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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240         证券简称：威华股份        公告编号：2016-065 

广东威华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 2015年年报问询函的回复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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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 5月 17日，广东威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深圳

证券交易所《关于对广东威华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年报的问询函》（中小板问询

函【2016】第 152号），现将回复内容公告如下： 

    问题一、报告期内，你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4.40亿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16.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95 亿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1,807.52%。请结

合你公司产品产销量变化、产品毛利情况、同行业情况等，说明本年度公司业

绩大幅下滑的原因，以及公司拟采取的业绩改善措施。 

回复说明： 

（一）报告期内公司产品产销量变化、产品毛利情况及同行业情况 

1、报告期内公司利润表主要项目变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5 年度 2014 年度 变动金额 变动比例 

一、营业收入 143,984.60 171,545.25 -27,560.65 -16.07% 

二、营业总成本 168,602.23 178,679.63 -10,077.40 -5.64% 

其中：营业成本 135,592.85 152,244.90 -16,652.05 -10.94% 

期间费用 24,889.62 25,351.10 -461.49 -1.82% 

资产减值损失 7,415.09 149.64 7,265.45 4855.15% 

三、营业外收入 5,255.41 8,910.46 -3,655.04 -41.02% 

四、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净利润 
-19,482.86 1,141.00 -20,623.86 -1807.52% 

2、报告期内公司产品产销量变动情况如下： 

项目 2015 年 2014 年 变动额 变动比例 

产量（万立方米） 102.27 118.68       -16.41  -13.83% 

销量（万立方米） 103.32 114.18       -10.86  -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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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产销量变化主要有以下两方面的原因：①公司本部梅州中纤板厂于

2014年下半年停产及部分资产出售、控股子公司阳春市威利邦木业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阳春威利邦”）于 2015 年 10月停产；②鉴于中纤板市场竞争日益激烈，

公司依据市场供需现状，减少了产品的生产量。上述原因导致公司中纤板产量和

销量分别较上年同期减少了 13.83%和 9.51%，公司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减少了

16.07%，减少额为 27,561万元。 

3、报告期内公司产品毛利率变动情况如下： 

项目 2015 年 2014 年 变动额 变动比例 

销售收入（万元） 143,984.60    171,545.25    -27,560.65  -16.07% 

销售成本（万元） 135,592.85    152,244.90    -16,652.05  -10.94% 

综合毛利率 5.83% 11.25%   -5.42% 

中纤板毛利率 5.65% 10.94%   -5.29% 

报告期内，公司中纤板的销售均价为 1,377.29元/立方米，较上年度同比下

降 6.83%，主要原因是公司为了扩大市场占有率，以及加大产品去库存化力度，

对相关产品进行了降价处理。另外，报告期内，中纤板的主要原材料-薪材的采

购均价显著上升，2014年为 364.91 元/吨，2015年为 402.1元/吨，采购价格同

比上升 10.19%。综合上述原因，公司 2015年度产品毛利率有所下降。 

4、报告期内同行业公司对比情况如下： 

项目 
威华股份

（002240） 

国栋建设

（600321） 

永安林业

（000663） 

吉林森工

(600189) 

销售收入（万元）  143,984.60  56,442.57    89,166.13  134,798.44 

销售成本（万元）  135,592.85  51,645.79    67,831.09  101,617.32 

综合毛利率 5.83% 8.50% 23.93% 24.62% 

中纤板毛利率 5.65% -2.62% 13.98% 8.88% 

中纤板销售收入占比 98.83% 79.17% 35.38% 65.61% 

报告期内，公司产品的综合毛利率低于同行业公司；主要产品中纤板的毛利

率与同行业公司对比，处于中下游水平。 

和上述同行业公司相比，公司的主要产品为中纤板，产品较为单一，难以满

足客户需求的多样化，同时，中纤板市场竞争异常激烈，行业产能严重过剩。因

此，和上年相比，公司主要产品的产销量和盈利能力均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 

（二）报告期内公司业绩下滑的原因及改善措施 

1、经公司管理层认真自查及分析，导致 2015 年度业绩下滑的主要原因为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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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几个方面： 

①行业竞争加剧 

公司主要从事中纤板的生产、销售。国内中纤板生产厂家众多，产能过剩，

市场竞争异常激烈，尽管公司在生产、管理、节能降耗等方面不断改进，但由于

公司产品相对单一，无法满足客户日益多样化的市场需求，和上年相比，公司主

要产品的产销量和盈利能力均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 

②产品销售价格下降，主要原材料采购成本上升 

2015 年度，中纤板的销售均价为 1,377.29 元/立方米，较上年度下降 6.83%；

薪材的采购均价呈现上升态势，2015 年为 402.1 元/吨，相比 2014 年采购价格

364.91 元/吨上升 10.19%；公司 2015 年度的产品毛利率等盈利能力指标同比显

著下降。 

③税收优惠政策变动 

中纤板行业利润普遍偏低，其中增值税退税占据了利润的很大比例。自 2011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15 年 6 月 30 日止，公司享受纤维板销售增值税执行即征即退

80%的税收优惠政策，但 2015 年下半年纤维板销售增值税即征即退政策的执行

尚不明确，导致 2015 年公司收到的增值税退税收入较上年同期减少了 39.85%，

减少额 3,135 万元。 

④资产减值损失增加 

公司控股子公司阳春威利邦于 2015年10月停产及孙公司湖北襄阳盈福新盛

地板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北地板公司”）和辽宁台安盈福新盛地板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辽宁地板公司”）于 2016 年 1 月开始实施解散清算。针对上述事项，

公司计提应收账款坏账准备、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存货跌价准备和固定资产减

值损失共计 7,415 万元。 

2、公司拟采取以下业绩改善措施 

①充分利用有效产能，加大市场开拓力度。针对目前较为不利的行业环境，

公司针对各区域的市场容量、市场潜力进行分析、评估，进一步梳理现有产能，

使公司资源和精力得以更加集中。另外，公司将加强与经销商和直销客户的密切

交流和合作，利用已有的营销网络优势，发挥“威利邦”品牌在行业内的知名度

和美誉度，深入开发优势区域的市场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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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积极筹措和合理安排资金。公司将通过制定合理的财务和资金计划，积极

利用股权融资、债务融资等多种可行的方式，不断丰富公司的融资渠道，保障公

司经营发展的资金需求。 

③积极引进行业优秀人才。公司将进一步加强员工队伍建设，通过各种渠道，

积极引进行业内的优秀人才，不断完善公司内部激励机制，以期促进员工积极性

和提升工作效率。 

④适时调整产品结构，提升产品竞争力。为顺应市场环保理念的趋势，公司

将加大技术改造的投入，合理调整产品结构，根据客户需求实行多样化和差异化

生产，进一步提升公司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⑤积极推进非公开发行股份事项。若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事项顺利完成，公

司的主营业务范围将延伸至稀土产品、氯化锂、电池级单水氢氧化锂、电池级碳

酸锂的生产销售等新能源、新材料领域，募投项目的顺利实施将为公司带来新的

盈利增长点。 

问题二、报告期内，你公司营业收入同比下降 16.07%，而销售费用同比上

升 2%，其中推广费用同比上升 168.31%，请补充披露销售费用、推广费用与营

业收入变动趋势不匹配的原因及合理性。 

    回复说明： 

报告期内营业收入及销售费用对比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5 年 2014 年 变动额 变动比例 

营业收入   143,984.60   171,545.25    -27,560.65  -16.07% 

销售费用     7,093.22     6,954.13        139.09  2.00% 

推广费用     1,346.42       501.82        844.61  168.31% 

2015 年度国内经济增速放缓，公司所处的中纤板行业竞争日益激烈，原材

料采购成本居高不下、供过于求未有改观、市场恶性竞争较为突出。 报告期内，

为了扩大市场占有率，消化产品库存，公司加大了中纤板产品的促销力度，进行

了相应的产品推广促销活动，加大了品牌建设和宣传力度，致使报告期内推广费

用和上年同比有较大幅度的上升。 

问题三、报告期内，你公司发生资产减值损失 7,415.09 万元，较去年同期

增长 4,855.15%。其中发生存货跌价损失 1,046.45 万元，固定资产减值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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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21.43 万元。请补充披露： 

报告期末，你公司存货余额为 5.13 亿元，较去年同比下降 14.46%。请结合

你公司未来发展战略，主营业务发展现状等情况，详细说明你公司存货跌价准

备计提的合理性。 

回复说明： 

公司坚持“稳中求进”的经营思路，在巩固和发展中纤板业务的同时，拟通

过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资金的方式，将公司的主营业务延伸至稀土产品、氯化锂、

电池级单水氢氧化锂、电池级碳酸锂的生产销售等新能源、新材料领域。  

（一）报告期内公司存货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2015 年 2014 年 

变动金额 
变动 

账面价值 账面价值 比例 

原材料 10,716.21 15,170.89 -4,454.68 -29.36% 

在产品 527.98 1,330.46 -802.47 -60.32% 

库存商品 19,276.85 21,114.79 -1,837.93 -8.70% 

消耗性生物资产 20,798.35 22,375.96 -1,577.61 -7.05% 

合  计 51,319.40 59,992.09 -8,672.69 -14.46% 

存货余额下降的原因为：近年来，中纤板市场需求呈下降趋势，公司为防范

风险，提高资金周转效率，积极制定相应措施，通过采购源头管控，保持合理的

原材料储备，并积极推进产品去库存化管理，加快产品的销售流转，加快了存货

周转速度，达到下降存货的目的。同时，化工原材料市场价格持续降低，也是导

致公司存货余额下降的原因。 

（二）报告期内公司存货跌价准备计提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期初余额 本期增加 本期减少 期末余额 
两期对比变

动比例 

原材料 55.07 855.81 55.07 855.81 1454.05% 

产成品 403.54 501.93 146.46 759.01 88.09% 

消耗性生物资产 144.86 - 144.86 - -100% 

合  计 603.47 1,357.74 346.39 1,614.82 167.59% 

公司存货主要分为纤维板及相关材料、速生林两大类： 

1、纤维板及相关材料跌价准备的计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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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纤维板相关存货跌价准备按账面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法计价，确认标准

为存货成本高于市价或因技术升级原因使相关存货被淘汰、周转储备超过五年的

呆滞存货，按类别比较存货的账面成本与可变现净值，以可变现净值低于账面成

本差额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存货可变现净值根据估计的售价减去估计的完工成本

以及销售所必需的估计费用后的价值确定）。 

对于产成品而言，分别以各类别产成品的估计售价减去估计的销售费用和相

关税费后的金额确定其可变现净值。对于自制半成品和原材料而言，以所生产的

产成品的估计售价减去至完工时估计将要发生的成本、估计的销售费用和相关税

费后的金额，确定其可变现净值。 

对于估计售价是以2015年 12月实际售价作为计算存货跌价准备的估计售价。

如果某产品在 2015年 12月未发生销售，则以之前最接近报表截止日月份的实际

售价作为计算存货跌价准备的估计售价。 

现阶段，中纤板行业销售市场仍不景气，市场销售价格呈下降趋势。公司基

于持续经营打算，及市场形势、产品售价的变动情况，按照上述方法计提的存货

跌价损失 1,357.74 万元，其中产成品跌价损失 501.93 万元、原材料跌价损失

855.81万元。 

2、消耗性生物资产跌价准备的计提 

公司的消耗性生物资产为种植的速生林，通过比较速生林的账面成本与可变

现净值，以可变现净值低于账面成本的差额计提存货跌价准备。消耗性生物资产

以速生林预计成林产量的估计售价减去至成林时估计要发生的成本、估计的砍伐

费用和销售费用以及相关税费后的金额，确定其可变现净值。经测算，本期消耗

性生物资产无需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综上，报告期内公司对存货跌价准备的计提是合理的，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

相关规定。 

（2）固定资产减值损失计提的原因、依据及减值损失计提的合理性。 

    回复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根据资产减值测试结果，对控股子公司阳春威利邦、控股孙

公司湖北地板公司和辽宁地板公司计提了固定资产减值损失，具体明细如下： 

单位：元 

项目 阳春威利邦 湖北地板公司 辽宁地板公司 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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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及建筑物 - - - - 

机器设备 45,007,968.88 8,914,385.20 4,847,922.39 58,770,276.47 

运输工具 108,984.69 106,493.78 201,877.91 417,356.38 

电子设备 1,541.61 6,927.76 18,167.12 26,636.49 

其他设备 - - - - 

合计 45,118,495.18 9,027,806.74 5,067,967.42 59,214,269.34 

固定资产减值损失的认定条件及计提方法： 

（1）可能发生减值资产的认定 

在资产负债表日，公司判断资产是否存在可能发生减值的迹象。其中存在资

产已经或者将被闲置、终止使用或者计划提前处置迹象的，表明资产可能发生了

减值。 

（2）资产可收回金额的计量 

资产存在减值迹象的，估计其可收回金额。可收回金额根据资产的公允价值

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与资产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两者之间较高者确定。 

（3）资产减值损失的确定 

可收回金额的计量结果表明，资产的可收回金额低于其账面价值的，将资产

的账面价值减记至可收回金额，减记的金额确认为资产减值损失，计入当期损益，

同时计提相应的资产减值准备。资产减值损失确认后，减值资产的折旧或者摊销

费用在未来期间作相应调整，以使该资产在剩余使用寿命内，系统地分摊调整后

的资产账面价值（扣除预计净残值）。资产减值损失一经确认，在以后会计期间

不再转回。 

因控股子公司-阳春威利邦于 2015年 10月停产，控股孙公司-湖北地板公司

和辽宁地板公司于 2016 年 1 月开始解散清算，公司将上述各公司的固定资产按

明细列分，以单项资产为基础，将各固定资产的账面价值与所估计的资产可回收

金额相比较，分别对阳春威利邦固定资产计提减值准备 4,511.85 万元，对湖北

地板公司固定资产计提减值准备 902.78 万元，对辽宁地板公司固定资产计提减

值准备 506.80万元。 

综上，报告期内公司对固定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是合理的，符合企业会计准

则的相关规定。 

问题四、2015 年 12 月 17 日，你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广西

丰林木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转让控股子公司股权并签署<合作框架协议>的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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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拟将你公司直接和间接持有的清远市威利邦木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清

远威利邦”）100%的股权和封开县威利邦木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封开威利邦”）

100%的股权转让给广西丰林木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请补充披露： 

（1）你公司出售上述控股子公司的原因、对你公司经营和盈利能力的影响，

以及目前的进展情况。 

    回复说明： 

公司拟出售上述控股子公司的原因为：公司所处的人造板产业存在着结构性

产能过剩及市场竞争激烈的情形，公司根据所处市场发展情况，拟逐步收缩中纤

板业务，盘活相关资产。 

2016年 3月 10日，公司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临时）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出售清远市威利邦木业有限公司和封开县威利邦木业有限公司股权

并参与认购广西丰林木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的议案》等，根据交

易预估值，若出售上述控股子公司股权，预计对公司 2016 年度净利润的影响为

-1000万元左右，公司营业收入、经营规模会有较大幅度的下降。但由于上述控

股子公司经营业绩不佳，从长远来看，出售股权事项不会对公司的盈利能力产生

重大影响。 

后续，因无法就标的资产解除抵押时间与交易对手广西丰林木业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达成一致，经公司于 2016年 4月 27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临

时）会议审议批准，公司已终止向丰林集团出售封开威利邦和清远威利邦股权。 

（2）你公司定期报告“出售重大股权情况”部分披露你公司上述两家控股

子公司的出售日为 12月 17 日，请补充披露上述出售日的确定依据及准确性。 

    回复说明： 

2015年12月16日，公司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向广西丰林木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转让控股子公司股权并签署<合作

框架协议>的议案》；2015年12月17日，公司披露了《关于与广西丰林木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签署<合作框架协议>暨股票复牌的公告》。经核查，上述出售日日

期填报不准确，系工作人员理解有误，公司今后将加强相关人员的培训学习，提

升专业知识水平。 

（3）报告期末，你公司“划分为持有待售的资产”余额为 0，请结合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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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末至财务报告披露前，你公司控股子公司出售事宜的进展情况，补充披露你

公司在报告期期末未将上述控股子公司划分为持有待售的资产的原因及合理性，

并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核查意见。 

    回复说明： 

（一）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30 号—财务报表列报》的相关规定，同时满

足下列条件的企业组成部分或非流动资产应当确认为持有待售： 

1、该组成部分必须在其当前状况下仅根据出售此类组成部分的惯常条款即

可立即出售； 

2、企业已经就处置该组成部分作出决议，如按规定需得到股东大会批准的，

应当已经取得股东大会或相应权力机构的批准； 

3、企业已经与受让方签订了不可撤销的转让协议； 

4、该项转让将在一年内完成。 

（二）公司未将拟转让的控股子公司清远威利邦、封开威利邦划分为持有待

售的资产原因为：报告期期末至财务报告披露前，公司拟出售控股子公司清远威

利邦、封开威利邦股权事项处于初步尽职调查阶段，尚未签署正式的股权转让协

议。报告期期末，公司拟转让控股子公司清远威利邦、封开威利邦股权事项未能

满足企业会计准则中关于划分为持有待售的资产的确认条件，因此未将其列示于

“划分为持有待售的资产”。 

（三）公司审计机构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关

于对广东威华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年报的问询函有关问题核查情况说明》（广会

专字[2016]G16000990270号），经核查后认为：公司在报告期期末未将拟转让控

股子公司划分为持有待售的资产的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要求。 

特此公告。 

 

 

 

 

                                             广东威华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六年五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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