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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铜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事后审核问询函的回复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下发的《关于对安徽铜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的事后
审核问询函（上证公函【2020】0685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的要求，安徽铜峰电子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铜峰电子”）现将相关情况回复并公告如下：

问题 1：
公司主营业务为薄膜电容器及其薄膜材料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同时拥有从薄膜到电容器

的一体化产业链；其中公司的薄膜材料业务系薄膜电容器的重要原材料，薄膜电容器下游应用
十分广泛。 请公司补充披露：（1）分产品说明公司主营业务的基本情况，包括生产经营模式、成
本费用构成等，并结合可比公司情况分析细分业务收入、毛利率变化的原因及其合理性；（2）结
合公司主要客户的行业分布及其变化说明业务开展是否存在单一或少数行业依赖；（3）分业务
披露近三年前五大供应商的名称、采购内容、采购金额、结算方式、是否构成关联交易及具体关
联关系。

回复：
一、分产品说明公司主营业务的基本情况，包括生产经营模式、成本费用构成等，并结合可

比公司情况分析细分业务收入、毛利率变化的原因及其合理性；
（一）公司分产品经营模式
1、采购模式
主要材料： 聚丙烯薄膜产品主要原材料是聚丙烯树脂。 公司实行以销定产的生产组织模

式，根据生产计划及材料消耗制定所需聚丙烯树脂清单，结合合理安全库存量，制定采购计划
并下发至全资子公司世贸进出口组织采购。

其他材料：除聚丙烯树脂外，公司其他产品耗用原材料均在国内采购，公司在选定合格供
应商后，采用招投标方式确定原材料的采购价格，依据销售计划下达原材料采购计划。

2、生产模式
对于电容器薄膜，公司结合生产线运行平衡及节能的需要，采用安全库存及以销定产并行

的生产组织模式。 对于薄膜电容器，公司主要根据订单生产。
3、销售模式
公司除少量客户采用经销模式外，其他客户主要采用直接销售模式。
（二）主要产品 2019 年度成本构成
单位：万元

成本项目
聚丙烯薄膜 聚酯薄膜 电容器产品 电力电子电容器

金额 结构 金额 结构 金额 结构 金额 结构

直接材料 15,410.77 67.77% 4,956.24 56.46% 20,347.75 81.55% 6,732.28 77.63%
燃料动力费 2,183.48 9.60% 1,354.56 15.43% 457.63 1.83% 138.21 1.59%
直接工资 1,040.57 4.58% 398.14 4.54% 2,274.12 9.11% 460.17 5.31%
制造费用 4,106.27 18.06% 2,069.98 23.58% 1,872.39 7.50% 1,342.15 15.48%
合计 22,741.09 100.00% 8,778.91 100.00% 24,951.88 100.00% 8,672.81 100.00%
（三）结合可比公司情况分析细分业务收入、毛利率变化的原因及合理性
公开资料披露聚丙烯薄膜（BOPP 膜）和聚脂薄膜（BOPET 膜）行业可比公司只有浙江大东

南股份有限公司（002263）；根据公开资料判断，电力电子电容器产品行业可比公司只有南通江
海电容器股份有限公司（002484）披露了相关数据。 同行业公司均未单独披露交流电容器收入
和毛利率等情况。

产品 可比公司
2019 年 2018 年

销 售 收 入 （万
元 ）

销 售 收 入
变动比例 毛利率 毛 利 率 变

动百分点
销 售 收 入 （万
元 ） 毛利率

聚丙烯薄膜
铜峰电子 16,585.00 -4.77% -3.67% -8.54 17,415.00 4.87%
大东南 24,247.80 8.55% 8.56% -6.77 22,338.04 15.33%

聚酯膜
铜峰电子 11,255.00 -6.33% 22.57% 8.67 12,016.00 13.90%
大东南 73,148.13 11.39% 17.58% 9.17 65,671.20 8.41%

电力电子电
容器

铜峰电子 12,208.02 16.09% 40.50% 1.98 10,515.79 38.52%
江海股份 187,577.26 8.27% 30.71% 3.43 173,250.53 27.28%

交流电容器 铜峰电子 25,919.19 -7.90% 9.10% -6.45 28,141.26 15.55%
注：由于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公开数据未区分聚丙烯薄膜及镀膜，此处分析时，将本公司

的聚丙烯薄膜与镀膜数据合并列示在聚丙烯薄膜中。
由上表可见，报告期内，公司毛利率变化趋势与同行业基本一致，聚丙烯薄膜毛利率同为

下降，聚酯膜毛利率同为上升，电力电子电容器毛利率同为上升。 2019 年聚酯膜同行业销售收
入增长而本公司下降，主要系公司聚酯膜产品受产能限制，两条生产线已满负荷生产，产量无
法增长，同时聚酯膜销售价格相比上年降低，导致聚酯膜销售收入相比上年略有下降；聚丙烯
薄膜同行业销售增长而本公司下降，主要系本年聚丙烯薄膜销量相比上年降低。

报告期内，各主要产品毛利率变化的原因如下：
1、聚丙烯膜
聚丙烯膜毛利率下降，主要系单位成本上升、单位售价基本不变所致。 具体而言：
由于聚丙烯膜市场产能过剩，中低端市场严重饱和，同时受国际贸易形势影响，聚丙烯膜

下游家电市场受到波及，导致 2019 年度产量下降，销售单价仅略有上涨。 公司聚丙烯薄膜 1 号
生产线于 1989 年投产， 设备老化严重，2019 年基本处于停机状态。 综合因素导致 2019 年聚丙
烯膜生产量的减少， 造成良品率下降，2019 年单位消耗聚丙烯树脂量较上年增长了 5.69%，单
位采购价格较上年上涨 7.12%，产量的减少也导致单位固定成本的增加，最终导致单位成本上
升。

2、聚酯膜
聚酯膜毛利率增长主要系单位生产成本下降所致。 近年来聚酯切片材料价格下降，2019 年

聚酯切片基料价格较上年下降 14.28%，聚酯切片母料价格较上年下降 15.38%。 因此聚酯膜的
毛利率上升。

3、交流电容器
交流电容器毛利率下降主要系单位成本上升、单位售价下降所致。 由前所述，2019 年度公

司聚丙烯膜的单位成本上升，导致公司交流电容器耗用的薄膜成本上升，最终导致公司交流电
容器单位成本上升。 同时，2019 年受国际贸易形势影响，公司单位售价较高的出口业务较上年
下降约 25%，且内贸销售价格较上年下降，导致公司交流电容器单位售价下降。

4、电力电子电容器
电力电子电容器毛利率上升主要系单位售价的增长幅度大于单位成本。 2019 年度，产量较

上年增长 7.76%，销售均价较上年上升 13.47%，单位生产成本较上年增长 9.71%，产销量、销售
均价、单位成本的综合作用，导致 2019 年毛利率相比 2018 年度上升。

二、结合公司主要客户的行业分布及其变化说明业务开展是否存在单一或少数行业依赖；
（一）聚丙烯薄膜主要客户（2019 年度）
由于涉及公司商业机密和客户隐私， 公司以下回复中隐去了涉及商业机密和客户的相关

信息，敬请广大投资者理解。
序号 客户名称 客户所处行业 不含税收入（万元） 占聚丙烯膜收入

比

1 客户 1 电子元器件中间行业， 终端产品广泛用于多个行
业领域 1,942.98 11.72%

2 客户 2 电子元器件中间行业 ，终端产品用于家电 、通讯 、
电网、轨道交通、工业控制、照明和新能源行业 990.89 5.97%

3 客户 3 电子元器件中间行业， 终端产品可广泛用于多个
行业领域 730.61 4.41%

4 客户 4 电子元器件经销商 616.67 3.72%

5 客户 5 电子元器件中间行业， 终端产品可广泛用于多个
行业领域 581.03 3.50%

合计 4,862.19 29.32%
（二）交流电容器主要客户（2019 年度）

序号 客户名称 客户所处行业 不含税收入（万元） 占交流电容器收入
比

1 客户 1 白色家电 3,015.72 11.64%
2 客户 2 白色家电 2,467.58 9.52%
3 客户 3 白色家电 2,249.04 8.68%
4 客户 4 白色家电 2,081.88 8.03%
5 客户 5 白色家电 1,507.86 5.82%

合计 11,322.09 43.68%
（三）电力电子电容器主要客户（2019 年度）

序号 客户名称 客户所处行业 不含税收入（万元） 占电力 电子 电 容 器 收
入比

1 客户 1 轨道交通装备 2,358.91 19.32%
2 客户 2 交通运输设备 2,126.06 17.42%
3 客户 3 交通运输设备 2,095.02 17.16%
4 客户 4 轨道交通装备 763.79 6.26%
5 客户 5 交通运输设备 534.95 4.38%

合计 7,878.73 64.54%
（四）聚酯薄膜主要客户（2019 年度）

序号 客户名称 客户所处行业 不含税收入（万元） 占主营业务收入

1 韩国 SKC 株式会社 碳带打印 1,918.84 17.05%
2 客户 1 计算机 、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1,535.89 13.65%
3 客户 2 计算机 、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1,160.52 10.31%

4 客户 3 电子元器件中间行业，终端产品可广
泛用于多个行业领域 1,024.58 9.10%

5 客户 4 家电 、通讯 、电网 、轨道交通 、工业控
制 、照明和新能源行业 547.30 4.86%

合计 6,187.12 54.97%
由上可见，公司主要产品对应的主要客户分布于家电、通讯、交通运输设备等多个行业。 公

司通过合理调配产能和销售渠道，收入不存在依赖单一或少数行业情况。 公司 2019 年度主要
产品前五户客户相比以前年度未发生重大变化。

三、分业务披露近三年前五大供应商的名称、采购内容、采购金额、结算方式、是否构成关
联交易及具体关联关系。

1）聚丙烯薄膜产品 2017 年 -2019 年前五大供应商情况

产品名称
2019 年

供应商名称 采购内容 采购金额（万元 ） 结算方式 是否关联方

聚丙烯薄膜

供应商 1 聚丙烯树脂 6,262.63 信用证 否

供应商 2 聚丙烯树脂 4,871.93 信用证 否

供应商 3 聚丙烯树脂 3,109.57 信用证 否

供应商 4 纸箱等 209.90 银行存款 、 承兑
汇票 否

供应商 5 夹板等 139.98 银行存款 、 承兑
汇票 否

小计 14,594.01

产品名称
2018 年

供应商名称 采购内容 采购金额（万元 ） 结算方式 是否关联方

聚丙烯薄膜

供应商 2 聚丙烯树脂 6,190.88 信用证 否

供应商 1 聚丙烯树脂 3,634.20 信用证 否

供应商 3 聚丙烯树脂 2,506.36 信用证 否

供应商 4 纸箱等 200.06 银行存款、承兑汇票 否

供应商 5 夹板等 160.12 银行存款、承兑汇票 否

小计 12,691.62

产品名称
2017 年

供应商名称 采购内容 采购金额（万元 ） 结算方式 是否关联方

聚丙烯薄膜

供应商 2 聚丙烯树脂 7,861.93 信用证 否

供应商 1 聚丙烯树脂 4,954.76 信用证 否

供应商 3 聚丙烯树脂 2,314.00 信用证 否

供应商 5 夹板等 193.42 银行存款、承兑汇票 否

供应商 6 纸箱等 168.18 银行存款、承兑汇票 否

小计 15,492.28
2）聚酯膜产品 2017 年 -2019 年前五大供应商情况

产品名称
2019 年

供应商名称 采购内容 采购金额（万元 ） 结算方式 是否关联方

聚酯膜

供应商 1 聚酯切片 4,867.91 银行存款 否

韩国 SKC 株式会社 聚酯切片 103.41 银行存款 是

供应商 2 纸管等 101.08 银行存款、承兑汇票 否

供应商 3 纸管等 90.84 银行存款、承兑汇票 否

供应商 4 夹板等 71.39 银行存款、承兑汇票 否

小计 5,234.64

产品名称
2018 年

供应商名称 采购内容 采购金额（万元 ） 结算方式 是否关联方

聚酯膜

供应商 1 聚酯切片 5,183.41 银行存款 否

供应商 5 聚酯切片 1,233.21 银行存款 否

供应商 6 聚酯切片 553.86 银行存款、承兑汇票 否

供应商 2 纸管等 122.21 银行存款、承兑汇票 否

供应商 3 纸管等 80.31 银行存款、承兑汇票 否

小计 7,173.00

产品名称
2017 年

供应商名称 采购内容 采购金额（万元 ） 结算方式 是否关联方

聚酯膜

供应商 5 供应商 5 7,302.38 银行存款 否

供应商 6 供应商 6 1,053.09 银行存款、承兑汇票 否

韩国 SKC 株式会社 韩 国 SKC 株 式 会
社 309.01 银行存款 是

供应商 2 供应商 2 93.93 银行存款、承兑汇票 否

供应商 7 供应商 7 77.19 银行存款、承兑汇票 否

小计 8,835.60
以上供应商中除韩国 SKC 株式会社为子公司少数股东外， 其他供应商与公司不存在关联

关系。
3）交流电容器产品 2017 年 -2019 年前五大供应商情况

产品名称
2019 年

供应商名称 采购内容 采购金额（万元 ） 结算方式 是否关联方

交流电容器

铜陵市天元新能源科技
有限公司 铝壳、塑壳等 2,775.88 银行存 款 、承兑

汇票 是

供应商 1 锌丝 1,474.45 银行存 款 、承兑
汇票 否

供应商 2 盖板等 1,418.42 银行存 款 、承兑
汇票 否

供应商 3 蓖麻油 1,152.70 银行存 款 、承兑
汇票 否

供应商 4 盖板等 1,099.74 银行存 款 、承兑
汇票 否

小计 7,921.19

产品名称
2018 年

供应商名称 采购内容 采购金额（万元 ） 结算方式 是否关联方

交流电容器

铜陵市天元新能源科技
有限公司 铝壳、塑壳等 2,409.52 银行存 款 、承兑

汇票 是

供应商 1 锌丝 1,803.55 银行存 款 、承兑
汇票 否

供应商 2 盖板等 1,600.91 银行存 款 、承兑
汇票 否

供应商 4 盖板等 1,085.71 银行存 款 、承兑
汇票 否

供应商 3 蓖麻油 1,067.75 银行存 款 、承兑
汇票 否

小计 7,967.44

产品名称
2017 年

供应商名称 采购内容 采购金额（万元 ） 结算方式 是否关联方

交流电容器

铜陵市天元新能源科技
有限公司 铝壳、塑壳等 2,598.72 银行存 款 、承兑

汇票 是

供应商 1 锌丝 2,106.24 银行存 款 、承兑
汇票 否

供应商 2 盖板等 1,668.60 银行存 款 、承兑
汇票 否

供应商 3 蓖麻油 1,213.47 银行存 款 、承兑
汇票 否

供应商 4 盖板等 1,111.63 银行存 款 、承兑
汇票 否

小计 8,698.67
以上供应商中除铜陵市天元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与本公司受同一股东控制外， 其他供应

商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4）电力电子电容器产品 2017 年 -2019 年前五大供应商情况如下：

产品名称
2019 年

供应商名称 采购内容 采购金额（万元 ） 结算方式 是否关联方

电力电子电容
器

铜陵市天元新能源科技
有限公司 不锈钢外壳等 718.04 银行存 款 、承兑

汇票 是

供应商 1 端子等 610.97 银行存 款 、承兑
汇票 否

供应商 2 锌丝 592.31 银行存 款 、承兑
汇票 否

供应商 3 环氧树脂、聚氨酯 444.77 银行存 款 、承兑
汇票 否

供应商 4 电极等 439.99 银行存 款 、承兑
汇票 否

小计 2,806.09

产品名称
2018 年

供应商名称 采购内容 采购金额（万元 ） 结算方式 是否关联方

电力电子电容
器

铜陵市天元新能源科技
有限公司 不锈钢外壳等 646.56 银行存 款 、承兑

汇票 是

供应商 3 环氧树脂、聚氨酯 557.19 银行存 款 、承兑
汇票 否

供应商 2 锌丝 550.08 银行存 款 、承兑
汇票 否

供应商 1 端子等 517.91 银行存 款 、承兑
汇票 否

供应商 5 不锈钢外壳等 381.58 银行存 款 、承兑
汇票 否

小计 2,653.31

产品名称
2017 年

供应商名称 采购内容 采购金额（万元 ） 结算方式 是否关联方

电力电子电容
器

供应商 2 锌丝 514.41 银行存 款 、承兑
汇票 否

供应商 1 端子等 482.56 银行存 款 、承兑
汇票 否

供应商 3 环氧树脂、聚氨酯 410.80 银行存 款 、承兑
汇票 否

供应商 5 不锈钢外壳等 376.72 银行存 款 、承兑
汇票 否

铜陵市天元新能源科技
有限公司 不锈钢外壳等 348.86 银行存 款 、承兑

汇票 是

小计 2,133.34
以上供应商中除铜陵市天元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与本公司受同一股东控制外， 其他供应

商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注：①公司交流电容器和机车电容使用的主要材料系公司自产的聚丙烯薄膜。 以上交流电

容器和机车电容列示的是除聚丙烯薄膜之外的其他材料的前五大供应商。 ②上表所列示供应
商采购金额除进口采购外，均为含税采购额。

问题 2：
年报披露，报告期公司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8.22 亿元，同比下降 7.15%；实现归母净利润 -1.

53 亿元，同比下降 1704.07%；实现经营性现金流量净额 1.21 亿元，同比增长 1885%。 近年来公
司净利润波动较大，2015 年至今实现归母净利润分别为 0.14 亿元、-2.1 亿元、0.14 亿元、0.1 亿
元、-1.53 亿元。 请公司：（1）结合市场需求、竞争格局、成本费用构成等情况，说明报告期公司
净利润大幅下降的原因及合理性；（2）说明公司长期以来业绩大幅波动的原因，特别是上述年
度出现大额亏损的原因，相关变化是否显著异于同行业可比公司；（3）结合收入确认政策、确认
时点、款项回收等情况，明确历年收入确认的准确性，说明是否存在跨期调节收入、利润的情
形；（4）结合相关信用政策、付款安排、票据贴现等情况，说明报告期公司经营性现金流与收入、
净利润的匹配性及原因。 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

回复：
一、结合市场需求、竞争格局、成本费用构成等情况，说明报告期公司净利润大幅下降的原

因及合理性；
2019 年与 2018 年主要利润表项目对比情况表
单位：万元

项 目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变动

一、营业收入 82,205.67 88,537.72 -6,332.05
二、营业成本 70,365.40 72,313.32 -1,947.92
三、营业毛利（亏损以 “-”号填列 ） 11,840.27 16,224.40 -4,384.13
税金及附加 1,064.66 1,025.39 39.27
销售费用 4,642.45 3,978.61 663.84
管理费用 6,497.63 6,420.67 76.96
研发费用 2,373.53 2,627.41 -253.88
财务费用 1,662.40 1,520.11 142.29
加：其他收益 354.34 261.26 93.08
投资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121.36 -1.14 -120.22
信用减值损失 （损失以“-”号填列） -1,857.45 - -1,857.45
资产减值损失 （损失以“-”号填列） -9,320.55 -111.71 -9,208.84
资产处置收益 （损失以“-”号填列） -9.50 57.08 -66.58
四、营业利润（亏损以 “-”号填列 ） -15,354.93 857.68 -16,212.61
加：营业外收入 169.33 234.29 -64.96
减：营业外支出 140.46 43.88 96.58
五、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15,326.06 1,048.09 -16,374.15
减：所得税费用 902.37 6.76 895.61
六、净利润（净亏损以 “-”号填列 ） -16,228.43 1,041.33 -17,269.76
1.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15,287.00 953.01 -16,240.01

由上表可见，报告期内公司净利润及业绩波动主要受营业毛利降低、计提的资产减值损失
增加、计提的信用资产减值损失增加影响所致。对公司营业毛利、信用减值损失、资产减值损失
具体分析情况如下：

（一）营业毛利分析
2019 年与 2018 年主要产品收入、成本、毛利变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产品 项目
金额/比率

变动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聚丙烯薄膜

收入 9,763.62 9,695.58 68.04
成本 10,446.96 9,732.75 714.21
毛利 -683.34 -37.17 -646.17
毛利率 -7.00% -0.38% -6.62%

交流电容器

收入 25,919.19 28,141.26 -2,222.07
成本 23,560.38 23,764.44 -204.06
毛利 2,358.81 4,376.82 -2,018.01
毛利率 9.10% 15.55% -6.45%

电力电子电容器

收入 12,208.02 10,515.79 1,692.23
成本 7,263.68 6,465.10 798.58
毛利 4,944.34 4,050.69 893.65
毛利率 40.50% 38.52% 1.98%

聚酯膜

收入 11,255.11 12,015.62 -760.51
成本 8,714.98 10,345.46 -1,630.48
毛利 2,540.13 1,670.16 869.97
毛利率 22.57% 13.90% 8.67%

镀膜

收入 6,821.01 7,719.24 -898.23
成本 6,745.50 6,833.62 -88.12
毛利 75.51 885.62 -810.11
毛利率 1.11% 11.47% -10.36%

连接器

收入 9,157.39 9,979.32 -821.93
成本 9,195.06 9,209.72 -14.66
毛利 -37.67 769.6 -807.27
毛利率 -0.41% 7.71% -8.12%

其他

收入 5,488.66 8,134.99 -2,646.33
成本 4,063.62 5,639.29 -1,575.67
毛利 1,425.05 2,495.70 -1,070.65
毛利率 25.96% 30.68% -4.72%

合计

收入 80,613.00 86,201.80 -5,588.80
成本 69,990.18 71,990.38 -2,000.20
毛利 10,622.83 14,211.42 -3,588.59
毛利率 13.18% 16.49% -3.31%

上表数据显示，公司报告期营业毛利下降主要由产品聚丙烯薄膜、镀膜、交流电容器、连接
器产品营业毛利相比上年大幅下降。 其中聚丙烯薄膜、镀膜、交流电容器营业毛利下降主要由
于单位成本相比上年上升，聚丙烯薄膜单位成本上升导致营业毛利减少 885.92 万元；镀膜单位
成本上升导致营业毛利减少 567.57 万元 ； 交流电容器单位成本上升导致营业毛利减少
1,238.38 万元。 公司产品聚丙烯薄膜、镀膜、交流电容器在生产工艺上存在上下游关系，镀膜、
交流电容器和电力电子电容器所有耗用的聚丙烯薄膜均为本公司自产， 公司每年生产的聚丙
烯薄膜约一半自用，聚丙烯薄膜成本对镀膜、交流电容器和电力电子电容器成本影响较大。 公
司聚丙烯薄膜原材料为进口聚丙烯树脂，受汇率波动影响及原油价格影响，聚丙烯树脂采购价
格相比上年上涨。

对主要产品销量、价格、单位成本变动情况，主要产品成本结构变动情况以及主要原材料
采购价格变动情况分析如下：

1、2019 年、2018 年主要产品销量、价格、成本变动分析

产品 项目
金额/比率

变动 因素变动对营业
毛利影响2019 年度 2018 年度

聚丙烯薄膜

收入（万元） 9,763.62 9,695.58 68.04
成本（万元） 10,446.96 9,732.75 714.21
销售数量（T） * * * *
销售均价(万元 /T） * * * *
销售单位成本 (万元 /T） * * * *

镀膜

收入（万元） 6,821.01 7,719.24 -898.23
成本（万元） 6,745.50 6,833.62 -88.12
销售数量（T） * * * *
销售均价(万元 /T） * * * *
销售单位成本 (万元 /T） * * * *

交流电容器

收入（万元） 25,919.19 28,141.26 -2,222.07
成本（万元） 23,560.38 23,764.44 -204.06
销售数量（万只 ） * * * *
销售均价（元/只 ） * * * *
销售单位成本 （元/只 ） * * * *

连接器

收入（万元） 9,157.39 9,979.32 -821.93
成本（万元） 9,195.06 9,209.72 -14.66
销售数量（万 PCS） * * * *
销售均价（元/PCS) * * * *
销售单位成本 （元/PCS) * * * *

由于聚丙烯薄膜、镀膜市场产能过剩，市场竞争激烈，销量降低，原材料采购价格逐年上
涨，导致聚丙烯薄膜、镀膜业绩下降；受国际贸易形势影响，公司主要产品交流电容器价格大幅
降低，销量减少，导致交流电容器业绩大幅下降；连接器类产品，为公司 2017 年新进入的行业
领域，同时连接器行业竞争激烈，产品更新换代快，2019 年由于项目开发和市场原因，公司产品
结构发生变动，导致连接器产品销售业绩下降。

2、公司 2019 年、2018 年主要产品成本费用构成如下：

成本项目
聚丙烯薄膜 聚酯薄膜 电容器产品

金额 结构 金额 结构 金额 结构

（1）2019 年度

直接材料 15,410.77 67.77% 4,956.24 56.46% 20,347.75 81.55%
燃料动力费 2,183.48 9.60% 1,354.56 15.43% 457.63 1.83%
直接工资 1,040.57 4.58% 398.14 4.54% 2,274.12 9.11%
制造费用 4,106.27 18.06% 2,069.98 23.58% 1,872.39 7.50%
合计 22,741.09 100.00% 8,778.91 100.00% 24,951.88 100.00%
（2）2018 年度

直接材料 13,702.01 66.70% 5,970.05 60.72% 20,753.50 81.85%
燃料动力费 2,445.75 11.91% 1,362.35 13.86% 478.00 1.89%
直接工资 822.22 4.00% 464.86 4.73% 2,350.60 9.27%
制造费用 3,571.45 17.39% 2,035.05 20.70% 1,772.50 6.99%

合计 20,541.43 100.00% 9,832.31 100.00% 25,354.61 100.00%
变动

直接材料 1,708.76 -1,013.81 -405.75
燃料动力费 -262.27 -7.79 -20.37
直接工资 218.35 -66.72 -76.48
制造费用 534.82 34.93 99.89
（续上表）

成本项目
电力电子电容器 镀膜 连接器

金额 结构 金额 结构 金额 结构

（1）2019 年度

直接材料 6,732.28 77.63% 10,756.37 80.40% 4,764.03 59.64%
燃料动力费 138.21 1.59% 534.53 4.00% 250.06 3.13%
直接工资 460.17 5.31% 678.65 5.07% 1,080.03 13.52%
制造费用 1,342.15 15.48% 1,409.38 10.53% 1,893.97 23.71%
合计 8,672.81 100.00% 13,378.93 100.00% 7,988.09 100.00%
（2）2018 年度

直接材料 5,727.51 77.39% 10,923.82 81.42% 3,561.59 45.61%
燃料动力费 129.77 1.75% 548.05 4.09% 221.91 2.84%
直接工资 340.32 4.60% 667.87 4.98% 1,672.79 21.42%
制造费用 1,203.33 16.26% 1,276.14 9.51% 2,351.66 30.12%
合计 7,400.93 100.00% 13,415.88 100.00% 7,807.96 100.00%
变动

直接材料 1,004.77 -167.45 1,202.44
燃料动力费 8.44 -13.52 28.14
直接工资 119.85 10.78 -592.76
制造费用 138.82 133.24 -457.69

由上表可知，公司产品成本中主要为材料成本，公司主要原材料聚丙烯树脂采购成本的上
涨，直接导致公司主要产品聚丙烯薄膜、镀膜、交流电容器、电力电子电容器材料成本上涨。
2019 年公司主要原材料聚丙烯树脂相比 2018 年度每吨采购价格上涨 721.45 元， 上涨幅度为
7.12%。

3、2019 年、2018 年主要原材料聚丙烯树脂采购价格变动情况
单位：元 / 吨

项目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变动额

聚丙烯树脂 10,852.93 10,131.48 721.45
聚丙烯树脂依赖于进口，受汇率波动影响，报告期采购价格较上一年度上涨。 2019 年聚丙

烯树脂生产领用数量为 12400 吨，聚丙烯树脂采购价格变动对当期成本影响约为 895 万元。
（二）资产减值损失、信用风险损失的影响
2019 年、2018 年资产减值损失、信用风险损失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变动额

应收款项减值损失 /信用减值损失 1,857.45 -120.29 1,977.74
存货跌价损失 3,354.47 232.00 3,122.47
固定资产减值损失 5,201.56 - 5,201.56
在建工程减值损失 764.52 - 764.52
小计 11,178.00 111.71 11,066.29

公司每年末均按照准则要求，对相关资产进行减值测试。 各项资产减值情况具体如下：
（1）应收款项
2019 年度，公司通过日常业务往来、媒体报道等了解到广东志高存在资金链断裂等情况，

加大款项催收力度的同时对款项可收回性进行了评估，根据评估结果计提了减值，2019 年度计
提信用减值损失 1,184.67 万元； 公司还了解到客户昆山龙梦的终端客户出现经营不善破产的
情况，公司通过评估昆山龙梦的偿还能力，审慎的计提了坏账准备 ,� 2019 年度计提信用减值损
失 384.13 万元。

（2）存货跌价损失
公司期末对存货结合在手订单、预计未来销售价格、预计的销售费用和税金等进行了跌价

测试。 随着市场竞争加剧以及人民币汇率变动等影响，公司膜产品、交流电容器产品和连接器
均出现了毛利率下滑的情况，公司根据未来市场价格等，测试存货跌价并计提减值，2019 年度
共计提存货跌价损失 3,354.47 万元。

（3）固定资产减值
公司期末结合产品销售情况、未来市场趋势等因素分析固定资产是否存在减值迹象，结合

固定资产获取现金流量的方式，以及未来现金流量现值等的估计，对固定资产进行减值测试。
2019 年公司固定资产减值计提较多，主要系公司结合膜类产品的销售和预期市场情况，对膜生
产线计提减值所致，2019 年度共计提膜生产线固定资产减值损失 3,669.24 万元。

（4）在建工程减值
2019 年度，公司计提在建工程减值准备，主要系子公司合汇金源项目预计不再推进，公司

对厂房和设备计提减值所致。
二、说明公司长期以来业绩大幅波动的原因，特别是上述年度出现大额亏损的原因，相关

变化是否显著异于同行业可比公司；
（一）公司长期以来业绩大幅波动的原因，2016 年度、2019 年度大幅亏损的原因
2015 年 -2019 年公司利润表
单位：万元

项 目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2015 年度

一、营业收入 82,205.67 88,537.72 81,336.07 59,050.14 59,957.25
二、营业成本 70,365.40 72,313.32 65,484.94 56,046.52 53,095.30
三、营业毛利（亏损以 “-”号填列 ） 11,840.27 16,224.40 15,851.13 3,003.62 6,861.95
税金及附加 1,064.66 1,025.39 1,172.66 850.95 160.45
销售费用 4,642.45 3,978.61 4,195.24 3,486.87 3,640.50
管理费用 6,497.63 6,420.67 6,568.37 7,040.14 6,720.33
研发费用 2,373.53 2,627.41 3,021.50 1,361.64 1,683.21
财务费用 1,662.40 1,520.11 2,635.22 2,189.90 3,153.85
加：其他收益 354.34 261.26 1,984.23 - -
投资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121.36 -1.14 1,446.57 81.31 274.04
信用减值损失 （损失以“-”号填列） -1,857.45 - - - -
资产减值损失 （损失以“-”号填列） -9,320.55 -111.71 54.58 -10,186.19 -3,791.79
资产处置收益 （损失以“-”号填列） -9.50 57.08 2.94 -68.63 -
四、营业利润（亏损以 “-”号填列 ） -15,354.93 857.68 1,746.47 -22,099.39 -12,014.15
加：营业外收入 169.33 234.29 378.93 798.13 12,865.98
减：营业外支出 140.46 43.88 25.98 8.08 141.02
五 、利润总额 （亏损总额以 “-”号填
列） -15,326.06 1,048.09 2,099.42 -21,309.34 710.80

减：所得税费用 902.37 6.76 648.55 521.59 -218.21
六、净利润（净亏损以 “-”号填列 ） -16,228.43 1,041.33 1,450.87 -21,830.93 929.02
1.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净
亏损以 “-”号填列 ） -15,287.00 953.01 1,404.14 -20,984.06 1,400.81

上表数据显示： 公司长期以来业绩大幅波动的原因主要受营业毛利和资产减值的综合影
响。 其中 2016 年度公司 LED 支架、晶体谐振器业务出现大额亏损，营业毛利下降，公司当年对
LED 支架业务对应的固定资产、晶体谐振器业务对应的存货计提了减值，共同导致当年出现大
额亏损；2019 年度，随着聚丙烯薄膜市场竞争日益激烈，原材料价格也有所提高，导致公司营业
毛利较上年下滑，公司对存在跌价的存货计提了减值，对存在减值迹象的薄膜生产线设备等测
试计提了减值，共同导致当年出现大额亏损。

1、2015 年 -2019 年各年营业毛利情况分析
2015 年 -2019 年主要产品收入、成本、毛利变动情况表
单位：万元

产品 项目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2015 年

度

金 额/比
率

变 动 比
例

金 额/比
率

变 动 比
例

金 额/比
率

变 动 比
例

金 额/比
率

变 动 比
例

金 额/比
率

聚 丙 烯
薄膜

收入 9,763.62 9,695.58 8,632.78 7,493.55 14,535.00
成本 10,446.96 9,732.75 8,372.62 8,157.22 13,926.00

毛利 -683.34 -646.17 -37.17 -297.33 260.16 923.83 -663.67 -
1,272.67 609.00

毛利率 -7.00% -6.62% -0.38% -3.40% 3.01% 11.87% -8.86% -13.05% 4.19%

交 流 电
容器

收入 25,919.19 0.0% 28,141.26 - 31,083.37 - 22,561.50 - 18,733.00
成本 23,560.38 0.0% 23,764.44 - 25,585.58 - 18,055.13 - 16,628.00

毛利 2,358.81 -
2,018.01 4,376.82 -

1,120.97 5,497.79 991.42 4,506.37 2,401.37 2,105.00

毛利率 9.10% -6.45% 15.55% -2.13% 17.69% -2.29% 19.97% 8.74% 11.24%

电 力 电
子 电 容
器

收入 12,208.02 10,515.79 8,692.38 7,416.42 8,099.00
成本 7,263.68 6,465.10 5,478.94 5,425.86 5,525.00
毛利 4,944.34 893.65 4,050.69 837.25 3,213.44 1,222.88 1,990.56 -583.44 2,574.00
毛利率 40.50% 1.98% 38.52% 1.55% 36.97% 10.13% 26.84% -4.94% 31.78%

聚酯膜

收入 11,255.11 12,015.62 9,920.57 6,761.70 8,006.00
成本 8,714.98 10,345.46 8,808.74 8,226.54 7,500.00

毛利 2,540.13 869.97 1,670.16 558.33 1,111.83 2,576.67 -1,464.84 -
1,970.84 506.00

毛利率 22.57% 8.67% 13.90% 2.69% 11.21% 32.87% -21.66% -27.98% 6.32%

镀膜

收入 6,821.01 7,719.24 7,265.00 7,159.46 -
成本 6,745.50 6,833.62 6,875.44 7,813.10 -
毛利 75.51 -810.11 885.62 496.06 389.56 1,043.20 -653.64 -653.64 -
毛利率 1.11% -10.37% 11.47% 6.11% 5.36% 14.49% -9.13% -9.13% 0.00%

连接器

收入 9,157.39 9,979.32 5,264.99 - -
成本 9,195.06 9,209.72 4,208.42 - -
毛利 -37.67 -807.27 769.60 -286.97 1,056.57 1,056.57 - - -
毛利率 -0.41% -8.12% 7.71% -12.36% 20.07% 20.07% 0.00% 0.00% 0.00%

其他

收入 5,488.66 0.0% 8,134.99 - 8,301.98 - 6,061.91 - 8,571.00
成本 4,063.62 0.0% 5,639.29 - 6,123.69 - 7,979.12 - 8,935.00

毛利 1,425.05 -
1,070.65 2,495.70 317.41 2,178.29 4,095.50 -1,917.21 -

1,553.21 -364.00

毛利率 25.96% -4.72% 30.68% 4.44% 26.24% 57.87% -31.63% -27.38% -4.25%

合计

收入 80,613.00 - 86,201.80 - 79,161.07 - 57,454.54 - 57,944.00
成本 69,990.18 - 71,990.38 - 65,453.43 - 55,656.97 - 52,514.00

毛利 10,622.83 -
3,588.59 14,211.42 503.78 13,707.64 11,910.0

7 1,797.57 -
3,632.43 5,430.00

毛利率 13.18% -3.31% 16.49% -0.83% 17.32% 14.19% 3.13% -6.24% 9.37%
由上可见，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毛利变化主要系各业务毛利波动综合影响：
（1）2016 年度毛利较 2015 年度下降，主要系当年公司 LED 支架业务亏损较高所致；
（2）2017 年度毛利较 2016 年度增长，主要系当年公司停止了亏损的 LED 业务，新开发连接

器业务；同时公司聚丙烯薄膜 1-4 号线完成搬迁及安装调试，聚丙烯薄膜产能逐渐释放，导致
2017 年度相比 2016 年度聚丙烯薄膜销量增长，膜类业务毛利增长；

（3）2018 年度毛利较 2017 年度基本持平；
（4）2019 年度毛利较 2018 年度下降，主要系本年聚丙烯树脂受人民币汇率变动影响，材料

成本上升，同时聚丙烯拉膜线的实际产能不能充分发挥，单位生产成本上升，导致聚丙烯薄膜
毛利率下降，同时导致公司交流电容器原材料耗用成本上升，毛利率下降。 受国际贸易形势影
响，公司主要产品交流电容器价格大幅降低，导致交流电容器业绩大幅下降，交流电容器产品
获利空间减小。

2、2015 年 -2019 年各年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分析
2015 年 -2019 年资产减值损失、信用风险损失情况表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2015 年度

金额 变动额 金额 变动额 金额 变动额 金额 变动额 金额

应收款 项减 值
损失 /信用风险
损失

1,857.45 1,977.74 -
120.29 -150.87 30.58 -2,366.84 2,397.42 1,199.65 1,197.77

存货跌价损失 3,354.47 3,122.47 232.00 1,164.74 -
932.74 -3,777.95 2,845.21 366.13 2,479.08

固定资 产减 值
损失 5,201.56 5,201.56 - -847.58 847.58 -3,212.64 4,060.22 3,945.29 114.93

无形资 产减 值
损失 - - - - - -883.33 883.33 883.33 -

在建工 程减 值
损失 764.52 764.52 - - - - - - -

小计 11,178.00 11,066.29 111.71 166.29 -54.58 -10,240.76 10,186.18 6,394.40 3,791.78
公司每年末均按照准则要求，对相关资产进行减值测试。 各项资产减值情况具体如下：
（1）应收款项
公司一直在加强对应收款的管理。 2016 年度，公司计提坏账准备较多，主要系多笔应收款

项进入诉讼阶段，公司根据评估的诉讼结果计提坏账准备所致；2019 年度，公司通过日常业务
往来、媒体报道等了解到广东志高存在资金链断裂等情况，加大款项催收力度的同时对款项可
收回性进行了评估， 根据评估结果计提了减值，2019 年度计提信用减值损失 1,184.67 万元；公
司还了解到客户昆山龙梦的终端客户出现经营不善破产的情况， 公司通过评估昆山龙梦的偿
还能力，审慎的计提了坏账准备,� 2019 年度计提信用减值损失 384.13 万元。

（2）存货跌价损失
公司期末对存货结合在手订单、预计未来销售价格、预计的销售费用和税金等进行了跌价

测试。 2016 年度存货跌价计提较多，主要系当年销售的 LED 支架、晶体谐振器业务大额亏损，
公司预计剩余存货的可变现净值低于账面价值，计提跌价准备较多所致；2017、2018 年度，公司
主要产品业务开展良好，存货未出现跌价；2019 年度，随着市场竞争加剧以及人民币汇率变动
等影响，公司膜产品、交流电容器产品和连接器均出现了毛利率下滑的情况，公司根据未来市
场价格等，测试存货跌价并计提减值。

（3）固定资产减值
公司期末结合产品销售情况、未来市场趋势等因素分析固定资产是否存在减值迹象，结合

固定资产获取现金流量的方式，以及未来现金流量现值等的估计，对固定资产进行减值测试。
2016 年公司固定资产减值计提较多，主要系公司停止亏损的 LED 业务，对其相关的固定资产
计提减值损失；2019 年公司固定资产减值计提较多，主要系公司结合膜类产品的销售和预期市
场情况，对膜生产线计提减值所致。

（4）无形资产减值
2016 年度， 公司无形资产减值系停止亏损的 LED 支架业务， 对其相关无形资产计提减值

准备所致。
（5）在建工程减值
2019 年度，公司计提在建工程减值准备，主要系子公司合汇金源项目预计不再推进，公司

对厂房和设备计提减值所致。
（二）与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比较情况
与同行业上市公司业绩趋势比较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可比公 司
名称 报表项目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2015 年度

大东南

营业收入 164,571.55 146,536.56 104,851.57 95,066.56 89,814.70
营业利润 7,031.39 1,005.76 -57,485.99 -19,478.73 -14,089.71
净利润 6,019.88 3,559.41 -57,515.37 -19,234.70 -347.21

江海股份

营业收入 212,303.27 196,069.90 166,681.18 122,361.89 109,128.83
营业利润 30,637.69 29,572.93 23,813.09 16,227.46 13,801.68
净利润 26,620.25 25,785.02 20,397.09 15,894.26 13,688.93

铜峰电子

营业收入 82,205.67 88,537.72 81,336.07 59,050.14 59,957.25
营业利润 -15,354.93 857.68 1,746.47 -22,030.76 -12,014.15
净利润 -16,228.43 1,041.33 1,450.87 -21,830.93 929.02

由上表可知，同行业上市公司业绩呈逐年上涨趋势，本公司业绩 2015 年至 2017 年呈逐年上涨趋
势，2017年至 2019年呈逐年下降趋势。 本公司业绩波动趋势与同行业上市公司变动趋势不一致。

仅从单一产品看， 目前上市公司中与本公司相同的有大东南、 江海股份， 主要分析见问题 1 中
“一.（三）”段中表述。 但大东南、江海股份总体经营业绩与本公司不具有可比性，主要原因有两点：

1、 本公司产业链与大东南、江海股份差异较大
公司形成聚丙烯薄膜 --金属化聚丙烯膜 --聚丙烯薄膜电容器一条龙格局，建立了完整薄膜电

容器产业链。 公司各分子公司及各产品之间的关系如下：

公司薄膜分公司生产聚丙烯薄膜；镀膜分公司领用聚丙烯薄膜，经蒸镀金属材料后生产出镀膜；
电容器公司及电力电子电容器分公司领用镀膜，经卷绕等工艺环节生产出交直流电容器、电力电子电
容器。 大东南主要生产各类型薄膜，江海股份主要生产电解电容器，与本公司薄膜电容器相关产业链
产品生产差异较大。

2、 本公司的产品结构与大东南、江海股份差异较大
A本公司各产品销售结构比情况如下：

产品名称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销售收入（万元 ） 占比 销售收入（万元 ） 占比

聚丙烯薄膜 9,763.62 12.11% 9,695.58 11.25%
交流电容器 25,919.19 32.15% 28,141.26 32.65%
电力电子电容器 12,208.02 15.14% 10,515.79 12.20%
聚酯膜 11,255.11 13.96% 12,015.62 13.94%
镀膜 6,821.01 8.46% 7,719.24 8.95%
连接器 9,157.39 11.36% 9,979.32 11.58%
其他 5,488.66 6.81% 8,134.99 9.44%
合计 80,613.00 100.00% 86,201.80 100.00%

B同行业公司相关产品占其销售结构比情况如下：

同行业公司 产品
2019 年 2018 年

销售收入（万元 ） 占比 销售收入（万元 ） 占比

大东南

聚酯膜 73,148.13 44.45% 65,671.20 39.90%
聚丙烯薄膜 24,247.80 14.73% 22,338.04 13.57%
主营收入 164,571.55 146,536.56

江海股份
电力电子电容器 187,577.26 88.35% 173,250.53 88.36%
主营收入 212,303.27 196,069.90

由上表可知本公司产品结构与同行业公司大东南、江海股份差异较大。
综上所述，公司长期以来业绩大幅波动、以及 2016 年与 2019 年出现大额亏损的原因，主要由于

市场环境变化，导致主要产品的业绩波动较大，相关产品销售价格无法覆盖相关的成本和费用，从而
导致存货发生跌价损失，相关固定资产发生减值准备。公司业绩波动趋势与同行业上市公司趋势不一
致，主要由于本公司业绩与同行业上市公司不具有可比性。

三、结合收入确认政策、确认时点、款项回收等情况，明确历年收入确认的准确性，说明是否存在
跨期调节收入、利润的情形；

（一）收入确认政策及确认时点
公司收入确认政策及确认时点具体如下：
公司已将商品所有权上的主要风险和报酬转移给购买方； 公司既没有保留与所有权相联系的继

续管理权，也没有对已售出的商品实施有效控制；收入的金额能够可靠地计量；相关的经济利益很可
能流入企业；相关的已发生或将发生的成本能够可靠地计量时，确认商品销售收入实现。①国内销售：
公司根据与客户签订的销售合同，由仓库配货后将货物发运或者由客户直接提货，客户对货物数量和
质量进行确认无异议；销售收入金额已经确定，并已收讫货款或预计可以收回货款；销售商品的成本
能够可靠的计量。 ②出口销售：公司根据与客户的销售合同组织发运，经检验合格后通过海关报关出
口，取得出口报关单；销售收入金额已经确定，并已收讫货款或预计可以收回货款；销售商品的成本能
够可靠的计量。

与以前年度相比收入确认政策未发生变更。
（二）款项回收情况
2019年 12月 31日公司应收账款余额情况及期后回款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报表项目 金额/比例

应收账款期末余额 35,119.09
按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余额 6,836.35
扣除单项计提坏账准备后应收账款期末余额 28,282.74
期后回款金额 20,475.35
期后回款金额占应收账款期末余额比例 58.30%
期后回款金额占扣除单项计提坏账准备后应收账款期末余额比例 72.40%

截止 2020年 5月 31日，期后回款金额为 2.05亿元。
综上所述，公司历年收入确认政策保持一致，收入确认准确，期后回款正常。公司不存在跨期调节

收入、利润的情形。
四、结合相关信用政策、付款安排、票据贴现等情况，说明报告期公司经营性现金流与收入、净利

润的匹配性及原因。
（一）主要产品对应的前五大客户信用政策比较

产品名称 客户名称
账期 付款方式

2019 年 2018 年 2019 年 2018 年

聚丙烯薄膜

客户 1 90 天 90 天 现金+承兑 承兑

客户 2 30 天 30 天 承兑 承兑

客户 3 60 天 90 天 承兑 承兑

客户 4 90 天 90 天 现金+承兑 现金+承兑

客户 5 90 天 90 天 承兑 承兑

交流电容器

客户 6 90 天 90 天 承兑 承兑

客户 7 120 天 150 天 电汇 电汇

客户 8 90 天 90 天 电汇 电汇

客户 9 6 个月 90 天 TCL 金单 现汇+承兑

客户 10 180 天 180 天 电汇 电汇

电 力 电 子 电
容器

客户 11 3-6 个月 60 天 现汇+承兑+云信 现汇+承兑

客户 12 收货后 90 天 收货后 90 天 电汇 电汇

客户 13 3 个月 30 天 现汇+承兑 现汇+承兑

客户 14 3 个月 90 天 现汇+承兑+云信 现汇+承兑

客户 15 收货后 90 天 收货后 90 天 电汇 电汇

聚酯膜

客户 16 60 天 60 天 电汇 电汇

客户 17 60 天 60 天 现汇+承兑 现汇+承兑

客户 18 60 天 60 天 现汇+承兑 现汇+承兑

客户 19 90 天 90 天 现汇+承兑 现汇+承兑

客户 20 30 天 30 天 现汇+承兑 现汇+承兑

主要产品前五大客户 2019年度与 2018年度信用政策基本一致，未发生重要变化。
（二）主要供应商付款安排

产品名称 供应商名称
账期 付款方式

2019 年 2018 年 2019 年 2018 年

聚丙烯薄膜

供应商 1 75-90 天 75-90 天 信用证 信用证

供应商 2 45-60 天 45-60 天 信用证 信用证

供应商 3 75-90 天 75-90 天 信用证 信用证

供应商 4 3 个月 3 个月 银行存款、承兑汇票 银行存款、承兑汇票

供应商 5 3 个月 3 个月 银行存款、承兑汇票 银行存款、承兑汇票

交流电容器

供应商 6 预付 3 个月 银行存款、承兑汇票 银行存款、承兑汇票

供应商 7 3 个月 3 个月 银行存款、承兑汇票 银行存款、承兑汇票

供应商 8 3 个月 3 个月 银行存款、承兑汇票 银行存款、承兑汇票

供应商 9 3 个月 3 个月 银行存款、承兑汇票 银行存款、承兑汇票

供应商 10 3 个月 3 个月 银行存款、承兑汇票 银行存款、承兑汇票

电力电 子 电
容器

供应商 11 预付 3 个月 银行存款、承兑汇票 银行存款、承兑汇票

供应商 12 3 个月 3 个月 银行存款、承兑汇票 银行存款、承兑汇票

供应商 13 3 个月 3 个月 银行存款、承兑汇票 银行存款、承兑汇票

供应商 14 3 个月 3 个月 银行存款、承兑汇票 银行存款、承兑汇票

供应商 15 3 个月 3 个月 银行存款、承兑汇票 银行存款、承兑汇票

聚酯膜

供应商 16 月结 月结 银行存款 银行存款

供应商 17 月结 月结 银行存款 银行存款

供应商 18 3 个月 3 个月 银行存款、承兑汇票 银行存款、承兑汇票

注：聚酯膜原材料采购比较集中，对于 2019年全年采购金额低于 100 万元的，上表未列示信用政
策。

由上表可知 2019年主要供应商信用政策未发生重要变化。
（三）2019年度票据贴现情况
2019年度收到应收票据贴现款 1.18亿元， 相比 2018年度收到应收票据贴现款 1.15 亿元， 增加

300万元，基本持平。
（四）2019年度与 2018年度经营性现金流与净利润和收入匹配情况
2019年度，公司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均有所下降，而经营性现金流量较上年上升。 经营性现金流量

净额与净利润的具体匹配情况如下：
2019年与 2018年度现金流量表补充资料比较情况表
单位：万元

补充资料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变动

1．将净利润调节为经营活动现金流量：

净利润 -16,228.43 1,041.33 -17,269.75
加：资产减值准备 9,320.55 111.71 9,208.83
信用减值损失 1,857.45 - 1,857.45
固定资产折旧 、油气资产折耗、生产性生物资产折旧 8,195.72 8,006.57 189.15
无形资产摊销 94.47 94.47 -
长期待摊费用摊销 22.26 1.28 20.98
处置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的损失（收益以
“－”号填列 ） 9.50 -57.08 66.58

固定资产报废损失 （收益以 “－”号填列 ） 75.78 32.27 43.50
公允价值变动损失 （收益以 “－”号填列 ） - - -
财务费用（收益以“－”号填列） 1,426.62 1,879.85 -453.24
投资损失（收益以“－”号填列） 8.38 1.14 7.24
递延所得税资产减少（增加以“－”号填列） 833.93 -291.16 1,125.09
递延所得税负债增加（减少以“－”号填列） -25.61 231.20 -256.81
存货的减少（增加以 “－”号填列 ） -2,052.27 -1,135.72 -916.55
经营性应收项目的减少（增加以“－”号填列 ） -2,086.95 -5,986.91 3,899.97
经营性应付项目的增加（减少以“－”号填列 ） 10,640.31 -3,319.81 13,960.1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091.70 609.15 11,482.55

由上可见，公司 2019 年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与净利润不匹配的原因，主要系本年计
提的资产减值损失较高，同时经营性应收款项减少、经营性应付款项增加均较上年增加所致。 而如前
所述，公司信用政策、付款安排及票据贴现与上年基本一致，对公司经营活动现金流量的变化影响不
大。

1、计提资产减值损失、信用风险损失的影响
2019年度，公司计提资产减值损失及信用风险损失共计 11,177.99万元，包括存货跌价准备、固定

资产减值准备和在建工程减值准备、应收账款减值准备、应收票据减值准备、其他应收款减值准备，上
述资产减值损失、信用风险损失导致公司 2019年度净利润与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差异较大。

2、经营性应收应付项目变化的影响
“2019年与 2018年度现金流量表补充资料比较情况表” 数据显示，2019 年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相比 2018 年大幅增加， 主要系 2019 年度经营性应收应付项目的变动较上年增加
17,860.08万元。 本年公司加强对中小客户回款的管理，减少票据方式结算金额；同时公司在向供应商
支付时尽量采用票据结算，并延迟付款。 比较 2018、2019 年度主要经营性应收、应付项目余额变动对
经营性现金流影响情况如下。 其中应收票据余额变动影响导致 2019 年经营性现金流相比 2018 年增
加 10,791.13万元；应收票据余额变动影响导致 2019年经营性现金流相比 2018年增加 3,760.65 万元；
应收账款余额变动影响导致 2019年经营性现金流相比 2018年增加 2,921.19万元。

2017年 -2019年各期末主要经营性往来项目余额变动表
单位：万元

资产 2019.12.31 余额 2018.12.31 余额 2017.12.31 余额
对经营性现金流影响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变动

应收票据 14,614.58 16,835.55 11,521.48 2,220.98 -5,314.07 7,535.05
应收款项融资 （银行承
兑票据） 4,199.06 - - -4,199.06 - -4,199.06

其他流动负债 （已背书
或已贴现未到期票据） 7,455.14 - - 7,455.14 - 7,455.14

应收票据影响小计 / / / 5,477.06 -5,314.07 10,791.13
应付票据 6,919.60 7,500.00 11,841.05 -580.40 -4,341.05 3,760.65
应付账款 19,605.77 15,940.00 19,752.03 - - -
其中：应付工程设备款 2,126.35 1,290.13 5,010.53 - - -
经营性应付账款 17,479.42 14,649.87 14,741.50 2,829.56 -91.64 2,921.19
合计 / / / / / 17,472.96

年审会计师意见：
我们认为，公司上述对净利润大幅下降的原因及合理性的说明，对 2016 年度和 2019 年度出现大

额亏损的原因以及与同行业可比公司的比较情况的说明，对报告期公司经营性现金流与收入、净利润
的匹配性及原因的说明属实；不存在跨期调节收入、利润的情形。

问题 3：
年报显示，报告期末公司应收账款为 2.66亿元，新增计提减值准备约 2256万元，其中主要为按单

项计提坏账准备约 1905万元。2017、2018年计提减值准备分别约为 241万元、229万元。请公司补充披
露：（1）列示报告期前五大应收账款对象的名称、交易事项、应收余额、坏账准备、账龄，并结合相关款
项的收回风险及坏账计提的会计估计说明坏账准备计提是否充分及依据；（2）列示公司单项计提应收
账款坏账准备金额的对象名称、交易事项、应收余额、减值准备、账龄，说明应收对象与公司控股股东
及关联方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以及本期大额计提坏账准备的相关依据及会计判断的准确性；（3）结合
本期及前期应收账款减值测试情况，说明是否存在前期计提不足、一次性计提以进行利润跨期调整的
情形，并说明公司前期收入确认的准确性及合规性。 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

回复：
一、列示报告期前五大应收账款对象的名称、交易事项、应收余额、坏账准备、账龄，并结合相关款

项的收回风险及坏账计提的会计估计说明坏账准备计提是否充分及依据；
1、报告期前五大应收账款明细情况如下：
单位：元

名称 交易事项 应收余额 坏账余额 账龄

昆山龙梦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销售连接器 21,843,095.02 4,741,414.48 1 年以内

广东志高空调股份有限公司 销售电容器 11,846,717.24 11,846,717.24 2 年以内

单位 1 销售电容器 10,106,601.55 505,330.08 1 年以内

单位 2 销售连接器 9,973,532.35 498,676.62 1 年以内

单位 3 销售电容器 8,921,878.13 446,093.91 1 年以内

合计 62,691,824.29 18,038,232.33
前五大客户中，单位 1、2、3三家客户公司实力雄厚，现金流良好，账龄较短均为 1 年以内，且期后

回款情况良好，按照预期信用减值风险计提坏账，账款收回风险较低。
2019年度，昆山龙梦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昆山龙梦”）款项除按照账龄组合计提坏账准

备 900,088.45元，单项计提了坏账准备 3,841,326.03元，合计计提坏账 4,741,414.48 元。 单项计提主要
原因系：昆山龙梦属于贸易性质公司，能否收回客户的货款，会直接影响铜峰精密对昆山龙梦的货款
收回情况。昆山龙梦的客户重庆瑞耕达面临债务危机，面临多起法律诉讼，其法定代表人柳伟伟
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 母公司重庆斐瑞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被司法冻结股权、 其它投资权益
20,000.00 万元人民币。 公司基于谨慎性原则， 预期昆山龙梦对重庆瑞耕达的货款收回可能性
较低，将影响昆山龙梦自身的偿还能力，因此对昆山龙梦单项计提坏账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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