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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DISCLOSURE

（上 接 D87 版 ）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规定对卓郎智能 2018 年度财
务报表执行了审计工作， 旨在对卓郎智能 2018 年度财务报表的整体发
表意见。 我们将卓郎智能对本问题的回复与我们在审计卓郎智能 2018
年度财务报表时从卓郎智能获取的管理层解释及取得的审计证据进行
了比较，我们没有发现在所有重大方面存在不一致之处。
9.年报披露，公司存货 17.63 亿元，较上年增长 11.9%，请公司按照存
货类型列表披露相关存货的库龄、对应的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标准以及
计提的合理性。
本期存货库龄及对应存货跌价准备情况如下：
单位：千元人民币
2018 年 12 月 31 日

小于一年

大于一年

合计

存货账面原值
原材料

834,850

174,980

1,009,830

在产品

166,783

5,823

172,606

产成品及库存商品

351,858

9,635

361,493

164,371

194,651

359,022

1,517,862

385,089

1,902,951

原材料

79,297

79,297

在产品

2,500

2,500

产成品及库存商品

8,030

8,030

50,479

50,479

140,306

140,306

零配件
账面原值合计
存货跌价准备

零配件
跌价准备合计
存货账面净值
原材料

834,850

95,683

930,533

在产品

166,783

3,323

170,106

产成品及库存商品

351,858

1,605

353,463

零配件

164,371

144,172

308,543

1,517,862

244,783

1,762,645

账面净值合计

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标准及合理性分析公司存货跌价准备按存货成
本高于其可变现净值的差额计提。 可变现净值按存货的估计售价减去至
完工时估计将要发生的成本、估计的销售费用以及相关税费后的金额确
定。
本期末与上年期末减值计提情况如下：
单位：千元人民币
项目

账面余额

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比
例

跌价准备

2018 年 12 月 31 日
原材料

1,009,830

79,297

7.9%

在产品

172,606

2,500

1.4%

产成品及库存商品

361,493

8,030

2.2%

零配件

359,022

50,479

14.1%

1,902,951

140,306

7.4%

合计
2017 年 12 月 31 日
原材料

850,181

74,227

8.7%

在产品

153,489

2,378

1.5%

产成品及库存商品

373,773

6,759

1.8%

零配件

315,898

35,352

11.2%

合计

1,693,341

118,716

7.0%

本 期 末 ， 存 货 跌 价 准 备 总 额 占 存 货 原 值 比 例 7.4% 与 上 年 度 比 例
7.0%基本维持稳定。 根据不同的存货类型，减值计提分析如下：
1. 原材料与在产品
随着本期业务规模进一步扩大，生产备料（包含部分通用件）及在产
品的余额进一步增长。 生产规模扩大造成原材料周转加快，从而导致本
期跌价准备占存货原值的比例略有小幅下降。
2. 产成品及库存商品
公司的产成品和库存商品中的整机均是订单式生产，通常在收到客
户预付款后，公司开始根据客户定制化要求进行生产。 公司的产成品存
货跌价准备主要针对订单生产完毕后，客户无法按照合同条款继续履约
的产成品。 根据历史经营经验，发生这类情况的可能性较小。 因此产成品
及库存商品对应的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比例总体较低。 本期由于业务规模
扩大，计提比例略有上升。
3. 零配件
零配件主要为公司在售后过程中，为满足客户需求，为客户提供配
件，随着近年来业务规模不断扩大，历史装机存量随之增加，导致本期零
配件对应的存货及存货跌价准备余额及比例略有上升。
根据上述分析比较，公司在报告期间内对其相应计提的存货跌价准
备金额是合理且充分的。
会计师核查意见：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规定对卓郎智能 2018 年度财
务报表执行了审计工作， 旨在对卓郎智能 2018 年度财务报表的整体发
表意见。 我们将卓郎智能对本问题的回复与我们在审计卓郎智能 2018
年度财务报表时从卓郎智能获取的管理层解释及取得的审计证据进行
了比较，我们没有发现在所有重大方面存在不一致之处。
10.年报披露，公司货币资金 37.20 亿元，较上年增长 50.4%，其中存
放在境外的款项 7753.8 万元，较上年减少 77.9%。 同时，公司短期借款
14.99 亿元，长期借款 25.52 亿元，一年内到期的 非流动负债 7.34 亿元。
请公司：（1） 结合公司境内外业务开展情况补充说明境外存款余额较少
的原因；（2） 核实是否存在与控股股东或其他关联方联合或共管账户的
情况，是否存在货币资金被他方实际使用的情况；（3）结合公司业务规模
及变动情况，说明公司在高负债的同时维持较高货币资金余额的原因及
合理性。
（1）境外存款余额减少的原因
卓郎智能为从事智能化纺织成套设备及核心零部件产品研发、生产
和销售的国际化企业， 生产基地和销售公司分布于全球 12 个国家和地
区，其中生产基地主要位于中国、德国、瑞士、新加坡和印度，销售公司位
于美国、巴西、墨西哥、捷克和土耳其等国家，2018 年度各地子公司业务
开展情况良好。
本期随着境外业务扩张需求，境外资金消耗使得境外存款水平有所
下降。 另外，公司资金由总部资金部门统一筹划管理，资金部在筹划资金
时主要考虑以下因素：
1. 境内外资本性支出需求，2018 年度集团内主要存在该类需求的
主体公司为位于中国新疆地区的卓郎新疆智能化工厂，2018 年该工厂工
程建设持续推进中。 境内留存的存款中部分考虑了该工厂建设所需资
金。
3. 境内外存款利率差异，2018 年度，作为主要生产基地所在地的中
国及德国，中国存款利率显著高于德国。 境内存款比例提高，有利于提高
集团整体利息收入水平。
3. 境内外融资成本及额度情况，2018 年度，中国及德国贷款利率水
平保持平稳，人民币贷款利率高于欧元贷款利率，因此公司针对贷款利
率相对较低的德国运营主体，在总体风险可控的情况下，提高了其融资
规模。 从而进一步提升集团整体资金使用效率。
综上，2018 年度，公司从提高资金利用率的角度，在风险可控的情况
下，公司提高了境内公司的存款比例，同时境外公司的存款余额有所下
降。
（2）账户及资金使用情况
资金方面， 卓郎拥有独立的资金总部全面负责集团的资金筹划，下
属子公司均配备独立的出纳人员以及资金收支审核人员，且在银行开立
独立账户进行日常经营收支及资金管理等事项。 公司严格执行《企业内
部控制基本规范》及内部会计控制具体规范建立的与财务报表相关的内
部控制要求。 报告期内不存在与控股股东或其他关联方联合或共管账户
的情况，或货币资金被他方实际使用的情况。
（3）负债及货币余额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业务规模进一步扩大，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5.8%，受到
应收账款余额上升的影响， 公司负债率水平略有提高，2017 年末公司资
产负债率 55%，2018 年末为 58%。 随着香港子公司 2019 年 2 月偿还国开
行并购贷款，2019 年 3 月末，集团资产负债率降至 48%，总体上，集团资
产负债率水平朝着向好的方向。
单位：千元人民币
2019 年 3 月 31 日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7 年 12 月 31 日

11,789,694

14,415,706

14,531,772

总负债

5,669,375

8,427,931

8,026,408

48%

58%

55%

公司期末货币资金余额的增加部分来源于 2018 年末收到的增资款。
2018 年 12 月， 子公司卓郎智能机械进行增资扩股引进了农银金融资产
投资有限公司牵头设立的农银新丝路(嘉兴)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等
7 家投资人，于 2018 年 12 月 29 日收到各方增资款共计人民币 30 亿元。
此外， 报告期末货币资金中还包含各类日常经营所需的保函保证金、信
用证保证金、银行承兑汇票保证金等各类保证金。
期末货币资金及借款分布情况：
单位：千元人民币
2018 年 12 月 3 日

境内

境外（注释 1）

合计

短期借款

475,841

1,023,493

1,499,334

长期借款（注释 2）

270,000

2,282,138

2,552,138

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借款
借款合计
借款分布比例
货币资金
货币资金分布比例

2018 年

2017 年

变动

30,000

461,999

491,999

775,841

3,767,630

4,543,471

17%

83%

100%

3,642,863

77,538

3,720,401

98%

2%

100%

注释 1：此处境外包含中国香港地区。
注释 2：境外借款中包含约 5860 万欧元，其由境内子公司以等值人
民币提供保函担保。
从上表可见，截止报告期末，公司境内的借款水平较低而货币资金
余额较高，与此同时，境外的借款水平较高而货币资金余额水平较低。 考
虑到境内外资金流通受到限制以及 2019 年 2 月使用 2018 年末收到的增
资款偿还香港子公司国开行并购贷款的安排， 从而公司在 2018 年末出
现境内存在高额银行存款的同时，境外仍保持较高水平的借款余额的情
况。
公司对于集团内各项借款余额，通过包括：定期编制资金预算，合理
安排运营资金，建立完善的偿债风险应对体系等各项有效措施，及时把
控融资风险，以确保融资风险在可控范围内。
经上述分析，公司认为报告期末，企业存在高负债及高货币资金余
额的情况是合理的。
会计师核查意见：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规定对卓郎智能 2018 年度财
务报表执行了审计工作， 旨在对卓郎智能 2018 年度财务报表的整体发
表意见。 我们将卓郎智能对本问题的回复与我们在审计卓郎智能 2018
年度财务报表时从卓郎智能获取的管理层解释及取得的审计证据进行
了比较，我们没有发现在所有重大方面存在不一致之处。
11. 年报披露， 公司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33.48 亿元， 较上年增长
54.3%， 公司预付款项 1.33 亿元， 较上年增长 74.3%， 预收款项 5.87 亿
元，较上年同期减少 57.3%，公司存货 17.63 亿元，较上年增长 11.9%。 请
公司：（1）结合业务的经营模式、结算方式、结算周期、销售渠道、信用政
策、上下游关系并比较同行业公司情况，分析说明期末应收票据及应收
账款、存货、应付账款、预收账款期末余额的合理性；（2）补充披露预付款
用途、预付对象与公司的关联关系、签订合同所履行的审议程序，以及截
至目前合同的执行情况。

变动比例

针对组合 3 其他应收非关联方账款账龄计提情况，公司汇总如下：
单位：千元人民币
组合 3

应收账款

3,348,304

2,170,304

1,178,000

54%

信用期内

存货

1,762,645

1,574,625

188,020

12%

超过信用期三个月以内

应付账款

1,547,131

1,492,701

54,430

4%

预收账款

586,799

1,374,279

-787,480

-57%

销售模式及渠道
卓郎智能作为全球领先的智能化纺织装备提供商， 客户遍布全球，
虽然卓郎智能已于全球设有销售和售后服务中心， 但仍无法保证及时、
高效地对接每一个潜在客户，所以在特定市场卓郎智能通过代理商进行
市场开拓、对接客户，以促进在当地市场的产品销售。
同时，高端智能化纺织成套设备具有面向客户需求深度设计、订单
式定制化生产的特点，每套设备均需要从获取客户需求开始进行独立的
技术方案设计和论证，均是个性化的开发设计和配置过程。 因此，报告期
内卓郎智能主要采用“直销 + 渠道代理”的组合销售模式。
信用政策及结算方式
卓郎智能主要向客户销售智能化纺织成套设备，由于产品造价相对
较高，生产周期较长，报告期内，卓郎智能在与客户进行商务洽谈时，通
常要求客户在机器生产前提供保函或支付一部分预付款（一般为总合同
金额的 10%至 30%），在机器完成交付时，要求客户在商定的信用期内支
付剩余款项。
卓郎智能将会根据客户的实际信用情况、偿付能力、客户所在地的
市场商业惯例决定给予客户不同的信用期和付款条件的条款，针对主要
的机器设备产品，卓郎智能通常会要求客户在货物交付前或交付时通过
现金、票据、银行转账或信用证的方式结清 80%至 100%的款项，剩余尚
未支付的款项的信用期一般为三至六个月。
生产及采购模式
卓郎智能实行订单式生产，针对客户的具体需求进行深度设计。 客
户需求对应公司研发的独立模块，针对每个模块，卓郎智能都拥有一套
单独研发设计的详细解决方案和对应的设计图纸，将各系统、专用单机
设备及控制和信息系统的具体工作分解至特定组件，每个模块组件及特
定零部件均对应详细的物料清单。
对于各模块组件的核心零部件、控制及信息系统的加工，如电磁悬
浮转杯马达、 在线监测系统和钻石涂层等核心零部件和专有工艺的加
工，公司通过自主生产的方式加工。 对于通用标准件由采购部门向合格
供应商直接采购。 对于部分不涉及核心技术机密或附加值较低或自产经
济性不高的定制化产品，卓郎智能采取定制化采购的方式购买。
报告期末，应付账款及存货水平总体平稳，随业务规模扩大略有上
升。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大幅上升，主要受到 2018 年宏观经济形势有所
下滑，以及去杠杆的大背景影响下，下游客户融资进度普遍放缓，关联方
客户利泰醒狮的资金也出现未能如期到位的情况，关联方应收账款回款
速度减慢导致总体应收帐款余额有所增加。 本期预收账款余额大幅下降
主要由于，2018 年末相比 2017 年末，客户已支付定金但尚未发货的金额
有所减少。
我们选取当期波动较大的应收账款及票据以及预收帐款情况进行
同行业比较分析如下：
单位：千元人民币
卓郎智能

经纬纺机
9,212,297

4,496,445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3,348,304

1,733,844

预收账款

36.3%

38.6%

586,799

613,897

如上表所示，考虑到卓郎智能与经纬纺机规模不同，针对应收帐款
及应收票据，我们选取了其占营业收入的比例进行比较，卓郎智能应收
账款及票据占营业收入比重情况略优于经纬纺机，针对预收帐款，卓郎
智能余额略低于经纬纺机。
纺机行业为经过多年的发展，已成为相对充分竞争的行业。 公司根
据经纬纺机以及瑞士立达的公开披露信息判断， 总体经营模式较为相
近。 根据公司的行业经验，瑞士立达销售模式及渠道与公司较为接近。 针
对结算周期、信用政策等细节信息，公司暂无寻找到可比相关具体信息。
（2）预付款情况
报告期末，公司预付款前五大明细如下：
单位：千元人民币
交易对方

金额

预付用途

关联方

常州市豪迈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45,000

预付原材料

否

Trützschler

16,157

预付设备款

否

日照品特裕华纺织科技有限公司

9,030

预付原材料

否

苏州汇裕机械有限公司

4,590

预付设备款

否

Cason S.R.L

3,259

预付设备款

否

1） 常州市豪迈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为公司前纺产品线主要原材料供
应商之一，期后，该部分原材料随生产进度陆续发货中。
2）Trützschler 为行业内知名前纺设备供应商，公司与其合作模式为
联合为客户提供设备解决方案，由卓郎向最终客户提供成套纺纱设备的
解决方案，Trützschler 作为公司的供应商，向公司销售前纺设备。 报告期
末预付款对应公司已付款且 Trützschler 尚未发货的部分设备，该设备已
于期后陆续发货。
3）日照品特裕华纺织科技有限公司为公司原材料供应商之一，该笔
预付帐款对应原材料已于期后全部发货。
4）苏州汇裕机械有限公司与 Cason S.R.L 为公司境内生产主体的设
备供应商，该二笔预付款对应设备，已于期后全部发货。
由于上述交易为公司日常经营过程中涉及的预付材料及设备款，单
笔金额尚未超过需经过董事会审议的标准，不涉及董事会审议及披露程
序。
会计师核查意见：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规定对卓郎智能 2018 年度财
务报表执行了审计工作， 旨在对卓郎智能 2018 年度财务报表的整体发
表意见。
我们将卓郎智能对本问题的回复中与 2018 年度财务报表相关的数
据和说明与我们在审计卓郎智能 2018 年度财务报表时从卓郎智能获取
的管理层解释及取得的审计证据进行了比较，我们没有发现在所有重大
方面存在不一致之处。
12.年报披露，公司应收账款 32.35 亿元，较上年增长 58.4%，计提坏
账准备 1408.7 万元，公司应收票据 1.13 亿元。 请公司：（1）补充披露新增
应收账款的形成原因、对应产品及其金额；（2）结合期后回款和历史账款
的回收情况，分析坏账准备计提的充分性。
（1）新增大额应收账款形成原因、对应产品及其金额
报告期末，由于卓郎集团下属单个客户应收账款除关联方应收款以
外较为分散，因此我们选取报告期末前五大应收账款进行分析如下：
单位：千元人民币
客户名称

应收账款余额

利泰醒狮及其下属子公司

占比

关联方

2,493,170

77.1%

是

Tumushuke City

47,083

1.5%

否

山东如意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

36,258

1.1%

否

泰安岱银新宇纺织有限公司

25,700

0.8%

否

Sanko Tekstil Isl. San. ve Tic. A.S

23,040

0.7%

否

1）利泰醒狮
利泰醒狮是国内棉纺行业龙头企业，源于江苏太仓利泰。 近年来在
中国新疆库尔勒、奎屯，以及乌兹别克斯坦卡尔希市新建自动化纺纱工
厂，因而向公司采购成套纺纱机械设备。 截至 2018 年年报报出日，期后
已回款 7.7 亿人民币。
2018 年末利泰醒狮应收帐款帐龄情况如下，其中应收款中帐龄小于
一年，即对应销售收入发生于 2018 年的占比约 70%，应收帐款形成时间
超过一年的占比约 30%。
单位：千元人民币
余额

占比
1,713,505

超过信用期六个月到一年
合计

69%

48,801

2%

730,864

29%

2,493,170

100%

超过信用期一年以上

2）Tumushuke City
Tumushuke City 计划于新疆地区新设纺纱工厂，由此陆续向卓郎集
团采购成套纺纱设备，公司正密切跟踪款项的收回情况。
3）如意集团
响应新疆发展纺织服装产业政策，如意集团自 2017 年起，陆续购置
纺纱机械，在新疆石河子、喀什等地建设自动化纺纱工厂，公司将对其资
金进度密切跟踪。
4）泰安岱银新宇纺织有限公司
泰安岱银新宇纺织有限公司计划于山东泰安新设纺纱工厂，由此陆
续向卓郎集团采购成套纺纱设备，公司已于期后收回该款项。
5）Sanko Tekstil Isl. San. ve Tic. A.S
该客户位于土耳其，受到当地产业政策引导，配合当地有利于发展
纺纱行业的大环境，客户向公司采购纺纱设备。 截至 2018 年 12 月末，客
户针对该笔应收账款开具了信用证， 公司于期后已向银行兑付了信 用
证，收回货款。
（2）坏账准备计提充分性分析
公司应收账款坏账计提政策，将应收账款分为三大类：单项金额重
大并单独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 按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
单项金额虽不重大但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 由于报告期末不存
在单项金额重大并单独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以及单项金额虽不重
大但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的情况，因此以下我们仅对按组合计
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进行分析。
对于单项金额不重大的应收账款，与经单独测试后未减值的应收账
款一起按信用风险特征划分为若干组合，根据以前年度与之具有类似信
用风险特征的应收账款组合的实际损失率为基础，结合现时情况确定应
计提的坏账准备，确定组合的依据如下：
组合

确定组合的依据

计提方法

组合 1

应收关联方账款

根据历史实际坏账损失率情况，计提比例为
0%

组合 2

逾期但无减值风险的应收非关联方账 根据历史实际坏账损失率情况及管理层评
估，计提比例为 0%
款

组合 3

其他应收非关联方账款

账龄分析法

报告期末应收账款按类别计提坏账准备情况如下：
单位：千元人民币
金额

占总额比例

坏账计提金额

坏账计提金额

计提比例

562,291

75%

-

0%

97,244

13%

-

0%

超过信用期三个月到六个月

50,449

7%

-2,522

5%

超过信用期六个月到一年

23,380

3%

-4,676

20%

超过信用期一年以上
合计

13,096

2%

-6,889

53%

746,460

100%

-14,087

2%

2017 年
信用期内

900,091

89%

-

0%

超过信用期三个月以内

77,989

8%

-

0%

超过信用期三个月到六个月

10,531

1%

-533

5%

4,893

0%

-979

20%

超过信用期六个月到一年
超过信用期一年以上
合计

14,572

1%

-9,143

63%

1,008,076

100%

-10,655

1%

报告期内，其他应收非关联方账款余额有所下降，对应坏账准备金
额随之下降。 其中由于长账龄段六个月以上应收账款比例略有上升，从
2017 年 1%上升至 2018 年 5%， 从而导致总体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比
例自 2017 年 1%上升至 2%。
综合上述分析，公司坏账准备计提政策是合理的，并且符合《企业会
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会计师核查意见：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规定对卓郎智能 2018 年度财
务报表执行了审计工作， 旨在对卓郎智能 2018 年度财务报表的整体发
表意见。 我们将卓郎智能对本问题的回复与我们在审计卓郎智能 2018
年度财务报表时从卓郎智能获取的管理层解释及取得的审计证据进行
了比较，我们没有发现在所有重大方面存在不一致之处。
13.年报披露，2018 年度公司对子公司担保余额为 22.17 亿元，其中
为资产负债率超 过 70%的被担保对象提 供 的 债 务 担 保 余 额 为 23.13 亿
元。 2017 年度公司对子公司担保余额为 12.19 亿元，其中为资产负债率
超过 70%的被担保对象提供的债务担保余额为 9.61 亿元。请公司：（1）补
充披露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被担保对象的名称、金额、担保事由、期限
等；（2）上述担保是否已经履行相关的审议程序和披露程序；（3）结合被
担保对象的财务状况，补充披露主要的担保风险。
（1）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被担保对象的相关信息如下：
被担保方

担保金额（欧元）

卓郎德国

卓郎香港

卓郎德国及卓郎德国技术

营业收入
应收账款及票据占营业收入比重

占总额比例

2018 年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超过信用期六个月以内

总资产

资产负债率

（1）主要经营性资产负债科目的变动合理性
报告期末，公司主要经营性资产负债科目同比变动情况如下：
单位：千元人民币

制作 李 波
电话：010-８3251716 Ｅ－ｍａｉｌ押zqrb9@zqrb.sina.net

计提比例

组合 1

2,493,171

77%

-

组合 2

9,438

0%

-

-

组合 3

746,460

23%

-14,087

2%

本期末， 公司按信用风险特征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组合 1
中，应收关联方账款主要为对利泰醒狮的应收余额。 在历史期间内，公司
从未发生关联方应收款项无法收回的情况，历史实际损失率为零，属于
信用风险极低的组合。 截至 2018 年年报报出日，期后已回款 7.7 亿人民
币。 公司了解到，利泰醒狮在近年来随着新疆库尔勒和奎屯工厂的投产，
其产量逐步攀升，历史经营情况良好，并不存在重大财务风险。

卓郎德国、卓郎德国技术、卓郎巴西、卓郎
印度、卓郎新加坡
合计 – 欧元

担保事由

担保期限

150,000

租赁担保

无期限

10,000,000

银行授信

无期限

15,000,000

银行授信

无期限

11,000,000

银行授信

无期限

60,000,000

银行授信

无期限

36,000,000

银行贷款

三年

30,000,000

银行贷款

三年

20,000,000

银行贷款

三年

8,000,000

银行授信

无期限

20,000,000

银行授信

无期限

10,000,000

银行授信

无期限

56,000,000

银行授信

无期限

20,000,000

银行授信

无期限

296,150,000

合计 – 折合人民币

注：上述担保期间中，无期限指无固定到期日。
上述担保全部为卓郎集团内部公司之间的互相担保，不涉及对集团
合并范围以外的公司进行担保。 其中，卓郎德国作为被担保方的担保，主
要涉及为各类授信额度的担保。 卓郎香港作为被担保方的担保，主要涉
及三年期长期借款 8600 万欧元以其余授信担保。 其余担保主要包含经
营性授信担保。
（2） 上述担保均已根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
程》等相关规定履行必要的审议程序及披露程序。
公司于 2017 年 9 月 11 日召开了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 （公告临
2017-076） 及于 2017 年 9 月 27 日召开了 2017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
（公告临 2017-091），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外担保预计及授权的提案》，同
意公司及纳入合并报表范围内的下属子公司根据实际经营需要，为公司
子公司卓郎新疆智能机械有限公司、卓郎香港机械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子
公司提供发生额合计不超过 9 亿欧元或等值人民币（包含子公司之间提
供的担保，不包含为合并报表范围外的其他企业提供的担保），授权期限
为自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一年内。 授权期间内，公司就相关担保事项发
布的公告编号为临 2017-096、临 2017-102、临 2017-105、临 2017-112、临
2018-011、临 2018-026 及临 2018-028。
公司于 2018 年 8 月 24 日召开了第九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 （公告临
2018-035） 及于 2018 年 9 月 28 日召开了 201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公告临 2018-045），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外担保预计及授权的议案》，同
意公司及纳入合并报表范围内的下属子公司根据实际经营需要，为公司
下属子公司提供发生额合计不超过 5.5 亿欧元或等值人民币 （包含子公
司之间提供的担保，不包含为合并报表范围外的其他企业提供的担保），
授权期限为自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至下一次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
授权期间内， 公司就相关担保事 项 发 布 的 公 告 编 号 为 临 2018-038、 临
2018-043、临 2018-044、临 2018-050。
（3）公司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及内部制定的标准履行企业内部的审批
程序，上述被担保方均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此等担保有利于
子公司业务的顺利开展，满足其日常经营的发展需要，此外，相关子公司
经营状况、偿债能力良好，公司在担保期内有能力对其经营管理风险进
行控制，财务风险亦处于公司可控制范围内。
会计师核查意见：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规定对卓郎智能 2018 年度财
务报表执行了审计工作， 旨在对卓郎智能 2018 年度财务报表的整体发
表意见。 我们将卓郎智能对本问题的回复与我们在审计卓郎智能 2018
年度财务报表时从卓郎智能获取的管理层解释及取得的审计证据进行
了比较，我们没有发现在所有重大方面存在不一致之处。
14.年报披露，公司商誉 6.15 亿元，系集团于 2013 年度购买欧瑞康集
团全球天然纤维纺机和纺机专件业务及 2015 年度收购 Verdol 加捻业务
而产生，报告期内公司未进行商誉减值准备。 请公司：（1）补充披露自产
生商誉以来报告期各期末商誉减值测试的方法，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认
定的标准、依据和结果，商誉减值测试具体步骤和详细计算过程，具体指
标选取情况、选取依据及合理性；（2）结合产生商誉以来报告期各期商誉
减值测试的具体情况及商誉减值计提情况，明确说明报告期各期商誉减
值计提是否具有充分性和准确性，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 相 关 规
定，是否符合谨慎性要求，是否存在前期商誉减值计提不充分的情形，并
提供相关证据和说明。
（1）披露自产生商誉以来报告期各期末商誉减值测试的方法，资产
组或资产组组合认定的标准、依据和结果，商誉减值测试具体步骤和详
细计算过程，具体指标选取情况、选取依据及合理性
1)自产生商誉以来报告期各期末商誉减值测试的方法及具体步骤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08 号 - 资产减值》的规定，在财务报表中单
独列示的商誉，无论是否存在减值迹象，至少每年进行减值测试。 公司在
每年年度终了对商誉进行减值测试。 在进行减值测试时，公司将商誉的
账面价值按能够从企业合并的协同效应中受益的情况分摊到资 产组组
合， 并测试包含商誉的资产组组合的可收回金额是否低于其账面价值。
测试结果表明包含分摊商誉的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的可收回金额低于
其账面价值的，确认相应的减值损失。 减值损失金额先抵减分摊至该资
产组或资产组组合的商誉的账面价值，再根据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中除
商誉以外的其他各项资产的账面价值所占比重，按比例抵减其他各项资
产的账面价值。 商誉减值损失一经确认，以后期间不予转回价值得以恢
复的部分。
2)资产组组合认定的标准、依据和结果
公司的商誉是 2013 年收购欧瑞康集团天然纤维纺机业务和纺机专
件业务及 2015 年度收购 Verdol 加捻业务而产生。 公司的销售服务按照
其产品品类进行区分，分为纺纱事业部和技术事业部。 纺纱事业部主要
负责管理、生产和销售用于生产纱线的成套纺织机械设备，该分部下属
的业务实体主要生产与成套纺织机械生产相关的机器设备及备品备件，
这些机器设备互为纺织机械设备的前端和后端机型，共享客户和供应商
资源， 拥有协同效应，2015 年度收购的 Verdol 加捻业务也归入纺纱事业
部。 技术事业部主要用于开发一些其他品类的产品的业务，专注于部分
非纺织机械设备机型及部件的制造。 公司管理层将纺纱事业部和技术事
业部作为业绩考核单位，对其进行单独的业绩考核及内部管理报告。 因
此，公司认定纺纱事业部和技术事业部为从企业合并的协同效益中收益
的资产组组合， 即商誉应当归属于纺纱事业部和技术事业部 资产组组
合，并以该资产组组合进行商誉减值测试。
于 2018 年 12 月 31 日，资产组组合及其已分摊商誉原值具体如下
单位：千元人民币
资产组名称
纺纱事业部

技术事业部

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 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
的确定方法
的账面金额
预期能够从企业合并
的协同效应中收益的
资产组组合， 代表了
企业基于内部管理目
的对商誉进行监控的
最低水平

分摊商誉原值

2,450,540

512,401

701,213

102,736

3)商誉减值测试具体步骤和详细计算过程
在进行减值测试时，公司将商誉的账面价值按能够从企业合并的协
同效应中受益的情况分摊到资产组组合，并测试包含商誉的资产组组合
的可收回金额是否低于其账面价值。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8 号—资产
减值》，资产存在减值迹象的，应当估计其可收回金额。 可收回金额应当
根据资产的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与资产预计未来 现金流量
的现值两者之间较高者确定。
各资产组组合预测的预计现金流基于管理层批准的 2019 年至 2023
年的财务预测确定，5 年以后假设资产组现金流趋于稳定并进入永续期。
预计现金流计算的假设包括基于该资产组组合过去的业绩、行业的发展
趋势和管理层对市场发展的预期估计的营业收入、毛利率等，其中采用
的重点指标(关键假设)包括：
预测期增长率
稳定期增长率

置费用后的净额法中，采用税后现金流量，并使用与之相匹配的税后折
现率进行折现；而在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法中，则采用税前现金流量
和与之匹配的税前折现率进行折现。
采用加权平均资本成本(WACC)的方法计算折现率：
公司根据自身运营情况，考虑市场整体状况、行业经验及市场权威
机构的行研信息，结合地域因素计算资产组组合的加权平均资本成本：
WACC=(E/(E+D))*Re+(D/(E+D))*Rd*(1-T)
其中，债资比(D/E)参考了可比公司的公开信息。 权益资本成本 Re、
付息债务资本成本 Rd 及企业税率 T 的选取都是依据资产组组合所处
行业平均水平及各经营分部加权平均企业所得税税率确定。 根据《企业
会计准则讲解(2010)第 9 章—资产减值》和《国际会计准则第 36 号—资
产减值》结论基础的操作指引，折现率的确定通常应当以该资产的市场
利率为依据。 无法从市场获得的，可以使用替代利率估计折现率。 如果用
于估计折现率的基础是税后的，应当将其调整为税前的折现率，以便于
与资产未来现金流量的估计基础相一致。 由于可比公司的公开信息均显
示其税后数据，因此，公司进一步基于税后未来现金流对应税后折现率
应得出与采用税前未来现金流对应税前折现率相同的计算结果的原则，
使用税后现金流、税后折现率与税前现金流，通过插值法单变量求解，迭
代计算得出税前折现率。
对于其他对可收回金额的估计有影响的指标，公司综合考虑了以前
年度的历史数据、经批准的财务预算、宏观经济情况及未来的业务发展
需求，确保该些假设有合理的理由及内外部的信息所支持。 公司按照资
产预计未来现金流量计算的金额较资产组组合账面价值相比高出较多，
同时公司也针对关键假设执行了敏感性测试且并未产生减值情况。
（2）结合产生商誉以来报告期各期商誉减值测试的具体情况及商誉
减值计提情况，明确说明报告期各期商誉减值计提是否具有充分性和准
确性，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是否符合谨慎性要求，是否
存在前期商誉减值计提不充分的情形，并提供相关证据和说明。
公司在每年年度终了，均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对商誉进行减值
测试。 公司商誉减值测试的方法及资产组认定的标准、依据和结果等均
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并符合公司自身的发展情况。
2017 年度及 2018 年度商誉减值测试的对象、资产组组合的认定、可
收回金额确认方法均保持一致，具体情况如下：
年度
2017

2018

商誉减值测试的可回
收金额评估单位
公司管理层自评

公司管理层自评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7 年 12 月 31 日

-6% ~ 15%

11% ~ 21%

2.30%

2.30%

毛利率

20% ~ 26%

27% ~ 30%

折现率

15.01%

14.69%

a) 预期增长率及毛利率的来源及合理性：
公司管理层基于资产组组合过去的业绩、行业的发展趋势和管理层
对市场发展的预期估计， 对未来 5 年的营业收入及毛利按照产品品类
(即纺纱事业部和技术事业部)分别进行预测。
公司拥有专业的管理团队，在纺织机械销售市场拥有丰富的经验和
知识。 预期增长率及毛利率充分考虑管理层对未来市场的最新信息的掌
握、判断及行业趋势，并与公司以往业绩和未来发展趋势保持一致。
b) 稳定期增长率的来源及合理性：
公司预测五年期预算后的现金流量所采用的加权平均增长率，参考
主要业务集中地德国和中国的长期通货膨胀率、公司自身经营及纺织工
业发展情况，与纺织机械销售行业的预测数据一致，不超过其长期平均
增长率。
c) 折现率的来源及合理性：
资产组组合的可收回金额为资产的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
额与资产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两者中的较高者。 在公允价值减去处

资产组组合的认定
公司的认定产品品类为资
产组组合，即商誉应当归
属于纺纱事业部和技术事
业部资产组组合，并以该
资产组组合进行商誉减值
测试。

商誉减值测试的可收回金
额
资产的公允价值减去处置
费用后的净额与资产预计
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两者
中的较高者

在确定可收回金额时 2017 年度及 2018 年度均采用了现金流量折现
的方法，并对重点指标(关键假设)的确认方法保持一致。 重点指标(关键
假设)主要包括预测期及稳定期收入增长率、毛利率和折现率，与公司以
往业绩和未来发展确实保持一致。
报告期内，公司建立了与商誉相关的内部控制制度，并使其有效运
行。 报告期各期商誉减值测试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符合谨
慎性要求，报告各期均公允反应商誉是否发生减值，不存在前期商誉减
值计提不充分的情形，具体证据和说明如下：
公司历年来对未来发展情况高度关注，自上市以来，公司业务保持
着良性增长，推动企业收益持续增长的动力主要体现在卓郎智能具有的
核心竞争优势，包括有利的全球市场竞争格局、领先的市场地位、自身的
品牌技术及销售服务网络优势和优质的产品性能和质量控制水平。 公司
2017 年度和 2018 年度收入和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增长情况，汇
总如下：
增长率

2,313,316,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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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度

2018 年度

营业收入

37.16%

5.82%

归母净利润

38.62%

23.08%

扣非归母净利润

95.27%

18.23%

在业务良性发展的情况下，以前年度管理层未识别出重大商誉减值
迹象，但在每年年度终了仍然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对商誉进行减
值测试。 公司自产生商誉以来报告期各期未发生商誉减值，因此未计提
商誉减值准备。 同时， 公司在 2017 年完成借壳上市后及进入对赌业绩
期。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已连续两年（2017 年、2018 年）完成对
赌业绩情况。 对赌业绩对应的是公司的估值，且公司的估值本身高于公
司的账面净资产金额。 连续完成对赌业绩意味着公司的估值本身得到支
撑，因此其本身账面净资产（包括商誉）无重大减值风险。
商誉减值测试的对象、资产组组合的认定、商誉减值可收回金额确
认方法以及关键参数的选取方法等无重大变化，均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
相关规定。
会计师核查意见：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规定对卓郎智能 2018 年度财
务报表执行了审计工作， 旨在对卓郎智能 2018 年度财务报表的整体发
表意见。
我们将卓郎智能对本问题的回复与我们在审计卓郎智能 2018 年度
财务报表时从卓郎智能获取的管理层解释及取得的审计证据进行了比
较，我们没有发现在所有重大方面存在不一致之处。
15.年报披露，公司子公司卓郎智能机械向第三方借出款项余额 2.03
亿元，较上年增长 61.0%。 其中，向江苏金坛经济技术发展有限公司提供
暂借款 9000 万元， 向江苏金坛第一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提供暂借款
2750 万元，向常州市豪迈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提供暂借款 5000 万元，向常
州市金坛南金机床有限公司提供暂借款 3500 万元。 请公司补充说明借
款原因、与对方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报告期末公司第三方借款余额为 2.03 亿元，具体情况如下：
借款人背景情况
江苏金坛经济技术发展有限公司的最终控制人为常州市金坛区公
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办公室，考虑借款人为国资背景，公司认为其偿债风
险较低。
金坛第一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主营业务为房屋建筑工程施工等。
公司通过公开信息查询，了解到该公司近期招投标中标项目信息，评估
其近期经营状况稳定，后续预计能产生稳定现金流，公司认为其偿债风
险较低。
常州市豪迈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与常州市金坛南金机床有限公司为
集团下属子公司卓郎常州的供应商,与公司长期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公
司认为其偿债风险较低。
关联关系及借款原因
上述借款人与公司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在经过必要的风险评估程序
后，在确定借款人偿债风险可控的情况下并且短期借出款项不会对公司
的流动性造成不利影响的基础上，公司与第三方借款人约定了相对高于
同期人民币存贷款利率，有利于提升公司总体资金利用效率。
会计师核查意见：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规定对卓郎智能 2018 年度财
务报表执行了审计工作， 旨在对卓郎智能 2018 年度财务报表的整体发
表意见。 我们对卓郎智能对本问题的回复与我们在审计卓郎智能 2018
年度财务报表时从卓郎智能获取的管理层解释及取得的审计证据进行
了比较，我们没有发现在所有重大方面存在不一致之处。
三、其他
16.年报披露，公司在建工程 4.65 亿元，较上年增加 2.65 亿元，主要
由于新疆工厂及相关配套设备持续建设投入所致。 请公司补充披露新疆
工厂具体设计的项目内容、拟生产的产品、计划的建设工期，并对照同类
型产品说明相关投资总额和投资建设期的合理性。
新疆工厂于 2016 年开始建设，除了建设成 200 万锭的自动化纺纱机
械设备生产线，包括零部件生产加工及清花机、梳棉机、细纱机、气流纺
以及络筒机等纺纱设备的装配生产线以外， 还将综合运用智能装备、工
业软件、人工智能技术等，提升公司在纺纱设备领域个性化定制、工艺设
计、制造、检测、物流、供应链等全生命周期各环节的自动化水平；通过构
建供应链管理体系，解决影响行业发展的供应链瓶颈问题；通过建设工
业物联网系统，数据中心，实现物流、工艺流、信息流的全面集成，建设成
世界领先的纺纱机械智能工厂。
新疆工厂为卓郎集团首个投资建设的全产业链智能化工厂，在集团
范围内尚无同类型可比项目， 新疆工厂投资总额约 8 亿， 新疆工厂于
2016 年底完成土地购买，2017 年 -2018 年陆续开展工厂建设工作， 由于
新疆特殊的气候条件，全年可供施工的时间较短，导致施工时间较长。
新疆工厂预计 2019 年下半年全面投产， 未来将服务中国西部地区、
中亚，西亚和巴基斯坦市场。
会计师核查意见：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规定对卓郎智能 2018 年度财
务报表执行了审计工作， 旨在对卓郎智能 2018 年度财务报表的整体发
表意见。 我们将卓郎智能回复中与财务报表相关的信息与我们在审计卓
郎智能 2018 年度财务报表时从卓郎智能获取的管理层解释及取得的审
计证据进行了比较，我们没有发现在所有重大方面存在不一致之处。
17.年报披露，公司子公司卓郎瑞士 2018 年营业收入为 26,705 千瑞
郎， 营业亏损为 42,180 千瑞郎，2017 年度营业收入为 41,926 千瑞郎，营
业利润为 23,890 千瑞郎。 请公司结合当地产业政策、行业竞争格局、子公
司主营业务，分析业绩由盈转亏的原因及合理性。
瑞士系公司在 欧 洲 地 区 的 重 点 布 局 国 家 ， 主 要 子 公 司 包 括 Saurer
AG （即 上 述 问 询 中 的 卓 郎 瑞 士 ； 以 下 简 称 ： 卓 郎 瑞 士） 以 及 Saurer
Intelligent Technology AG（以下简称：卓郎瑞士技术），卓 郎 瑞 士 拥 有 实
体业务,主要包括卓郎刺绣设备的生产、研发、销售，同时 其拥有卓郎智
能集团的商标，并依次向全世界卓郎智能实体收取商标权收入。 卓郎瑞
士技术为本期新设子公司，2018 年自卓郎瑞士购入卓郎 智能集团商标,
从而向卓郎智能全世界下属实体收取商标权收入。
考虑到瑞士当期新设子公司，并承接了原卓郎瑞士收取商标收入的
功能，因此我们将瑞士二家主体公司财务数据合并列示如下：
单位：千元瑞郎
2018 年 1-12 月
日常经营活动产生的税前利润

卓郎瑞士

卓郎瑞士技术

合计

-577

12,375

11,798

出售商标产生的(亏损)/ 利润（内部交易）

-41,691

41,691

-

营业（亏损）/ 利润合计

-42,180

54,066

11,886

营业外支出

-88

所得税费用

4,816

-8,452

-3,636

-37,452

45,614

8,162

净（亏损）/ 利润

-88

卓郎瑞士技术的建立本身是出于公司当地税务考量和筹划进行的
安排。 卓郎瑞士和卓郎瑞士技术的合并结果较以前年度相比有部分 下
降，主要受瑞士当地刺绣业务的业绩变化所致，且与实际业务变化趋势
相同。
会计师核查意见：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规定对卓郎智能 2018 年度财
务报表执行了审计工作， 旨在对卓郎智能 2018 年度财务报表的整体发
表意见。 我们对卓郎智能对本问题的回复与我们在审计卓郎智能 2018
年度财务报表时从卓郎智能获取的管理层解释及取得的审计证据进行
了比较，我们没有发现在所有重大方面存在不一致之处。 ”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卓郎智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6 月 12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