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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模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江苏证监局对公司采取责令改正措施决定的整改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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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南模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12 月 7 日收到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江苏监管局（以下简称“江苏证监局”）下发的《关于
对江南模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采取责令改正措施的决定》[2021]162 号（以下简
称“决定书”），要求公司就《决定书》中提出的问题进行整改。公司在收到《决
定书》后于巨潮资讯网站上披露了《江南模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江苏证
监局责令改正措施决定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82】。
收到《决定书》后，公司董事会高度重视，立即向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及相关部门人员进行了通报、传达，召开专题会议对《决定书》中涉
及的问题进行了全面梳理和针对性的分析研讨，同时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上市公司治理准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要求，结合公司实
际情况，制定整改方案，明确责任，就《决定书》中提出的问题和要求切实进行
整改，现将具体整改情况报告如下：
一、公司开展专项整改的总体工作安排
1、组织成立整改工作小组
为了更好地落实江苏证监局下发的《决定书》中相关整改要求，公司迅速召
开专题会议，成立了由董事长曹克波担任组长的专项整改工作小组，全面部署整
改工作，公司管理层负责整改工作的开展及工作计划的具体执行事项。
2、深入开展自查，制定整改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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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董事、监事、管理高级人员以及各相关部门人员，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
结合公司实际情况，严格按照《公司法》、
《证券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工作规
则和指引以及《公司章程》的要求，对《决定书》中涉及的公司存在问题的事项
进行了深入自查，对相关问题逐项提出了整改措施。
3、切实落实整改措施、提升公司治理水平
公司董事会及时向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传达了江苏证监局《决定
书》的有关精神及要求，要求公司整改工作小组针对《决定书》提出的有关问题，
逐一落实各项整改内容，同时，结合本次整改事项，进一步明确后续安排和改进、
完善措施，切实提升公司内控治理水平，保障公司合规经营、规范运作。

二、《决定书》的主要内容和公司的整改情况
【一】2020 年年报未按规定披露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董事长、总经理曹克
波 2020 年度在你公司报销的部分费用与公司生产经营无关，构成非经营性资金
占用，但你公司未按规定予以披露。
整改措施：
（1）公司对 2018 年至 2021 年 9 月底董事长、总经理曹克波先生在公司报
销的费用进行了自查，查出与生产经营活动无关的费用共计 3,578,254.76 元，
形成了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0 日，曹克波先生已全部归还上述资金 3,578,254.76
元及对应利息 280,168.79 元。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
《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9 号——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
等相关规定，将上述前期会计差错进行更正，并对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及 2021
年第三季度报告相关数据进行追溯调整。
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江南模塑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会计差更正的议案》，详细情况请查阅巨潮资讯网上《江南模塑科技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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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有限公司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04】、
《关于定期报告、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的补充披露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2-005】、
《江南模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报告全文（更新后）》及《江南模塑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更新后）》。
（2）针对公司存在的管理人员违规报销费用现象，加强对公司董事、高级
管理人员相关业务费用报销的规范，进一步落实并加强相关报销制度的执行，公
司组织财务部、行政部、审计部、商务部、采购部等相关人员学习费用管理制度。
明确费用报销标准。费用报销人员在开展公司业务过程中，应取得合法合规
票据，单据审核过程中一旦发现不合规票据，由审核部门直接退回费用报销人；
针对明显不合规票据，直接通报报销人相关部门负责人。
严肃费用审批流程。根据费用报销性质、金额，明确不同层级审批人员，实
现费用审批全覆盖，保障公司费用支出合理、合规、有序。
严格落实支付流程。财务出纳遇到审批手续不全的费用报销有权拒绝支付，
对因工作疏忽导致费用报销审核流于形式的员工将进行问责。
为防止资金占用情况的再次发生，公司审计部将加强费用报销专项审计力度，
坚决杜绝非生产经营费用以及不合规费用的报销。
（3）加强学习，提高法律意识，恪守法律底线。今后，公司将及时收集与
上市公司监管相关的法律法规，整理上市公司违规案例，汇编成册，定期组织公
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其他相关人员，集中学习，认真讨论，强化规
范意识。同时，公司管理层将认真吸取经验教训，深刻反省，加强自律，恪守法
律底线。
整改责任人：董事会、董事长、财务总监及相关人员。
整改时间：已完成，将长期持续规范运作。

【二】2020 年年报未按规定披露劳务外包情况。子公司沈阳名华模塑科技
有限公司在 2020 年支付辽宁外联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劳务外包费用，但你公司未
按规定披露上述劳务外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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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改措施：
就“子公司沈阳名华模塑科技有限公司在 2020 年支付辽宁外联企业管理有
限公司劳务外包费用，公司在 2020 年年报中未进行披露”要求，公司经核查：
子公司沈阳名华模塑科技有限公司根据生产经营所需，对部分非核心工段进行劳
务外包，主要外包方为辽宁外联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按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要求，
公司与其签订相关外包合同并支付相应外包费用。
公司针对劳务外包事项在全公司范围内进行了全面自查，自查结果如下：
2020 年共与辽宁外联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等 11 家签订外包合同，劳务外包的工时
总数 994,699 小时，劳务外包支付的报酬总额 21,878,667 元。劳务外包费用均
已计入当期成本，对公司资产、负债、损益均不存在影响，同时公司对《2020
年度报告全文》中劳务外包情况进行了补充披露，详细情况请查阅巨潮资讯网上
《江南模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报告全文（更新后）》。
（1）组织学习年报编制披露要求
公司组织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相关部门责任人认真学习《证券法》、
《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
第 2 号——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等法律法规及业务规范，进一步提高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相关责任
人对公司定期报告披露范围的了解和对信息披露质量的严格要求，切实提高公司
治理及信息披露内容的严谨性和完整性。
（2）强化信息披露管理
公司将进一步明确相关部门、子公司信息报告的责任人，强调各部门、各子
公司应密切关注、跟踪日常事务中与信息披露相关事项，加强公司内部沟通机制，
及时反馈公司重大信息，严格执行公司相关制度，确保公司及时、真实、准确、
完整地进行信息披露。
整改责任人：董事会、董事长、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及相关人员。
整改时间：已完成，将长期持续规范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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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孙公司财务管理和会计核算不规范。2020 年，孙公司 MINGHUA DE
MEXICO,S.A.DE C.V.将采购的工装、模具、检具在账面确认为存货或在建工程
的时点不准确；未根据存货期末盘盈、盘亏结果查明原因并进行相应账务处理；
未对相关亏损合同标的资产进行减值测试并计提存货跌价准备，未对相关亏损
合同计提预计负债，导致 2020 年年报相关信息披露不准确。
整改措施：
孙公司 MINGHUA DE MEXICO,S.A.DE C.V.财务管理和会计核算不规范事项
（1）孙公司将采购的工装、模具、检具在账面确认为存货或在建工程的时
点不准确；
墨西哥名华财务人员按照发票对工装、模具、检具进行入账，未按照实际到
货时间进行核算，导致公司存货和在建工程的入账时点不准确。公司对墨西哥名
华工装、模具、检具入账情况进行了全面梳理，按照会计准则相关要求进行相应
账务调整。
就上述业务，调增 2020 年财务费用 858,517.86 元，对应调减 2020 年 12 月
31 日存货 12,070,108.78 元，调减在建工程 7,658,508.90 元，调增其他非流动
资产 1,595,988.24 元,调减应付账款 17,255,074.71 元，调减其他综合收益
19,036.87 元。
（2）未跟进存货期末盘盈、盘亏结果查明原因并进行相应账务处理；
墨西哥名华年末组织相关人员进行存货盘点，并汇总存货盘点差异，因财务
人员未能及时进行相应的账务处理，导致期末财务报表不准确。目前公司已完成
墨西哥名华存货盘点报告，并对相关责任人员进行处理。
就上述业务，调减 2020 年管理费用 1,993,648.66 元，对应调增 2020 年 12
月 31 日存货 2,037,856.05 元，调增其他综合收益 44,207.39 元。
（3）未对相关亏损合同标的资产进行减值测试并计提存货跌价准备，未对
相关亏损合同计提预计负债。
2019 年墨西哥名华进入批量生产供货阶段，但产能利用不足。为提升墨西哥
名华公司盈利能力，公司出于战略考虑，同时响应特斯拉公司的低成本要求，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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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于模具采购成本的商务价格承接了 Model Y 项目，迅速进入了特斯拉供应商体
系。由于 Model Y 项目与其他客户产品模具开发项目盈利方式存在一定的差异，
公司财务人员未能对亏损合同进行及时处理，导致财务报表列报不准确。
就 上 述 业 务 ， 对 发 生 在 2019 年 度 亏 损 合 同 调 减 年 初 未 分 配 利 润
14,131,676.32 元，调增年初预计负债 10,350,942.10 元,调减存货 4,198,565.71
元,调减其他综合收益 417,831.49 元。
2020 年度调减营业成本 2,963,527.32 元，对应调减 2020 年 12 月 31 日存货
9,899,995.99 元，调增其他综合收益 1,268,153.01 元。
公司对《2020 年度报告全文》及《2021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中涉及上述
部分的内容进行了更正并披露，详细情况请查阅巨潮资讯网上《江南模塑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报告全文（更新后）》及《江南模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更新后）》。
公司将从以下几个方面持续改进财务工作：
（1）公司组织全体财务人员进行《企业会计准则》、《监管规则适用指引》
等专项培训和业务指导，进一步明确相关业务的会计处理规范，提高财务人员会
计核算水平。
（2）公司加强对海外子公司的财务团队建设管控，充实调整主要财务人员，
切实提升公司海外子公司的财务核算和财务管理能力。
通过加强财务人员的专业培训，有效增强财务人员的专业水平和合规意识，
提高会计核算的规范性和财务报告编制质量。
整改责任人：董事会、董事长、财务总监及相关人员。
整改时间：已完成，将长期持续规范运作。

三、公司总结及持续整改计划
通过此次江苏证监局对公司进行详细、全面地检查，公司深刻认识到在公司
治理及内部控制、财务管理及会计核算、信息披露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本
次现场检查对于进一步提高公司治理、规范经营管理意识、加强内部控制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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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管理、提高信息披露质量等方面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公司以此次整改为
契机，组织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相关负责人员就《公司法》、
《证券
法》、
《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和案例进行了全面学习。深刻汲
取教训，认真持续地落实各项整改措施，增强规范运作意识、提高规范运作水平、
提升信息披露水平，不断完善公司治理和内部控制体系，并强化监督执行，切实
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合法利益，从而实现公司规范、持续、健康发展。

四、备查资料
1、
【2022-002】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2、
【2022-003】第十一届监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3、
【2022-004】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的公告
4、
【2022-005】关于定期报告、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的补充披露的公告
5、江南模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全文（更新后）
6、江南模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摘要（更新后）
7、江南模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三季度报告（更新后）
8、资金占用归还凭证
9、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江南模塑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前期会计差错更正专项说明的鉴证报告》。
特此公告。
江南模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 年 1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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