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询函专项说明
天健函〔2019〕 631 号

深圳证券交易所：
由旺能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旺能环境公司或公司）转来的《关于对
旺能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报的问询函》（中小板年报问询函〔2019〕417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奉悉。我们已对问询函中需要我们说明的财务事项进行了
审慎核查，现汇报说明如下(本说明所有表格数据除特别说明外，金额单位为人
民币元)。

一、报告期末，你公司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余额 2.04 亿元；其中应收账款
账面余额 2.20 亿元，计提坏账准备 1,773.11.48 万元，账面价值 2.02 亿元，
按欠款方归集的期末余额前五名的应收账款余额占应收账款总额比例为
42.08%。请你公司结合销售信用政策、期后销售回款情况等说明应收账款坏账
准备计提是否充分、合理及应收账款余额集中度较高的原因及合理性、应收账
款中是否存在关联方，并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明确意见（问询函第二条）
(一) 结合销售信用政策、期后销售回款情况等说明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
是否充分、合理及应收账款余额集中度较高的原因及合理性
1. 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是否充分、合理
公司主营城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业务，收入主要来源为垃圾处理服务收入和
电力收入，公司按协议约定根据与客户确定的进厂垃圾量和与电网公司确定的上
网电量按月确认收入。
公司垃圾处置费和发电收入的结算对象主要是城市环卫管理部门及电网公
司。垃圾处置费的结算周期一般为 1 至 3 个月(大部分按月支付，少部分按季支
付)；公司发电收入一般包括基础电价和补贴电价两个部分，其中基础电价的结
算周期一般为 1 个月，补贴电价结算周期则区别较大。上述收入确认时点与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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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点的差异是应收账款产生的主要原因。
截至 2019 年 6 月末，公司 2018 年末应收账款回款情况如下：
期末应收账款余额
219,901,323.37

期后回款金额

回款金额占比

193,423,501.66

87.96%

公司大部分的应收账款账龄均为一年以内，应收账款回款情况良好。公司应
收客户主要是政府环卫部门和电网公司，具有较好的信用水平，因此应收款项安
全性较高。公司坏账政策与同行业上市公司比较情况如下：
计提比例

旺能环境公司

伟明环保

中国天楹

绿色动力[注]

1 年以内

5%

5%

5%

5%

1-2 年

10%

10%

10%

10%

2-3 年

50%

20%

20%

20%

3-4 年

100%

50%

50%

50%

4-5 年

100%

80%

80%

80%

5 年以上

100%

100%

100%

100%

[注]：绿色动力 2018 年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故比较其 2017 年度坏账政策。
由上表可看出，公司的坏账计提政策相较谨慎。公司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
充分、合理。
2. 应收账款余额集中度较高的原因及合理性
公司 2018 年末应收账款余额前五名情况如下：
单位名称

账面余额

占应收账款
余额的比例(%)

国网浙江台州市路桥区供电有限公司

24,395,284.68

11.09

国网湖北省电力有限公司

18,408,931.31

8.37

国网浙江省电力有限公司湖州供电公司

18,089,632.61

8.23

国网浙江省电力有限公司舟山供电公司

17,456,488.11

7.94

国网浙江兰溪市供电有限公司

14,175,593.98

6.45

92,525,930.69

42.08

小

计

由上表可看出，公司 2018 年末应收账款余额前五名均为电网公司，占应收
账款余额的比例为 42.08%，占比较高。主要系垃圾焚烧发电企业客户本身集中，
公司客户主要为城市环卫管理部门及电网公司，其中城市环卫管理部门垃圾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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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的结算周期一般为 1 至 3 个月(大部分按月支付，少部分按季支付)；而公司发
电收入一般包括基础电价和补贴电价两个部分，其中基础电价的结算周期一般为
1 个月，补贴电价结算周期则区别较大，部分项目结算周期较长，导致应收账款
余额较大。另一方面，截至 2018 年末公司共 13 家垃圾焚烧发电项目投入运营，
上述应收账款前五名所属的项目公司本身运营规模较大，从而导致期末应收账款
余额更趋集中。
同行业上市公司 2018 年末应收账款余额前五名占比情况如下：
单位名称

应收账款余额前五名
占应收账款余额的比例(%)

旺能环境公司

42.08

伟明环保

59.02

中国天楹

35.23

绿色动力

46.00

根据上表可以看出，同行业上市公司 2018 年末应收账款余额前五名占应收
账款余额的比例同样占比较高。
垃圾焚烧发电企业应收账款余额集中度较高具有行业共性，主要系行业客户
集中及其结算特点所导致的，补贴电价需电网公司在收到补贴款后转付该等款
项，因而结算周期较长；但垃圾焚烧发电系政府支持行业，电力优先上网，补贴
电价有明确的政策文件支持，可回收性较好。
综上，公司应收账款余额集中度较高主要系行业客户集中及其结算特点、公
司部分项目运营规模本身较大等多方面因素综合导致的，具有合理性。

(二) 应收账款中是否存在关联方
公司的主要客户为城市环卫管理部门及电网公司，我们获取了公司应收账款
明细表等资料，公司期末应收账款中不存在关联方。
经核查，我们认为，公司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充分、合理，应收账款余额
集中度较高具有合理性，符合公司所处行业特点及实际情况。公司期末应收账款
中不存在关联方。

二、报告期末，你公司固定资产余额为 14.98 亿元，较期初余额增加 1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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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未办妥产权证书的固定资产账面价值为 7,884.9 万元，包括暂时无法办理
的和正在办理中的。在建工程余额为 16.25 亿元，较期初余额增加 2.21 倍。无
形资产余额为 18.25 亿元，较期初余额增加 13.67%，包括新增土地使用权 1.90
亿元、新增特许经营权 1.26 亿元、及排污权等，其中未办妥产权证书的土地使
用权 4,920.69 万元。请你公司就以下事项予以详细说明：
(1)固定资产增加的具体原因，是否存在减值迹象，相关会计处理是否合规；
(2)在建工程增加的具体原因，相关项目内容、用途、施工进度、预计完工
时间、对你公司日常生产经营的影响，是否存在未及时结转固定资产的情形，
并说明是否存在应对相关在建工程计提减值准备的情形；
(3)固定资产产权证书暂时无法办理的原因、正在办理中的目前办理进度及
存在问题，土地使用权未办妥产权证书的原因、办理进度及存在问题，上述事
项是否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是否已有相关约定或安排，预计办妥产权证书的时
间、后续费用承担方，如未按时取得相应产权证书，上述产权瑕疵对你公司日
常经营的影响，是否存在实质法律障碍及你公司的应对措施；
(4)无形资产增加的具体原因，并请结合业务开展情况和未来发展计划详细
说明土地使用权购置的原因、构成、时点、用途、是否履行审议程序和信息披
露义务，以及合理合规性；
(5)特许经营权和排污权的内容、性质、确认过程、确认依据、对应的权利
形式，该项特许经营权符合无形资产可辨认性标准的具体情形，计入无形资产
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6)请年审会计师对上述事项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问询函第四条）
(一) 固定资产增加的具体原因，是否存在减值迹象，相关会计处理是否合
规
公司 2018 年度固定资产增加 360,997,483.10 元，主要系新建或扩建项目、
提升改造项目等完工结转固定资产，主要项目完工结转固定资产情况如下：
工程名称

转入固定资产

兰溪垃圾焚烧发电二期工程

127,368,119.89

旺能再生餐厨垃圾项目

108,717,651.35

台州飞灰填埋场项目
小 计

35,714,400.44
271,800,17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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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各项目均已取得特许经营权，系具有排他性的经营权，项目毛利率较高。
固定资产均系正常的生产经营所需，使用状况良好，不存在由于技术陈旧、长期
闲置等原因导致其可收回金额低于账面价值的情况，2018 年末固定资产不存在
减值迹象,未计提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经核查，我们认为，公司固定资产增加均系公司正常的新建或扩建项目、提
升改造项目等完工结转固定资产；各固定资产使用状况良好，不存在减值迹象,
无须计提固定资产减值准备，公司相关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
定。

(二) 在建工程增加的具体原因，相关项目内容、用途、施工进度、预计完
工时间、对你公司日常生产经营的影响，是否存在未及时结转固定资产的情形，
并说明是否存在应对相关在建工程计提减值准备的情形
公司在建工程增加主要包括三类：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及餐厨处置新建项目、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扩建项目、生活垃圾焚烧发电提升改造工程及其他零星工程。
2018 年末主要在建工程项目情况如下：
工程名称
攀枝花垃圾焚烧发电工程

期初数

本期增加

转入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

期末数

128,645,724.31

188,289,625.29

316,935,349.60

河池垃圾焚烧发电工程

27,256,034.42

180,324,679.82

207,580,714.24

许昌旺能垃圾焚烧发电工程

27,652,441.44

326,982,760.11

354,635,201.55

136,270,817.17

136,270,817.17

台州垃圾焚烧发电三期扩建项目
南太湖垃圾焚烧改扩建工程

9,839,078.40

140,529,414.60

18,604,419.26

46,577,342.76

荆州垃圾发电工程

6,984,874.47

43,772,743.43

丽水生态餐厨废弃物处置项目

1,098,645.21

35,322,119.88

36,420,765.09

30,216.40

58,561,502.19

58,591,718.59

353,360.98

27,283,117.85

27,636,478.83

21,346,875.76

21,346,875.76

3,933,996.30

16,226,356.44

20,160,352.74

27,476,431.79

28,531,702.20

舟山垃圾焚烧发电工程

淮北垃圾焚烧发电工程
德清生态餐厨垃圾处置项目
德清炉排炉项目
公安垃圾焚烧发电项目
各子公司改造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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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1,817.52

150,066,675.48
65,181,762.02

8,572,232.75

18,283,144.84

42,185,385.15

37,724,989.15

小 计

251,875,222.98

1,250,019,057.50

27,157,195.11

1,474,737,085.37

(续上表)
工程名称

项目内容、用途

攀枝花垃圾焚烧发电工程

攀枝花垃圾焚烧发电工程，设计日处理垃圾能力
800 吨

河池垃圾焚烧发电工程

河池垃圾焚烧发电工程，设计日处理垃圾能力
600 吨

许昌旺能垃圾焚烧发电工程
台州垃圾焚烧发电三期扩建项目
南太湖垃圾焚烧改扩建工程
舟山垃圾焚烧发电工程
荆州垃圾发电工程
丽水生态餐厨废弃物处置项目
淮北垃圾焚烧发电工程
德清生态餐厨垃圾处置项目
德清炉排炉项目
公安垃圾焚烧发电项目
各子公司改造工程

许昌垃圾焚烧发电工程，设计日处理垃圾能力
2,250 吨
台州垃圾焚烧发电三期扩建项目，设计日处理垃
圾能力 1,500 吨
南太湖四期扩建项目，设计日处理垃圾能力 750
吨
舟山三期扩建项目，设计日处理垃圾能力 600
吨
荆州扩建三号炉及改造现有锅炉工程项目，扩建
项目设计日处理垃圾能力 750 吨，同时对原有锅
炉进行提标改造
丽水餐厨处理项目，设计日处理餐厨垃圾能力
100 吨
淮北垃圾焚烧发电工程，设计日处理垃圾能力
1,500 吨
德清餐厨处理项目，设计日处理餐厨垃圾能力
100 吨
德清炉排炉垃圾焚烧发电项目，设计日处理垃圾
能力 600 吨
公安垃圾焚烧发电项目，设计日处理垃圾能力
500 吨

施工进度
完成土建及主要设
备安装，准备启动
调试
完成土建及主要设
备安装备，启动调
试
土建完成及设备安
装完成约 60%

预计完工时间
2019 年 4 月

2019 年 3 月
2019 年 8 月

土建完成约 15%

2020 年 9 月

土建完成约 80%、设
备安装完成约 90%

2019 年 4 月

土建完成约 50%

2019 年 12 月

土建施工开始

2020 年 12 月

土建及设备安装完
成约 80%

2019 年 12 月

土建完成约 25%

2019 年 10 月

土建完成约 60%、设
备安装完成约 30%

2020 年 2 月

土建完成桩基施工

2020 年 5 月

土建开始桩基施工

2020 年 6 月

各子公司环境提升、技改等项目

小 计

注：各项目金额已包含预付的工程设备款。
由于上述在建项目主要为新建或扩建项目，对公司目前日常生产经营活动无
影响，但预计工程完工后会大幅增加公司整体垃圾处理能力。
公司在工程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时及时结转固定资产。公司在建工程项
目在建设前即与当地政府有关部门签订特许经营权协议，新建或扩建项目内部均
进行可行性研究，公司从事垃圾处理行业多年，对该行业的投资、建设及运营具
备丰富的经验能力，可以保证项目建设完工后的持续盈利。各工程项目均在稳步
推进，在建工程不存在减值迹像，未计提减值准备。
经核查，我们认为，公司在建工程增加主要系新建、扩建及提升改造项目的
投入，系正常的项目建设投入，在建工程增加是合理的；公司各工程项目结转及
时，不存在未及时结转固定资产的情形；公司在建工程不存在减值迹像，无须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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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减值准备。

(三) 固定资产产权证书暂时无法办理的原因、正在办理中的目前办理进度
及存在问题，土地使用权未办妥产权证书的原因、办理进度及存在问题，上述
事项是否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是否已有相关约定或安排，预计办妥产权证书的
时间、后续费用承担方，如未按时取得相应产权证书，上述产权瑕疵对你公司
日常经营的影响，是否存在实质法律障碍及你公司的应对措施
截至 2018 年末，未办妥产权证书的固定资产、无形资产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项

目

账面价值

兰溪旺能环保能源有限公司

二期项目主厂房、汽机间、出渣间、化水
站

27,120,878.66

湖州旺能再生能源开发有限
公司

主厂房

27,113,240.00

禹州旺能环保能源有限公司

主厂房、办公楼、传达室

10,617,118.49

长葛旺能环保能源有限公司

主厂房、办公楼、传达室

13,997,803.41

台州旺能环保能源有限公司

特许经营权中二期项目房产

49,206,937.76

小

计

128,055,978.32

注：台州旺能系 BOT 模式，项目房产在无形资产项目下核算及列报，公司无
未办妥产权证书的土地使用权。
兰溪旺能二期项目于 2018 年度转固，已于 2019 年 4 月办妥产权证书；湖州
旺能项目于 2018 年转固，办理权证部分资料已提交国土部门，待国土部门现场
勘查等工作，产权证书预计于 2019 年底前办妥；禹州旺能、长葛旺能项目资料
已经提交国土部门，因规划工作调整等原因仍需等待，预计办妥时间尚不确定；
台州旺能二期项目主要系验收工作正在办理，待完成后启动权证办理程序。除正
常权证办理费用外，公司无须承担其他额外费用。
尚未办妥权证的房产均系根据特许经营协议进行建设使用，符合规定用途，
用地上所使用的房屋均为项目公司自建，不存在侵占其他第三方利益或权属不清
的情形。全部尚未办妥权证的资产账面价值占公司 2018 年末总资产比例为
2.06%，占比较小，上述产权瑕疵对公司日常经营无重大影响，公司将按照主管
部门的要求尽快推动相关资产权证的办理工作。
经核查，我们认为，公司相关房产权属办理正在有效推进，产权瑕疵房产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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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较小，对日常的生产经营影响较小。

(四) 无形资产增加的具体原因，并请结合业务开展情况和未来发展计划详
细说明土地使用权购置的原因、构成、时点、用途、是否履行审议程序和信息
披露义务，以及合理合规性
公司 2018 年度无形资产增加情况如下表：
项

目

特许经营权

土地使用权
189,644,536.60

软件使用权

排污权

合

计

447,543.91

2,235,884.00

226,134,469.95

1) 购置

33,806,505.44

2) 在建工程转入

81,413,901.62

81,413,901.62

3) 合并范围变动增
加

11,277,665.90

11,277,665.90

本期增合计

126,498,072.96

189,644,536.60

447,543.91

2,235,884.00

318,826,037.47

由上表可看出，公司无形资产增加主要系特许经营权及土地使用权增加。
特许经营权购置增加及在建工程转入主要系 BOT 项目本年度实际新增采购
工程设备款及 BOT 项目完工由在建工程结转；合并范围增加为 2018 年度非同一
控制下收购湖州环泉废弃油脂处理有限公司合并层面按公允价值确认的特许经
营权。
公司 2018 年度土地使用权购置增加情况如下表：
公司名称

权证编号

许昌旺能环保
能源有限公司
淮北旺能环保
能源有限公司
湖州南太湖环
保能源有限公
司

豫（2018）许昌市不动
产权第 0044116 号
皖（2018）淮北市不动
产权第 0024529 号
浙（2018）湖州市（南
浔）不动产权第 0004522
号

台州旺能环保
能源有限公司

浙（2018）台州路桥不
动产权第 0024139 号

鹿邑旺能环保
能源有限公司
青田旺能环保
能源有限公司

豫（2018）鹿邑县不动
产权第 0001996 号
浙（2018）青田县不动
产权第 0016667 号
浙（2018）安吉县不动
产权第 0022440 号
浙（2018）安吉县不动
产权第 0022755 号
浙（2018）定海区不动
产权第 0011830 号

安吉旺能环境
科技有限公司
舟山旺能环保
能源有限公司

土地使用权
新增时点

原值金额

2018 年 3 月

55,900,000.00

2018 年 10 月

36,521,550.00

2018 年 1 月

29,760,366.00

2018 年 9 月

22,650,390.00

2018 年 9 月

20,483,852.00

2018 年 11 月

9,501,210.00

2018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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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新建许昌生活垃
圾焚烧发电工程
用于新建淮北生活垃
圾焚烧发电工程
用于湖州生活垃圾焚
烧发电四期扩建工程
项目
用于台州生活垃圾焚
烧发电三期扩建工程
项目
用于新建鹿邑生活垃
圾焚烧发电工程
用于新建青田生活垃
圾焚烧发电工程

9,326,025.00

用于新建安吉餐厨垃
圾处置项目

5,374,263.60

用于舟山生活垃圾焚
烧发电三期扩建项目

2018 年 12 月
2018 年 6 月

用途

湖州旺能再生
能源开发有限
公司

126,880.00

合 计

缴纳原土地使用权的
契税等

189,644,536.60

由上表可知，公司购置土地主要系用于生活垃圾焚烧发电或餐厨垃圾处置项
目新建或扩建。上述项目建设均履行了内部决策审批程序，相应的增资或新设项
目公司已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具体情况如下：
归属项目公司
许昌旺能环保能
源有限公司

淮北旺能环保能
源有限公司

湖州南太湖环保
能源有限公司

台州旺能环保能
源有限公司

青田旺能环保能
源有限公司

安吉旺能环境科
技有限公司

舟山旺能环保能
源有限公司

事项内容
2018 年 5 月 29 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子公司旺
能环保向项目公司许昌旺能增资的
议案》，增资金额为 30,900 万元
2018 年 8 月 7 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
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对外投
资事项的议案》，公司拟投资 7.64
亿元在安徽省淮北市开发区新区实
施《淮北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
由淮北旺能负责建设、运营
2018 年 11 月 15 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向全资项
目公司南太湖环保增资的议案》，增
资金额 2,400 万元
2018 年 8 月 20 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对外投资
事项的议案》，公司拟投资 9.29 亿
元在台州路桥区蓬街镇十塘台州旺
能一期、二期项目的北侧实施《台州
市城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三期
扩建工程项目》，由台州旺能负责投
资、建设、运营
2018 年 1 月 2 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
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投资青田县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 BOO 项目并设立
新公司的对外投资议案》
2018 年 4 月 9 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
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投资安
吉县餐厨垃圾资源化综合利用和无
害化处理工程的对外投资议案》
2018 年 8 月 7 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
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对外投
资事项的议案》，公司拟投资 2.70
亿元在舟山市定海区环南街道盘峙
村团鸡山岛实施《舟山市垃圾焚烧发
电工程三期扩建工程》，由舟山旺能
负责建设、运营

公告编号

刊登日期

登载互联网站

2018-59

2018-05-30

巨潮资讯网

2018-75

2018-08-07

巨潮资讯网

2018-104

2018-11-15

巨潮资讯网

2018-78

2018-08-20

巨潮资讯网

2018-2

2018-01-02

巨潮资讯网

2018-29

2018-04-09

巨潮资讯网

2018-75

2018-08-07

巨潮资讯网

注：鹿邑旺能环保能源有限公司有关事项已在重组报告书中披露。
公司购买上述项目建设用地时，均履行了内部决策审批程序，因金额构成占
比未达到信息披露义务要求，无须进行信息披露。
我们询问了解了公司业务开展情况和未来发展计划,获取了公司上述事项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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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的董事会决议文件，查询了相关信息披露内容。经核查，我们认为，公司无形
资产增加均系正常的生产经营所需，土地使用权购置系正常的项目建设所需，均
履行了内部决策审批程序，是合理合规的。

(五) 特许经营权和排污权的内容、性质、确认过程、确认依据、对应的权
利形式，该项特许经营权符合无形资产可辨认性标准的具体情形，计入无形资
产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1. 特许经营权
公司通过取得特许经营权的方式负责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和污泥处置及
餐厨垃圾处理项目的投资建设、运营管理及维护。公司特许经营权主要系垃圾焚
烧发电和少量污泥处置及餐厨垃圾处理特许经营权。
上述特许经营权对应的权利形式主要为：公司与政府有关部门或其授权单位
签订特许经营协议。按照协议约定，政府有关部门或其授权单位授予公司特许经
营权，准许公司在协议规定的特许经营期限(一般为 25-30 年)、有效区域范围以
及项目处理规模内建设、运营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和污泥处置及餐厨垃圾处理项
目。
公司账面特许经营权形成主要是 BOT 特许经营权的确认及非同一控制企业
合并确认的特许经营权。其确认过程、确认依据主要如下：
(1) BOT 特许经营权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2 号》中有关企业采用 BOT 参与公共基础设施建
设业务会计处理的相关规定：“合同规定项目公司在有关基础设施建成后，从事
经营的一定期间内有权利向获取服务的对象收取费用，但收费金额不确定的，该
权利不构成一项无条件收取现金的权利，项目公司应当在确认收入的同时确认无
形资产”。由于公司 BOT 项目运营期间收费金额不确定，该特许经营权不构成一
项无条件收取现金的权利，公司建设期在在建工程科目核算，达到预定可使用状
态以后将有关基础设施建成后按照建造过程中发生的工程及设备成本等确认为
无形资产。
针对 BOT 经营、移交期间未来预计发生的支出，
《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2 号》
规定：
“企业采用建设经营移交方式（BOT）参与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业务时，按照
合同规定，企业为使有关基础设施保持一定的服务能力或在移交给合同授予方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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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保持一定的使用状态，预计将发生的支出，应当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13 号
—或有事项》 的规定处理。” 为保持项目在特许经营权截止日可以完好状态交
付给政府，在 BOT 经营期间需产生大修支出、技改重置支出以及恢复性大修支
出，该等支出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 13 号—或有事项》的规定，应确认为预计
负债。
因此，公司 BOT 项目特许经营权账面原值包括：对 BOT 项目所发生的投资
金额，即项目达到可使用状态之前，按照建造过程中支付的工程价款、设备价款
等以在建工程科目进行核算，当达到可使用状态以后即转入无形资产核算；对
BOT 项目设备未来大修费用、重置费用以及恢复性大修费用进行预测，并将该等
预测现金流支出折现后的现值确认为无形资产。
(2) 非同一控制企业合并确认的特许经营权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0 号——企业合并》第十四条：
“合并中取得的无形
资产，其公允价值能够可靠地计量的，应当单独确认为无形资产并按照公允价值
计量”。根据《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5 号》第一条规定，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
并中，购买方在对企业合并中取得的被购买方资产进行初始确认时，应当对被购
买方拥有的但在其财务报表中未确认的无形资产进行充分辨认和合理判断，满足
以下条件之一的，应确认为无形资产：源于合同性权利或其他法定权利；能够从
被购买方中分离或者划分出来，并能单独或与相关合同、资产和负债一起，用于
出售、转移、授予许可、租赁或交换。
公司购买非同一控制下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因所购并项目与政府有关部门或
其授权单位已签订特许经营协议，根据特许经营协议，所购并项目在协议规定的
特许经营期限(一般为 25-30 年)、有效区域范围以及项目处理规模内建设、运营
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符合《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5 号》所规定的源于合同性权利
或其他法定权利，应当根据其公允价值确认为无形资产。
综上，公司特许经营权主要系垃圾焚烧发电和少量污泥处置及餐厨垃圾处理
特许经营权,均系政府有权部门或其授权单位通过与公司签订特许经营协议方式
授予。上述特许经营权符合无形资产定义中的可辨认性标准：“源自合同性权利
或其他法定权利，无论这些权利是否可以从企业或其他权利和义务中转移或者分
离。”
2. 排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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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排污权主要系根据各项目公司所在地相应的排污权管理办法，公司通过
向相关有权部门或主体(如排污权储备中心)等交易和有偿使用排污权。公司通过
与相关有权部门或主体签订主要污染物排污权交易受让合同，获得相关许可的污
染物排放总量指标向环境直接或间接排放污染物的权利。公司在获取排污权时按
实际支付的相关交易对价确认为无形资产。上述排污权符合无形资产定义中的可
辨认性标准：“源自合同性权利或其他法定权利，无论这些权利是否可以从企业
或其他权利和义务中转移或者分离。”公司将排污权计入无形资产符合《企业会
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我们检查了公司签订的特许经营权协议及排污权交易受让合同等资料，经核
查，我们认为，公司特许经营权及排污权符合无形资产可辨认性标准的具体情形，
计入无形资产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三、年报显示，报告期内你公司发生销售费用为 0 元。请结合你公司业务
开展情况、在职销售人员情况及其工资核算等情况，具体说明本期销售费用为 0
的原因和合理性，相关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会计科目
列报是否正确，并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明确意见（问询函第 6 条）
根据《会计科目和主要账务处理》(财政部财会〔2006〕18 号)的规定：
“销
售费用核算企业销售商品和材料、提供劳务的过程中发生的各种费用，包括保险
费、包装费、展览费和广告费、商品维修费、预计产品质量保证损失、运输费、
装卸费等以及为销售本企业商品而专设的销售机构（含销售网点、售后服务网点
等）的职工薪酬、业务费、折旧费等经营费用”。
公司主营城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业务。公司取得特许经营权后，进行项目建
设并投入运营，公司在特许经营期限内，享有为政府提供有效区域内垃圾处理服
务并获取特许经营协议约定的垃圾处理费的权利，享有向电力公司上网销售利用
垃圾处理产生余热所发的全部电力的权利(电力优先上网)。其中垃圾由城市环卫
管理部门组织收集运输到公司指定的处理场地；公司与电网公司签订购售电合同
后直接并网输送。公司销售流程简单，未设置专门的销售部门及人员，故无相应
的销售费用。公司会计处理与同行业上市公司绿色动力相一致，上述会计处理符
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会计科目列报正确。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公司本期销售费用为 0 主要系公司业务特点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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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公司销售的实际情况。公司销售费用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会计科目列报是正确的。

专此说明，请予察核。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朱大为

中国·杭州

中国注册会计师：戚铁桥

二〇一九年七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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