报表涉及的成本及采购、分润对应的往来项目列报的
准确性。
*ST 丹邦。深圳广深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无法
表示意见的财务报表审计报告，【形成无法表示意见的基础】内容如
下：
（一）审计范围受限，无法确认营业收入、营业成本真实性
如财务报表附注五（三十一）所述，按照审计准则的要求，针对
贵公司的具体情况，我们设计并执行了函证、询问等程序。2021 年
度贵公司记录销售易捷有限公司（香港公司编号：3044081）PI 膜营
业收入合计 39,910,438.05 元，
收回款项 2,441,259.70 元仅占 6.12%，
年末仍欠款 37,469,178.35 元至今超过合同约定 90 日结账期未收回。
根据易捷有限公司已发行股本，及其出具的本年 12 月 31 日兑付的支
票担保，结合访谈了解，无足额信用确保该经济利益能流入贵公司。
易捷有限公司虽然接受了我们访谈，但其没有提供下游客户资料供我
们核实。我们未能获取到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证明上述交易的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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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权是否已经转移到客户，以及客户是否履行了合同义务。除易捷
有限公司外，贵公司未能提供部分确切的函证地址与联系人，导致部
分函证、询问程序无法执行；往来（含收入）函证回函率较低，我们
也无法对其他主要客户、供应商实施现场调查、询问。
综上所述，贵公司未能提供完整的与审计相关的资料，导致审计
范围受限，我们未能获取到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无法核实营业收
入、营业成本的真实性。因此无法对贵公司的营业收入、营业成本的
真实性发表意见。
（二）减值准备计提的合理性
如财务报表附注五（八）、（九）、（三十九）所述，贵公司的
主要生产设备均从海外供应商采购，贵公司未能提供完整的与审计相
关的资料，我们未能获取前期固定资产、在建工程入账计量是否充分、
适当的审计证据，因此无法对已计提的资产减值损失的合理性发表意
见。
（三）其他非流动资产的存在性
如财务报表附注五（十四）所述，贵公司预付的设备款 1974 万
美元（折合人民币 12642.86 万元）已超过合同约定时间仍未收到设
备，我们未能获取到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证明其设备或预付的款项
是否能够收回，因此无法对其他非流动资产的存在性发表意见。
（四）前期财务报表是否存在错报存在不确定性
贵公司前期已对应收账款、预付账款计提信用减值损失 2.43 亿
元并予以核销，我们未能获取到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证明其计提信
49

用减值损失及核销款项的合理性，因此无法对已计提的信用减值损失
及核销款项的合理性发表意见。
贵公司未能提供丹邦科技（香港）有限公司与审计相关的完整资
料。
2022 年 1 月 4 日，贵公司接到国家税务总局深圳市税务局稽查
局《税务检查通知书》“深税稽检通[2022]B001 号”，自 2022 年 1
月 5 日起对贵公司 2020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期间涉税
情况进行检查。
2022 年 4 月 21 日，贵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立
案告知书》（证监立案字 007202211 号），因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等法
律法规，证监会决定对贵公司立案。
综上所述，由于我们未能获取到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证明是否
存在前期财务报表错报，因此无法对丹邦科技公司前期是否存在需要
更正错报发表意见。
（五）持续经营
如财务报表附注二（二）、十三所述，因债务逾期引发多起诉讼
及仲裁案件，贵公司财务状况恶化、主要银行账户被司法冻结，债务
金额受司法裁决影响难以确定。
前述事项表明，丹邦科技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虽然丹邦科技公司披露了拟采取的改善措施，但改善措施是否能够执
行到位，实施效果是否如预期理想仍存在重大不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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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 猛狮。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无法
表示意见的财务报表审计报告，【形成无法表示意见的基础】内容如
下：
（一）债务豁免事项
如财务报表附注 6.52 所述，猛狮科技 2021 年度债务重组形成的
投资收益 214,048.70 万元，其中，2021 年 12 月通过债权人对猛狮
科技的债务豁免形成的投资收益为 208,252.17 万元。猛狮科技及子
公司于 2021 年 12 月收到债权人出具的《债务豁免通知书》及《债权
豁免函》涉及的债权金额（基准日 2021 年 11 月 30 日）为 403,027.81
万元，共计豁免债权金额为 340,419.85 万元，其中，作为上市公司
股东身份的债权人豁免债权金额为 132,167.68 万元，其他债权人豁
免债权金额为 208,252.17 万元。
由于未能就债权人对猛狮科技债务豁免事项获取充分、适当的审
计证据，我们无法对除作为上市公司股东的债权人对猛狮科技进行债
务豁免外的其他债权人作出的债务豁免事项的真实性及商业合理性
作出判断。
（二）无法判断公司以持续经营为假设基础编制财务报表是否恰
当
如财务报表附注 2.2 持续经营、13.2 或有事项等所述，猛狮科
技多年经营亏损，本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为 -111,757.84 万 元 ， 期 末 124,359.36 万 元 短 期 借 款 中 有
117,349.30 万元逾期，并存在较多诉讼事项，部分资产被法院查封
51

冻结，这些情况表明存在可能导致对猛狮科技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
疑虑的重大不确定性。猛狮科技披露了管理层针对持续经营的分析及
改善措施，但我们仍无法判断猛狮科技管理层运用持续经营假设编制
2021 年度财务报表是否恰当。
（三）境外子公司 Durion Energy AG 财务资料不完整
猛狮科技持股比例为 55%的控股子公司 Durion Energy AG（公司
注册地址为瑞士迪丁根），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净资产
折合人民币-734.21 万元，
2021 年度净利润折合人民币-212.52 万元。
截至本审计报告出具日，猛狮科技所聘请的海外中介机构未能提供
Durion Energy AG2020 年度及 2021 年度完整的财务资料及审计报告，
我们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以判断 Durion Energy AG.的财
务报表列报是否正确，进而无法判断该事项对财务报表的影响。
易尚展示。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无
法表示意见的财务报表审计报告，【形成无法表示意见的基础】内容
如下：
易尚展示下列应收账款系期初结转，本年未予回款，我们难以实
施满意的审计程序对应收款项的可收回情况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
据。
（二）本年度非正常损失 28,714,193.68 元，其中 22,555,600.06
元系与广西东融怡亚通供应链有限公司因合同终止而产生的货物毁
损损失，现场已拆除；其余 6,158,593.62 元系易尚香港有限公司因
仓储管理产生的货物毁损损失，疫情原因我们无法现场核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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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年度下列销售行为及应收账款我们难以实施满意的审计
程序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四）本年度下列采购行为及预付账款我们难以实施满意的审计
程序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 五 ） 本 期 营 业 收 入 803,661,364.14 元 ， 营 业 成 本
907,809,769.30 元，综合毛利率-12.96%，较上期综合毛利率 31.32%，
下降幅度较大，据易尚展示说明，因市场波动较大，营销决策不当所
致。（六）、易尚展示因筹建贴片机生产线需要，与深圳市华兴隆机
电设备有限公司签订合同，向其购买贴片机生产线设备，合同价款计
88,050,000.00 元，已按合同于 2021 年 4 月累计已支付预付设备款
计 66,627,569.72 元，后因易尚展示投资项目调整原因本设备采购合
同中止执行，有关善后事宜双方仍在商议之中。（七）、易尚展示
2021 年净利润和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均为负数，如财务报
表附注六、注释 18、注释 19 和注释 28、附注十一、2 所述存在已到
期但未偿还的到期债务、债务违约等诉讼事项，导致易尚展示持续经
营能力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八）、由于疫情原因，导致我们无法对
易尚展示子公司上海易尚展览展示服务有限公司、昆山市易尚洲际展
示有限公司（易尚展示本部账面存货计 8,763,851.57 元存放该公司）、
奥克坦姆系统科技（苏州）有限公司等子公司进行现场审计，我们只
能执行远程审计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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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 科迪。浙江天平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无法
表示意见的财务报表审计报告，【形成无法表示意见的基础】内容如
下：
1、减值准备计提的合理性
如财务报表附注“五、4”所述，科迪乳业公司应收控股股东科
迪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迪集团”）资金占用款 15.34
亿元的可收回性和减值事项，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科迪乳业对
此应收款项计提坏账准备余额 5.12 亿元，控股股东科迪集团破产重
整计划于 2022 年 4 月 22 日获批，重整结果尚存在重大不确定性，我
们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以对该应收款项的可收回性和期末
减值情况发表意见。
2、2016-2018 年虚假记载事项
如财务报表附注“五、4”所述，科迪乳业公司根据 2021 年 9 月
16 日中国证监会河南监管局出具的《行政处罚决定书》（〔2021〕1
号），将 2016-2018 年度累计虚增利润 29,982.87 万元冲减控股股东
科迪集团资金占用款。由于涉及虚假记载持续时间长、客户供应商众
多、单笔交易金额小、分范围广、公司未提供完整的与上述事项相关
的资料，我们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就上述事项对财务报表
期初的影响、是否需要作出调整发表意见。
3、持续经营能力
科迪乳业公司因逾期债务及对外担保等事项涉及多起诉讼，部分
银行账户被冻结，期末存在涉讼事项、控股股东破产重整结果以及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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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虚假记载导致受损投资者的索赔诉讼等不确定事项。如财务报表附
注“二、财务报表编制的基础 2.持续经营能力评价”所述，公司管
理层计划采取措施改善公司的经营状况和财务状况，我们无法获取充
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以判断科迪乳业公司在持续经营假设的基础上
编制财务报表是否恰当。
*ST 金刚。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无法表示
意见的财务报表审计报告，【形成无法表示意见的基础】内容如下：
（一）无法获取与公司主要资产余额相关的审计证据
如财务报表附注十二、其他重要事项.3.(2)中披露：豫金刚石公
司因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调查。
2020 年中国证监会通报了豫金刚石公司信息披露违法案件调查情况，
并于 2021 年 8 月 9 日下发了《行政处罚及市场禁入事先告知书》
（以
下简称告知书）。公司原管理层无法提供非经营性占用资金的构成明
细以及可能存在的还款明细，且公司尚未就上述预先告知书中提及的
涉嫌违法事实对期初余额进行差错更正。基于上述事项存在密切的相
互印证关系，我们无法将涉嫌违法事实涉及金额与公司财务账面记录
进行核对。由于上述事项涉及多个报表科目且金额重大，并对 2021
年末余额有重大影响并具有广泛性。截至审计报告出具日，我们无法
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用于判断上述涉嫌违法事实对豫金刚石公
司 2021 年 12 月 31 日合并及公司资产负债表中主要报表科目例如应
收账款、其他应收款、存货、固定资产、在建工程和其他非流动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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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初余额和期末余额的影响，包括存在、完整性、计价和列报等多项
财务报表认定。
（二）与持续经营能力相关的重大且广泛不确定性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基于违规担保和诉讼事项，豫金刚石
公司大部分银行账户、应收土地补偿款和应收理财产品利息、经营用
土地、办公和生产厂房以及机器设备、对外投资股权等因诉讼事项被
冻结、查封，银行借款、融资租赁款存在逾期未付且已严重资不抵债；
公司管理层仍按照可持续经营假设编制 2021 年度财务报表并在财务
报表附注十二、其他重要事项.3.(1)中披露了改善持续经营能力的相
关措施，但我们仍无法取得与前述相关措施可实现性相关的充分、适
当审计证据，因此我们无法确定豫金刚石公司基于持续经营假设编制
的财务报表是否公允。
（三）违规对外担保及诉讼事项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如财务报表附注十、承诺及或有事项
所述，豫金刚石公司由于借款、违规担保及其他重大承诺涉及诉讼
92 项。虽然豫金刚石公司已计提预计负债 374,107.39 万元。基于豫
金刚石公司原实控人涉嫌重大违法事实，违规对外担保及诉讼事项的
完整性我们存在较大疑虑，我们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以确
定公司违规对外担保及诉讼事项的完整性、预计负债计提的准确性。
（四）以前年度审计报告中非无保留意见事项的影响在本期尚未
消除
豫金刚石公司 2019 年度审计报告“形成保留意见的基础”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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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涉“抵账及资产减值”事项、“关联方及关联交易”事项、2020
年度审计报告“形成无法表示意见的基础”段中所涉“前期问题对财
务报表的影响”事项在本期的情况如下：
如财务报表附注十三（3）存货、附注五（11）固定资产所述，
豫金刚石母公司抵账及其他存货期末余额 144,306.84 万元，累计已
计提跌价准备 62,878.88 万元；豫金刚石公司固定资产中房屋建筑物
及机器设备原值为 408,825.28 万元，累计折旧为 112,276.91 万元，
仅机器设备累计已计提减值准备 47,201.18 万元。我们无法获取充分、
适当的审计证据以确定上述前期交易的商业合理性、初始计量金额及
后续减值准备计提的准确性。
如财务报表附注十二、其他重要事项 3（3）、（4）、（7）所
述，预付加速器产业园购房款期初余额 22,260.48 万元，本期新增
669.09 万元法院强制执行拍卖房产款，本期未完成实物交接或产权
过户手续，公司已转入其他应收款并全额计提坏账准备；
预付股权转让款 50,000.00 万元及华晶精密往来欠款 11,195.11
万元，本期仍未收回，公司已转入其他应收款并全额计提坏账准备；
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水东路支行划扣资金 22,339 万元，本期仍
未收回，公司已转入其他应收款并已全额计提坏账准备。我们对形成
上述资产的交易真实性及商业实质、预期信用损失计提的准确性、是
否构成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均持有疑虑，我们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
计证据以确定上述事项的交易真实性、商业合理性，上述其他应收款
及坏账准备计价的准确性、财务报表列报的公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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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财务报表附注九、关联方及关联交易所述，豫金刚石公司对关
联方及关联交易进行了识别和披露，我们实施了询问、检查、函证、
访谈等程序，但仍无法消除我们对原管理层关联方关系识别的疑虑，
我们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以确定豫金刚石公司对关联方关
系及关联交易披露的完整性和准确性。
上述以前年度审计报告中披露的非无保留事项仍未消除，且对财
务报表的影响延续至本期，我们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以确
定上述事项对本期财务报表及相应数据的影响。
ST 文化。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无法表示
意见的财务报表审计报告，【形成无法表示意见的基础】内容如下：
（一）持续经营存在不确定性
文化长城营业收入大幅下滑,2021 年度营业总收入为 7,577.12
万元、较上期下降 40.13%，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为-40,062.50 万元，
已连续四年亏损；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合
计为-28,598.83 万元，尚有 86,136.50 万元债务本息逾期未归还；
因债务逾期、子公司失控等事项，文化长城涉及多起诉讼，部分银行
账户以及部分子公司股权被司法冻结。
如财务报表附注“二、财务报表的编制基础”之“（二）持续经
营”所述，文化长城管理层计划采取措施改善公司的经营状况和财务
状况，但文化长城的持续经营仍存在不确定性。
我们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以判断文化长城在持续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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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假设的基础上编制财务报表是否恰当。
（二）海外销售业务的真实性、应收账款及信用减值的准确性
如财务报表附注五、（二）所述，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海外
应收账款原值 25,148.38 万元、坏账准备 22,500.42 万元。按照审计
准则的要求，我们对上述应收账款设计并执行函证程序，其中已发出
131 份询证函中，收回的函证中有 13 份回函金额不符，涉及金额
1,251.48 万元；尚有 116 份询证函未收到回函，涉及金额 9,509.71
万元。另外由于文化长城未能提供确切的函证地址与联系人等原因，
共有 235 份询证函无法发出，涉及金额 14,254.53 万元。我们执行的
审计程序不能为发表审计意见提供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因此我们
无法判断文化长城财务报表与海外销售业务相关的应收账款形成的
原因，以确认海外应收账款期初余额的真实性、以及应收账款的信用
减值准备的准确性。
（三）非经营性占用资金尚未全部归还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广东监管局（以下简称“广东监管
局”）2021 年 8 月的《行政处罚决定》认定，文化长城 2016 年至 2018
年 期间 存在 向 原控 股 股东 蔡廷 祥 等关 联 方提 供非 经 营性 资 金约
45,383.00 万元。文化长城 2021 年度已自查整改，但上述非经营性
占用资金尚未全部归还。
如附注十三、（二）所述，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资金占用
涉及的潮州市名源陶瓷有限公司（蔡廷祥等关联方）、潮州市枫溪区
锦汇陶瓷原料厂（蔡廷祥等关联方）、潮州市源发陶瓷有限公司（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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廷祥等关联方）（以下简称“蔡廷祥等关联方”）的资金占用仍未全
部归还，2021 年度仅由文化长城现实际控制人孙光亮先生代偿
4,221.43 万元，孙光亮先生代偿后其他应收款资金占用账面原值
27,111.90 万元、减值准备余额 12,827.18 万元。截至审计报告日，
由于蔡廷祥等关联方并未按照公司 2020 年度报告披露的“其他应收
款解决方案”承诺在 2021 年 12 月 30 前偿还占用文化长城资金
7,679.99 万元，文化长城已提起诉讼追偿。由于案件尚未受理，我
们无法判断上述蔡廷祥等关联方资金占用款项减值准备计提金额的
准确性。
长方集团。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无法表示
意见的财务报表审计报告，【形成无法表示意见的基础】内容如下：
1.商誉减值
如财务报表附注六/注释 13 商誉所示，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
长方集团收购康铭盛形成的商誉账面原值为 38,337.85 万元，商誉减
值准备的金额为 38,337.85 万元。长方集团于 2021 年末对商誉进行
减值测试，并计提了商誉减值金额为 14,883.90 万元。由于形成本报
告无法表示意见事项中“销售返利的确认”，我们无法判断该事项是
否对报告期初及本期商誉减值金额产生影响。
2.存货管理
长方集团子公司康铭盛期末存货账面余额 19,111.25 万元，期末
存货跌价准备余额 1,953.74 万元。项目组在年审监盘过程中发现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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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量的呆滞品，并要求公司提供真实、完整的呆滞品清单以及形成
呆滞过程的相关资料。根据康铭盛提供的呆滞品清单，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呆滞品清单中的存货账面余额为 1,793.80 万元。由于未
能进一步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以证明相关呆滞品清单的完整性
和形成时间，我们无法判断呆滞品的总体金额及跌价准备的合理性。
3.客户通过第三方回款
长方集团子公司康铭盛采用经销商和贸易商结合的销售模式。境
内销售以经销商模式为主，存在第三方回款情形。境外销售由于受所
在国家外汇管理政策、汇率波动等因素影响，存在第三方回款的情形。
本年度涉及境内和境外销售的第三方回款金额占含税收入金额的比
例较高。由于未能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以证明第三方回款的款
项来源，我们无法判断第三方回款的真实性和合理性。
4.销售返利的确认
如财务报表附注十四/(五)事项，2022 年 4 月 22 日，长方集团
子公司康铭盛经过公司自查，发现其 2021 年度的财务报表存在未入
账销售返利。由于未能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以证明上述销售返
利合同的真实性、完整性及商业合理性，我们无法判断上述事项对长
方集团财务报表的影响程度。
5.内控失效
如本报告无法表示意见事项中“销售返利的确认和存货管理”所
述，表明长方集团对子公司的管理以及康铭盛公司的存货管理、销售
与收款管理、信息系统管理等方面存在重大缺陷。由于前述重大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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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使公司未能保持内部控制的有效性，我们无法判断相关的内部控制
缺陷对财务报表的影响程度。
*ST 德威。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无法表示
意见的财务报表审计报告，【形成无法表示意见的基础】内容如下：
由于无法就逾期应收票据及相关坏账准备、部分预付账款、对外
担保及相关预计负债、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事项以及持续经营等获取
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我们对德威新材 2020 年度财务报表发表了
无法表示意见。
（一）其他应收款
如财务报表附注五、（五）所述，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德
威新材合并资产负债表的其他应收款账面余额中包括应收关联法人
苏州菲尔普斯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菲尔普斯）金额人民币
97,856.61 万元，相关坏账准备金额人民币 48,928.30 万元。
德威新材管理层未提供有关上述其他应收款形成过程的支持性
证据，也未提供相关坏账准备的计提依据。因此，我们无法就上述其
他应收款的商业实质及坏账准备的合理性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无法确定是否有必要对财务报表相关金额及披露作出调整。
（二）对外担保相关事项
如财务报表附注五、（三十二）所述，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
德威新材合并资产负债表的预计负债余额中包括与对外担保相关的
预计负债人民币 12,809.94 万元。如财务报表附注十三、（四）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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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德威新材未履行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批程
序对外提供的违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17,333.76 万元，已计提相关预
计负债人民币 12,809.94 万元。
由于德威新材对外担保审批和公章使用相关的内部控制存在重
大缺陷，我们无法确认德威新材管理层提供的对外担保清单的完整性，
因此，我们无法就相关预计负债的完整性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无法确定是否有必要对财务报表相关金额及披露作出调整。
（三）应收票据
如财务报表附注五、（三）所述，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德
威新材合并资产负债表的应收票据期末余额为人民币 40,155.16 万
元，其中包括逾期未兑付的票据余额人民币 40,155.16 万元，均为商
业承兑汇票。德威新材管理层对上述应收商业承兑汇票按 50%的预期
信用损失率计提坏账准备人民币 20,077.58 万元。
德威新材管理层未提供有关上述逾期应收票据商业理由的合理
解释和支持性证据，也未提供催款计划和计提预期信用损失的依据。
因此，我们无法就上述应收票据的商业实质及预期信用损失的合理性
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无法确定是否有必要对财务报表相关金
额及披露作出调整。
（四）持续经营
如财务报表附注二、（二）所述，德威新材连续四年亏损，2021
年 12 月 31 日，德威新材合并资产负债表中未受限的货币资金余额为
人民币 117,693,746.42 元，已逾期的借款本金及利息余额为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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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3,849,844.16 元。这些事项和情况，连同财务报表附注二、
（二）
所述的其他事项，表明存在可能导致对德威新材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
大疑虑的重大不确定性。由于德威新材管理层未就偿债计划的可行性
提供充分证据，因此，我们无法判断德威新材管理层运用持续经营假
设编制 2021 年度财务报表是否适当。
（五）重要子公司审计
Hong Kong Dewei Advanced Mate（以下简称“香港德威”）是
德威新材的重要子公司。由于负责审计香港德威的组成部分注册会计
师未能按时完成审计工作，我们无法就纳入德威新材合并范围的香港
德威 2021 年度的财务数据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无法确定是
否有必要对财务报表相关金额及披露作出调整。
（六）预付账款
如财务报表附注五、（六）所述，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德
威新材合并资产负债表的预付账款余额为人民币 10,494.64 万元，包
括预付扬州安顺利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顺利）余额人民币
5,381.05 万元，预付苏州菲尔普斯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菲
尔普斯”）余额人民币 705.70 万元。
截至本报告日，德威新材及其下属子公司未收到与上述预付款项
相关的货物。德威新材管理层未就上述预付款项的商业合理性提供合
理解释和支持性证据，因此，我们无法对上述预付账款的商业实质及
其可收回性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无法确定是否有必要对财务
报表相关金额及披露作出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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