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接 C113 版 )

（三）对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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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票
据 及 应
收账款

4,475,868,2
92.84

4,061,971,69
9.61

-
413,896,593.2

3

公司开具增值税发票未交给相关客户调减应
收账款 328,679,097.35 元，公司虚假销售材料
调减应收账款 111,151,385.42 元，按照账龄分
析法重新计算调减应收账款坏账准备
48,781,967.35 元；同名相抵，调减应收账款
22,848,077.81 元

预 付 款
项

1,129,730,7
11.63

1,123,456,27
7.03 -6,274,434.60 同名相抵调减预付账款导致

存货 2,604,962,1
94.41

2,383,662,83
6.79

-
221,299,357.6

2

主要原因为：公司采购原材料未入账，调增存
货 112,500,761.81 元，重新计算成本，调减存货
291,352,936.69 元。 公司计提存货跌价，调增
存货跌价准备 42,447,182.74 元

其 他 流
动资产

362,603,20
1.82

426,040,129.
09 63,436,927.27 税金调整后重分类

递 延 所
得 税 资
产

269,415,17
3.14

233,641,706.
61

-
35,773,466.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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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71,433,9
05.88

3,947,484,83
6.00 76,050,930.12

公司采购原材料未入账，调增应付账款
112,495,884.82 元。 公司调整跨期成本调减应
付账款 7,322,442.29，同名相抵调减应付账款
29,122,512.41 元

应 交 税
费

105,717,30
5.76

105,636,790.
40 -80,515.36

公司开具增值税发票未交给相关客户，调减应
交税费 47,111,545.95 元；公司虚假销售材料，
调减应交税费 16,405,896.68 元；重分类至其他
流动资产调增应交税费 63,436,92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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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9,775,16
4.98

-
86,743,390.8

7

-
666,518,555.8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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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389,895,
494.10

17,279,428,6
37.03

-
110,466,857.0

7

公司开具增值税发票未交给相关客户，调减营
业收入 85,806,823.10 元；公司虚假销售材料，
调减营业收入 24,660,033.97 元。

营 业 成
本

15,647,506,
185.97

15,686,277,6
22.16 38,771,436.19

主要原因为公司重新计算成本，调增营业成本
46,093,878.48 元，调整跨期成本，调减营业成
本 7,322,442.29 元

资 产 减
值损失

1,029,472,8
51.66

928,166,775.
63

-
101,306,076.0

3

计提商誉减值准备追溯至 2016 年度，调减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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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369,624.35 元，公司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调增资产减值损失 42,447,182.74 元

所 得 税
费用

-
1,072,842.2

4

30,837,456.8
6 31,910,29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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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722,715,23

8.88

-
802,557,755.

21

-
79,842,516.33

（四）对 2016 年度母公司财务报表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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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 期 股
权投资

5,202,298,5
27.30

4,970,462,88
0.79

-
231,835,646.5

1

智诚光学追溯调整后，对智诚光学股权价值重
新计量，计提减值准备

递 延 所
得 税 资
产

2,309,721.8
9

37,085,068.8
7 34,775,346.98 计提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后，确认相应的递

延所得税资产

盈 余 公
积

76,031,783.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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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7,637,87
2.11

114,510,245.
76

-
193,127,626.3

5

计提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后，对留存收益的
影响

资 产 减
值损失

32,045,434.
86

263,881,081.
37

231,835,646.5
1

智诚光学追溯调整后，对智诚光学股权价值重
新计量，计提资产减值损失

所 得 税
费用

12,336,241.
12

-
22,439,105.8

6

-
34,775,346.98

计提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后，确认相应的递
延所得税费用

净利润 39,326,731.
82

-
157,733,567.

71

-
197,060,299.5

3

（五）对 2017 年度母公司财务报表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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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 期 股
权投资

5,914,628,4
51.62

5,455,426,79
9.90

-
459,201,651.7

2

智诚光学追溯调整后，对智诚光学股权价值重
新计量，计提减值准备

递 延 所
得 税 资
产

68,098,613.
90

136,978,861.
65 68,880,247.75 计提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后，确认相应的递

延所得税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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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7,211,82
9.47

120,149,209.
12

-
367,062,620.3

5

计提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后，对留存收益的
影响

资 产 减
值损失

448,624,02
3.89

675,990,029.
10

227,366,005.2
1

智诚光学追溯调整后，对智诚光学股权价值重
新计量，计提资产减值损失

所 得 税
费用

39,017,213.
20 4,912,312.43 -

34,104,900.77
计提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后，确认相应的递
延所得税费用。

净利润 313,569,12
1.59

120,308,017.
15

-
193,261,104.4

4

（六）对 2018 年度母公司财务报表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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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 期 股 权
投资

6,635,878,625.
67

5,984,625,646.
77

-
651,252,978.

90

智诚光学追溯调整后，对智诚光学股权
价值重新计量，计提减值准备

递 延 所 得
税资产 209,469,204.74 307,157,151.58 97,687,946.8

4
计提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后，确认相
应的递延所得税资产

盈余公积 107,388,695.32 84,129,911.70
-

23,258,783.6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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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06,543,307.43

-
836,849,555.87

-
530,306,248.

44

计提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后，对留存
收益的影响

资 产 减 值
损失 944,770,683.10 1,136,822,010.

28
192,051,327.

18
智诚光学追溯调整后，对智诚光学股权
价值重新计量，计提资产减值损失

所 得 税 费
用

-
132,213,332.92

-
161,021,032.01

-
28,807,699.0

9

计提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后，确认相
应的递延所得税费用

净利润 -
690,509,605.33

-
853,753,233.42

-
163,243,628.

09

（2）公司 2018 年、2019 年连续两年亏损，2017 年追溯调整后的净利润为 1.64 亿
元，请公司对 2017 年净利润构成进行分析，说明 2017 年追溯调整后净利润仍为正
值的原因及合理性，相关主要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公司是否
存在规避 2017 年至 2019 年连续 3 年亏损的情形。 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答复：
公司 2017 年度净利润构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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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收入 15,913,108,526.21 15,761,159,653.66 -151,948,872.55
营业成本 14,203,047,301.14 14,349,955,884.50 146,908,583.36
资产减值损失 324,358,725.89 323,616,158.74 -742,567.15
所得税费用 169,862,803.36 169,705,283.53 -157,519.83
归属于母公司股 东 的
净利润 462,257,801.50 164,300,432.57 -297,957,368.93

为真实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及公司会计
政策，对保留意见涉及事项进行了梳理、核实，并对其差异进行了追溯调整：

①营业收入调整减少 151,948,872.55 元，主要原因为：公司虚开增值税发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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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营业成本调整增加 146,908,583.36 元，主要原因为：重新计算 2017 年成本，
调增营业成本 146,908,583.36 元。

③资产减值损失调整减少 742,567.15 元，主要原因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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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④所得税费用调整减少 157,5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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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 2017 年其他业务经营正常，整体毛利 14.11 亿，扣除相关成本费用后营业
利润 0.26 亿；另公司确认苏州捷力业绩补偿 3.19 亿元，扣除完所得税费用后公司
净利润为 1.64 亿。

综上所述， 公司 2017 年追溯调整后净利润仍为正值， 相关主要会计处理符合
《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公司不存在规避 2017 年至 2019 年连续 3 年亏损的情形。

经核查，年审会计师认为，公司 2017 年追溯调整后净利润仍为正值，相关主要
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公司不存在规避 2017 年至 2019 年连续 3 年
亏损的情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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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业绩承诺方承诺智诚光学 2015 年、2016 年、2017 年净利润不低于 4,000 万
元、4,500 万元、5,500 万元，根据年审会计师出具的《关于苏州市智诚光学科技有限

公司 2015-2017 年度盈利预测实现情况更正的专项审核报告》， 更正后智诚光学业
绩承诺实现数分别为 4,163.27 万元、-15,819.39 万元、-23,700.94 万元，未实现承诺
业绩。

（1）请公司说明根据协议约定，智诚光学相应业绩承诺方应予以补偿的金额、
金额计算依据以及业绩补偿方式。 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发表意见。

答复：
根据《苏州胜利精密制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利润预测补

偿协议》,具体计算过程如下：
按照“累积计算补偿公式”（I）计算的当年应补偿金额如下：
当年应补偿金额（Y1）=[(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数 - 截至当期期末累

积实现净利润数)÷补偿期限内各年的承诺净利润数总和]×标的股权的交易价格
- 已补偿金额（在逐年补偿的情况下,各年计算的应补偿金额小于 0 时,按 0 取值,即
已经补偿的金额不冲回）=[((40,000,000� +� 45,000,000� +� 55,000,000)-� (41,632,700�
-� 158,193,900-� 237,009,400))� ÷（40,000,000� +� 45,000,000� +� 55,000,000）] ×
223,179,696� =� 786,820,974.73 元。

按照“当期计算补偿公式”（II）计算的当年应补偿金额如下：
2016 年当年应补偿金额（Y2）=[(当期承诺净利润数 - 当期实现净利润数)÷补

偿期限内各年的承诺净利润数总和 ]×标的股权的交易价格 = [45,000,000� -�
(-158,193,900)] ÷（40,000,000� +� 45,000,000� +� 55,000,000） × 223,179,696� =�
323,919,663.08 元。

2017 年当年应补偿金额（Y2）=[(当期承诺净利润数 - 当期实现净利润数)÷补
偿期限内各年的承诺净利润数总和 ]×标的股权的交易价格 = [55,000,000� -�
(-237,009,400)] ÷（40,000,000� +� 45,000,000� +� 55,000,000） ×223,179,696� =�
465,504,065.15 元。

2016、2017 合计补偿（Y2）789,423,728.23 元
应补偿金额 =Max（Y1,Y2）=� 789,423,728.23 元
业绩补偿方式：补偿义务发生时，首先以交易获得的胜利精密新增的股份进行

股份补偿，在按照约定履行股份补偿义务后仍不足弥补应补偿金额的，应当就差额
部分以现金方式向胜利精密进行补偿。

综上所述，公司根据协议约定正确计算了业绩补偿金额。
经核查，年审会计师认为，公司根据协议约定正确计算了业绩补偿金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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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公司结合业绩补偿履约保障情况，说明公司维护上市公司利益、收回相
应业绩补偿已采取和拟采取的措施，分析收回业绩补偿的可能性，并说明相关会计
处理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发表意见。

答复：
依据《苏州胜利精密制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利润预测补

偿协议》的约定，王汉仓、沈益平、桑海玲、桑海燕、陆祥元五人（以下简称：“业绩承
诺方”）对智诚公司负有业绩补偿义务，经初步计算，补偿金额为 7.89 亿元，业绩承
诺方应按照交易前各自的持股比例，对公司进行业绩补偿。

鉴于业绩补偿金额巨大，为切实维护上市公司、尤其是全体中小股东的利益，
公司将履行业绩补偿审议程序并及时披露相关进展情况， 积极与业绩承诺方保持
沟通，督促其按协议约定履行业绩补偿义务，尽快完成业绩补偿承诺，后续若业绩
承诺方未能足额支付业绩补偿款， 公司将委托律师事务所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等
方式向业绩承诺方收回业绩补偿款。

由于业绩补偿款的收回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出于谨慎性原则，将收到的业绩
补偿款确认为营业外收入，具体金额以审计结果为准。

综上所述，公司对相关业绩补偿的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经核查，年审会计师认为，公司对相关业绩补偿的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

则》的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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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公司说明对智诚光学进行整合管控的主要措施，智诚光学核心管理团队
是否稳定以及经营管理是否对个别人员存在重大依赖， 公司能否有效管控智诚光
学，是否存在子公司“失控”风险。 此外，请公司说明对智诚光学下一步经营计划。

答复：
2015 年，公司通过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对智诚光学 100%股权的收购，对其整合

管控主要采取以下措施：
（1）公司与智诚光学原股东王汉仓、沈益平、桑海玲、桑海燕、陆祥元五名自然

人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并明确对赌补偿条款，在业绩对赌期内由王汉仓等原管理
团队负责日常管理运营，实行总经理负责制，智诚光学之原股东王汉仓先生继续担
任智诚光学总经理职务，负责智诚光学的具体业务运营。

（2）公司要求子公司必须遵照上市公司治理标准，建立健全制度体系，同时公
司于 2016 年以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募集资金约 34 亿元，其中部分资金投入智能
终端大部件整合扩产项目，为智诚光学的业务开展提供资金、产品销售等资源的支
持。

（3）因业绩对赌期内，年度审计师对智诚光学的销售收入和存货的真实性、完
整性难以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并于 2018 年出具了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公
司于 2018 年 10 月 8 日对智诚光学作出了人事调整， 罢免了王汉仓总经理职务，王
汉仓不再负责智诚光学的业务和运营，并改选智诚光学董事、监事改选以及更换法
定代表人。

公司并购智诚光学后，要求智诚光学各部门各司其职并相互协作，不存在对个
别人员存在重大依赖的情形。 综上所述，业绩对赌期内，智诚光学的运营管理实行
的是总经理负责制，王汉仓总经理和其原核心团队相对稳定；对赌期后上市公司加
强管控，罢免总经理并重新调整子公司经营规模，因此，智诚光学的管控不属于“失
控”状态。 综合考量智诚光学的自身产投效益、资金状况和市场竞争能力等因素，公
司已逐步关停 2D 和 2.5D 盖板玻璃生产和研发，截至本报告日，生产经营基本处于
停产状态，未来将启动审议流程，对无效资产进行处置，具体可关注公司后续的相
关公告。

5、业绩承诺方承诺硕诺尔 2017 年、2018 年、2019 年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4,050 万
元、4,650 万元、5,250 万元，根据年审会计师出具的《关于苏州硕诺尔自动化设备有
限公司 2019 年度盈利预测实现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 硕诺尔业绩承诺实现数分
别为 4,536.44 万元、1,437.74 万元、-2,336.96 万元，未实现承诺业绩。

（1）年报显示，业绩承诺方应补偿金额为 2.64 亿元，2020 年已使用 1.44 亿元应
付未付股权款抵偿部分补偿金。 请公司说明前述应补偿金额的计算依据和业绩补
偿方式，说明相应金额确定是否符合协议约定，并说明用应付未付股权款进行部分
抵偿的具体情况。 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发表意见。

答复：
根据《苏州胜利精密制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利润预测补

偿协议》，业绩补偿具体如下：
（1）2018 年度应补偿金额：
按照“累积计算补偿公式”（I）计算的当年应补偿金额如下：
2018 年度应补偿金额（Y1）=[(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数 - 截至当期期

末累积实现净利润数)÷补偿期限内各年的承诺净利润数总和]×标的股权的交易
价格 - 已补偿金额（在逐年补偿的情况下,各年计算的应补偿金额小于 0 时 ,按 0 取
值 , 即已经补偿的金额不冲回）= [(40,500,000� +� 46,500,000)-� (45,354,000� � +�
14,377,420.38)� ÷（40,500,000� +� 46,500,000� +� 52,500,000）] ×485,772,300=�
94,955,704 元。

按照“当期计算补偿公式（II）计算的当年应补偿金额如下：
2018 年度应补偿金额（Y2）=[(当期承诺净利润数 - 当期实现净利润数)÷补偿

期 限 内 各 年 的 承 诺 净 利 润 数 总 和 ] × 标 的 股 权 的 交 易 价 格 =
（46,500,000-14,377,420.38） ÷（40,500,000� +� 46,500,000� +� 52,500,000） ×
485,772,300� =111,858,490.21 元。

2018 年度应补偿金额 =Max（Y1,Y2）=111,858,490.21 元
2018 年度，公司以应付未付股权款抵偿补偿金 111,858,490.21 元。
（2）2019 年度应补偿金额：
按照“累积计算补偿公式”（I）计算的当年应补偿金额如下：
2019 年度应补偿金额（Y1）=[(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数 - 截至当期期

末累积实现净利润数)÷补偿期限内各年的承诺净利润数总和]×标的股权的交易
价格 - 已补偿金额（在逐年补偿的情况下,各年计算的应补偿金额小于 0 时 ,按 0 取
值 , 即已经补偿的金额不冲回）= [(40,500,000� +� 46,500,000� +� 52,500,000)-�
(45,354,000� +� 14,377,420.38� -� 23,369,619.38)� ÷（40,500,000� +� 46,500,000� +�
52,500,000）]×485,772,300–111,858,490.21� =� 247,293,338.79 元 。

按照“当期计算补偿公式（II）计算的当年应补偿金额如下：
2019 年度应补偿金额（Y2）=[(当期承诺净利润数 - 当期实现净利润数)÷补偿

期限内各年的承诺净利润数总和 ]×标的股权的交易价格 = [52,500,000� -� (-23,
369,619.38)] ÷（40,500,000� +� 46,500,000� +� 52,500,000）× 485,772,300� =264,
196,125.49 元。

2019 年度应补偿金额 =Max（Y1,Y2）=264,196,125.49 元
业绩补偿方式：补偿义务发生时，首先以交易获得的胜利精密新增的股份进行

股份补偿，在按照约定履行股份补偿义务后仍不足弥补应补偿金额的，应当就差额
部分以现金方式向胜利精密进行补偿。

截止报告日，业绩承诺方所获得的胜利精密股份基本已出售，为了降低业绩补
偿金额无法收回的风险，出于谨慎性原则，2019 年度公司以公司剩余应付未付股权
款抵偿部分补偿金。

综上所述，公司计算的业绩承诺方补偿金额符合协议约定。
经核查，年审会计师认为，公司计算的业绩承诺方补偿金额符合协议约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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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公司结合业绩补偿履约保障情况，说明公司维护上市公司利益、收回相
应业绩补偿已采取和拟采取的措施，分析收回业绩补偿的可能性，并说明相关会计
处理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发表意见。

答复：
经计算，2019 年度硕诺尔未能完成业绩承诺对应的补偿金额为人民币

264,196,125.49 元， 截止本公告日， 业绩承诺方已抵付业绩补偿款 143,913,809.79
元，公司将督促业绩承诺方按照《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方式向公司进行补偿，并持
续关注业绩补偿的进展情况。 由于业绩补偿金额大、补偿期限长，为维护上市公司、
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保证业绩补偿款的收回，硕诺尔原股东朱维军、刘宏宇拟
将各自持有的苏州中晟精密制造有限公司 9%(合计 18%)的股权质押给公司，同时，
公司将加强与业绩补偿方的联系，争取尽快解决业绩补偿的问题。 后续就未能足额
支付剩余业绩补偿部分， 公司不排除以委托律师事务所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方
式，要求业绩补偿方足额支付补偿款。

综上所述，公司用应付未付股权款抵偿部分补偿金的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
准则》的规定。

经核查，年审会计师认为，公司用应付未付股权款抵偿部分补偿金的会计处理
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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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报显示，2020 年 4 月 11 日，公司签订协议，将硕诺尔 100%股权以 4,022

万元转让给朱维军、刘宏宇。 请公司说明前述股权转让的具体协议约定，说明交易
定价依据、损益影响和回款情况，并说明该事项是否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和审议
程序。

答复：
公司于 2020 年 4 月初与朱维军、刘宏宇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核心条款如下：

“甲方：苏州胜利精密制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苏州硕诺尔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100%股权的受让方
乙方 1：朱维军
乙方 2：刘宏宇
丙方：苏州硕诺尔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第一条 转让标的
1.1 甲方拟将其持有的丙方 100%股权及相应的股东权益一并转让给乙方，其

中：乙方 1 受让丙方 62.5%的股权；乙方 2 受让丙方 37.5%的股权。
1.2 乙方同意受让标的股权，并在受让后依据受让的标的股权享有相应的股东

权益并承担相应的股东义务。
第二条 股权转让价款及调整机制
2.1 甲乙双方同意本次交易的股权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4022 万元（即“股权转让

价款”）。
2.2 本协议各方确认，甲方将委托审计机构对丙方在股权交割完成日前的财务

进行审计。 乙方承诺并保证，截至股权交割完成日，丙方经审计的净资产值不低于
人民币 55,845,559.46 元（以 2019 年 12 月 31 日丙方经审计的净资产值为准），如丙
方在股权交割完成日经审计的净资产值低于上述审计的净资产值， 乙方应按 2019
年 12 月 31 日丙方经审计的净资产值向甲方承担差额部分的现金补足义务， 需补
足款项应在最后一期股权转让价款支付中予以补足。

第三条 股权转让价款支付安排
3.1� 2020 年 3 月 20 日前，乙方向甲方支付人民币 2100 万元作为首期股权转让

款，其中：乙方 1 支付 1312.5 万元；乙方 2 支付 787.5 万元；
3.2� 2022 年 3 月 31 日前，乙方向甲方支付人民币 1922 万元作为第二期股权转

让款，其中：乙方 1 支付 1201.25 万元；乙方 2 支付 720.75 万元。
根据本协议约定的股权转让价款调整机制， 所有补足款项应与第二期股权转

让款同时支付。 ”
本次交易定价主要参考天衡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苏州硕诺尔自动化设备有

限公司 2019 年度合并财务报表审计报告》（天衡审字（2020）00066 号）的净资产值
5584.56 万元和双方协商定价， 该交易预计将减少公司 2020 年投资收益约 2300 万
元，最终对合并层面的影响以公司经审计的财务报告为准。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已
收到交易对方已按协议约定支付 2100 万股转款， 并按照协议约定完成工商变更，
后续剩余股转款交易对方承诺将按照协议约定进行支付。

经测算，由于本次交易涉及到的资产总额、营业收入、净利润、交易成交金额以
及交易产生的利润的测算比例结果均低于 10%， 未达到董事会审议并及时披露的
标准。 根据公司内部规章制度的规定，本次交易事项已于 2020 年 3 月 18 日提交公
司总经理办公会议进行审议、 并授权总经理高玉根先生签署相关协议， 公司已在
2020 年第一季度报告中及时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

6、2019 年，公司对在建工程、固定资产、存货、无形资产分别计提减值损失 5.77
亿元、3.85 亿元、1.07 亿元、0.93 亿元，2018 年公司对前述项目分别计提减值损失 0
亿元、0.03 亿元、2.04 亿元、0 亿元。 请公司逐一说明计提前述资产减值损失的原因
和测算依据，2019 年资产减值计提金额远大于 2018 年的原因及合理性， 公司是否
利用资产减值进行财务“大洗澡”；说明前期资产投入是否属实、是否符合《企业会
计准则》的规定，投入资金是否具有商业实质、是否直接或者间接流入实际控制人
及其关联方。 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答复：
①2019 年公司计提在建工程减值准备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期计提金额 计提原因

3D 盖板玻璃研发生产项目 134,739,798.86
主要为 3D 盖板玻璃项目未积累相
应成本和技术优势，行业产能过剩，
导致设备闲置。

智慧工厂项目 45,599,304.70

项目产品市场供给过剩、竞争激烈、
订单量远低于预期，继续投入已不
再符合成本效益原则，导致设备闲
置

智诚设备安装 330,202,843.04 主要为行业产能过剩，2D 及 2.5D 玻
璃产线陆续关停，导致设备闲置

苏州中大尺寸触摸屏产业化建设项目 66,113,301.28
市场需求发生重大变化，和触摸屏
相关业务并没有达到原来设计规
模，订单量低于预期，导致设备闲置

合计 576,655,247.88

测算依据：
公司分别利用了北京中锋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17 日出具的

中锋评报字（2020）字第 40028 号评估报告结果、于 2020 年 4 月 14 日出具的中锋评
报字（2020）字第 40029 号评估报告结果、坤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15
日出具的坤元评报〔2020〕2-12 号评估报告结果以确定在建工程的减值金额。

②2019 年公司计提固定资产减值准备情况：
公司 2019 年计提固定资产减值准备主要为机器设备减值。 公司期末实地勘察

了相关固定资产，并实施了盘点程序，发现相关资产存在工艺技术落后、长期闲置、
物理形式损坏等问题，以及负荷率较低等状况，固定资产存在减值。

测算依据：
分别利用了坤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15 日出具的坤元评报

〔2020〕2-12 号评估报告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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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0043 号评估报告结果和北京中锋资产评估有限责
任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14 日出具的中锋评报字（2020）字第 40029 号评估报告的结
果以确定固定资产减值金额。

③存货跌价准备情况：
公司期末对其存货进行实地盘点，发现部分存货存在毁损、陈旧过时或销售价

格低于成本等原因，使存货成本高于可变现净值，需对其存货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测算依据：
存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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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末，按照单个存货成本高于可变现净值的差额计提存货跌价准备，计入当期

损益；以前减记存货价值的影响因素已经消失的，减记的金额应当予以恢复，并在
原已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金额内转回，转回的金额计入当期损益。 对于数量繁多、
单价较低的存货，按存货类别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④无形资产减值准备情况
公司 2019 年计提无形资产资产减值准备主要为 JOT 的客户关系。 由于 JOT 关

键客户 Ei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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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存
在减值。

测算依据：
公司利用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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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0045 号评估报告结果以确定上述减值准备金额。
2019 年资产减值计提金额远大于 2018 年主要原因如下：
在建工程及固定资产计提的减值金额主要系 2.5D 及 3D 相关设备出现明显减

值迹象所致。 盖板玻璃板块 2019 年受到宏观经济下行，公司资金压力，业务关系弱
化，订单流失等影响，公司在 2019 年下半年陆续关停相关 2.5D 业务，3D 项目也将
部分设备折价出售，其减值迹象明显，2019 年度经评估测算计提了大额减值准备。

无形资产计提减值金额主要系 2018 年 6 月收购的 JOT 时的客户关系，2018 年
收购时客户关系良好，到 2018 年年末未出现减值迹象，而 2019 年 JOT 收入中大客
户收入占比呈下降趋势，销售额大幅下降，而 JOT 主要对大客户的依赖度较高，其
减值迹象明显，2019 年度经评估测算计提了减值准备。

综上所述，公司不存在利用资产减值进行财务“大洗澡”；前期资产投入属实、
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投入资金具有商业实质、未直接或者间接流入实际控
制人及其关联方。

经核查，年审会计师认为，公司不存在利用资产减值进行财务“大洗澡”；前期
资产投入属实、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投入资金具有商业实质、未直接或者
间接流入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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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019 年末，公司对应收账款计提坏账准备 2.52 亿元，坏账准备整体计提比例
为 8.10%，较期初提高 3.47 个百分点。 请公司结合应收账款回款情况，说明 2019 年
坏账计提比例同比明显提高的原因及合理性，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是否充分、谨
慎，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与行业可比公司是否存在较大差异。 请年审
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答复：
2018 年度坏账计提：

单位：人民币元

类别

期末余额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价值

金额 比例
（%）

金额 计提比例
（%）

单项金额重大并单
独计提坏账准备的
应收账款

按信用风险特征组
合计提坏账准备的
应收账款

3,867,592,608.12 98.89 137,785,635.26 3.56 3,729,806,972.86

账龄组合 3,867,592,608.12 98.89 137,785,635.26 3.56 3,729,806,972.86
单项金额虽不重大
并单独计提坏账准
备的应收账款

43,452,118.13 1.11 43,452,118.13 100.00

合计 3,911,044,726.25 100.00 181,237,753.39 4.63 3,729,806,972.86

2018 年度按账龄分析法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
单位：人民币元

账龄
期末余额

应收账款 应收占比（%） 坏账准备 计提比例（%）

六个月内 2,603,823,850.35 67.32 13,019,119.43 0.50

六个月至一年 552,636,687.26 14.29 11,052,733.75 2.00

一至二年 565,940,447.70 14.63 56,594,044.77 10.00

二至三年 110,115,803.56 2.85 33,034,741.07 30.00

三至四年 16,904,535.93 0.44 8,452,267.97 50.00

四至五年 12,692,775.25 0.33 10,154,220.20 80.00

五年以上 5,478,508.07 0.14 5,478,508.07 100.00

合计 3,867,592,608.12 100.00 137,785,635.26 3.56

截止 2019 年度末，2018 年度末实际回款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账龄 回款金额

一年以内 2,773,806,172.00
一至二年 136,123,039.91
二至三年 52,959,249.29
三至四年 455,353.98
四至五年 6,228,033.23

合计 2,969,571,848.41

胜利精密应收账款账龄主要为 1 年以内，占应收 70.76%；2019 年度回款总额占
2018 年度应收的 76.76%。

同行业可比公司情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胜利精密 东山精密 立讯精密 凯中精密

2019 年末应收账款余额 310,771.24 644,235.94 1,330,782.27 46,332.27
坏账准备 25,177.96 91,699.77 6,419.71 2,379.35
应收账款净额 285,593.28 552,536.18 1,324,362.56 43,952.92
坏账准备整体计提比例 8.10% 14.23% 0.48% 5.14%
2019 年度应收账款周转率 3.89 3.59 5.11 4.82

综上，公司的坏账准备整体计提比例及应收账款周转率处于行业中间水平。
公司针对应收账款的核算、催缴和坏账计提等制定了相关的内部控制制度，在

日常经营中严格按照内部控制制度的规定，对其进行有效的管理和跟踪，并按照企
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和公司历史回收情况， 制定了符合公司实际情况的应收款
项坏账政策，在日常的财务核算中已按照相关政策及时、足额地提取了坏账准备。

因此，公司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是充分、谨慎的，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
定，与行业可比公司不存在较大差异。

经核查，年审会计师认为，公司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是充分、谨慎的，符合
《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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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019 年末， 公司账龄 1 年以上的预付账款 3.55 亿元， 占预付账款总额的
34.19%，请公司账龄 1 年以上预付账款规模较大的原因及合理性，预付账款是否存
在超期或者减值迹象，相应款项是否具有商业实质、是否直接或者间接流入实际控
制人及其关联方。 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答复：
公司账龄 1 年以上的预付账款 3.55 亿元， 其中南京德乐科技有限公司一年以

上预付款项金额为 2.83 亿元，主要原因为预付部分为南京德乐核心供应商，为了获
取好的产品资源及更好的产品价格，南京德乐会预付一定款项给供应商，供应商一
旦有合适的产品会优先分货给南京德乐。 由于南京德乐与核心供应商之间持续在
开展合作未出现异常，也无明确约定合作中预付款项的账期，公司及南京德乐将进
一步梳理预付款项，对出现合作异常的的供应商协商处理预付款项。

综上，公司预付账款不存在超期或者减值迹象，相应款项具有商业实质、不存
在直接或者间接流入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的情况。

经核查，年审会计师认为，公司预付账款不存在超期或者减值迹象，相应款项
具有商业实质、不存在直接或者间接流入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的情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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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185 号。

9、2019 年，公司销售费用、管理费用、研发费用分别为 5.20 亿元、4.90 亿元、
4.94 亿元，分别同比增长 24.76%、22.13%、33.56%，请公司说明在营业收入同比下降
21.01%的背景下，公司前述费用同比较大幅度增长的原因及合理性，相关费用是否
真实发生，相应资金是否直接或者间接流入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 请年审会计师
核查发表意见。

答复：
公司销售收入的下降 36.30 亿元，同比下降 21.01%，其中南京德乐科技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南京德乐”）销售额同比下降 34.27 亿；2019 年南京德乐销售占合并
营业收入 48.76%，期间费用仅占合并期间费用 7.23%，由于其贸易公司的性质期间
费用较少，其变动空间较小，收入的大幅下降并不会造成期间费用的大额下降。

公司于 2019 年继续加码智能制造业务，2018 年 5 月完成芬兰 JOT 等海外公司
收购后， 苏州富强与芬兰 JOT 的整合与协作等费用、JOT 自身完整年度的人工、物
料等费用均体现在 2019 年度财务报表中，相关费用同比较大幅度增长。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增加金额 增长比例 备注

销售费用增加 10,316.67 24.76% 其中苏州富强增加 6,573 万（服务费、材
料、人工均增加），JOT 增加 2,864 万

管理费用增加 8,876.94 22.13% 其中苏州富强增加 1,829 万,JOT 增加
5,744 万

研发费用增加 12,420.54 33.56% 其中苏州富强增加 8,576 万，JOT 增加
1,279 万

综上，公司前述费用同比较大幅度增长的原因合理，相关费用真实发生，相应
资金未直接或者间接流入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

经核查，年审会计师认为，公司前述费用同比较大幅度增长的原因合理，相关
费用真实发生，相应资金未直接或者间接流入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具体详见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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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019 年， 公司对第一大客户销售额为 31.71 亿元， 占年度销售总额比例
23.23%，请公司说明对第一大客户的销售产品类别、合作期限以及销售回款情况，
说明相应合作是否稳定，公司经营是否对第一大客户存在重大依赖，如是，请说明
相关风险防范措施。 此外，2019 年，公司移动终端业务营业收入 115.30 亿元，同比
下降 23.48%，移动终端实物销售量仅同比下降 2.69%，请公司说明移动终端业务收
入下降幅度明显大于实物销售量降幅的原因及合理性。

答复：
公司对第一大客户主要销售苹果、 小米及三星系列手机等电子产品， 公司从

2017 年与其合作以来，收入稳定增长，回款状况稳定，未出现重大逾期情况，一直保
持良好的合作关系，虽然是第一大客户，但不存在重大依赖。

2019 年，公司移动终端业务营业收入 115.30 亿元，同比下降 23.48%，移动终端
实物销售量仅同比下降 2.69%，主要系南京德乐产品销售单价与其他移动终端产品
相比较高，占公司移动终端收入比率较大，且较 2018 年相比，其收入变化较大；但
其销量相对较少，占移动终端业务销量比率较小，故导致移动终端业务收入下降幅
度明显大于实物销售量降幅。

11、2019 年 5� 月 11 日，公司披露《关于拟筹划重大资产重组暨关联交易的提示
性公告》，拟将公司全资子公司南京德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京德乐”）100%
股权出售给南京德乐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披露前述提示性公告至今已 1 年时
间，请公司说明该事项目前筹划具体进展，并说明出售南京德乐 100%股权对公司
经营的主要影响。

答复：
公司全资子公司南京德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京德乐”）主要从事移动

终端服务，具体为与移动通信企业合作，提供产品的线上线下导购、销售和售后等
综合性渠道服务。 由于自 2019 年度起，公司专注发展移动终端和智能制造核心业
务，南京德乐的业务范围与上市公司聚焦主营业务的发展战略不匹配，因此，经与
南京德乐原股东陈铸先生达成一致意见，拟转让南京德乐 100%股权。

基于双方意愿，公司与南京德乐原股东陈铸先生于 2019 年 4 月底进行接洽，就
南京德乐 100%股权转让具体事宜进行商谈， 正式启动本次交易项目；2019 年 5 月
初，公司与本次交易对手方南京德乐商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乐商业”）及各中
介机构进行洽谈，确定了本次交易事项可能构成重大资产重组；2019 年 5 月 10 日，
公司与交易对手方签署了《股权转让意向书》，并于同日披露了《关于拟筹划重大资
产重组暨关联交易的提示性公告》；2019 年 6 月 27 日，经双方协商，公司与德乐商
业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基本条款》，双方就股权转让协议的基本条款进行沟通协
商；此后，公司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聘请
了独立财务顾问、审计机构、评估机构以及专项法律顾问，各方开始进场推进具体
工作。

2019 年 11 月，交易对手方新增南京星月商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
简称“星月商业”）；由于 2018 年底公司接受苏州市委市政府纾困工作，与苏州信托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州信托”）签署的《信托资金借款合同》、《股权质押合同》中
将南京德乐 100%股权向苏州信托提供质押担保，2019 年 12 月， 经交易各方确认，
在股转协议中新增质权人苏州信托，并重新约定协议条款。

由于本次股转价格金额较大、具体协议条款涉及多方、多轮谈判，评估基准日
的多次变更，各方中介机构多轮补充更新材料，耗时较长。

按照公司 2019 年度经审计的财务数据计算，南京德乐总资产、净资产、营业收
入分别占公司经审计的合并报表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的 16.89%、25.35%、
48.76%，公司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于 2020 年 5 月 20 日召开董事会审议南京德
乐 100%股转事项。

本次股权转让符合公司实际经营及未来战略发展需要， 有利于优化整合公司
现有资源配置，有利于进一步优化业务结构、推进公司聚焦智能制造和移动终端核
心业务的发展战略，提升整体核心竞争力。

12、公告显示，2019 年，公司实际控制人高玉根所持公司股票存在陆续被证券
公司强制平仓的情形。 请公司说明截至目前实际控制人股票质押比例和股票质押
风险，说明实际控制人应对股票平仓风险、稳定公司控制权的应对措施。

答复：
公司控股股东高玉根先生所持公司股份自 2019 年 5 月起， 经中信证券和东吴

证券以集中竞价方式累计被动减持 135,171,724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93%；截至本
公告日，尚持有公司股份 589,173,721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7.12%，累计质押冻结所
持股份 589,173,719 股，占其所持股份比例的 100%，占公司总股本的 17.12%。

控股股东一直保持与各质权人的良好协商沟通，拟通过采取追加保证金、补充
质押物等方式来提高质押业务的维持比例， 同时与各质权人协商以下调平仓线与
预警线的方式来降低股价下行的补仓压力；未来，控股股东将合理规划个人融资安
排，积极处置自身资产、引入战略投资者，筹措周转资金以解决自身资金问题，并合
理合规使用股票质押融资资金，以降低资金使用风险。

苏州胜利精密制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5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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