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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高斯贝尔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 2020 年 6 月
30 日收到了深圳证券交易所下发的《关于对高斯贝尔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报的问询函》(中小板年报问询函〔2020〕第 271 号)。 针对问询函中提及的事项，
回复如下：

一、报告期内，你公司营业收入为 6.31 亿元，较上年下降 20.22%，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以下简称“净利润”）为 1,015.24 万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连续三年为负。 请你公司说明近四年营业收入连续下滑及近三年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净利润连续亏损的原因， 并分业务板块对比同行业上市公司的经营情况说
明你公司持续盈利能力是否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回复：
（一）公司近四年营业收入及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情况
单位：元

年份
项目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营业收入 1,100,598,459.71 1,078,131,837.36 790,957,048.81 631,005,687.19
营业成本 808,553,828.85 839,976,444.44 681,900,920.62 526,440,996.52
毛利额 292,044,630.86 238,155,392.92 109,056,128.19 104,564,690.67
毛利率 26.54% 22.09% 13.79% 16.57%
三项费用总额 175,019,499.77 220,453,069.81 170,392,223.93 138,263,116.73
三项费用占比 15.90% 20.45% 21.54% 21.91%
扣除非经 常性 损益 的净 利
润 （元） 62,722,085.41 -12,439,135.42 -81,881,035.53 -34,187,915.33

扣非净利率 5.70% -1.15% -10.35% -5.42%

1.公司近四年营业收入连续下滑的原因
（1）海外印度市场第四期模拟电视关停计划推迟，机顶盒及前端产品销售减少

致营业总收入下降；
（2）境内受电信、移动等运营商竞争影响，传统广电行业严重受挫，机顶盒等产

品销售明显下降。 近年来由于来自国内互联网电视的冲击及三大电信运营商 IPTV
业务的竞争日趋激烈，传统广电运营商用户流失严重，数字机顶盒采购需求逐步减
少。 当传统广电运营商用户大规模流失后，其运营资金状况进一步恶化，缺乏资金
来进一步进行网络升级改造， 也缺乏资金采取类似电信运营商免费给用户提供
IPTV 机顶盒的推广方式，导致广电运营商新机顶盒采购数量大幅度减少，业务萎缩
严重。 此外，广电运营商回款期较长，公司为了控制总体应收账款的规模，主动放弃
一些账期长的招投标项目，也对营业收入产生了一定影响。 国家广电总局主导的无
线地面波发射机项目实施完毕，短期内暂无新的项目需求，公司高毛利的发射机等
前端产品销售大幅度降低。

（3）境内市场的萎缩，使境外市场国内同行竞争加剧，市场价格快速走低，导致
销售收入下降。

2.公司近三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连续亏损的原因：
（1）销售收入下降
2017 年比 2016 年下降 2.04%，2018 年比 2017 年下降 26.63%，2019 年比 2018 年

下降 20.22%。
（2）因销售毛利率下降。
2017 年毛利率 22.09%，比 2016 年下降 4.45 个百分点。 下降原因主要为受 DDR

内存、FLASH 闪存、PCB 电路板、钢板为主的各种原材料大幅涨价的影响，导致机顶
盒业务利润大幅下滑。 原材料价格普遍上涨，如 PCB 板价格上涨了 4.6%，铝锭价格
上涨。 此外，印度市场机顶盒售价下降，导致毛利率有所下降。

2018 年毛利率 13.79%，比 2017 年下降 8.3 个百分点。 下降原因主要为：①原材
料采购价格上涨， 芯片等关键电子元器件价格涨幅较大（如：SDRAM 由 0.33 美金
/pcs 涨至 0.42 美金 /pcs，涨幅 27%，主芯片由 2.7 美金 /pcs 涨至 3.25 美金 /pcs，涨幅
20%），公司采购成本大幅上升。 ②公司产品销售模式主要为“以销定产”，本期因销
量下降导致产出量减少进而影响制造成本及销售成本上升。 因受订单减少导致产
出量不足影响，单位成本与上年同期比，机顶盒类产品制费平均上升 2.6 元 / 台，家
居智能产品制费平均上升 5.3 元 / 台。

2019 年毛利率 16.57%，相对 2018 年略上升，因公司 2019 年采取了降费增效，优
化产品等措施。

（二）分业务板块对比同行业上市公司的经营情况
1.销售毛利情况
（1）公司产品毛利情况（单位:万元）

2019 年 2018 年 2017 年

产品分类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
率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
率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
率

数字电视产品 34,760.72 30,980.40 10.88
% 58,289.93 52,759.23 9.49% 82,506.47 65,051.07 21.16

%

家居智能产品 18,434.76 13,545.48 26.52
% 15,599.80 12,680.46 18.71

% 20,547.75 16,341.25 20.47
%

其他产品及服
务 7,068.40 6,600.22 6.62% 4,409.08 2,257.98 48.79

% 3,921.09 2,485.61 36.61
%

其他业务 2,836.68 1,518.00 46.49
% 796.9 492.42 38.21

% 837.87 119.71 85.71
%

合计 ： 63,100.57 52,644.10 16.57
% 79,095.70 68,190.09 13.79

% 107,813.18 83,997.64 22.09
%

（2）同行业上市公司产品毛利情况（单位:万元）
①创维数字：

2019 年

产品分类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智能终端 559,163.30 409,760.93 26.72%
宽带设备 97,988.07 79,992.08 18.37%
专业显示 203,962.26 182,000.46 10.77%
运营服务 21,457.09 16,759.31 21.89%

2018 年 2017 年

产品分类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数字智能盒子终端 575,158.14 475,046.31 17.41% 546,951.33 472,074.40 13.69%
网络接入设备 46,310.98 41,408.86 10.59% 17,660.00 13,935.57 21.09%
运营 、技术服务 18,762.47 9,991.74 46.75% 10,471.87 5,109.14 51.21%
汽车电子 18,244.76 15,894.07 12.88% 9,002.65 8,231.61 8.56%
创维液晶器件业务 84,706.20 73,591.08 13.12% 102,030.38 85,280.54 16.42%
智能电视及一体机 19,067.06 18,393.84 3.53% 25,085.62 23,122.53 7.83%
其他智能产品 9,176.19 8,463.66 7.77% 10,167.97 7,924.89 22.06%

②四川九洲：
2019 年 2018 年 2017 年

产品分类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
率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

率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
率

数字家庭多
媒体产品 149,018.69 124,362.96 16.55

% 201,664.12 172,075.43 14.67
% 170,898.76 154,147.74 9.80%

空管产品 59,903.49 38,941.94 34.99
% 63,437.20 45,497.20 28.28

% 38,924.53 24,331.50 37.49
%

物联网产品 37,467.27 34,793.63 7.14% 45,442.23 32,537.65 28.40
% 39,422.01 30,372.51 22.96

%
技术服务收
入 9,009.62 2,236.08 75.18

% 7,499.79 1,181.73 84.24
% 8,825.51 1,607.29 81.79

%

物业管理 4,095.28 878.46 78.55
% 3,872.35 949.25 75.49

% 3,708.69 1,022.30 72.43
%

其他 21,795.17 15,871.60 27.18
% 57,581.06 54,112.33 6.02% 54,737.06 52,953.63 3.26%

③同洲电子：
2019 年

产品分类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有线电视接入设备 45,991.00 38,896.38 15.43%
卫星电视用户终端设备 17,051.86 13,452.06 21.11%
平台交付及运维 1,846.01 181.18 90.19%
其他设备 4,145.98 3,580.49 13.64%
其他业务 8,917.26 6,496.95 27.14%

2018 年 2017 年

产品分类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有线电视接入设备 58,854.54 55,454.78 5.78% 45,029.97 38,633.42 14.21%
平台交付及运维 2,632.69 243.52 90.75% 6,877.32 1,422.17 79.32%
其他业务 10,185.66 6,926.47 32.00% 10,999.01 8,443.05 23.24%

④银河电子：
2019 年 2018 年 2017 年

产品分类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
率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

率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
率

数字电视 智能 终
端 20,254.73 16,586.64 18.11

% 58,125.55 52,926.03 8.95% 76,592.11 65,761.96 14.14
%

智能机电产品类 76,306.30 42,531.49 44.26
% 73,740.09 38,947.82 47.18

% 65,713.96 32,074.87 51.19
%

新能源汽车关键
零部件 18,559.71 12,077.33 34.93

% 16,970.32 11,835.50 30.26
% 15,685.30 10,989.97 29.93

%

数据来源：各上市公司年度报告
公司与创维数字、四川九洲、同洲电子、银河电子四家公司在产品结构上具有

部分可比性。 主要是数字电视产品与创维数字的智能终端（含数字智能盒子终端及
网络接入设备）基本可比，与四川九洲的数字家庭多媒体产品基本可比，与同洲电
子的有线电视接入设备基本可比，与银河电子的数字电视智能终端基本可比。 从上
述各可比公司基本可比产品毛利率来看， 本公司 2017-2018 年毛利率水平居中，
2019 年略偏低。 所以，产品毛利率在同行业上市公司中处于合理水平。

2.同行上市公司扣非后净利情况对比：
项目 高斯贝尔 创维数字 四川九洲 同洲电子 银河电子

2017 年营业收
入 1,078,131,837.36 7,254,805,627.63 3,165,165,618.60 672,865,178.73 1,624,485,263.90

2017 年扣非后
净利润 -12,439,135.42 43,559,327.33 -46,438,118.03 -83,236,281.28 122,889,312.86

2017 年扣非后
净利率 -1.15% 0.60% -1.47% -12.37% 7.56%

2018 年营业收
入 790,957,048.81 7,762,616,543.11 3,794,967,512.09 798,133,417.18 1,519,303,288.06

2018 年扣非后
净利润 -81,881,035.53 288,186,655.01 24,400,039.38 -

284,991,662.70 -1,266,988,708.62

2018 年扣非后
净利率 -10.35% 3.71% 0.64% -35.71% -83.39%

2019 年营业收
入 631,005,687.19 8,895,624,062.35 2,988,962,220.06 779,521,152.16 1,200,337,378.24

2019 年扣非后
净利润 -34,187,915.33 587,650,710.95 -29,600,482.82 -

194,087,406.06 84,458,856.60

2019 年扣非后
净利率 -5.42% 6.61% -0.99% -24.90% 7.04%

从扣非后净利率来看，2017 年创维数字、银河电子净利率大于本公司，四川九
洲、同洲电子净利率低于本公司；2018 年创维数字、四川九洲净利率大于本公司，同
洲电子、银河电子净利率低于本公司；2019 年创维数字、银河电子净利率大于本公
司，四川九洲、同洲电子净利率低于本公司。 所以，公司扣非后净利润在同行业上市
公司中处于居中水平。

（三）公司未来持续盈利能力分析
公司是国内较早进行数字电视软硬件产品研发、生产和销售的企业，掌握了数

字电视领域内的多项核心技术，拥有“端到端”整套解决方案的交钥匙工程能力，在
智能家居领域也是业界为数不多能够提供设备终端、软硬件开发、视频监控管理平
台整体解决方案和系统的厂商。 近年，公司境内受广电行业升级减缓、IPTV 直面冲
击、国家直播星等招标减少，及境外受印度模拟关停延后和亚非拉等国家和地区的
数字电视新兴市场客户尚处培育阶段等影响，经营及业绩虽有所下降，特别是 2020
年“新冠疫情”及近期中印边境紧张局势给公司带来了一定的被动，但是公司生产
经营基本正常，经营模式没有发生重大变化。 在新的经济形势下，公司将继续发挥
数字电视及智能家居领域产品和系统平台优势， 以高性价比和服务优势开拓新市
场客户，同时做好业务结构调整及加速企业转型和升级。

目前公司已逐步转型进入系统集成、 智慧城市市场服务、 陶瓷新材料等领域，
特别是公司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 5G 高频微波覆铜板产品，已获得国家强基工
程项目验收通过，取得了军工资质等国家相关认证并已向头部通信公司送样认证，
且已批量供货给多家应用公司。 未来公司将加大上述领域产品的研发和市场投入，
以获取更多的项目及新产品市场规模。 公司持续盈利能力不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二、根据年报，公司境外销售收入为 3.83 亿元，较上年下降 38.47%，占营业收入
比重为 60.76%， 本报告期境外销售毛利率同比上升 5.51 个百分点。 请详细披露境
外销售的具体模式、主要国家地区以及对应的产品种类及其金额，并说明过去三年
公司境外销售毛利率变动的原因及合理性。 请年审会计师对境外销售真实性发表
意见。

回复：
1）境外销售的具体模式
境外产品销售模式为以销定产，采取自有品牌直销、ODM 贴牌等方式相结合。

其中：家居智能产品采取 ODM 贴牌销售方式，数字电视产品中的数字电视前端设
备及软件产品使用公司自有品牌直销， 数字电视终端设备则以 ODM 贴牌方式销
售。 ODM 贴牌方式境外销售的均系公司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包括核心技术、
样式、品类、设计及制造，产品符合国家和行业标准，同时也符合境外市场的有关认
证要求。

公司境外销售主要以 FOB 贸易形式为主， 境外客户通过信用证、TT 等手段进
行结算。 对信用不佳的或无商业来往的客户购买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的保险防
范信用风险。 公司境外客户中，主要以运营商和贸易商两种为主。 运营商的需要与
当地政府政策以及其自身经营情况相关， 贸易商需求主要看其在亚非拉等地区分
销能力。

2）境外销售主要国家及对应的销售产品及金额：
单位：万元

序号 主要国家/地区 产品类别 销售金额

1 中国香港

数字电视产品 10,694.16
家居智能产品 222.21
其他产品及服务 110.93
小计 11,027.30

2 印度

数字电视产品 7,369.10
其他产品及服务 235.10
小计 7,604.20

3 日本 家居智能产品 3,866.18

4 美国

家居智能产品 3,080.08
其他产品及服务 265.74
数字电视产品 94.63
小计 3,440.46

5 德国 家居智能产品 2,271.39
6 马来西亚 数字电视产品 1,443.61
7 巴拉圭 数字电视产品 1,390.22

8 泰国

数字电视产品 903.81
其他产品及服务 58.93
小计 962.74

9 奥地利 家居智能产品 840.93
10 阿根廷 数字电视产品 817.55
11 其他国家和地区 数字电视产品 、家居智能产品 、其他产品及服务 4,672.40

合计 38,336.96

3）过去三年公司境外销售毛利率变动的原因及合理性说明：
公司 2017-2019 年境外销售毛利率为：
年度 销售毛利率 较上年同期增减幅 备注

2019 16.06% 5.51%
2018 10.55% -9.86%
2017 20.41% -4.96%

2017 年度公司外销毛利率为 20.41%较 2016 年度降低 4.96 个百分点，主要原因
为受 DDR 内存、FLASH 闪存、PCB 电路板、 钢板为主的各种原材料大幅涨价的影
响， 导致机顶盒业务利润大幅下滑。 原材料价格普遍上涨， 如 PCB 板价格上涨了
4.6%，铝锭价格上涨。 此外，印度市场机顶盒售价下降，导致毛利率有所下降。

2018 年外销毛利率为 10.55%，较 2017 年下降 9.86 个百分点，下降主要原因为：
（1）受经济大环境的影响，市场需求变弱，同行之间的竞争白热化。 境外印度市

场第四期模拟信号关停延后，出口步伐较缓慢。 在这种买方掌握主动权的经济环境
中，接单定价相对被动，导致销售毛利下降。

（2）原材料采购价格上涨，芯片等关键电子元器件价格涨幅较大（如：SDRAM
由 0.33 美金 /pcs 涨至 0.42 美金 /pcs， 涨幅 27%， 主芯片由 2.7 美金 /pcs 涨至 3.25
美金 /pcs，涨幅 20%），公司采购成本大幅上升。

（3）印度政府鼓励本地制造，提高整机关税税率，公司部分订单改为 CKD 出
货，导致毛利率降低。

（4）公司产品销售模式主要为“以销定产”，本期因销量下降导致产出量减少进
而影响制造成本及销售成本上升。 因受订单减少导致产出量不足影响，单位成本与
上年同期比，机顶盒类产品制费平均上升 2.6 元 / 台，家居智能产品制费平均上升
5.3 元 / 台。

2019 年外销毛利率 16.06%，较 2018 年增加 5.51 个百分点，上升主要原因为：
（1）公司 2019 年采取了降费增效，优化产品等措施，同时控制应收账款规模，主

动放弃部分毛利低账期长的客户，导致毛利有所增加；
（2）2019 年部分材料采购价格较 2018 年有所回落， 导致 2019 年产品毛利较上

年有所增加。 2019 年主要材料价格变化如下：
单位：元

序号 材料大类 2019 平均单价 2018 平均单价 同比增减

1 铝锭 14.42 16.06 -10.17%

2 铝板 17.92 18.53 -3.28%

3 钢材 4.80 4.91 -2.24%

4 塑胶颗粒 12.23 14.31 -14.52%

5 CPU 21.58 22.65 -4.71%

6 FLASH 1.49 1.77 -16.02%

7 SDRAM 3.55 3.88 -8.52%

8 电源 9.68 10.00 -3.21%

9 数码管 1.13 1.18 -4.20%

（3）高毛利的电商业务增加迅速。 2019 年“亚马逊”电商收入较上年同期增加
773.87%，贡献利润 545 万元，导致外贸整体毛利增加 1.42 个百分点。

（4）2019 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较 2018 年有所上升，公司出口以美元结算，在相
同美元的价格上毛利较上年增加 1~3 个百分点。

公司最近三年外销产品毛利率变化主要受市场变化所致，同时公司积极采取应
对措施，通过开拓新的业务渠道（如电商业务），优化产品，降费增效等措施，增强产
品的竞争能力，减少市场变化带来的影响。

三、报告期末，你公司应收账款账面价值为 4.84 亿元，占总资产比例为 45.40%。
（一）请结合同行业可比公司、主要客户信用政策等情况，说明你公司应收账款

占总资产比例较高的原因及的合理性， 并说明你公司近三年应收账款周转率变动
情况以及是否存在重大回款风险。

回复：
1.� 客户信用政策情况
公司境内客户信用期一般为 12 个月，境外客户信用期一般为 3-9 个月，少数客

户信用账期在 1 年以上。
公司在商业谈判时，按照不同的客户信用给予不同的销售政策。 1)� 对信用较好

的客户，给予一定的赊销额度和回款期限；2)� 对信用一般的客户，原则上要求现款
现货。 如果无法现款现货，要求有信用担保；3)� 对信用次之的客户，要求现款现货，
并且仔细审查。 对于符合信用政策的， 给予信用额度， 信用额度需要进行审批；4)�
对信用不良客户，不给予任何信用交易，坚决要求现款现货、先款后货。

2019 年度前十大客户信用政策如下：
序号 客户名称 2019 年主要信用政策

1 第一名
1) 100%以提单为准，半年内付清 ；

2) 5%发货前付款 ，5%提单电放前付款 ，90%以提单时间为
准 ，半年之内付清 。

2 第二名 月结 60 天

3 第三名 月结 60 天

4 第四名 货物验收后 6 个月内支付 30%，12 个月支付项目总款 95%，剩
余 5%为质保金，质保期满后无息支付 。

5 第五名 1) 货到 3 个月付款 ；
2) 货到 6 个月付款

6 第六名

1) 合同签订 20 天内预付 5%，5 个月后付 80%，余款 15%一年内
付清 ；

2) 合同签订 5 个月内预付 80%， 余款 20%在签订合同后
12 个月内付清。

7 第七名 1) 开船后 60 天付清 ；
2) 开船后 90 天付清 。

8 第八名 长期定金 4 万美金，全款月结 150 天

9 第九名 合同签订预付 30%，余款月结 360 天

10 第十名 合同签订预付 20%，余款 80%收到货后 6 个月内付清

同一客户的信用额度随着实际情况的变化而有所改变。业务员所负责的客户要
超过规定的信用限度时，须向片区总监乃至销售总经理汇报。 商务管理部负责对客
户信用等级的定期核查，并根据核查结果，提出对客户销售政策的调整建议，经销
售总经理审批后，由片区总监按照新政策执行。

销售部根据企业的发展情况及产品销售、市场情况等，及时提出对客户信用政
策及信用等级进行调整的建议，并报总经理审批后下发执行。

2.公司及同行业公司应收账款金额及占资产总额比重情况
单位：万元

公司名称

2019 年末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应收账款 占资产总额
比例 应收账款 占资产总额

比例 应收账款 占资产总额
比例

高斯贝尔 48,447.38 45.40% 48,717.62 41.80% 56,437.15 42.60%

同洲电子 35,437.25 36.68% 38,888.48 25.62% 42,497.79 23.41%

四川九州 219,037.75 40.08% 277,579.00 51.29% 224,014.20 44.84%

创维数字 459,449.89 43.59% 415,561.43 48.70% 335,333.78 44.26%

银河电子 54,190.61 15.85% 72,177.39 19.93% 90,710.68 17.48%

2017 年末、2018 年末、2019 年末， 公司应收账款占资产总额的比重分别为

42.60%、41.80%、45.40%，占比呈波动上升态式。 通过上表对比可以发现，公司应收
账款余额虽在逐年降低， 但是公司资产总额近三年亦呈下降态式，2017-2019 年度
公司资产总额分别为 132,495.16� 万元、116,543.32 万元、106,704.38 万元，资产总额
下降是导致应收账款占资产总额比重上升的主要原因。

对比同行业公司，2019 年末应收账款占资产总额的比重略高于同行业上市公
司；2018 年末应收账款占资产总额的比重低于创维数字、四川九州，高于同洲电子、
银河电子；2017 年末应收账款占资产总额的比重低于创维数字、四川九洲，高于同
洲电子、银河电子。 近三年与同行业上市公司比，公司应收账款占资产总额的比重
处于中游水平。

公司近年主营业务以数字视讯相关产品和服务及家居智能产品为主，并逐步拓
展智慧城市项目和开发新材料领域，所处细分行业、上下游行业未发生重大变化，
客户回款账期逐年缩短，截至 2019 年末不存在客户偿付能力恶化的风险。

3.公司与同行业公司应收账款周转率情况
公司名称 2019 年 2018 年 2017 年

高斯贝尔 1.29 1.49 1.91
同洲电子 2.02 1.88 1.48
四川九州 1.12 1.40 1.26
创维数字 1.82 1.89 2.25
银河电子 1.22 1.27 1.38

2017 年 -2019 年，公司应收账款周转率分别为 1.91、1.49、1.29，周转率呈下降
态式。 周转率下降主要原因是收入降幅高于应收款余额降幅：收入方面：受市场大
环境的影响，市场总体需求量减少，市场竞争更加激烈；境内受电信、移动等运营商
竞争影响，传统的广电行业机顶盒需求量减少，新开拓的智慧城市领域，收入规模
尚未放量；境外印度市场第四期模拟信号关停延后，机顶盒出口量减少等导致收入
减少， 巴基斯坦及尼泊尔等中南亚新兴市场客户尚处起步阶段， 销售具有不稳定
性。 应收账款方面：近两年由于市场竞争激烈，市场需求减弱等原因，部分客户存在
不同程度的货款拖欠现象，导致应收款余额较报告期初仅小幅下降。 此外，新开拓
的智慧城市领域，多数为政府背景项目，结算周期一般较长，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
应收账款周转率下降。

通过公司与同行业公司应收账款周转率对比，除同洲电子外，公司及其他同行
业可比公司应收账款周转率同比 2018 年度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

4.� 应收账款可收回性说明
应收账款余额、占收入的比重及期后回款情况
单位：万元

项 目 金额

应收账款余额 56,364.13
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的期后回款 14,872.48
期后回款占期末余额的比例 26.39%

根据上表，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应收账款期后回款率为 26.39%，回款主要受
到以下几方面的影响：

(1) 受新冠疫情影响， 公司春节后复工时间由原 2020 年 1 月 31 日延迟至 2020
年 3 月 2 日；2020 年 3 月以来，世界疫情爆发，公司下游客户主要为位于东南亚及
美洲等海外地区，该地区公司经营业绩和现金流量受新冠疫情影响较大。 新冠疫情
及相应的防控措施对公司的客户回款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除印度市场客户回款有
所减缓外，公司其他市场客户受疫情影响风险可控，未大规模出现经营困难、资金
断裂等影响客户款项回收的情形；

(2)� 境内客户主要为国家广电系统及电信运营商等客户， 客户处于较强势地
位，货款存在拖欠延期现象，因该类客户具有国资背景，虽有拖欠、但坏账风险较
小；

境外重大且超信用期的客户主要为数字电视运营商，该类客户销售或使用的机
顶盒产品均带有公司专有 CA 技术，因公司拥有控制 CAS 服务器的能力，这样即加
强了客户与公司业务的“粘性”、又防止了客户恶意拖欠行为，保障公司货款回收风
险可控。 此外，公司对部分信用不能确认的客户，在出口产品时已购买中信保或人
保保险，投保金额基本可覆盖客户逾期欠款风险。

自 5 月起，中印边境紧张局势上升，特别是 6 月中旬中印冲突造成流血事件后，
印度全面爆发各类抵制中国货物和服务的运动，贸易风险不断升级，公司印度客户
回款有所减缓，该市场应收款项存在一定的回笼风险。 公司将持续关注中印局势，
并保持高度警惕。 目前，公司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对应收账款进行催收。 公司商务部
每月对超信用期客户欠款进行跟踪并汇报经营层，同时抄送责任业务员及其主管。
经营层不定期组织业务团队召开相关会议， 检讨并敦促各业务人员催收货款并拿
出实施方案。 财务部在公司季度经营会议上提交客户欠款说明，并重点汇报单项金
额重大的客户欠款情况，为经营层决策提供基础信息。

鉴于全球“疫情”蔓延，公司将密切关注下游客户的经营情况，加大应收账款催
收力度，提前做好经营调整准备，确保公司资产的安全。 除印度市场客户欠款存在
不确定性外，公司应收账款不存在重大回收风险。

（二）请你公司补充披露境外、境外销售主要客户情况，对应的应收账款余额、
账龄及所计提的坏账准备， 期后实际回款等情况并说明是否针对境内和境外客户
执行不同的信用政策，坏账准备计提是否充分，是否存在资金占用或财务资助等情
形。 请会计师就上述事项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1.� 境外、境内主要客户情况
(1)� 境外主要客户情况
单位：万元

序
号 客户名称 应收账款金

额 账龄 坏账准备 期后回款金
额 信用期

1 境外客户一 4,764.98 1 年以内 238.25 2,301.23 月结 60 天

2 境外客户二 11,140.35 [注] 1,106.88 1,474.06

1)100%以提单为准 ，半年内
付清 ；

2)5%发货前付款 ，5%提
单电放前付款 ，90%以提单
时间为准 ，半年之内付清 。

3 境外客户三 680.12 1 年以内 34.01 680.12 月结 60 天

4 境外客户四 214.95 1 年以内 10.75 214.95 月结 30 天

5 境外客户五 805.63 1 年以内 40.28 457.69

1)50%预付 ，50%以提单时间
为准 11 个月内平均支付 ；

2)30%预付 ，70%提单日
期为准第四个月开始支付 ,
12 个月内平均支付

小 计 17,606.03 1,430.17 5,128.05

[注]：1 年以内 2,690.89 万元，1-2 年 7,175.59 万元，2-3 年 1,273.87 万元。
(2)� 境内主要客户情况
单位：万元

序
号 客户名称 应收账款金

额 账龄 坏账准备 期后回款
金额 信用期

1 境内客户一 3,079.77 1 年以内 153.99 2,300.88 月结 60 天

2 境内客户二 2,278.37 1 年以内 113.92 180.40
验 收 凭 票 6 个 月 内 支 付
30%，12 个月支付项目总款
95%，5%质保期满后支付

3 境内客户三 45.70 1 年以内 2.29 45.70 月结 30 天

4 境内客户四 1,468.02 [注] 76.46 20.00

1）合同 20 天内预付 5%，签
订 5 个月 后 付 80% ， 余 款
15%签订一年付清；2） 合同
签订 5 个月内预付 80%，余
款 20%在签订合同后 12 个
月内付清

5 境内客户五 80.01 1 年以内 4.00 80.01 月结 30 天

合 计 6,951.87 350.66 2,626.99

[注]：1 年以内 1,406.82 万元，1-2 年 61.20 万元。 2.� 是否针对境内和境外客户
执行不同的信用政策

从 1 所述境内境外主要客户信用期来看，不同客户适用不同的信用政策。
3.� 坏账准备计提是否充分
(1)� 公司境外、境内主要客户中，均存在逾期，其中：
1)� 境外主要客户逾期原因：主要客户在印度市场，因受印度市场第四期模拟电

视关停计划推迟，市场环境的变化导致终端客户的回款延迟。
2)� 境内主要客户逾期原因：境内主要逾期客户为电信客户，由于项目计划的推

迟等原因导致拖欠货款。
3)� 新冠疫情在我国及世界的爆发影响了客户的回款进度。受新冠疫情影响，公

司春节后复工时间由原 2020 年 1 月 31 日延迟至 2020 年 3 月 2 日；2020 年 3 月以
来，世界疫情爆发，公司下游客户主要位于印度等海外地区，该等地区公司经营业
绩和现金流量受新冠疫情影响较大。

(2)� 上述客户的回款风险
1)� 境外客户销售或使用的机顶盒产品均带有公司专有 CA 技术， 公司拥有控

制 CAS 服务器的能力，因此客户恶意拖欠及货款不能收回的风险可控。
2)� 境内客户主要为电信运营商等客户，客户处于较强势地位，货款存在拖欠延

期，但坏账风险较小；
3)� 新冠疫情及相应的防控措施对公司的客户回款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但整体

而言，公司主要客户受疫情影响风险可控，公司主要客户目前暂未大规模出现经营
困难、资金断裂等影响客户款项回收的情形。

4)� 公司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对应收账款进行催收。
综上所述，上述主要客户与公司合作时间较长，受新冠疫情等影响，回款速度

较慢，但鉴于公司的技术控制等，客户恶意拖欠及货款不能收回的风险可控，应收
账款的可回收性并无显著风险。 公司对应收账款按账龄计提坏账准备，计提较为充
分。

3.� 是否存在资金占用或财务资助等情形
公司应收账款均为在经营过程中因销售商品、提供劳务等业务，应向客户单位

收取的款项。 除年度报告及审计报告已披露的关联交易外，公司应收货款均不是公
司及实际控制人的关联方，不存在资金占用或财务资助的情形。

四、你公司收购的深圳市高斯贝尔家居智能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家居智
能”），2017 年至 2019 年业绩承诺期均未完成业绩承诺。 请结合家居智能行业情况、
盈利模式等说明未完成业绩承诺的原因， 公司管理层在收购家居智能过程中是否
履行勤勉尽责义务，并说明相关股东对业绩补偿已履行及未来履行的具体安排。

回复：
根据《股权转让协议之业绩承诺与补偿协议》等补充协议约定，深圳市高斯贝

尔家居智能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家居智能”或“标的公司”）承诺：2017 年至
2019 年， 标的公司合并报表中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母公司的净利润数分别
不低于人民币 2450 万元、2700 万元、3000 万元，扣非后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分别完
成 1,385.39 万元、 385.55 万元、1,431.15 万元。 家居智能原股东需向公司支付业绩
补偿款 3,870.57 万元

家居智能收入：2019 年家居智能收入为 19,100.00 万元， 较 2018 年收入增加
3,188.00 万元， 增加比例为 20%，2018 年公司家居智能收入为 15,912.00 万元，较
2017 年收入 20,880.00 万元减少了 4,968.00 万元，减少比例为 23.8%

家居智能 2017 年至 2019 年营业收入情况
单位：万元

指标 2017 年 2018 年 2018 年较
2017 年 2019 年 2019 年较 2018 年

营业收入 20,880 15,912 -23.80% 19,100 20.00%
其中 ：外销 10,353 11,926 13.00% 11,907 -0.15%
登虹科技 9,239 2,304 -75.00% 682 -70.40%

1、2017 年至 2019 年未完成业绩承诺原因如下：
1）销售收入没有实现预期增长目标，主要原因：①国内大客户杭州登虹科技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登虹科技”）业务出现大幅下滑，销售额逐年下降，且下降幅度
大，因售价调整，毛利率也逐年下降。 ②公司独家中标的 20 万台智能门铃业务未按
预期出货，对公司业绩产生一定影响。

2）公司在 2019 年开展亚马逊电商业务，由于前期属于投入期，第一年未实现盈

利，且亏损 400 万元，对公司的利润产生不利影响。
3）公司在研发投入，特别是在自主 Ulife4.0 平台和运营商市场方面研发投入逐

年加大，每年研发投入在 500 万元左右，因研发投入增加及人工成本和电子材料的
涨价波动，造成公司成本上升、毛利率下降导致利润下滑。

4)� 因市场开拓不足、市场竞争加剧、原材料价格波动等因素导致标的公司业绩
承诺无法实现。

2、公司管理层在收购家居智能过程中是否履行勤勉尽责义务；
公司管理层在收购家居智能过程中履行了勤勉尽责义务，公司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密切关注家居智能原股东业绩补偿进展情况， 也通过多种方式督促相关
当事人履行补偿义务。

3、相关股东对业绩补偿已履行及未来履行的具体安排如下：
截至本函回函日、除已披露的情形外，相关股东未履行或未全部履行业绩补偿

义务，未全部履行业绩补偿义务人向公司签署出具了《承诺函》、公司向未履行业绩
补偿义务人发出《催款函》，已就业绩承诺补偿事项的履行期限及违约条款进行约
定。

家居智能原股东业绩补偿履行情况
单位：元

序
号 相关股东 应补偿金额 已履行

补偿金额
剩余未

补偿金额 履行期限 违约安排

1

深圳高视
伟业创业
投资有限
公司

14,710,105.66 8,000,000.00 6,710,105.66
相 关 股 东 向 公 司
出具了承诺函 ，承
诺 其 剩 余 补 偿 额
于 2020 年 12 月 30
日前偿还完毕 。

未进行明确约定
2 刘潭爱 1,354,699.90 1,050,000.00 304,699.90

3 欧阳健康 8,224,963.69 3,605,294.23 4,619,669.46

4 杨长义 8,223,028.41 4,139,767.00 4,083,261.41

5 童鹰 2,709,399.81 2,709,399.81

公 司 已 发 出 催 款
函 ，要求其在 2020
年 9 月 30 日 前 偿
还完毕。

若相关股东未按时履
行补偿义务 ， 公司将
严格按 《股权转让协
议之业绩承诺与补偿
协议 》 第 5 条违约责
任的约定 ， 启动诉讼
程 序 并 追 究 违 约 责
任。

6 王军建 1,935,285.58 1,935,285.58

7 何春伟 774,114.23 774,114.23

8 张袓德 387,057.12 387,057.12

9 肖平 387,057.12 387,057.12

合计 38,705,711.50 16,795,061.23 21,910,650.27

五、报告期内，你公司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为 4,665.50 万元，占你公司当期
净利润的 459.54%。 请你公司结合报告期内相关政府补助款的性质、发放原因及到
账时间说明相关会计处理是否合规，公司是否对政府补助存在重大依赖。 请年审会
计师对相关政府补助会计处理的合规性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金额为 4,665.50 万元，其中 2019 年度

收到的与收益相关并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金额为 4,422.10 万元， 以前年度收
到的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依据《企业会计准则》关于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判
断依据及会计处理方法分期摊销确认至本期的损益金额为 243.40 万元。 具体明细
及相关信息如下：

单位：元

序
号 政府补助项目

补助文件 补助款项 补助
划分
依据

计入当期损益
的政府补助金

额文号 政策名称 收款日期 金额

1 上市专项引导
资金

湘 金 监 发
（2019）31 号

关 于 核 销 或 归 还 2008 年 -
2012 年度湖南省扶持企业上
市专项引导资金的通知

2011.12.31 500,000.00
与收
益相
关

500,000.00

2 企业研发资助 深 发 （2016）7
号

关于 2018 年第一批企业研究
开发资助计划 2019.3.29 909,000.00

与收
益相
关

909,000.00

3 工业设计及成
果转化

深 工 信 优 势
字 （2019）123
号

关于 2019 年深圳市工业设计
发展扶持计划 2019.7.30 1,460,000.00

与收
益相
关

1,460,000.00

4 房产税减免款
郴 税 通
（2019）10081
号

国家税务总局郴州市税 务局
税务事项通知书 2019.8.29 1,000,000.00

与收
益相
关

1,000,000.00

5 城镇土地使用
税减免款

湘 税 通
（2019）11170
号

国家税务总局湖南省税 务局
税务事项通知书 2019.8.29 800,000.00

与收
益相
关

800,000.00

6 第四批制造强
省专项资金

苏 财 企 指
（2018）710 号

关于下达 2018 年第四批制造
强省专项资金的通知 2019.11.29 1,300,000.00

与收
益相
关

1,300,000.00

7 开放型经济发
展专项资金

苏 财 外 指
（2018）987 号

关于下达 2018 年开放型经济
发展专项资金的通知 2019.11.29 703,200.00

与收
益相
关

703,200.00

8
企业研发后补
助省级财政奖
补资金

苏 财 教 指
（2018）1159
号

关于下达 2018 年企业研发后
补助省级财政奖补资金的 通
知

2019.11.29 641,740.00
与收
益相
关

641,740.00

9
企业研发后补
助财政奖补资
金

苏 财 教 指
（2019）401 号

关于下达 2018 年企业研发后
补助财政奖补资金的通知 2019.11.29 641,740.00

与收
益相
关

641,740.00

10
第八批省级科
技计划项目经
费

苏 财 教 指
（2016）852 号

关于下达 2016 年第八批省级
科技计划项目 （省重点研发计
划技术创新引导计划 ）经费的
通知

2019.11.29 600,000.00
与收
益相
关

600,000.00

11 第二批制造强
省专项资金

苏 财 企 指
（2018）931 号

关于下达 2018 年第二批制造
强省专项资金的通知 2019.11.29 500,000.00

与收
益相
关

500,000.00

12
国民经济动员
中心建设和管
理资金

湘 财 建 一 指
（2019）33 号

关于下达 2019 年国民经济动
员中心建设和管理资金的 通
知

2019.12.03 500,000.00
与收
益相
关

500,000.00

13 产业扶持资金 苏 财 企 指
〔2019〕860 号

关于下达产业扶持资金 的通
知 2019.12.13 16,000,000.00

与收
益相
关

16,000,000.00

14 2018 年困难企
业稳岗返还款

苏 人 社 发
（2019）58 号

关于做好困难企业认定 和落
实就业补贴工作的通知 2019.12.25 3,610,494.00

与收
益相
关

3,610,494.00

15 产业扶持资金 苏 财 企 指
（2019）920 号

关于下达产业扶持资金 的通
知 2019.12.27 6,000,000.00

与收
益相
关

6,000,000.00

16 研发及技术创
新专项经费

郴 财 教 指
（2019）72 号

关于下达 2019 年郴州市重点
研发及技术创新专项经费 的
通知

2019.12.27 1,000,000.00
与收
益相
关

1,000,000.00

17 经济发展专项
资金

苏 财 外 指
（2019）919 号

关于下达 2019 年开放型经济
发展专项资金的通知 2019.12.27 800,000.00

与收
益相
关

800,000.00

18 研发奖补资金 苏 财 教 指
（2019）862 号

关于下达 2019 年高校科研院
所研发奖补资金的通知 2019.12.27 591,900.00

与收
益相
关

591,900.00

19 补助财政奖补
资金

郴 财 教 指
（2019）64 号

关于下达 2019 年企业研发后
补助财政奖补资金的通知 2019.12.27 591,900.00

与收
益相
关

591,900.00

20
绿色制造示范
单位绿色工厂
奖励

苏 财 企 指
（2019）917 号

关于下达 2019 年第四批制造
强省专项资金的通知 2019.12.27 500,000.00

与收
益相
关

500,000.00

21

其他单笔低于
50 万元与收益
相 关 的 补 助
（计 48 笔 ）

5,571,010.80
与收
益相
关

5,571,010.80

22
微波陶瓷覆铜
板工程项目补
贴

合 同 编 号
CZ2013007

《郴州市科技局科技计划项目
合同书》 2013.12.24 600,000.00

与资
产相
关

60,000.00

23
高频微波覆铜
板强基工程项
目

郴 财 企 指
〔2014〕18 号

关于下达 2014 年战略性新兴
产业科技攻关与重大科技 成
果转化项目补助资金的通知

2014.8.18 2,000,000.00
与资
产相
关

200,000.00

24
高频微波覆铜
板项目

财 建 〔2015〕
372 号

关于下达 2015 年第二批工业
转型升级资金 （用于工业转型
升级强基工程 ）预算指标的通
知

2015.9.29 19,490,000.00
与资
产相
关

1,949,000.00

25 双创建设省预
算基建项目

郴 财 建 指
〔2016〕44 号

关于下达 2016 年 “双创 ”建设
省预算内基建资金的通知 2016.8.8 600,000.00

与资
产相
关

120,000.00

26 覆铜板技术改
造项目

苏 财 企 指
〔2015〕1524
号

关于下达 2015 年市本级新型
工业化专项资金的通知 2017.6.30 500,000.00

与资
产相
关

50,000.00

27

其他单笔低于
50 万元与资产
相 关 的 补 助
（计 2 笔 ）

350,000.00
与资
产相
关

55,000.00

合计 46,654,984.80

（二）政府补助会计处理合规性说明
1.计入当期损益或递延收益的依据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 -- 政府补助》，政府补助在同时满足下列条件时

予以确认：(1)企业能够满足政府补助所附条件；(2)企业能够收到政府补助。
2.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判断依据及会计处理方法
政府文件规定用于购建或以其他方式形成长期资产的政府补助划分为与资产

相关的政府补助。 政府文件不明确的，以取得该补助必须具备的基本条件为基础进
行判断， 以购建或其他方式形成长期资产为基本条件的作为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
助。 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确认为递延收益，在相关资产使用寿命内按照合理、系
统的方法分期计入损益。 相关资产在使用寿命结束前被出售、转让、报废或发生毁
损的，将尚未分配的相关递延收益余额转入资产处置当期的损益。

3.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判断依据及会计处理方法
除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之外的政府补助划分为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对于

同时包含与资产相关部分和与收益相关部分的政府补助， 难以区分与资产相关或
与收益相关的，整体归类为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用于
补偿以后期间的相关成本费用或损失的，确认为递延收益，在确认相关成本费用或
损失的，期间计入当期损益；用于补偿已发生的相关成本费用或损失的，直接计入
当期损益。

4.与公司日常经营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按照经济业务实质，计入其他收益或
冲减相关成本费用。 与公司日常活动无关的政府补助，计入营业外收支。

（三）公司政府补助核算与确认
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之相关规定对政府补助进行严格核算，上述与收益相

关并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报告期均已取得相关文件（或政策依据） 并收到款
项；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此前已取得相关证明材料并收到款项，公司依据《企业
会计准则》 关于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判断依据及会计处理方法分期摊销确认损
益金额。

（四）政府补助依赖性分析
公司近四年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金额 2018 年金额 2017 年金额 2016 年金额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4,665.50 495.24 1,162.68 400.58

从上表可以看出，公司各期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金额变动较大，具有极大
不确定性，获得与否取决于公司业务是否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及政府对实体经济 的
支持。 因公司获得的政府补助具有偶然及不可持续性，所以公司对政府补助不形成
重大依赖。

特此公告。

高斯贝尔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 年 7 月 8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