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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贺 俊 见习记者 陈 潇

1月31日，A股年报业绩预告披露
收官。据记者不完全梳理，包括三丰
智能、精研科技、金通灵等在内的多
家上市公司，因预计计提大额减值导
致2022年业绩变脸或亏损扩大而被
交易所问询。

对此，多位接受《证券日报》记
者采访的专家表示，资产减值准备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保证企业财务资
料的真实可靠性，但一次性计提大
额商誉或其他减值准备存在“财务
洗澡”嫌疑，对此应采取有效措施予
以遏制。

具体来看，1月31日，三丰智能发
布公告称，公司收到深交所关注函。
因计提大额商誉减值准备，公司2022
年预计亏损 3.75亿元至 5.03亿元 。
2022年前三季度公司盈利3208万元，
未计提商誉减值准备。

深交所要求公司说明其收购标
的2022年各季度生产经营情况，说明
商誉出现减值迹象的具体时点，说明
本次商誉减值测试的具体过程，是否
存在通过计提大额商誉减值准备调
节利润的情形等。

根据业绩预告显示，精研科技预
计2022年净利润在-1.9亿元至-2.4亿
元之间，其中，受海外大客户需求波
动、客户降价、设计变更等因素的影
响，计提资产减值准备2.70亿元至
2.97亿元。此前，公司三季报显示前
三季度盈利1.51亿元，计提资产减值
准备导致公司由盈利转亏损。

对此，1月18日深交所发出关注
函，要求公司说明相关存货及固定资
产减值计提迹象发生时点，计提是否
及时，计提金额是否准确，是否存在
过度计提等情形。

此外，1月30日，安正时尚收到上

交所下发的关于安正时尚商誉减值
事项的监管工作函。

据该公司发布的业绩预告，安
正时尚预计2022年度实现归属于母
公 司 所 有 者 的 净 利 润 为 -4.3亿 元
至-5.6亿元，与上年同期6973万元
相比出现亏损。公司结合实际经营
情况及行业市场变化等因素，预计
本期计提商誉减值金额约4亿元至
4.7亿元。

“根据会计准则相关规定，当公
司某项资产未来的价值低于其账面
价值时，公司需对该资产计提减值
准备。正确的资产计提减值准备，

有利于公司准确披露会计信息。但
在实际的案例中，有些公司会为了
粉饰财务报表等目的，进行不适当
的计提。因此一些大额计提容易受
到交易所关注。”北京威诺律师事务
所合伙人杨兆全表示。

“一次性计提大额商誉或其他减
值准备往往存在‘财务洗澡’的嫌疑，
会被市场质疑。但在判断减值准备
是否合理合规上，除了依照会计规则
之外，还需要参考行业惯例以及类似
企业的情况。”IPG中国首席经济学家
柏文喜表示。

一位会计师告诉《证券日报》记

者，“财务洗澡”本质上属于财务数据
操纵，既违反《企业会计准则》的规
定，也有违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基本
要求。

“财务数据操纵，一般会构成财
务数据造假，属于证券法禁止的信息
披露违法和虚假陈述行为。一般会
处以责令改正、警告、罚款等行政处
罚。情节严重的会移送司法机关追
究刑事责任。”杨兆全表示，但认定是
否财务违规是专业性很强的工作。
在上市公司澄清解释不具有很强说
服力的情况下，交易所可能会组织财
务专家进行调查认定。

因计提大额减值导致业绩变脸
多家上市公司被交易所问询

本报记者 曹卫新

前三季度尚处于盈利状态的金通
灵，在自曝2022年度业绩将大幅亏损
后遭监管发函问询。

1月31日上午，深交所向金通灵下
发关注函，要求公司结合各业务所处
市场状况及主要客户信用情况的重大
变化、公司的信用政策、资产运营状
况、公司诉讼所处的具体阶段，说明
2022年度预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预
计诉讼损失约2.66亿元的原因、合理
性，并说明公司是否存在通过计提大
额商誉减值准备调节利润的情形等。

大额计提导致预亏

1月20日晚，金通灵披露的2022年
业绩预告显示，公司预计2022年度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3亿
元至4亿元，扣非后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将亏损2.78亿元至3.58亿
元。1月30日晚，金通灵将扣非后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幅度修
正为亏损3.09亿元至4.09亿元。

对于业绩变动的原因，公司方面
称，2022年在国内外宏观经济环境变
动、全国各地疫情管控、物流中断及

工程总包项目推进受阻等因素综合
影响下，公司营业收入同比下降。同
时，受国内外项目土建、现场安装调
试费用及海运费用增加等不利因素
叠加影响，公司成本费用上升，导致
综合毛利率下降，公司整体经营业绩
出现下滑。

基于此，公司结合实际经营情况、
行业市场变化、资产运行情况及诉讼
情况等综合影响因素，预计对固定资
产、合同资产、存货、应收款项等计提
资产减值准备及预计诉讼损失约2.66
亿元。

此外，公司方面表示，由于子公司
上海运能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上海运能”）经营业绩下滑及高邮
市林源科技开发有限公司近三年持续
亏损，公司对收购形成的商誉进行了
初步减值测试，预计2022年度计提商
誉减值约7000万元。

“2021年上海运能对公司还是有
利润贡献的，但去年海外这块做得不
好，整体经营状况不理想。公司对收
购形成的商誉进行了初步减值测试，
预计会计提这么多。”就商誉减值一
事，金通灵相关工作人员对《证券日
报》记者表示。

记者查阅公告发现，2017年12月

份，金通灵通过发行股份方式募资
7.85亿元收购了上海运能100%的股
权，上海运能承诺2017年、2018年、
2019年经审计的扣非净利润分别不
低于人民币 5100万元、7650万元、
9500万元。

此前年报显示，2019年度，上海运
能实现净利润1.51亿元，顺利完成业
绩承诺。但此后经营情况不是很理
想，2020年度、2021年度净利润分别为
5788.41万元与6981.41万元。

收到交易所关注函

根据关注函，对于计提资产减值
准备及预计诉讼损失，深交所要求金
通灵说明2022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及预计负债的具体内容计提原因及合
理性，以及相关资产减值迹象的发生
时点，前期资产减值准备及预计负债
计提是否充分，相关会计处理是否符
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同时，深交所要求公司结合商誉
的具体情况，包括但不限于具体组成、
形成过程，并结合标的资产的业绩和
盈利前景逐项说明商誉出现减值迹象
的具体时间点、以前期间计提减值准
备的充分性、本次商誉减值的测算过

程，以及是否存在通过计提大额商誉
减值准备调节利润的情形。

数据显示，公司2022年前三季度
实现营业总收入12.51亿元，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541万元。彼
时公司整体尚处于盈利状态。让投
资者大跌眼镜的是，不到三个月，公
司即宣布预计2022年将大幅亏损数
亿元。

鉴于金通灵2022年度经营情况与
预期相差较大，出现营收与综合毛利
率下降等情况，深交所在关注函中还
要求公司结合具体情况，补充说明公
司2022年度的经营情况、主要财务指
标与预期的具体差异，以及公司为改
善公司整体经营情况已采取和拟采取
的措施，并充分提示相关风险。

“从公司公布的信息来看，各种
资产减值，包括坏账的计提、商誉减
值等，最终导致了公司的大额亏损。
近期陆续有公司发布了计提资产减
值的消息，背后原因各不相同。结合
以往案例来看，部分公司在业绩整体
状况不佳的情况下会主动‘挤水分’，
通过计提给新一年的高增长打下一
个更好的‘起点’基础。”透镜公司创
始人况玉清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
采访时表示。

金通灵业绩变脸全年预亏逾3亿元
深交所发函问询是否在调节利润

赵学毅

截至1月31日，已披露的2588份上
市公司年度业绩预告中，预喜（包括减
亏、扭亏、续盈、略增、预增）的合计
1244份，占比48.07%。受多种不利因
素影响，预喜比例比往年有明显下降，
在意料之中。

上市公司面对经营困难，真实披
露信息仍是第一位的。勇敢面对业绩
低谷，将更多精力放在抢抓机遇、转型
升级产品服务上，才可能获得投资者

谅解，形成同舟共济良好氛围。
然而，个别上市公司却借机搞业

绩“大洗澡”，为公司治理埋下隐患。
这些行为已引起重视，监管部门发函
质疑。例如，某公司去年业绩预亏约
80亿元，持续并购交易使其商誉极速
增加。此次拟计提商誉减值或达80亿
元，且此次计提完成后，公司头上还高
悬着约100亿元的商誉价值。此公司
通过资产减值“甩包袱”并直接带来

“业绩雷”的操作手法，已经达到一种
极致状态。

对于商誉减值计提，有观点认为，
将业绩风险一次性出清，从而带来一
个“业绩底”，有利于企业发展。这种
观点甚至将计提商誉减值标榜成一次
主动的“跨越艰险”，大有壮士断腕以
全质的勇气。

但是，对商誉价值过度计算和过
度减计，搞“财务洗澡”，都不能带来主
营业务的内生性增长，不能实质改变
公司的运营现状，更谈不上增强核心
竞争力。大耍“财技”，等来的将是投
资者的用脚投票。在此，提醒投资者

远离商誉高企的上市公司，做到“君子
不立危墙之下”。

上市公司是国民经济的“压舱
石”，也是中国企业的“排头兵”，应
主动摒弃“财务洗澡”行为。一方面
要科学定价收购资产，从源头上规
避高额商誉；另一方面要完善公司
治理，稳定自由现金流，追求高质量
发展。其中关键就是要专注主业，
通过发挥核心优势，提高经营水平，
稳固产业链，进而为国民经济发展
做出贡献。

上市公司“耍财技”得不偿失

本报记者 殷高峰
见习记者 贺王娟

1月31日，A股2022年业绩预告
披露收官。受益于去年的高景气
度，光伏产业链上市企业业绩水涨
船高，普遍预喜，尤其是上游硅料企
业更是赚得“盆满钵满”。

“从目前披露的业绩预告看，
2022年光伏产业链各环节存在收益
不平衡的问题。硅料占据全行业
60%以上的利润，但随着去年年底硅
料价格开始下跌，今后各环节的利
润占比或将趋于合理，这有利于行
业的健康发展。”万联证券投资顾问
屈放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
表示。

产业链各环节谁最赚钱？

2022年，中国光伏新增装机容
量87.41GW，同比增长60.3%，再创历
史新高。同花顺iFind数据显示，截
至1月31日，35家光伏产业链上市公
司披露了业绩预告，预计净利润增
长总额超千亿元。

“虽然逆变器、覆膜等光伏辅材
企业也取得了大幅的业绩增长，但
光伏产业的头部企业主要集中在硅
料、硅片、电池片、组件这四大环节，
而硅料企业无疑是‘最大赢家’。”屈
放表示。

2022年，硅料价格基本稳定在
25万元/吨以上，下半年更是一度达
到33万元/吨，直到11月份才开始下
跌，这使得硅料环节赚取了全产业
链60%以上的利润。头部企业更是
赚得盆满钵满，按净利润上限计
算，其中仅通威股份、大全能源两
大硅料龙头企业合计净利就预增
464亿元。

在硅片环节，隆基绿能、TCL中
环等硅片龙头表现亮眼。对于去年
业绩的大幅增长，隆基绿能相关负
责人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相比
于2021年，公司去年销售的硅片和
组件的价格有所上升，销量也大幅
增加，带动了公司的业绩增长。

电池片环节的上市企业，去年
业绩也迎来了“反转”。爱旭股份、
钧达股份均预计实现扭亏，其中，爱
旭股份业绩更是有望创下上市以来
新高。

从组件环节看，相关企业业绩
继续大涨，晶澳科技、晶科能源、天
合光能等公司业绩均有望同比增长

100%以上。其中，晶澳科技预计
2022年归母净利润为48亿元至56亿
元，同比增长135.45%至174.69%；晶
科能源预计2022年归母净利润为
26.6 亿 元 至 29.6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33.05%至159.33%；天合光能预计
2022年归母净利润为34.22亿元至
40.18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89.69% 至
122.68%。

此外，发布业绩预告的5家逆变
器企业预计业绩增幅均超过100%，
其中，阳光电源预计净利润为32亿
元至38亿元；德业股份和锦浪科技
预计净利润均超过10亿元；昱能科
技 预 计 净 利 润 同 比 增 长 230%至
269%。市场认为，2023年储能产品
市场需求的爆发，有望带动逆变器
企业业绩继续保持高速增长。

产业链博弈或愈演愈烈

随着硅料价格在去年年底进
入下跌通道，有分析认为，这或将
推动光伏产业链各环节进行利润
重新分配。

“这对行业的健康发展是有利
的。”西安工程大学产业发展和投资
研究中心主任王铁山在接受《证券
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行业的健康
发展，需要产业链各个环节的均衡
发展，如果行业利润和资源过于集
中在某一个环节，或导致短期内热
钱涌入，从而引发产能过剩等问题，
而那些利润较薄或者亏损的环节，
就会出现投资减少甚至资本退出的
情况。

硅料产能的释放是导致此轮硅
料价格下降的因素之一。“虽然下游
需求依旧旺盛，但一些环节的产能
已经远超市场需求。”屈放表示，这
会加剧行业的竞争，加速洗牌，但随
着落后产能的出清，行业的发展会
更趋于健康。

就目前国内各硅料厂公开的产
能扩张情况来看，市场人士认为，
2023年下半年至2024年上半年，光
伏产业链将迎来更为紧张的硅料

“价格战”，产业链价格博弈也将更
加激烈。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2023年光
伏行业整体利润分配将趋于合理，
中上游整体利润较2022年或出现下
滑，但同时，中下游企业的利润和生
产积极性将得到释放。伴随着新型
技术渗透率的提高，光伏内部的结
构调整也在展开。”屈放表示。

35家光伏上市企业
预计去年净利润合计增超千亿元
行业各环节利润分配将愈发合理

本报记者 陈 红

截至 1月 31日，99家汽车零部
件板块上市公司发布了2022年业绩
预告。从总体业绩情况来看，该板
块企业过去一年业绩呈现两极分
化：一方面，万安科技、祥鑫科技、文
灿股份等企业预计净利润翻倍增
长；另一方面，不少公司预计巨额亏
损，如众泰汽车、申达股份、天成自
控等。

IPG 中国区首席经济学家柏文
喜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
示，汽车零部件企业 2022年业绩出
现两极分化，一方面，受益于行业发
展机遇，新能源汽车相关零部件企
业发展较好；另一方面，头部企业竞
争优势更加突出，从而推动了行业
业绩分化。

Wind资讯数据显示，京威股份、
万安科技、亚太股份、万丰奥威等33
家汽车零部件板块公司预计2022年
净利润实现同比增长。其中，祥鑫
科技、苏奥传感、文灿股份等 9家公
司预计净利翻倍，福耀玻璃、拓普集
团、万丰奥威分别预计净利最高增
长至50.33亿元、18.5亿元、8.8亿元，
位居前列。

通达电气、渤海汽车、兴民智通
等 28家企业则预计亏损。其中，亏
损过亿元的有 15家包括众泰汽车、
申达股份、天成自控等。

对此，有券商分析师向《证券日
报》记者表示，受车用芯片短缺、原
材料价格居高不下等因素影响，倒
逼行业进行技术创新，导致部分企
业业绩承压出现亏损。

平安证券研究员王德安认为：

“未来零部件将向着节能、新能源、
智能化、车联网等趋势发展。未来
几年乘用车燃料消耗量降幅压力
大，国内单纯以介入整车控制为切
入点的零部件企业将不被看好。”

随着新能源汽车行业的高速发
展，上市公司投资、扩产热情高涨。

《证券日报》记者了解到，2022年，共
进股份、华阳集团、拓普集团、宁波
方正、爱柯迪、上声电子、瑞可达等
多家公司均在加速布局新能源汽车
零部件市场。

据中研产业研究院预计，2021
年至 2025年，中国汽车配件市场规
模将保持稳定增长趋势，2025年市
场规模将达6.79万亿元。

中国通信工业协会智能网联专
业委员会副秘书长林示认为，新能
源车渗透率的快速提升，对汽车零
部件的需求将扩大，新能源汽车产
业链的景气趋势将持续。受益于自
主品牌的崛起，国内汽车零部件供
应商加速布局新能源汽车产业链，
逐步构筑本土供应链优势，迎来黄
金时代。

全联并购公会信用管理委员会
专家委员安光勇向《证券日报》记者
表示，近年来，电驱动、智能网联等
新技术异军突起、融合发展，汽车零
部件产业迎来转型升级的新契机，
不少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得到显著提
升，同时也给许多汽车零部件企业
弯道超车的机会。未来，汽车零部
件市场势必将面临更为激烈的竞
争，产品技术含量较低以及规模效
应较差的中小企业可能被加速淘汰
出局，行业分化将进一步加剧，行业
集中度有望得到持续提高。

99家汽车零部件公司业绩分化
行业集中度有望持续提高

聚焦上市公司业绩变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