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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玉龙钢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 

《关于对江苏玉龙钢管股份有限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相关事项的问询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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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玉龙钢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玉龙股份”或“公司”）于 2016

年 9 月 14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刊登了《江苏玉龙钢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计

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公告编号：2016-069），同日公司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监管一部下发的《关于对江苏玉龙钢管股份有限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相关事项的问询函》（上证公函【2016】1482 号），现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要

求，就回复内容公告如下： 

问题一：请公司补充披露本次计提减值准备的固定资产的主要类别、属于

自建还是外购、及其分别涉及公司哪些业务、产品和生产线。 

答复： 

本次计提减值准备的固定资产，主要范围为江苏玉龙钢管股份有限公司本部

及其全资子公司无锡玉龙精密钢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玉龙精密”）、四川玉龙

钢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川玉龙”）焊接钢管生产线资产组紧密相关的设备

资产，主要涉及近年来受市场需求下行趋势影响，开工率不足且显著下滑、生产

效能低下且难以转圜（分析详见回复二）的生产线资产。 

其中，公司本部所涉生产线资产组为螺旋埋弧焊管生产线 4条、直缝埋弧焊

管生产线 3条及辅助防腐设备；玉龙精密所涉生产线资产组为螺旋埋弧焊管生产

线 2条、直缝高频焊管生产线 2条、方矩形焊接钢管生产线 3条及纵剪设备；四

川玉龙所涉生产线资产组为螺旋埋弧焊管生产线 4 条、直缝埋弧焊管生产线 1

条及辅助设备。上述设备均属机器设备类固定资产，涵盖螺旋埋弧焊管、直缝埋

弧焊管、直缝高频焊管、方管等产品。有关资产主要以外购方式取得，严格按照



企业会计准则规定进行初始确认和后续计量。 

问题二：请公司结合 2015 年至今的经营业绩和产能利用情况等，补充披露

减值资产的减值迹象何时出现，以及公司未在今年半年报计提而在此时计提资

产减值准备的原因及必要性。 

答复： 

一、请公司结合 2015 年至今的经营业绩和产能利用情况等，补充披露减值

资产的减值迹象何时出现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涉及的资产主要是应收款项、存货和固定资产，相关

资产的减值迹象和计提情况如下： 

（一）应收款项计提坏账准备情况 

截至 2016年 6 月 30日，公司应收账款余额 44,836.35万元，计提坏账准备

3,911.58万元。公司通过对部分客户进行沟通和调查，发现 14家客户存在工商

注销、吊销、诉讼等情况，需要增加计提坏账准备，采用个别认定法增加计提坏

账准备 21.49万元。 

截至 2016 年 6 月 30 日，公司其他应收款余额 1,999.10 万元，计提坏账准

备 694.25 万元。本次增加计提坏账准备 414.28万元，主要是由于与部分客户的

诉讼争议有了最新进展。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会计政策的规定，2016 年 6 月末对应当提取

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已进行了会计处理，本次增加计提的坏账准备是基于截至

2016年 9月 12日客户最新情况和有关事项的最新进展执行的会计处理。 

（二）存货计提跌价准备情况 

截至 2016 年 6 月 30 日，公司存货跌价准备余额为 354.15 万元，其中原材

料跌价准备 183.81 万元，库存商品跌价准备 170.34 万元。本次以 2016 年 7 月

31 日为基准日对存货的可变现净值进行了测试，需要增加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2,677.63 万元，主要是库存商品对应的跌价准备。公司执行部分客户的订单，

由于价格波动、滞销、残次等原因致使产品销售价格和成本倒挂，可变现净值低

于账面价值，从而导致计提跌价准备。公司本次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系根据公司最

新可变现净值情况，确认的相应跌价准备。 

（三）固定资产计提减值准备情况 



由于钢管市场需求持续下滑，公司相关生产线订单不足，部分生产线已处于

停产状态。基于钢管产品市场现状以及对未来市场走势的判断，公司认为相关生

产设备存在明显减值迹象。公司委托评估机构以 2016年 7月 31日为基准日对相

关资产组采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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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者之间较高者测算相关资产预计可回收金额，并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

对预计可回收金额低于其账面价值部分计提固定资产减值准备。依据测试结果，

公司应当计提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27,875.69 万元。 

公司固定资产减值迹象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行业整体处于去产能周期，普遍亏损，资产价值需要重估 

在面临复杂的国内外环境和较大的经济下行压力背景下，供给侧改革成为包

括钢管在内的传统制造业的必然选择。钢管行业整体面临着外需空间不足、内需

潜力有限的市场局面，订单普遍持续回落，市场竞争日趋白热化，行业生存空间

受到较大程度的挤压。尤其是受国内油气行业调整以及大型油气管道建设放缓的

影响，钢管行业市场需求持续下滑，整体行业产能过剩严重，产能利用率严重不

足。处于钢管行业领先地位的珠江石油天然气钢管控股有限公司（股票代码

1938.HK）和胜利油气管道控股有限公司（股票代码 1080.HK），据公开资料显示

自 2014 年以来持续经营亏损。 

我国焊接钢管制造企业约有 2000 多家，行业整体集中度低，形成以石油石

化、冶金系统及钢铁制造企业下属的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外资企业并存割据的

竞争格局。由于生产厂家众多、产能巨大，单机产量很低，使得普通焊管的利润

率很低。钢管产业集中度低、技术落后，国内钢管产品同质化的趋势比较明显，

焊管企业处于“小、多、散”的状态。许多焊管生产企业处于停产和半停产状态。 

钢管行业将面临漫长的去产能的过程，未来的整体盈利状况不容乐观，从行

业整体看，2015年以来已经存在难以扭转的衰落趋势。 

2、公司营业收入逐年下降，趋势难以扭转 

在复杂的市场竞争环境下，公司通过加大国内外市场开拓力度、压缩生产管

理成本等各种方式，尽力抵御行业下滑的冲击，但仍然无法扭转业务发展的颓势。

公司营业收入自 2014 年以来逐年下降，尤其是在 2015 年和 2016 年降幅明显，

2016 年上半年营业收入同比下滑 46%，国外业务更是大幅下降 88.71%。营业收



入变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报告期 2016 中报 2015 年报 2015 中报 2014 年报 2014 中报 

国内 67,515.53 154,614.89 88,688.56 221,615.14 100,509.48 

同比波动幅度（%） -23.87% -30.23% -11.76%    

国外 5,280.58 68,107.30 46,765.48 37,351.32 8,350.79 

同比波动幅度（%） -88.71% 82.34% 460.01%    

收入合计 72,796.11  222,722.19 135,454.04  258,966.46 108,860.27  

同比波动幅度（%） -46.26% -14.00% 24.43%   

由上表可见，公司 2014 年以来，国内业务加速下滑，业务状况不容乐观。

2015 年国外业务受承接尼日利亚订单的影响增幅较大，但是该类订单受尼日利

亚经济危机的影响不具有持续性。公司无法抵挡整个行业的发展趋势，业务持续

下滑。 

3、盈利状况堪忧，逐渐步入亏损状态 

2015 年受承接海外业务的正面作用，盈利得以维持，主要来源于尼日利亚

等海外油气管道订单。2015 年下半年以来新增订单锐减，2016 年上半年海外业

务实现的收入仅有去年同期的 11%。 

国内业务竞争尤其激烈，众多中小企业以成本价进行市场竞争。平均每吨毛

利由 650元左右降至 500元左右，价格的下降对公司的盈利影响很大。在国有大

企业的挤压和民营中小企业恶性竞争的市场环境中，公司盈利堪忧。具体情况如

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报告期 2016 中报 2015 年报 2015 中报 2014 年报 2014 中报 

经营性利润（注） 725.33 12,942.71 10,251.65 11,974.84 5,170.64 

同比波动幅度(%) -92.92 8.08 98.27   

注：不包括理财收益、资产减值、营业外收支等非经营因素的税前利润。 

2015 年下半年盈利加速下滑，实现经营性利润 2,691.06万元，2016 年上半

年经营性利润仅有 725.33 万元，同比下降 93%。2016 年第二季度扣非后归属母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527.33万元，进入经营亏损状态。目前公司盈利状况未见

好转。 

4、订单严重不足，生产设备闲置 

2015 年下半年以来，公司各条产品线出现了订单缩水，尤其是海外订单锐

减，直接导致公司产能利用率大幅下滑。四川玉龙的产能利用率不足 30%，连年



亏损，业务发展艰难，2016年 8月已对部分生产线实施停产。公司在 2015年已

将伊犁子公司的生产设备予以处置。目前公司销售订单无法满足公司生产需要，

尤其是山东科瑞的订单于 2016 年 9 月结束后，后续订单明显不足，已签定的直

缝埋弧焊管订单量仅能维持不足一个月的生产，公司产能利用率将进一步下降，

固定资产闲置情况更加严重。 

近年来，公司产能利用率情况如下表所示： 

报告期 2016 中报 2015 年报 2015 中报 

产能利用率 43.64% 53.24% 56.08% 

综上所述，在钢管行业整体下滑的背景下，行业整体资产生产效能低下，公

司通过不懈努力，试图保持公司盈利得以持续，但是仍未能阻止公司转向经营亏

损。因此，公司管理层充分研究评估了钢管行业的盈利前景，预期公司现有业务

盈利能力将持续下滑，亏损的状况难以扭转。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8号——资

产减值》相关规定，公司触及了“第五条 存在下列迹象的，表明资产可能发生

了减值：（五）资产已经或者将被闲置、终止使用；（六）企业内部报告的证据表

明资产的经济绩效已经低于或者将低于预期，如资产所创造的净现金流量或者实

现的营业利润（或者亏损）远远低于（或者高于）预计金额等”有关减值的规定。

公司管理层决定在 2016 年第三季度启动核查公司生产经营状况、财务状况和充

分评估公司的未来盈利情况的工作，将根据会计政策稳健、审慎地进行相关会计

处理。 

二、公司未在今年半年报计提而在此时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原因及必要性 

公司管理层在遭遇自 2015 年下半年开始的盈利下滑后，开始探究行业下滑

的原因、未来市场走向，努力发掘自身潜力，并研判公司资产减值的可能性。2016

年上半年，受国际油价持续低价位震荡，国内油气行业调整以及大型油气管道建

设阶段性放缓的影响，管道行业市场需求持续下滑，产能明显过剩，行业下滑趋

势可预见期间难以逆转，公司将不可避免的进入亏损。 

2016 年 7 月 19 日，公司公告《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7 月 28 日，公司股

份过户登记完成，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变更；2016年 7月 30日，公司公告《半

年度业绩预减公告》；2016年 8月 19日，公司召开 2016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完成董事会换届选举并更换部分高管。2016 年 8 月中下旬，公司管理层继续减

值测试的相关工作，经行业调研、客户走访，了解国内外市场需求和发展趋势，



核查公司自身生产经营状况、财务状况，从而评估公司的未来盈利情况，管理层

确认公司产能利用率严重不足，主要设备闲置，主要资产的经济绩效已经低于或

者将低于预期，相关资产已经存在明显且难以逆转的减值迹象。公司委托审计和

评估专业机构对公司的主要资产进行了清查和测试。 

截止 2016 年 8 月 30 日，即 2016 年半年报报出日，针对上述减值的可能性

无法可靠判断、预计金额尚缺少充分依据。为了尽可能的揭示风险，维护全体股

东的权益，公司在半年报“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中充分说明了行业和公司盈利不

佳的局面，并在“第四节董事会报告 三其他披露事项（一）预测年初至下一报

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

及说明”章节，提示了业绩下行风险。 

2016 年 9月 12 日，审计和评估机构确认了测试结果，公司管理层依据《企

业会计准则》、公司会计政策规定，结合自身调研、判断、论证并以此作为计提

减值的基础，认为公司有关资产的减值具备充分的依据。 

2016 年 9月 13 日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召开了会议对计提减值准备的议案进

行了审议并通过了该议案，审计委员会和独立董事发表意见同意公司本次计提减

值准备事项。公司于当日公告了计提减值的相关事项，相关信息披露及时、准确、

公开、透明。公司拟于 9 月 29 日召开股东大会审议本次计提减值准备事项，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公司将进行相关的会计处理。 

综上所述，公司拟在 2016 年第三季度末计提相关资产减值准备，可以更及

时的向全体股东披露公司最新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情况，为全体股东的投资决策提

供真实、准确和完整的会计信息。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符合谨慎性和及时性的

会计原则，计提的依据充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公司会计政策等相关规定。 

问题三：请公司补充披露本次计提减值准备对公司 2016 年度业绩可能产生

的影响，并进行充分的风险提示。 

答复： 

在《江苏玉龙钢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2016-069

号公告）中，我们向全体股东做了充分的风险提示：“本次减值计提包括计提坏

账准备 435.77万元、存货跌价准备 2,677.63万元、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27,875.69

万元。有关减值计提将影响公司当期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0,335.99 万



元，影响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30,335.99 万元。” 

公司将在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获得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及时发布 2016 年

第三季度业绩预告，并向全体股东进行充分风险提示。 

问题四：请会计师就公司本次计提大额资产减值准备的原因、依据进行核

查并发表意见。 

答复： 

会计师履行了必要的核查程序，并发表如下核查意见： 

公司基于行业产能过剩、下游需求下滑及公司订单下降、产能利用不足、设

备闲置、营业收入减少甚至出现经营亏损等实际状况，在相关资产出现减值迹象

时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基于谨慎性原则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经核查，

会计师认为，公司本次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原因客观，依据充分，程序规范，符

合《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会计政策的规定。 

具体参见所附江苏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关于对

江苏玉龙钢管股份有限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相关事项的问询函回复的核查意

见》。 

 

特此公告。 

 

江苏玉龙钢管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 9 月 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