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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胜利精密制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对公司 2019 年报问询函回复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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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苏州胜利精密制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5 月 12 日
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苏州胜利精密制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报的
问询函》【中小板年报问询函（2020）第 55 号】，公司对问询函所列问题进行了认真
的核查，现将问询情况回复如下：

我部在对你公司 2019 年度报告进行审查的过程中，关注到如下事项：
1、公司 2019 年、2018 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以下简称“净利润”）分

别为 -30.70 亿元、-8.03 亿元，2019 年计提资产减值损失 23.52 亿元。请公司结合业
务发展情况以及净利润构成， 以列表形式说明 2019 年公司大额亏损的主要原因及
影响金额， 对公司持续盈利能力和偿债能力进行分析， 并说明公司扭亏的主要措
施。 同时，请公司充分提示最近 2 年大额亏损相关风险。

答复：
公司 2019 年营业总收入 136.50 亿， 毛利 10.98 亿， 毛利率 8.04%， 期间费用

18.31 亿占总收入 13.41%，计提资产减值损失 23.52 亿，带来 2019 年出现大额亏损。
其中，2.5D 盖板玻璃由于受到资金压力、 业务关系弱化， 客户流失等因素的影响，
陆续关停；3D 盖板玻璃受投入时机问题、 产品方向误判及行业产能过剩等原因的
影响，持续亏损。 因此，玻璃盖板业务板块 2019 年亏损约 12.3 亿；智能制造业务主
要受到宏观经济下行影响，设备开发市场呈观望、疲软状态，设备厂商的内部竞争
加剧，导致销售不佳、毛利下滑， 2019 年亏损约 3.7 亿，因此，智能制造业务板块公
司计提商誉减值准备 9.7 亿。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19 年度 占收入的比例

营业总收入 1,364,964 100.00%
营业成本 1,255,190 91.96%
毛利 109,774 8.04%
期间费用小计 183,054 13.41%
销售费用 51,990 3.81%
管理费用 48,998 3.59%
研发费用 49,429 3.62%
财务费用 32,637 2.39%
信用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列） -18,060 -1.32%
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列） -235,225 -17.23%
其他报表项目 -167 -0.01%
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326,732 -23.94%
加：营业外收入 16,022 1.17%
减：营业外支出 2,984 0.22%
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313,695 -22.98%
减：所得税费用 -5,584 -0.41%
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308,111 -22.57%
1.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306,971 -22.49%
2.少数股东损益 -1,140 -0.08%

2019 年公司销售毛利率 8.04%（剔除南京德乐的毛利率为 14.68%）， 较去年同
期减少 1.18%，略有下滑。 多年来，公司深耕移动终端产品结构件的研发及生产，产
业布局日趋完善，未来随着 5G 通讯技术、柔性 OLED 和无线充电技术的广泛应用，
移动终端产品的市场空间依然很大。

智能制造业务主要服务于 3C 消费电子行业龙头客户，包括定制化非标产品的
生产研发和完整工艺流程的配套服务，例如高精密的检测组装设备，自动化产线的
改造与升级等软硬件产品与服务。 受多重因素影响，业务规模有所下降，公司已积
极调整子公司的业务规模、产品和客户结构等，为未来的可持续发展做好了铺垫工
作。 在公司回归精密制造主业和智能制造业务发展的情况下，公司具备良好的稳定
经营基础和持续盈利能力。

受益于收缩非战略性业务和出售资产回笼资金等因素的影响， 公司资产负债
率已从 2019 年末的 69.39%， 降至 2020 年第一季度末的 62.88%。 未来公司将继续
出售低效资产，以进一步支持业务结构优化、专注服务于核心客户，加强 OLED 和
半导体等细分领域布局，提升整体盈利水平。

公司将围绕“聚焦核心主业、减轻资产负担”的目标，时刻关注并应对内外部各
项不确定性风险，确保主营业务稳定发展，努力实现扭亏为盈，主要措施如下：

（1）在地方政府和金融机构的纾困政策支持下，进一步降低公司财务成本，减
轻资产负担；

（2）加速收缩非战略性业务，继续剥离低效资产，实现资金回笼，降低负债总
额；

（3）专注精密制造核心主业，与战略客户共同发展，持续优化工艺流程和产品
结构，提高制造工厂的智能化率，进一步提高市占率，保持规模优势、高技术壁垒和
核心竞争力；

（4）调整智能制造的业务发展布局，在服务好消费电子行业龙头客户的同时，
重点关注 OLED 和半导体等利润和市场成长空间大的细分领域， 保持智能制造业
务的稳步发展和领先布局优势；

（5）坚定一站式、一体化贴近客户的服务模式，发挥生产工厂、研发中心和海外
营运中心的国际布局，发挥多年积累的优势，坚持重视研发和创新，实现持 续稳定
发展；

（6）加强公司治理、完善管理流程，尤其是集团对各子公司的信息化、系统化管
控，加大内部控制监督检查力度，严格防范重大风险，提高综合管理实力。

（7）持续推动降本增效措施，促进公司高效运作，积极实现扭亏。
公司因 2018 年度、2019 年度连续两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为负值， 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公司股票 2020 年 4 月 30 日开市起被
实施“退市风险警示”，若公司 2020 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继续为负值，深圳证券交
易所有权决定暂停公司股票上市交易。

2、 截至 2019 年末， 公司商誉金额 22.62 亿元， 本年计提商誉减值准备金额
11.90 亿元， 累计计提商誉减值准备金额 21.37 亿元， 累计商誉减值计提比例为
94.47%。

（1）公司 2019 年主要对苏州富强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州富强”）、苏州
硕诺尔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硕诺尔”）、南京德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南京德乐”）等公司相关商誉计提商誉减值准备 11.90 亿元，请公司结合前述 3
家公司最近两年经营财务情况，说明计提商誉减值的依据、主要测算参数和减值测
试过程，商誉减值准备计提是否充分、谨慎，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公司
是否利用资产减值进行财务“大洗澡”。 请评估机构、年审会计师核查发表意见。

答复：
（1）苏州富强 2018 年度和 2019 年度经营财务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名称 2018 年度 2019 年度

营业收入 191,706.15 107,608.26
营业成本 103,578.64 65,814.02
利润总额 44,711.05 -26,056.73
净利润 37,608.24 -23,643.45

硕诺尔 2018 年度和 2019 年度经营财务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名称 2018 年度 2019 年度

营业收入 15,330.30 12,909.77
营业成本 10,914.72 12,048.03
利润总额 1,599.62 -3,140.70
净利润 1,438.46 -2,336.96

南京德乐 2018 年度和 2019 年度经营财务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名称 2018 年度 2019 年度

营业收入 1,008,375.52 665,621.66
营业成本 979,994.30 658,534.20
利润总额 10,125.54 -16,516.86
净利润 7,509.79 -12,497.54

（2）计提商誉减值依据：
根据《会计监管风险提示第 8 号———商誉减值》，与商誉减值相关的前述特定减

值迹象包括但不限于：（1）现金流或经营利润持续恶化或明显低于形成商誉时的预
期，特别是被收购方未实现承诺的业绩；（2）所处行业产能过剩，相关产业政策、产
品与服务的市场状况或市场竞争程度发生明显不利变化；（3）相关业务技术壁垒较
低或技术快速进步，产品与服务易被模仿或已升级换代，盈利现状难以维持；（4）核
心团队发生明显不利变化，且短期内难以恢复；（5）与特定行政许可、特许经营资
格、特定合同项目等资质存在密切关联的商誉，相关资质的市场惯例已发生变化，
如放开经营资质的行政许可、特许经营或特定合同到期无法接续等；（6）客观环境
的变化导致市场投资报酬率在当期已经明显提高，且没有证据表明短期内会下降；
（7）经营所处国家或地区的风险突出，如面临外汇管制、恶性通货膨胀、宏观经济恶
化等。

① 苏州富强科技有限公司
2019 年受经济下滑不利影响，同时受到母公司集团资金面紧张影响，苏州富强

重要客户考虑自身供应链安全性，对苏州富强订单收紧，订单减少，收入下降较大；
2019 年苏州富强对客户结构进行调整，高毛利率客户订单量下滑的同时，增加低毛
利率客户的订单，客户结构发生明显变化并且预期短期内难以扭转，同时受到人
工、材料价格上升的影响，毛利率下降。 由于客户减少、订单流失且具有持久性，苏
州富强持续生产经营受到较大影响。 由上述经营财务情况，苏州富强 2019 年收入
下降 43.87%，毛利率下降 7.13%。

商誉减值测试过程如下：
项目 金额（万元）

资产组账面价值① 5,084.07
商誉账面价值② 67,728.17
未确认的关于少数股东权益的商誉价值③ 0.00
包含整体商誉的资产组账面价值④=①+②+③ 72,812.24
包含商誉的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的可收回金额⑤ 8,472.00
减值损失⑥=④-⑤ 64,340.24
以前年度已计提的商誉减值准备⑦ 0.00
归属于公司本年度应确认的商誉减值损失⑧=(⑥-⑦) 64,340.24

苏州富强的折现率（13.8%）主要通过参照国家近五年发行的中长期国债利率
的平均水平，按照十年期以上国债利率平均水平确定无风险收益率 rf 的近似，本次
商誉减值测试根据同花顺 iFinD 查询信息，以我国 10 年期国债在评估基准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的到期年收益率为 3.14%作为无风险收益率；ERP 为市场风险溢价，
即通常指股市指数平均收益率超过平均无风险收益率（通常指长期国债收益率）的
部分，本次商誉减值测试的风险溢价采用美国成熟市场的风险溢价进行调整确定，
在美国股票市场风险溢价和中国股票市场违约贴息数据的基础上，计算得到评估
基准日中国市场风险溢价为 7.29%；取沪深同类可比上市公司股票，以评估基准日

前 60� 个月的市场价格测算估计，得到可比公司股票的历史市场平均风险系数
βx，并通过调整得出权益资本预期风险系数 βe。 通过以上参数使用资本资产定
价模型计算权益资本成本 re。 使用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基础利率
和可比上市公司适用税率的众数确定税后付息债务利率 rd，资本结构按照同行业
资本结构平均值，采用资本加权平均成本模型（WACC）计算税后折现率，再折算税
前折现率，折现率的计算具备合理性。

属于减值迹象：（1）现金流或经营利润持续恶化或明显低于形成商誉时的预期
（2）所处行业产能过剩，相关产业政策、产品与服务的市场状况或市场竞争程度发
生明显不利变化。

② 南京德乐科技有限公司
2019 年受手机市场区域扁平化以及处于 4G 至 5G 的窗口期的影响， 消费者的

购机时间被延长，导致近几年手机市场陷入了一个销量持续下滑的低迷阶段。 按照
IDC 统计的数据，2019 年手机市场销量持续下滑，而智能手机行业 3、4G 通信技术

带来的红利也已经消失殆尽，5G 基站铺设和信号覆盖速度慢,电商平台带来的冲击
使渠道商盈利能力进一步被压缩，南京德乐所处行业持续面临产能过剩的局面。 随
着国家工信部要求电信运行商取消结算补贴、降低运营成本，相关产业政策、产品
与服务的市场状况或市场竞争程度发生明显不利变化，南京德乐出现亏损。 在电商
平台价格的持续冲击下，公司为了保证一定的市场份额，采取短平快的销售方式，
选择流速快风险小但毛利率低的产品。 线下渠道毛利预计将持续降低，预计未来盈
利能力持续下降的趋势难以扭转。 由上述经营财务情况， 南京德乐 2019 年收入下
降 33.99%，毛利率下降 1.75%。

商誉减值测试过程如下：
项目 金额（万元）

资产组账面价值① 4,670.78
商誉账面价值② 33,578.60
未确认的关于少数股东权益的商誉价值③ 0.00
包含整体商誉的资产组账面价值④=①+②+③ 38,249.38
包含商誉的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的可收回金额⑤ 4,900.00
减值损失⑥=④-⑤ 33,349.38
以前年度已计提的商誉减值准备⑦ 16,334.41
归属于公司本年度应确认的商誉减值损失⑧=(⑥-⑦) 17,014.97

南京德乐的折现率（13.3%）主要通过参照国家近五年发行的中长期国债利率
的平均水平，按照十年期以上国债利率平均水平确定无风险收益率 rf 的近似，本次
商誉减值测试根据同花顺 iFinD 查询信息，以我国 10 年期国债在评估基准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的到期年收益率为 3.14%作为无风险收益率；ERP 为市场风险溢价，
即通常指股市指数平均收益率超过平均无风险收益率（通常指长期国债收益率）的
部分，本次商誉减值测试的风险溢价采用美国成熟市场的风险溢价进行调整确定，
在美国股票市场风险溢价和中国股票市场违约贴息数据的基础上，计算得到评估
基准日中国市场风险溢价为 7.29%；取沪深同类可比上市公司股票，以评估基准日
前 60� 个月的市场价格测算估计，得到可比公司股票的历史市场平均风险系数
βx，并通过调整得出权益资本预期风险系数 βe。 通过以上参数使用资本资产定
价模型计算权益资本成本 re。 使用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基础利率
和可比上市公司适用税率的众数确定税后付息债务利率 rd，资本结构按照同行业
资本结构平均值，采用资本加权平均成本模型（WACC）计算税后折现率，再折算税
前折现率，折现率的计算具备合理性。

属于减值迹象：（1） 现金流或经营利润持续恶化或明显低于形成商誉时的预
期；（2）所处行业产能过剩，相关产业政策、产品与服务的市场状况或市场竞争程度
发生明显不利变化。

③ 苏州硕诺尔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2019 年以来，受到全球经济下行压力影响，设备开发市场呈观望、疲弱状态及

设备厂商的内部竞争的加剧，价格竞争严重，毛利率大幅下降。 苏州硕诺尔自动化
设备有限公司主要客户为苹果配套供应商， 由于美国苹果市场下滑严重及其他大
环境变化，造成配套供应商（硕诺尔的客户）减少或取消设备订单。 同时 2019 年硕
诺尔技术更新不及时，高新技术企业资格未能延续，预计税负率将上升，未来现金
流入预计将大幅下降。 由上述经营财务情况，硕诺尔 2019 年收入下降 15.79%，毛利
率下降 22.13%。

商誉减值测试过程如下：
项目 金额（万元）

资产组账面价值① 98.28
商誉账面价值② 39,552.25
未确认的关于少数股东权益的商誉价值③ 0.00
包含整体商誉的资产组账面价值④=①+②+③ 39,650.53
包含商誉的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的可收回金额⑤ 216.01
减值损失⑥=④-⑤ 39,434.52
以前年度已计提的商誉减值准备⑦ 14,949.23
归属于公司本年度应确认的商誉减值损失⑧=(⑥-⑦) 24,485.29

硕诺尔的折现率（15.2%）主要通过参照国家近五年发行的中长期国债利率的
平均水平，按照十年期以上国债利率平均水平确定无风险收益率 rf 的近似，本次商
誉减值测试根据同花顺 iFinD 查询信息，以我国 10 年期国债在评估基准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的到期年收益率为 3.14%作为无风险收益率；ERP 为市场风险溢价，即
通常指股市指数平均收益率超过平均无风险收益率（通常指长期国债收益率）的部
分，本次商誉减值测试的风险溢价采用美国成熟市场的风险溢价进行调整确定，在
美国股票市场风险溢价和中国股票市场违约贴息数据的基础上， 计算得到评估基
准日中国市场风险溢价为 7.29%；取沪深同类可比上市公司股票，以评估基准日前
60� 个月的市场价格测算估计，得到可比公司股票的历史市场平均风险系数 βx，并
通过调整得出权益资本预期风险系数 βe。 通过以上参数使用资本资产定价模型计
算权益资本成本 re。 使用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基础利率和可比上
市公司适用税率的众数确定税后付息债务利率 rd， 资本结构按照同行业资本结构
平均值，采用资本加权平均成本模型（WACC）计算税后折现率，再折算税前折现
率，折现率的计算具备合理性。

属于减值迹象：（1）现金流或经营利润持续恶化或明显低于形成商誉时的预
期，特别是被收购方未实现承诺的业绩（2）所处行业产能过剩，相关产业政策、产品
与服务的市场状况或市场竞争程度发生明显不利变化。

（3）主要测算参数：

单位
关键参数

预测期 预测期增长率 稳定期
增长率 利润率 折现率

苏州富强科技有限
公司 2020-2024 年

2020-2024 年分别
为 -53.7%、20%、
20%、15%、15%

0%

2020-2024 年分
别为 1.59%、
0.17%、2.10%、
3.26%、3.81%

13.80%

南京德乐科技有限
公司 2020-2024 年

2020 -2024 年 分 别
为 18% 、5.1% 、
5.1%、5.0%、5.1%

0%

2020-2024 年 分
别 为 0.18% 、
1.17% 、2.14% 、
3.11%、3.13%

13.30%

苏州硕诺尔自动化
设备有限公司 2020-2024 年

2020 -2024 年 分 别
为 -25.8% 、10% 、
10%、10%、5%

0%

2020-2024 年 分
别 为 2.14% 、
5.83% 、7.30% 、
7.42%、7.48%

15.20%

（4）减值测试过程：
公司每年年末对商誉进行减值测试，具体方法如下：
在对包含商誉的相关资产组或者资产组组合进行减值测试时， 如与商誉相关

的资产组或者资产组组合存在减值迹象的， 首先对不包含商誉的资产组或者资产
组组合进行减值测试，计算可收回金额，并与相关账面价值相比较，确认相应的资
产减值损失。 然后，再对包含商誉的资产组或者资产组组合进行减值测试，比较这
些相关资产组或者资产组组合的账面价值 (包括所分摊的商誉的账面价值部分)与
其可收回金额，如相关资产组或者资产组组合的可收回金额低于其账面价值的，应
当就其差额确认商誉减值损失。

2019 年末，公司对资产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可收回金额）分别利用了
中威正信（北京）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于 2020 年 3 月 26 日出具的“中威正信评报字
（2020） 第 11005 号”《苏州胜利精密制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进行商誉减值测试所
涉及的苏州富强科技有限公司资产组可回收价值资产评估报告》 的评估结果、于
2020 年 3 月 26 日出具的“中威正信评报字（2020）第 11002 号”《苏州胜利精密制造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进行商誉减值测试所涉及的南京德乐科技有限公司资产组可
回收价值资产评估报告》的评估结果、于 2020 年 3 月 16 日出具的“中威正信评报字
（2020） 第 11004 号”《苏州胜利精密制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进行商誉减值测试所
涉及的苏州硕诺尔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资产组价值资产评估报告》的评估结果。

经减值测算，2019 年度，苏州富强科技有限公司需计提商誉减值准备 64,340.24
万元，南京德乐科技有限公司需计提商誉减值准备 17,014.97 万元，苏州硕诺尔自
动化设备有限公司需计提商誉减值准备 24,485.29 万元。

公司聘请具有相关资质的评估机构进行商誉减值测试评估， 评估机构派出的
人员都是资产评估师，且从业经验丰富，与公司无关联关系，能保持应有的客观性
和独立性。 综上所述商誉减值准备计提是充分、谨慎的，是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
规定，公司未利用资产减值进行财务“大洗澡”。

经核查，评估师发表专项意见，认为：上市公司已对计提商誉减值的主要测算
参数进行了说明，上市公司对于相关商誉及相关资产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预测
具备合理性，商誉及相关资产组在评估基准日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的估算符
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具体内容详见中威正信（北京）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关于
对苏州胜利精密制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报的问询函相关问题回复的核查
意见》。

经核查，审计师认为公司商誉减值准备计提是充分、谨慎的，是符合《企业会计
准则》的规定，公司未利用资产减值进行财务“大洗澡”，具体内容详见天衡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关于苏州胜利精密制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报的
问询函专项核查说明》天衡专字（2020）01185 号。

（2）2019 年末， 公司 22.62 亿元商誉账面原值是由苏州富强等 7 家公司相关商
誉组成，公司对前述商誉已累计计提 94.47%的商誉减值。请公司说明对商誉已基本
全部计提减值的原因及合理性，与行业可比公司是否存在较大差异，说明公司出现
投资风险的主要原因，公司董事会前期投资决策是否勤勉尽责，投资相关资金是否
直接或者间接流入公司关联方。 请独立董事、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答复：
（1）商誉计提减值的原因及合理性
2018 年度，公司对苏州市智诚光学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智诚光学”）和苏

州捷力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州捷力”）全额计提商誉减值准备，具体
如下：

①苏州市智诚光学科技有限公司
减值原因：随着 3D 手机玻璃盖板市场的到来，导致前期 2D 或 2.5D 手机玻璃

盖板的市场受到极大的压缩，并且因手机玻璃盖板市场的无序竞争和盲目扩产能，
导致 2D 和 2.5D 手机玻璃盖板的市场毛利大幅降低。 智诚光学因前期产能布局太

大，投资很高导致固定成本基数很大，从而导致损益平衡点很高，加之近年来市场
价格持续走低，订单也在持续下滑，预计未来也不容乐观。

经减值测算，截止 2018 年度，智诚光学需计提商誉减值准备 9,638.36 万元。
②苏州捷力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
减值原因： 隔膜市场经历了 2018 年初的萧条和年中的回暖以及随之而来的短

期剧烈震动，在 2018 年底基本完成了行业洗牌，整个市场逐渐趋于理性，供需基本
达到平衡。 由于国内的隔膜行业在前期确实属于高毛利高利润行业，继而引起国内
资本大量涌入， 随着新能源汽车补贴的细则调整， 以及市场经过洗牌后的逐渐理
性，之前的高盈利高业绩预期无法达到，且 2018 年度苏州捷力对赌并未能完成，出
现减值迹象。

经减值测算，截止 2018 年度，苏州捷力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需计提商誉减值准
备 49,888.68 万元。

2019 年度，公司对苏州富强、硕诺尔、南京德乐、JOT� AUTOMATION� OY�（以
下简称“JOT”）和福清福捷塑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清福捷”）计提了商誉减值
准备，具体如下：

① 苏州富强科技有限公司
2019 年受经济下滑不利影响，同时受到母公司集团资金面紧张影响，苏州富强

重要客户考虑自身供应链安全性，对苏州富强订单收紧，订单减少，收入下降较大；
2019 年苏州富强对客户结构进行调整，高毛利率客户订单量下滑的同时，增加低毛
利率客户的订单， 客户结构发生明显变化并且预期短期内难以扭转， 同时受到人
工、材料价格上升的影响，毛利率下降。 由于客户减少、订单流失且具有持久性，苏
州富强持续生产经营受到较大影响，商誉减值迹象明显。

②苏州硕诺尔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2019 年以来，受到全球经济下行压力影响，设备开发市场呈观望、疲弱状态及

设备厂商的内部竞争的加剧，价格竞争严重，毛利率大幅下降。 苏州硕诺尔自动化
设备有限公司主要客户为苹果配套供应商， 由于美国苹果市场下滑严重及其他大
环境变化，造成配套供应商（硕诺尔的客户）减少或取消设备订单。 同时 2019 年硕
诺尔技术更新不及时，高新技术企业资格未能延续，预计税负率将上升，未来现金
流入预计将大幅下降，商誉减值迹象明显。

③南京德乐科技有限公司
2019 年受手机市场区域扁平化以及处于 4G 至 5G 的窗口期的影响， 消费者的

购机时间被延长，导致近几年手机市场陷入了一个销量持续下滑的低迷阶段。 按照
IDC 统计的数据，2019 年手机市场销量持续下滑，而智能手机行业 3、4G 通信技术

带来的红利也已经消失殆尽，5G 基站铺设和信号覆盖速度慢 , 电商平台带来的冲
击， 使渠道商盈利能力进一步被压缩， 南京德乐所处行业持续面临产能过剩的局
面。 随着国家工信部要求电信运行商取消结算补贴、降低运营成本，相关产业政策、
产品与服务的市场状况或市场竞争程度发生明显不利变化，南京德乐出现亏损。 在
电商平台价格的持续冲击下，公司为了保证一定的市场份额，采取短平快的销售方
式，选择流速快风险小但毛利率低的产品。 线下渠道毛利预计将持续降低，预计未
来盈利能力持续下降的趋势难以扭转。 商誉减值迹象明显。

④JOT� AUTOMATION� OY
2019 年以来，由于关键客户正在减少资本支出投资，在 2019� 年上半年取消和

推迟了 3 个大型手机相关的项目，导致 JOT 营业收入大幅下降。 JOT 对大客户的依
赖度较高，虽然继续拓展新客户，但收入稳定性受到较大影响，又由于行业竞争的
加剧，价格持续下降趋势明显，在成本费用难以大幅降低的情况下，导致客户毛利
率持续下降、盈利能力降低的趋势难以短时间内扭转，预计未来经营情况将持续恶
化，商誉存在明显的减值迹象。

⑤福清福捷塑胶有限公司
2019 年以来最大客户受到国际贸易形势的影响而将在东南亚国家设厂， 福清

福捷的主要客户情况预计将发生较大不利变化并且短期内预计无法通过开拓新客
户来填补，预计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大幅影响福清福捷业务的稳定性；由于产品
与服务的市场状况或市场竞争程度发生明显不利变化，商誉存在明显的减值迹象。

（2）同行业可比公司情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证券简称
营业收入 毛利率 净利润

2018 年 2019 年 变动率 2018 年 2019 年 变动率 2018 年 2019 年 变动率

苏州富强 191,706 107,608 -
43.87% 45.97% 38.84% -

15.51% 37,608 -23,643
-

162.87
%

硕诺尔 15,330 12,910 -
15.79% 28.80% 6.68% -

76.83% 1,438 -2,337
-

262.46
%

JOT 30,560 21,674 -
29.08% 36.13% 27.55% -

23.75% -5,634 -11,025 95.71%

万达信息 220,468 212,450 -3.64% 44.5% 22.86% -
48.62% 23,199 -139,732

-
702.32

%

天准科技 50,828 54,107 6.45% 49.17% 45.75% -6.96% 9,447 8,318 -
11.96%

（续）
单位：人民币万元

证券简称
营业收入 毛利率 净利润

2018 年 2019 年 变动率 2018 年 2019 年 变动率 2018 年 2019 年 变动率

南京德乐 1,008,376 665,622 -
33.99% 2.81% 1.06% -

62.17% 7,510 -12,498
-

266.42
%

苏宁易购 24,496 26,923 9.91% 15.00% 14.53% -3.14% 1,264 932 -
26.28%

ST 夏华 3,096 2,844 -8.16% 26.88% 23.52% -
12.49% 519 115 -

77.83%

（续）
单位：人民币万元

证券简称
营业收入 毛利率 净利润

2018 年 2019 年 变动率 2018 年 2019 年 变动率 2018 年 2019 年 变动率

福清福捷 85,318 90,144 5.66% 10.27% 12.48% 21.45% -393 375
-

195.34
%

凯中精密 166,973 202,357 21.19% 25.32% 22.42% -
11.42% 11,344 6,561 -

42.16%

春兴精工 493,283 726,165 47.21% 17.77% 10.20% -
42.63% 7,955 3,159 -

60.28%

由上表可知，受整体市场环境下行及行业竞争激烈的影响，同行业上市公司毛
利率及净利润均呈现不同程度下滑态势。

公司每年年末对商誉进行减值测试， 对苏州捷力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商誉减
值，公司利用了中威正信（北京）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于 2019 年 3 月 26 日出具的“中
威正信评报字（2019）第 11010 号”《苏州胜利精密制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进行商
誉减值测试所涉及的苏州捷力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资产组可回收价值资产评估报
告》的结果。2019 年末，公司聘请中威正信（北京）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中铭国际资产
评估（北京）有限责任公司和中水致远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其资产组预计未来现金
流量的现值（可收回金额）进行评估，并分别利用了中威正信（北京）资产评估有限
公司于 2020 年 3 月 26 日出具的“中威正信评报字（2020）第 11005 号”《苏州胜利精
密制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进行商誉减值测试所涉及的苏州富强科技有限公司资
产组可回收价值资产评估报告》的评估结果、于 2020 年 3 月 26 日出具的“中威正信
评报字（2020）第 11002 号”《苏州胜利精密制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进行商誉减值
测试所涉及的南京德乐科技有限公司资产组可回收价值资产评估报告》 的评估结
果、于 2020 年 3 月 16 日出具的“中威正信评报字（2020）第 11004 号”《苏州胜利精
密制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进行商誉减值测试所涉及的苏州硕诺尔自动化设备有
限公司资产组价值资产评估报告》的评估结果，中铭国际资产评估（北京）有限责任
公司于 2020 年 3 月 31 日出具的“中铭评报字[2020]第 4005 号”《苏州胜利精密制造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减值测试事宜涉及的该公司并购福清福捷塑胶有限公司结构体
制造业务所形成的含商誉资产组的可收回金额》的评估结果、和中水致远资产评估
有限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20 日出具的“中水致远评报字[2020]第 020046 号”《苏州胜
利精密制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并购 JOT� AUTOMATION� OY� 所涉及的以财务报
告为目的的商誉减值测试项目资产评估报告》的评估结果。

经减值测算，商誉累计计提 21.37 亿元，累计计提 94.47%的商誉减值。
公司聘请具有相关资质的评估机构进行评估， 参与评估的资产评估师从业经

验丰富，与公司无关联关系，能保持应有的客观性和独立性。 综上所述公司对商誉
已基本全部计提减值的原因合理，与行业可比公司不存在较大差异。

（3）受外部经济环境增速放缓，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推动，新技术、新工艺的迭
代更新导致行业竞争的加剧， 客户需求的不断变化带来的市场竞争压力以及公司
原管理团队管理水平相对滞后未累计技术优势， 不能快速适应行业和市场的变化
的影响，标的公司出现业绩大幅下滑的情况，经营状况不断恶化。

公司按公司章程、 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等一系列公司内部规定和相关法律法规
的要求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其中，智诚光学、苏州富强以及南京德乐股权收购
事项均以重大资产重组的方式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后实施完成； 苏州捷力、 福清福
捷、JOT� Automation� Oy 和硕诺尔股权收购事项经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后实施完成，相关投资决策过程经过了公司内部充分的可行性分析、讨论和审核，
同时为进一步保障相关投资事项进行了充分严谨地论证， 公司亦聘请中介机构出
具相关专项报告，前期相关投资决策的做出是审慎的且符合公司前期“围绕产业链
深化整合、升级原有主业”的整体战略思路。 此外，投资协议对被投资企业的成长收
益、业绩承诺及退出均作了合理的安排和约定。 综上所述，前期投资决策是勤勉尽
责的。

经公司核查，投资相关资金不存在直接或者间接流入公司关联方的情况。
独立董事经核查，并发表意见如下：
我们认为，公司对商誉已基本全部计提减值的原因合理，与行业可比公司不存

在较大差异，董事会对前期投资决策已履行勤勉尽责义务，投资相关资金未直接或
者间接流入公司关联方。

经核查，年审会计师认为，公司对商誉已基本全部计提减值的原因合理，与行
业可比公司不存在较大差异，具体内容详见天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关
于苏州胜利精密制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报的问询函专项核查说明》 天衡
专字（2020）01185 号。

（3）请说明公司是否有效管控前述 7 家公司，7 家公司是否存在“失控”风险，以
及公司对 7 家公司下一步经营计划。

答复：
前述智诚光学、苏州富强、福清福捷、苏州捷力、南京德乐、硕诺尔和 JOT 等 7

家标的公司（以下简称：“标的公司”）被收购后，公司积极主动采取相关措施将标的
公司纳入上市公司体系，从业务管控、团队维护建设及业绩考核等方面进行全方位
的把控，不存在“失控”风险，具体如下：

（1）业务管理和内部控制：公司要求标的公司参照上市公司统一的标准进行管
理，公司内审部定期进行检查；参与标的公司重点项目的立项决策过程，在项目实

施过程中， 进行阶段性审核和项目方向的把控， 确保业务布局与公司整体战略相
符；利用公司资源为标的公司的业务开展提供资金、产品销售、品牌营销等相关支
持。

（2）团队维护建设及业绩考核：为保障标的公司业务的稳定性和延续性，公司
保留标的公司相对独立运营，由标的公司原管理团队负责其日常经营管理工作，防
止收购后核心人员流失对标的公司业务带来不利影响；与此同时，公司亦积极培养
标的公司核心人才的后备力量，建立多层次、多梯度的人才队伍，防止对原管理团
队形成重大依赖。 考虑到标的公司原主要股东同时为标的公司主要经营管理者，公
司亦与原股东签署业绩承诺协议，对其进行业绩考核，若业绩不达标，原股东将对
公司进行补偿，有效约束了原股东，绑定双方利益。

受转型过程中的资产并购扩张过快、 资本市场去杠杆以及标的公司业绩持续
下滑等因素影响，公司为了降低影响迅速调整战略方向，聚焦智能制造和移动终端
产品核心主业，加速收缩非战略性业务，剥离低效资产，其中福清福捷、苏州捷力、
硕诺尔的股权已陆续对外出售； 南京德乐出售事项已初步完成主要协议和中介报
告，详见第 11 问。

3、2020 年 4 月 28 日，因公司全资子公司苏州智诚光学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智诚光学”）相关事项影响，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
追溯调整的议案》，对公司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相关财务数据，分别调减
公司 2016 年、2017 年、2018 年净利润 3.12 亿元、2.98 亿元、0.80 亿元。

（1）请公司结合相应事项背景，说明进行会计差错更正的原因及合理性，并以
列表形式说明会计差错更正主要财务报表科目的影响金额和影响原因。

答复：
智诚光学开具增值税发票未交给相关客户，并虚假销售材料，导致收入不实，

往来不符；部分材料未入账，导致年末存货盘点不符，供应商往来核对不符，成本不
实，根据《会计准则第 28 号 - 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制规则第 19 号—财务信息的更正及
相关披露》等相关规定，公司对相关会计差错进行更正，并由天衡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出具天衡专字（2020）00832 号专项说明审核报告，主要科目财报科目
影响如下：

（一）对 2016 年度合并财务报表的影响
单位：人民币元

受影响
的各个
比较期
间报表
项目名

称

追溯前金额 追溯后金额 变动金额 变动原因

应收账
款

2,651,545,9
81.68

2,518,260,58
7.73

-
133,285,393.9

5

公司开具增值税发票未交给相关客户调减应
收账款 96,502,660.00 元，公司虚假销售材料调
减应收账款 37,452,509.80 元，按照账龄分析法
重新计算调减应收账款坏账准备 669,775.85
元

存货 1,568,505,5
79.57

1,497,193,98
0.30

-
71,311,599.27

存货调整减少 71,311,599.27 元， 主要原因为：
公 司 采 购 原 材 料 未 入 账 ， 调 增 存 货
26,986,691.12 元 ，重新计算 2016 年成本 ，调减
存货 98,298,290.39 元

其他流
动资产

372,683,33
8.46

391,244,362.
30 18,561,023.84 其他流动资产调整增加 18,561,023.84 元，主要

原因为：税金调整后重分类

商誉 1,656,680,0
94.27

1,560,296,45
9.85

-
96,383,634.42

商誉调整减少 96,383,634.42 元， 主要原因为：
智诚光学经过追溯调整后，对其资产组进行重
新计量，并计提相应商誉减值准备

递延所
得税资

产

98,372,902.
57

94,432,730.6
7 -3,940,171.90

递延所得税资产调整减少 3,940,171.90 元 ，主
要原因为 ：智诚光学追溯调整后 ，预计无法弥
补亏损，因此转回前期确认的递延所得税资产

应付账
款

1,437,749,8
80.71

1,464,736,57
1.83 26,986,691.12

应付账款调整增加 26,986,691.12 元，主要原因
为 ： 公司采购原材料未入账 ， 调增应付账款
26,986,691.12 元

应交税
费

73,950,665.
99

72,581,653.3
8 -1,369,012.61

应交税费调整减少 1,369,012.61 元， 主要原因
为： 公司开具增值税发票未交给相关客户 ，调
减应交税费 14,021,753.91 元；公司虚假销售材
料，调减应交税费 5,908,282.54 元；重分类至其
他流动资产调增应交税费 18,561,023.84 元

盈余公
积

76,031,783.
16

72,099,109.9
8 -3,932,673.18

盈余公积调整减少 3,932,673.18 元， 主要原因
为：根据调整后的净利润重新计算计提法定盈
余公积所致

未分配
利润

1,077,473,2
98.16

769,428,517.
13

-
308,044,781.0

3

盈余公积调整减少 3,932,673.18 元， 主要原因
为：根据调整后的净利润重新计算计提法定盈
余公积所致

营业收
入

13,476,864,
737.29

13,302,339,6
53.50

-
174,525,083.7

9

营业收入调整减少 174,525,083.79 元， 主要原
因为： 公司开具增值税发票未交给相关客户 ，
调减营业收入 82,480,906.09 元；公司虚假销售
材料 ，调减营业收入 31,544,227.26 元 ；公司走
账销售，调减营业收入 60,499,950.44 元

营业成
本

11,995,043,
383.28

12,032,841,7
23.23 37,798,339.95

营业成本调整增加 37,798,339.95 元，主要原因
为 ： 公 司 走 账 采 购 ， 调 减 营 业 成 本
60,499,950.44 元 ；重新计算 2016 年成本 ，调增
营业成本 98,298,290.39 元

资产减
值损失 630,791.30 96,344,649.8

7 95,713,858.57

资产减值损失调整增加 95,713,858.57 元，主要
原因为 ：计提商誉减值准备 ，调增资产减值损
失 96,383,634.42 元；按照账龄分析法重新计算
应 收 账 款 坏 账 准 备 ， 调 减 资 产 减 值 损 失
669,775.85 元

所得税
费用

95,794,097.
52

99,734,269.4
2 3,940,171.90

所得税费用调整增加 3,940,171.90 元， 主要原
因为 ：智诚光学追溯调整后 ，预计无法弥补亏
损，因此调增递延所得税费用

归属于
母公司
所有者
的净利

润

429,421,05
7.66

117,443,603.
45

-
311,977,454.2

1

（二）对 2017 年度合并财务报表的影响
单位：人民币元

受影响
的各个
比较期
间报表
项目名

称

追溯前金额 追溯后金额 变动金额 变动原因

应收账
款

3,144,062,9
76.16

2,863,006,72
0.25

-
281,056,255.9
1

公司开具增值税发票未交给相关客户调减应
收账款 229,189,604.89 元，公司虚假销售材料
调减应收账款 82,545,746.00 元，按照账龄分析
法重新计算调减应收账款坏账准备
1,412,343.00 元；同名相抵，调增应收账款
29,266,751.98 元

预付款
项

901,702,01
4.68

884,160,729.
81

-
17,541,284.87 同名相抵调减预付账款导致

存货 1,871,684,1
53.53

1,691,399,38
2.46

-
180,284,771.0
7

公司采购原材料未入账，调增存货
64,974,287.14 元，重新计算成本，调减存货
245,259,058.21 元

其他流
动资产

438,695,68
5.37

480,205,721.
28 41,510,035.91 税金调整后重分类

商誉 1,390,422,6
39.55

1,294,039,00
5.13

-
96,383,634.42

智诚光学经过追溯调整后，对其资产组进行重
新计量，并于 2016 年度追溯计提相应商誉减
值准备

递延所
得税资
产

154,835,24
7.66

151,052,595.
59 -3,782,652.07 智诚光学追溯调整后，预计无法弥补亏损，因

此转回前期确认的递延所得税资产

应付票
据及应
付账款

2,384,126,6
59.22

2,460,774,22
9.01 76,647,569.79

公司采购原材料未入账，调增应付账款
64,922,102.68 元，同名相抵调增应付账款
11,725,467.11 元

应交税
费

159,517,07
5.63

155,265,766.
55 -4,251,309.08

公司开具增值税发票未交给相关客户，调减应
交税费 33,301,053.77 元；公司虚假销售材料，
调减应交税费 12,460,291.22 元；重分类至其他
流动资产调增应交税费 41,510,035.91 元

盈余公
积

107,388,69
5.32

84,129,911.7
0

-
23,258,783.62

根据调整后的净利润重新计算计提法定盈余
公积所致

未分配
利润

1,405,735,9
35.43

819,059,895.
91

-
586,676,039.5
2

对收入成本等科目核算方面的会计差错予以
更正所致

营业收
入

15,913,108,
526.21

15,761,159,6
53.66

-
151,948,872.5
5

公司开具增值税发票未交给相关客户，调减营
业收入 113,407,645.03 元；公司虚假销售材料，
调减营业收入 38,541,227.52 元；

营业成
本

14,203,047,
301.14

14,349,955,8
84.50

146,908,583.3
6

重新计算 2017 年成本，调增营业成本
146,908,583.36 元

资产减
值损失

324,358,72
5.89

323,616,158.
74 -742,567.15 按照账龄分析法重新计算应收账款坏账准备，

调减资产减值损失 742,567.15 元

所得税
费用

169,862,80
3.36

169,705,283.
53 -157,519.83 智诚光学追溯调整后，预计无法弥补亏损，因

此调增递延所得税费用

归属于
母公司
股东的
净利润

462,257,80
1.50

164,300,432.
57

-
297,957,368.9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