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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格智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问询函回复的公告 
 

 

 

 

美格智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 2018年 7月 6

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关于对美格智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问询

函》（中小板问询函【2018】第 542号）（以下简称“问询函”），要求公司对会计估计

变更事宜作出说明。经公司认真核查，现就相关事项回复并公告如下： 

1、公告披露，本次会计估计变更的原因系根据“公司实际情况”，请详细说明

具体情况，并结合应收款项涉及的实际业务/事项情况、款项性质、对手方情况、历

史回款情况及实际坏账发生情况等因素，分析说明变更的合理性； 

公司回复： 

一、会计估计变更内容 

公司本次会计估计变更，仅对公司其他应收款的单项金额重大的判断依据或金

额标准进行调整，应收款项包括应收账款和其他应收款的单项金额重大的判断依据或

金额标准均为期末账面余额占总额 10%（含 10%）且大于 500万元以上（含 500万元）。

坏账准备计提方法、计提比例均没有变更。 

公司应收款项单项金额重大并单独计提坏账准备的计提方法为：单独进行减值

测试，如有客观证据表明其发生了减值的，根据其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低于其账面价值

的差额，确认减值损失，计提坏账准备；单独测试后未发生减值的，采取账龄分析法

计提坏账准备。 

变更前后的会计估计对比如下所示： 

变更前会计估计 变更后会计估计 

应收款项坏账准备 

1、单项金额重大并单独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

款项 

单项金额重大的判断依据或金额标准：应收账

款期末账面余额占总额 10%（含 10%）且大于

应收款项坏账准备 

1、单项金额重大并单独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

款项 

单项金额重大的判断依据或金额标准：应收

款项期末账面余额占总额 10%（含 10%）且大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500 万元以上（含 500 万元）的款项。其他应

收款余额 30 万元以上（含 30 万元）。 

于 500 万元以上（含 500 万元）的款项。 

二、其他应收款余额明细 

截至 2018年 3月 31日，公司其他应收款余额大于 30万元以上的明细如下： 

  单位：元 

往来单位名称 款项性质 期末余额 1 年以内 1-2 年 
坏账准备期末余

额 

深圳市明成物业服务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明成物业”） 

房租押金 1,343,846.00 812,860.00 530,986.00 93,741.60 

深圳市凤凰股份合作

公司（以下简称“凤凰

股份”） 

房租押金 776,468.00 - 776,468.00 77,646.80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中兴通

讯”） 

投标保证金 500,000.00 - 500,000.00 50,000.00 

西安神州数码实业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神

州数码”） 

房租押金 471,781.78 471,781.78 - 23,589.09 

针对上述其他应收款的具体说明如下： 

（一）明成物业 

截至2018年3月31日，公司对明成物业的其他应收款余额为1,343,846元，款项性

质为房租押金，系公司向明成物业租赁生产及办公场地支付的押金。按照双方合同约

定，该笔押金在公司与明成物业的租赁关系终止时，由明成物业退还给公司。目前公

司与明成物业的租赁关系依然存续。公司对明成物业的其他应收款未产生过坏账。 

明成物业为公司关联方，基本情况如下： 

成立时间 2016年9月19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MA5DL6YN3J 

经济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住所 深圳市宝安区福永街道凤凰社区凤凰山大道御林山景4楼12号 

法定代表人 文献辉 

注册资本 1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 

物业管理；自有房屋租赁；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国内贸易

（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

方可经营） 

（二）凤凰股份 



截至2018年3月31日，公司对凤凰股份的其他应收款余额为776,468元，款项性质

为房租押金，系公司向凤凰股份租赁生产及办公场地支付的押金。按照双方合同约定，

该笔押金在公司与凤凰股份的租赁关系终止时，由凤凰股份退还给公司。目前公司与

凤凰股份的租赁关系依然存续。公司对凤凰股份的其他应收款未产生过坏账。 

凤凰股份为公司关联方，基本情况如下: 

成立时间 1986年4月25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192473928W 

经济性质 股份合作公司 

住所 深圳市宝安区福永街道凤凰社区 

法定代表人 文建锋 

注册资本 8,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 
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国内商业、物资供销业（不含国家专营、

专控、专卖商品）；物业管理。 

（三）中兴通讯 

截至2018年3月31日，公司对中兴通讯的其他应收款余额为500,000元，款项性质

为投标保证金，系公司参与中兴通讯的手机结构件项目投标所支付的保证金。按照投

标合同约定，该保证金将在公司与中兴通讯的投标项目合作结束后退回。目前公司与

中兴通讯的合作关系依然存续。公司对中兴通讯的其他应收款未产生过坏账。 

中兴通讯是公司精密组件业务的客户，基本情况如下： 

成立时间 1997年11月11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27939873X7 

经济性质 上市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深圳市南山区高新技术产业园科技南路中兴通讯大厦 

法定代表人 殷一民 

注册资本 419,267.1843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 

生产程控交换系统、多媒体通讯系统、通讯传输系统；研制、生产移动通信

系统设备、卫星通讯、微波通讯设备、寻呼机,计算机软硬件、闭路电视、

微波通信、信号自动控制、计算机信息处理、过程监控系统、防灾报警系统

等项目的技术设计、开发、咨询、服务，铁路、地下铁路、城市轨道交通、

公路、厂矿、港口码头、机场的有线无线通信等项目的技术设计、开发、咨

询、服务(不含限制项目)；电子设备、微电子器件的购销(不含专营、专控、

专卖商品)；承包境外通讯及相关工程和境内国际招标工程，上述境外工程

所需的设备、材料进出口、对外派遣实施上述境外工程的劳务人员；电子系

统设备的技术开发和购销(不含限制项目及专营、专控、专卖商品)；经营进

出口业务(按贸发局核发的资格证执行)；电信工程专业承包(待取得资质证



书后方可经营)；自有房屋租赁。新能源发电及应用系统的技术设计、开发、

咨询、服务。 

（四）神州数码 

截至2018年3月31日，公司对神州数码的其他应收款余额为471,781.78元，款项

性质为房租押金，系公司全资子公司西安兆格电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

安兆格”）向神州数码租赁办公场地支付的押金。按照双方合同约定，该笔押金在西

安兆格与神州数码的租赁关系终止时，由神州数码退还给西安兆格。目前西安兆格与

神州数码的租赁关系依然存续。公司对神州数码的其他应收款未产生过坏账。 

神州数码与公司无关联关系，仅为西安兆格提供房屋租赁业务。基本情况如下： 

成立时间 2009年11月9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101316938292918 

经济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住所 西安市高新区丈八四路20号 

法定代表人 胡树云 

注册资本 80,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 

一般经营项目：科技产业园的开发及建设；计算机硬件及配套零部件、网络

产品、多媒体产品、电子信息产品及通讯设备(不含地面卫星接收设备)、办

公自动化设备、仪器仪表、电器及印刷照排设备的生产、销售、技术研发、

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和技术转让；计算机应用系统工程和通讯系统工程的安

装、维护；商务信息咨询；房产租赁；物业管理；停车场(库)管理；会议服

务。(以上经营范围除国家规定的专控及许可项目) 

三、同行业可比公司的应收款项单项金额重大的判断依据或金额标准 

可比公司 单项金额重大的判断依据或金额标准 
应收账款与其他应收

款是否统一标准 

4G 行业应用同行业可比公司 

广和通 
期末余额达到 300 万元（含 300 万元）以上的应收款项为

单项金额重大的应收款项 
是 

中科创达 
期末余额达到 300 万元（含 300 万元）以上的应收款项为

单项金额重大的应收款项 
是 

精密组件同行业可比公司 

捷荣技术 
本公司按照人民币单项金额超过 1000 万元与超过净资产

0.5%孰低的原则确定单项金额重大的应收款项 
是 

长盈精密 占应收款项账面余额 10%以上的款项 是 

本公司 
应收款项期末账面余额占总额 10%（含 10%）且大于 500 万

元以上（含 500 万元）的款项 
是 

四、会计估计变更的原因 

公司参照同行业可比公司，把应收款项（包括应收账款、其他应收账）的单项金



额重大的判断依据进行了统一。会计估计变更前后公司其他应收款计提的坏账准备金

额没有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前期经审计的股东权益和净利润产生影响，本公司认为

此次会计估计变更是合理的。 

2、本次会计估计变更对最近一年经审计的定期报告股东权益和净利润的影响数。 

公司回复： 

本次会计估计变更自 2018年 7月 31日起执行，采用未来适用法进行会计处理，

不涉及追溯调整，因此本次会计估计变更不会对公司 2017 年度经审计的定期报告股

东权益和净利润产生影响。 

假设采用变更后会计估计对公司 2017 年 12 月 31 日其他应收款余额大于 30 万

元的坏账准备进行测算对比如下：                                   单位：元 

单位名称 期末余额 

会计估计变更前

经审计的坏账准

备期末余额 

采用会计估计变

更后测算应计提

坏账准备金额 

股东权益

的影响数 

净利润的

影响数 

明成物业   1,343,846.00    93,741.60      93,741.60       -         -    

凤凰股份     776,468.00    77,646.80      77,646.80       -         -    

中兴通讯     500,000.00    50,000.00      50,000.00       -         -    

神州数码     471,781.78    23,589.09      23,589.09       -         -    

3、你公司认为应予说明的其他事项。 

公司回复： 

截至目前，公司无其他应当说明的事项。 

 

美格智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 7月 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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