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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667            证券简称：鞍重股份                    公告编号：2017—042 

 

鞍山重型矿山机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对公司 2016 年年报的问询函 

回复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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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鞍山重型矿山机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7 年 5 月 2

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发出的《关于对鞍山重型矿山机器股份

有限公司 2016 年年报的问询函》（中小板年报问询函[2017]第 94 号），公司董事

会收到问询函后，经认真自查，已向深圳证券交易所作出书面回复，现将回复具

体内容公告如下： 

问题一、报告期内，你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以下简称“净利

润”）-2322 万元，同比下降 473%。请结合经济环境、同行业其他公司情况、公

司订单及产销量情况等说明公司经营状况，量化说明公司亏损的原因，并请说明

公司改善经营状况拟采取的措施。 

【回复】 

1、结合经济环境、同行业其他公司情况、公司订单及产销量情况等说明公

司经营状况，量化说明公司亏损的原因 

公司主营矿山、冶金、建筑专用设备制造；进出口业务；工矿配件等，主要

产品包括大型直线振动筛、高效单元振动筛、温热物料振动筛、圆振动筛等。产

品主要应用于煤炭、矿山、冶金等行业。近几年，受国内煤炭行业经济形势影响，

市场持续低迷，公司产品主要面向煤炭行业终端客户，所受影响更为明显。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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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服务的煤炭行业客户新建项目大幅减少，产品需求量有所下降，行业间竞争

激烈，产品销售价格、销量同比降低，单位产品分摊的人工成本及折旧等制造费

用增加,造成单位产品成本增加，导致报告期产品毛利率同比降低 4.02%；公司 2015

年度、2016 年度新增销售订单呈下降趋势，同时受煤炭行业不景气影响，部分客

户项目推迟，导致报告期营业收入下降 43.68%；报告期内由于期间费用中人员薪

酬、办公费、折旧费、税费等多为固定费用，且报告期营业收入同比下降幅度较

大，导致期间费用率占比较高，同比增长 15.23 个百分点；此外，受煤炭行业经

济下滑影响，客户还款能力下降，应收账款回收周期延长，账龄较长的应收账款

增加，本期计提的资产减值损失为 1,466.77万元，占营业收入的比重同比增加 7.28

个百分点。 

综上所述，报告期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322 万元，同

比下降 473%。 

报告期同行业上市公司情况如下： 

项目 
鞍重股份 郑煤机 

2016 年度 同比增减 2016 年度 同比增减 

营业收入 90,993,624.33 -43.68% 3,628,529,680.71 -19.56% 

综合毛利率 39.45%  20.31%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23,222,157.49 -472.82% 61,997,356.40 46.92% 

项目 
创力集团 天地科技 

2016 年度 同比增减 2016 年度 同比增减 

营业收入 900,917,068.03 -10.54% 12,936,846,376.17 -9.83% 

综合毛利率 40.91%  33.77%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95,902,128.29 -24.09% 931,879,576.79 -24.08% 

从上表可以看出，受煤炭行业不景气影响，行业内报告期营业收入及归属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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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期普遍下降；虽然报告期本公司综合毛利率较同行业

上市公司平均毛利率略高，以及公司期间费用较上期降低，但由于报告期营业收

入降幅较大，导致报告期本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负数。 

2、公司改善经营状况拟采取的措施。 

（1）继续加大对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的开发，并加以推广；将目前已

研发的新产品建筑产业化成套设备和餐厨垃圾处理机械设备产业化，以提升自身

的市场竞争力。 

（2）公司将积极优化资产结构，进一步加强对产品销售的管理，提高营业

收入，进一步加强对应收账款和存货的管理，提高资产运营效率；同时加强成本

费用管理，合理地降低各项成本费用，增强公司的盈利能力。 

问题二、最近三年，你公司营业收入分别为 2.34 亿元、1.62 亿元、0.91 亿

元；报告期内，你公司营业收入同比下降 44%，其中，高效单元振动筛、圆振动筛

和备件分别同比变动-17.39%、-59.96%和 3.65%。请你公司请结合经济环境、同行

业公司情况等情况，说明你公司营业收入持续下降的原因，以及相关行业产品营

业收入变动差异的原因。 

【回复】 

最近三年,公司营业收入分别为 2.34 亿元、1.62 亿元、0.91 亿元。报告期

内，公司营业收入同比下降 44%，主要原因为公司的产品主要应用于煤炭、矿山、

冶金等行业。最近几年，受国内煤炭经济下滑影响，市场持续低迷，煤炭产能过

剩。公司产品主要面向煤炭行业终端客户，所受影响更为明显。公司主要服务的

煤炭行业客户新建项目大幅减少，产品需求量有所下降，行业间竞争激烈，产品

销售价格、销量均有所降低，公司 2015 年度、2016 年度新增销售订单呈下降趋势，



鞍山重型矿山机器股份有限公司                           年报问询函回复的公告 

 

4 

 

同时受煤炭行业不景气影响，部分客户项目推迟，综上分析，报告期公司营业收

入持续下降。 

报告期公司高效单元振动筛、圆振动筛和备件营业收入同比变动情况如下： 

产品类型 
2016 年营业收入同

比变动 
原因 

高效单元振动筛 -17.39% 

高效单元振动筛主要用于煤炭精加工项目，受国家对环

保要求及煤炭使用效率的提高，报告期高效单元振动筛

销售下降 17.39%，下降幅度较小。 

圆振动筛 -59.96 

圆振动筛主要用于煤炭企业处理原煤，国内原煤产量的

持续下降，导致公司报告期圆振动筛销售同比下降

59.96%，下降幅度较大。 

备件 3.65% 

公司销售的备件，主要用于下游客户维修设备。下游客

户为降低成本，减少了整机产品的采购，从而增加了用

于维修设备的备件采购量，导致报告期备件销售同比增

长 3.65%。 

问题三、报告期内，你公司销售毛利率为 39.45%，同比下降 4.02%，其中煤

炭、矿山和其他行业产品毛利率分别同比变动-2.54%、-13.38%和 5.41%。请说明

你公司生产模式和销售模式是否发生重大变化，并结合产品结构、产销率、产能

利用率、主要客户、人工成本、原材料价格等因素分析你公司及相关行业产品毛

利率变化的原因。 

【回复】 

1、请说明你公司生产模式和销售模式是否发生重大变化。 

公司采取以销定产的生产模式。公司按照中标的合同或获得的订单，确定产

品工艺、技术图纸，制定原材料及配件采购计划、生产计划，安排各车间组织生

产。 

公司的销售主要采用直接面对终端用户的直销方式。公司产品向国内客户销

售时，由公司同用户直接签订购销合同，明确合同标的及技术条件、期限、交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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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付款等，经评审后按照合同组织生产、发货、结算、回款，提供一切售前、售

中和售后服务。公司获得订单的方式有竞标、议标、客户直接订货几种方式。公

司生产模式和销售模式未发生重大变化。 

2、结合产品结构、产销率、产能利用率、主要客户、人工成本、原材料价

格等因素分析你公司产品毛利率变化的原因。 

报告期内，公司产品销售占比及毛利率情况如下: 

产品名称 

本期销

售占比 

本期毛

利率 

上期销

售占比 

上期毛利

率 

本期综合毛

利率 

上期综合毛

利率 
差额                                      

（1） （2） （3） （4） (5)=(1)*(2) (6)=(3)*(4) (7)=(5)-(6) 

高效单元振

动筛 
1.07% 50.90% 0.73% 48.99% 0.54% 0.36% 0.18% 

大型直线振

动筛 
25.63% 34.77% 38.43% 47.45% 8.91% 18.23% -9.32% 

温热物料振

动筛 
3.74% 30.39% 4.01% 40.54% 1.14% 1.63% -0.49% 

圆振动筛 11.56% 24.87% 16.26% 48.40% 2.87% 7.87% -5.00% 

其他产品 7.08% 28.49% 10.21% -2.85% 2.02% -0.29% 2.31% 

备件 38.05% 46.17% 20.67% 49.22% 17.57% 10.17% 7.40% 

其他  12.87% 49.69% 9.69% 56.81% 6.40% 5.50% 0.90% 

合计 100.00% 39.45% 100.00% 43.47% 39.45% 43.47% -4.02% 

从上表可以看出，报告期产品综合毛利率为 39.45%，同比下降 4.02%，主

要系大型直线振动筛销售占比下降 12.80%、毛利率下降 12.68%导致综合毛利率

下降 9.32%；圆振动筛销售占比下降 4.70%、毛利率下降 23.53%导致综合毛利率

下降 5.00%；备件销售占比上升 17.38%、毛利率下降 3.05%导致综合毛利率上升

7.40%综合影响所致。各类产品毛利率下降又受产品价格和产品成本费用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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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分析如下： 

（1）产品结构变化的影响 

公司主要客户多为煤炭、冶金、矿山等行业，分布较为分散，受行业不景气

影响，客户新建项目大幅减少，产品需求量减少，导致报告期大型直线振动筛、

圆振动筛销量均有不同程度的减少。公司销售的备件，主要用于下游客户维修设

备，客户为降低成本，减少了整机产品的采购量，从而增加了用于维修设备的备

件采购量，导致报告期备件销售占比增加 17.38%。 

（2）产品价格的影响 

公司主要客户主要来源于煤炭、钢铁、矿山等行业，受行业经济下滑影响，

行业间竞争激烈，公司产品平均销售价格有所下降，报告期大型直线振动筛平均

销售单价同比下降 18.29%，圆振动筛平均销售单价下降 4.53%。 

（3）产品成本费用的影响 

 公司的产品成本包括直接材料、直接人工、制造费用三部分。 

① 直接材料主要包括板材、型材、电机、轴承、筛板等，其中板材、型

材占比较高。报告期，板材、型材的平均采购价格略有上升。由于公司产品周期

较长，产品加工完成后，需要通过通知客户向其交货，并得到客户验收合格后才

能确认收入并结转成本，公司结转成本中主要原材料的平均价格会与当期的原材

料采购价格有一定的差异。报告期公司采取了材料比价采购等方式，进一步加强

了成本管理，使单位产品的直接材料成本略有下降，但下降幅度低于直接人工和

制造费用成本的上升幅度。 

② 直接人工和制造费用。公司的产品主要工艺流程大致相同，生产设备

具有一定的通用性，公司采取以销定产的生产模式，按照中标的合同或获得的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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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安排各个车间组织生产，产品加工完成后，通知客户向其交货，受下游行业不

景气影响， 公司近两年新增订单下降较明显，产能过剩，产能利用率持续降低， 

生产人工成本及折旧等固定费用占比上升，造成产品单位成本上升。 

综上所述，报高期公司产品综合毛利率同比下降 4.02%，主要系受产品结构

的变化、单位产品平均售价的降低、单位产品平均成本的提高综合影响所致。 

3、相关行业毛利率变化的原因 

报告期煤炭、矿山毛利率分别同比变动-2.54%，-13.38%，主要是受其行业

中的大型直线振动筛、圆振动筛、备件的销售占比及其毛利率的变化综合影响所

致；其他行业毛利率同比变动 5.41%，主要系报告期其他行业中其他产品毛利率

高于上年同期所致。 

问题四、你公司 2016 年分季度实现的营业收入分别为 0.26 亿元、0.16 亿元、

0.17 亿元和 0.31 亿元；分季度实现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为 102

万元、-900 万，-273 万元和-1251 万元。请结合成本费用归集过程说明收入与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季度占比匹配的合理性、分季度营业收入与净利润

同比变动的原因。 

【回复】 

报告期公司四个季度营业收入、综合毛利率、期间费用等变动情况如下表： 

单位：万元 

项   目 
2016 年 1 

季度 

2016 年 2 

季度 

2016 年 3 

季度 

2016 年 4 

季度 

2016 年 

全年 

2016 年 

平均每季 

营业收入 2,635.49 1,636.04 1,716.61 3,111.22 9,099.36 2,274.84 

营业成本 1,677.06 1,102.12 929.83 1,800.49 5,509.50 1,377.38 

销售费用 326.02 387.76 326.98 773.54 1,814.30 453.58 

管理费用 744.19 899.01 655.67 942.65 3,241.52 810.38 

财务费用 -142.61 -116.02 -90.58 -120.77 -469.98 -117.49 

资产减值损失 -72.66 351.19 250.04 938.20 1,466.77 366.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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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利润 93.97 -911.62 -285.46 -1,259.21 -2,362.32 -590.58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1.62 -900.14 -272.69 -1,251.00 -2,322.22 -580.55 

毛利额 958.43 533.91 786.78 1,310.73 3,589.86 897.46 

毛利率 36.37% 32.63% 45.83% 42.13% 39.45% 39.45% 

期间费用占营业收入比 35.20% 71.56% 51.97% 51.28% 50.40% 50.40% 

资产减值损失占营业收入比 -2.76% 21.47% 14.57% 30.16% 16.12% 16.12% 

季度收入占全年收入比重 28.96% 17.98% 18.87% 34.19% 100.00%  

季度净利润占全年净利润比重 -3.98% 38.59% 12.08% 53.30% 100.00%  

季度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占全年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比重 

-4.38% 38.76% 11.74% 53.87% 100.00%  

 

1、成本费用归集过程如下： 

（1）公司的产品成本包括直接材料、直接人工、制造费用三部分。公司在

相关产品未完工前在生产成本中核算在产品成本，产品达到发货条件并送达客户

指定地点组装完成，通过客户验收合格后，此时确认产品销售收入的实现，将相

关产品的成本由生产成本结转为当期营业成本。 

（2）公司的期间费用包括销售费用、管理费用、财务费用。公司按权责发

生制原则在发生当期计入损益。 

2、分季度毛利率变动的原因 

公司 1-4 季度毛利率与全年综合毛利率分别相差-3.08%、-6.82%、6.38%、

2.68%，主要受各季度销售收入及产品结构变动影响。一季度公司主要产品温热物

料振动筛、圆振动筛毛利率均低于正常水平，导致本季度综合毛利率比年综合毛

利率略有下降。二季度公司销售的大型直线振动筛平均毛利率较低,导致本季度毛

利率低于年综合毛利率 6.82 个百分点。三、四季度公司产品毛利率相对稳定，处

于正常水平。 

3、分季度期间费用变动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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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季度期间费用占营业收入比重为 35.20%，比年期间费用率低 15.20 个百分

点，主要是受春节放假等因素影响，差旅费、招待费等费用减少。二季度期间费

用率为 71.56%，比年期间费用率高 21.16 个百分点，主要是公司发生中介机构费

用、研发费用金额较大。公司第三、四季度期间费用率分别为 51.97%、51.28%，

与年期间费用率基本持平。 

4、分季度资产减值损失变动原因： 

公司各季度计提的资产减值损失受应收款项账龄分布情况的影响，各季度资

产减值损失占营业收入比例差异较大。 

综上所述， 公司收入与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季度占比差异较大，

但匹配合理，分季度营业收入与净利润同比变动差异较大，但匹配合理。 

问题五、报告期内，你公司销售期间费用率 50.4%，同比增长 15.23%。请公

司结合公司销售模式、管理模式和销售政策及其变化情况，说明公司销售期间费

用率同比增长的原因，并与同行业公司进行对比分析。 

【回复】 

报告期内，公司期间费用情况如下： 

单位：元 

项目 金额 占营业收入比率 同比增长 

销售费用 18,143,035.07 19.94% 3.78% 

管理费用 32,415,170.78 35.62% 11.95% 

财务费用 -4,699,794.87 -5.16% -0.50% 

合计 45,858,410.98 50.40% 15.23% 

报告期内公司期间费用率为 50.4%，同比增长 15.23%，主要是销售费用占营

业收入比重增加 3.78%和管理费用占营业收入比重增加 11.95%所致，具体说明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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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报告期公司销售费用明细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16 年 2015 年 

销售人员薪酬       8,016,842.17  11,523,016.93 

差旅费       2,357,259.54  2,477,430.50 

招待费          356,763.34  482,896.03 

安装修理费          542,541.77  538,169.22 

运费 3,902,266.79 6,642,855.19 

广告宣传费       1,534,243.97  1,720,953.73 

投标费用            99,962.14  343,235.42 

办公费          692,306.97  738,099.33 

其他销售费用          640,848.38  1,645,234.57 

合计 18,143,035.07 26,111,890.92 

公司的销售模式是主要采用直接面对终端用户的直销方式。公司产品向客户

销售时，由公司业务员同用户直接签订合同，明确合同标的及技术条件、期限、

交货及付款等。经评审后按照合同组织生产、发货、结算、回款、提供一切售前、

售中和售后服备。公司获得订单的方式有竞标、议标、客户直接订货几种方式。 

报告期内，受行业不景气影响，公司营业收入下降 43.68%，但公司销售部门

为拓展业务及催收应收款发生的销售差旅费用与业务招待费及为销售服务的办公

费与上年同比下降幅度较小。同时公司为加大产品的宣传力度，通过参加国内外

相关产品展会等方式而发生广告宣传费与上年同比下降幅度较小。 

为了保证公司业务增长，公司非常注意销售队伍的建设和稳定，公司对销售

人员实行底薪加提成的奖励制度，并建立了完善的销售培训考核体系。受营业收

入下降影响，报告期销售人员薪酬同比减少 30.43%，低于营业收入的下降幅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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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分析，报告期公司销售费用率同比增长 3.78 个百分点。 

2、报告期管理费用明细如下： 

单位：元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管理人员薪酬       6,238,081.37  6,103,410.24 

差旅费          533,503.98  914,376.96 

办公费       1,882,737.39  2,102,080.90 

招待费       1,301,464.16  1,404,828.45 

车辆使用费       1,348,592.19  1,458,453.98 

中介机构费 1,530,931.87 443,116.29 

研发费     14,656,024.31  19,009,147.91 

折旧费用       2,762,966.77  2,334,646.01 

税费          803,048.48  2,452,234.67 

其他管理费用 1,357,820.26 2,025,281.04 

合计     32,415,170.78  38,247,576.45 

公司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总经理负责制。公司现设有综合部、人事部、企管

部、财务部、设备部、技术中心、质量控制部、采购部等职能业务部门。报告期

内公司管理费用占营业收入比重同比增加 11.95 个百分点，主要原因为①公司重

视对新产品的研发，报告期公司发生研发费用 1,465.60 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

22.90%，低于营业收入的下降幅度。②报告期发生的中介机构费用比上年同期增

加 108.78 万元，同比增长 245.49%。③管理费用中的管理人员薪酬、办公费、折

旧费、税费等多为固定费用,不随营业收入下降而同比下降。 

综上分析，报告期公司管理费用率同比增长 11.95 个百分点。  

与同行业上市公司期间费用率比较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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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元 

项目 鞍重股份 郑煤机 创力集团 天地科技 

营业收入 90,993,624.33 3,628,529,680.71 900,917,068.03 12,936,846,376.17 

期间费用 45,858,410.98 470,760,963.80 179,525,470.18 2,636,919,971.74 

期间费用率 50.40% 12.97% 19.93% 20.38% 

从上表可以看出，公司报告期期间费用率明显高于同行业上市公司，主要原

因为：公司营业收入处于行业较低水平，与同行业上市公司差距很大，不具有可

比性。公司将会进一步加强产品销售的管理，以提高营业收入。同时加强对各项

费用的管理，合理地降低各项费用，降低期间费用率，增强公司的盈利能力。 

问题六、报告期末，你公司存货账面价值为 1.1 亿元，占你公司总资产比重

为 13.23%，同比上升 0.54%；最近三年，你公司的存货周转率分别为 0.86 次、0.74

次、0.5 次，呈逐年下降趋势。请结合公司业务特点，对比同行业公司情况，量化

分析存货占你公司总资产比重上升以及存货周转率连续下降的原因；分析说明库

存商品的消化情况，本期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的依据及计算过程，是否计提了充分

的存货跌价准备，以及公司期末存货的盘点方法和程序。 

【回复】 

1、请结合公司业务特点，对比同行业公司情况，量化分析存货占你公司总

资产比重上升以及存货周转率连续下降的原因 

报告期末，公司存货占总资产比重情况及最近三年存货周转率情况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16 年   2015 年   2014 年  

 存 货    110,630,023.26     108,050,826.93    138,098,269.42  

 资产总额    836,125,072.63     851,171,276.43    883,951,427.60  

存货占总资产比重 13.23% 12.69% 15.62% 

营业成本    55,095,033.38      91,331,039.30    122,133,591.18  

存货周转率（次） 0.5 0.74 0.86 

报告期末，公司存货账面价值为 1.1 亿元，占总资产比重为 13.23%，同比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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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 0.54%，主要系（1）资产总额同比略有下降。（2）报告期末存货同比略有上升。  

公司存货主要包括原材料和在产品，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16 年 2015 年 

账面余额 跌价准备 账面价值 账面余额 
跌价

准备 
账面价值 

原材料 18,995,632.09   18,995,632.09  23,222,846.38   23,222,846.38 

在产品 93,134,388.38 1,499,997.21 91,634,391.17 84,827,980.55   84,827,980.55 

合计 112,130,020.47 1,499,997.21 110,630,023.26 108,050,826.93   
108,050,826.9

3 

从上表可以看出，报告期末存货增加主要是在产品账面价值同比增加

6,806,410.62 元所致。主要原因为：①公司产品日趋大型化，产品技术含量不断

提高，工艺复杂程度也随之加强，生产周期也有延长的趋势。②受煤炭、矿山等

下游行业不景气影响，部分客户存在项目推迟的情况。 

最近三年公司存货周转率分别为 0.86 次、0.74 次、0.5 次，呈逐年下降趋

势。主要原因为①受下游行业不景气影响，公司 2015 年、2016年公司营业收入持

续下降 31.07%和 43.68%，营业成本也随之下降。②最近三年期末存货账面价值下

降幅度较小，主要原因详见上述说明。 

与同行业上市公司报告期末存货账面价值占公司总资产比重及最近三年存

货周转率比较情况如下： 

单位：元 

项目 年度 鞍重股份 郑煤机 创力集团 天地科技 

存货占总资产比重 

2016年 13.23% 7.05% 6.96% 12.27% 

2015年 12.69% 9.75% 8.52% 13.04% 

2014年 15.62% 11.89% 14.25% 15.65% 

存货周转率（次） 

2016年 0.5 2.89 2.07 1.98 

2015年 0.74 2.76 2.22 2.16 

2014年 0.86 3.27 2.68 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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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表可以看出，公司与同行业上市公司比较，存货占总资产比重差异不大。

存货周转率低于同行业上市公司，主要系公司营业规模明显低于同行业上市公司，

而受公司自身业务特点（产品品种多、规格多）影响，需要备有一定的存货量，

从而导致存货周转率较低。同行业上市公司中创力集团与天地科技存货转率均呈

逐年下降趋势。郑煤机 2015 年、2016 年存货周转率与 2014 年相比也呈下降趋势。

公司将会进一步加强存货管理 ，提高存货周转率。 

2、分析说明库存商品的消化情况。 

受下游行业不景气影响，部分客户存在项目推迟的情况。为此，公司采取了

一系列措施提高存货周转率，加快存货周转。如通过与客户沟通，对新增订单的

同类设备或通用设备采取优先从库存发货原则等，虽消化了部分库存商品，但效

果并不明显，产品存货价值仍然较大。 

3、本期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的依据及计算过程，是否计提了充分的存货跌价

准备 

公司根椐企业实际经营情况，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及相关政策的规定，对

相关资产进行减值测试。 

公司的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政策如下： 

资产负债表日按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计量，存货成本高于其可变现净

值的，计提存货跌价准备，计入当期损益。 

在确定存货的可变现净值时，以取得的可靠证据为基础，并且考虑持有

存货的目的、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的影响等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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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产成品、商品和用于出售的材料等直接用于出售的存货，在正常生

产经营过程中，以该存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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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执行销售合同或者劳务合同而持有的存货，以合同

价格作为其可变现净值的计量基础；如果持有存货的数量多于销售合同订购

数量，超出部分的存货可变现净值以一般销售价格为计量基础。用于出售的

材料等，以市场价格作为其可变现净值的计量基础。 

（2）需要经过加工的材料存货，在正常生产经营过程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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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用其生产的产成品的可变现净值高于

成本，则该材料按成本计量；如果材料价格的下降表明产成品的可变现净值

低于成本，则该材料按可变现净值计量，按其差额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3）存货跌价准备一般按单个存货项目计提；对于数量繁多、单价较低

的存货，按存货类别计提。 

（4）资产负债表日如果以前减记存货价值的影响因素已经消失，则减记

的金额予以恢复，并在原已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的金额内转回，转回的金额

计入当期损益。 

2016 年度公司计提存货减值情况如下： 

单位：元 

项目 跌价准备 计算过程 

原材料  

为保证公司的持续生产经营，公司根据订单情况计划采

购原材料。原材料为生产产品而储备，没有证据表明其

生产的产品发生减值，因此未对原材料计提跌价准备。 

在产品 1,499,99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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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通用在产品 925,295.49 

存货减值=估计售价-（在产品成本+在产品至完工时

预计将要发生的成本+预计将发生的销售费用+预计

将发生的相关税费） 

      专用在产品 574,701.72 存货减值=专用设备可变现净值-在产品成本 

合计 1,499,997.21  

通用在产品减值测算说明： 

（1）在产品至完工时预计将要发生的成本=预计达到完工时成本-在产品成

本。预计达到完工时成本=在产品成本/完工率。 

（2）预计将发生的销售费用=预计售价*预计销售费用率（预计销售费用率

取近三年平均销售费用率为 16.51%）。 

（3）预计将发生的相关税费=预计售价*预计相关税费率（预计相关税费率

取近三年平均税费占营业收入比重为 0.95%）。 

（4）估计售价（不含税），估算方法为：①有合同的按合同售价；②无合同

的估计售价； 

专用产品减值测算说明： 

公司专用设备是专门为客户订制，经与技术部门沟通，产品除振动器和电机

外其他部件视为废件，按废钢处理，计算方法如下： 

专用设备可变现净值= 振动器可变现价值+电机可变现价值 +  废钢可变现

价值（废钢重量为去掉振动器重量后的净重）    

报告期末，公司考虑了存货跌价风险，充分计提了存货跌价准备。准确地反

映了公司当时的存货价值，体现了谨慎性原则。 

4、公司期末存货的盘点方法和程序 

公司存货采用永续盘存制，每年至少盘点一次，盘盈及盘亏金额计入当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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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益。仓库在每月月末结账。结账时，要做好收、发、存的盘点工作，核对库存

数，从量上查明盘盈、盘亏数，报送财务部门。建立材料定期清查制度，采用实

地盘点的方法，用点数或测量等方法点清数量。盘点后，编制库存存货盘点表，

将仓库材料卡片所列的结存数和盘点的实有数相核对，对于账实不符的材料，应

切实查明原因，分清责任。材料要求每半年清查一次，财务部和企管部负责监盘。

财务做好原始凭证的审核工作，合理组织材料的总分类核算和明细分类核算，做

到账账相符、账证相符、账实相符，保证账、卡、物、资金四相等。 

问题七、报告期末，你公司应收账款账面价值为 36.89 亿元，占总资产比重

为 13.83%，同比下降 4.7%；最近三年，你公司应收账款周转率分别为 1.54 次、

1.03 次、0.67 次，逐年下降。请结合你公司报告期销售模式和信用政策的变化情

况等因素，分析说明应收账款余额占资产比重下降以及应收账款周转率逐年下降

的原因，你公司报告期对应收账款的回收情况的监督是否充分，是否制定了适当

的收账政策，应收账款坏账准备是否计提充分。 

【回复】 

1、报告期末，公司应收账款占资产总额比重情况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16 年 2015 年 2014 年 

应收账款账面余额 172,339,263.55 201,283,725.63 186,932,522.83 

坏账准备 56,692,694.22 43,523,926.37 30,425,126.66 

账面价值 115,646,569.33 157,759,799.26 156,507,396.17 

资产总额 836,125,072.63 851,171,276.43 883,951,427.60 

应收账款占资产总额比重 13.83% 18.53% 17.71% 

报告期末，公司应收账款账面价值为 1.16 亿元，占资产比重为 13.83%，同

比下降 4.70%，主要是报告期应收账款账面价值同比减少而资产总额同比变动不大

导致的。应收账款账面价值同比减少，主要原因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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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受行业不景气影响，报告期公司服务的煤炭、矿山、冶金等下游行业

需求持续萎缩，报告期公司营业收入下降 43.68%，应收账款有所减少，但金额仍

然较大，主要原因为：公司销售主要采用直接面对终端用户的直销方式，一般情

况下公司与客户签订合同后通常按合同金额收取 30%的预付款组织生产，其余款项

在交货前、验收合格、质保期结束后分阶段收取,公司主要客户多为国内大型煤炭、

冶金企业，因其审批流程较长及执行月度、季度付款制度等原因导致自身结算周

期较长，公司对其放宽信用政策，同时，公司在合作中对客户的资金状况、回款

状况进行持续跟踪。对于信用良好的大型合作客户采用宽松的信用政策；此外，

受下游行业不景气影响，客户还款能力下降，综上，导致应收账款虽有减少，但

金额较大。 

（2）在下游行业持续低迷的情况下，公司催收应收账款难度加大，回款周

期较长。公司账龄较长的应收款有所增加，导致报告期末计提的坏账准备增加。 

2、最近三年，公司应收账款周转率情况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16 年 2015 年 2014 年 

营业收入 90,993,624.33 161,574,436.42 234,388,379.07 

平均应收账款 136,703,184.30 157,133,597.72 152,690,915.20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 0.67 1.03 1.54 

最近三年，公司应收账款周转率分别为 1.54 次、1.03次、0.67次，逐年下

降，主要原因为受行业不景气影响，公司营业收入下降幅度大于应收账款下降幅

度所致。应收账款下降原因详见本题 1 中的说明。 

公司将会进一步加强销售管理，提高营业收入，同时加大应收账款的催收，

提高应收账款周转率。 

3、报告期，处于煤炭、矿山等下游行业持续低迷的环境下，公司进一步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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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了对应收账款回收情况的监督，定期与销售人员核对账目，并对应收账款指定

专人负责催收；经常与客户沟通，及时了解客户的信用情况，发现客户经营异常

及时向主管领导报告，以采取必要的措拖，最大限度地减少坏账的发生；同时公

司通过对应收账款账龄分析，制定了适当的收账政策，针对不同拖欠时间的应收

账款进行不同的收账方式，以提高应收账款的回款效率。 

4、公司根据实际经营情况，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及公司相关政策的规定，

对应收款项进行减值测试。 

公司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政策如下： 

（1）单项金额重大并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单项金额重大的判断

依据或金额标准：本公司将 500 万元以上应收账款，100 万元以上其他应收款，以

及其余应收款项中单项金额在 100 万元以上确定为单项金额重大。单项金额重大

并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计提方法：对于单项金额重大的应收款项，单独进行减值

测试。有客观证据表明其发生了减值的，根据其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低于其账面价

值的差额，确认减值损失，并据此计提相应的坏账准备。 

（2）按信用风险特征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A.确定组合的依据：

组合 1：对单项金额重大单独测试未发生减值的应收款项汇同单项金额不重大的应

收款项，本公司以账龄作为信用风险特征组合。B.按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计提方

法：账龄分析法。组合 1：根据以前年度按账龄划分的各段应收款项实际损失率作

为基础，结合现时情况确定本年各账龄段应收款项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比例，据

此计算本年应计提的坏账准备。 

各账龄段应收款项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比例具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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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龄 1 年以内 1-2 年 2-3 年 3-4 年 4-5 年 5 年以上 

应收款项计提比例

（%） 
5 10 30 50 70 100 

（3）单项金额不重大但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对单项金额不重大但

已有客观证据表明其发生了减值的应收款项，按账龄分析法计提的坏账准备不能

反映实际情况，本公司单独进行减值测试，根据其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低于其账面

价值的差额，确认减值损失，并据此计提相应的坏账准备。 

由于大部分客户信誉较好，以及公司加强了对应收账款的严格管理、催收落

实到人，所以从应收账款的历年实际回收情况看，上述坏账准备计提比例与应收

账款的质量实际状况相比，是稳健和充分的，不存在因为发生坏账而导致公司发

生财务风险的状况。 

问题八、最近三年，你公司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营业收入分别为

77.66%、97.27%和 138.44%，逐年增长。请结合你公司的销售政策、应收账款政策

等因素，详细说明上述指标逐年增长的原因。 

【回复】 

公司最近三年营业收入、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明细如下： 

单位：元 

项   目 2016 2015 2014 

营业收入 90,993,624.33 161,574,436.42 234,388,379.07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125,974,248.95 157,166,007.19 182,021,047.86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营业收入占比 138.44% 97.27% 77.66% 

最近三年，公司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营业收入分别为 77.66%、

97.27%和 138.44%，逐年增长。主要原因为①受行业不景气影响，公司营业收入

2015 年、2016 年逐年下滑，且下降比例较大。②应收账款的收回有一定的效果。

为了加快应收账款的回收，公司进一步加强了对应收账款的管理与监督，定期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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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人员核对账目，并对应收账款指定专人负责催收，经常与客户沟通及时了解

客户的信用情况，发现客户经营异常及时向主管领导报告，以采取必要的措施，

最大限度地减少坏账的发生；通过对销售员进行业绩考核等方式充分调动销售人

员的积极性。同时公司制定适当的收账政策，针对不同拖欠时间的应收账款进行

不同的收账方式，以加快应收款项的回收。综上，公司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

的现金/营业收入逐年增长。 

问题九、报告期内，你公司共计确认各项资产减值损失 0.15 亿元，请你公

司详细说明确认各项减值损失的依据及合理性，是否已充分运用谨慎性原则，相

关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以及是否需按照《中小企业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 年修订）》第七章第六节的相关规定履行相关审批程

序和信息披露义务，并请补充披露截至本问询函发出日，是否存在冲回情况。 

【回复】 

公司 2016 年度资产减值损失计提金额明细如下： 

                                                      单位：元 

项目 金额 

坏账损失 13,167,751.57 

存货跌价损失 1,499,997.21 

合计 14,667,748.78 

1、确认各项减值损失的依据及合理性 

公司根椐企业实际经营情况，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及相关政策的规定，对

相关资产进行减值测试。 

（1）公司应收款项坏账准备计提政策详见问题七。 

报告期，公司应收款项，坏账损失计提明细如下： 

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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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金额 

按账龄组合计提坏账准备 11,977,927.85 

单项金额不重大但单独计提坏账准备 1,495,200.00 

本期收回或转回坏账准备 305,376.28 

报告期计提的坏账损失合计    13,167,751.57  

综上，公司计提的坏账准备是合理的，坏账计提金额充分，与公司多年来的

实际经营情况相符合，计提坏账准备的会计政策符合谨慎性原则。 

（2）公司计提存货跌价准备政策详见问题六。 

公司依照《企业会计准则》及公司会计政策的相关规定，对公司 2016 年末

各类存货进行了全面清查、分析，认为存货存在一定的减值迹象。经与技术部门

沟通，本着谨慎性原则，从实际情况出发，对可能发生减值的存货计提资产减值

准备。 

本期存货计提跌价准备明细如下： 

                                                         单位：元 

项目 金额 

通用产品 925,295.49 

专用产品 574,701.72 

合计 1,499,997.21 

注：计提方法及说明详见问题七. 

公司认为，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已经充分考虑存货跌价风险，能够真实、准

确地反映公司当时的存货价值，体现了谨慎性原则。 

2、相关会计处理 

（1）公司对可能发生坏账的损失采用备抵法，期末进行减值测试，计提坏

账准备，计入当期损益。对于确凿证据表明确实无法收回的应收款项，经公司规

定程序批准后作为坏账损失，冲销提取的坏账准备。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

的相关规定。 

（2）资产负责表日，存货按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计量，存货成本高于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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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变现净值的，计提存货跌价准备，计入当期损益。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

的相关规定。 

3、信息披露方面 

报告期，公司资产减值损失计提明细如下： 

单位：元 

项目 确认资产减值金额 

应收账款 13,473,127.85 

其中：单项金额不重大但单独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 1,495,200.00 

其他应收款 -280,893.85 

应收票据 -24,482.43 

存货 1,499,997.21 

合计 14,667,748.78 

根据上表公司 2016 年度单项资产坏账准备“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资产

减值准备 13,473,127.85 元，占 2016 年度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绝对值的比例为 58.02%，已触发《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 年修

订）》第七章第六节 7.6.3中第一条规定，公司 2016 年度对全部资产计提的减值

准备总额为 14,667,748.78 元，占年初至报告期未扣除本次所计提减值准备后净

利润绝对值的比例为 163.79%，已触发《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

年修订）》第七章第六节 7.6.3 中第三条规定，前述事项按照该指引要求，公司

应于 2017 年 2 月底前交董事会审议该事项，并在董事会审议通过后二个交易日内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但公司未按照前述指引要求及时履行董事会审议及信息披露

义务。 

因公司对《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 年修订）》第七章第六

节 7.6.3的理解存在偏差，公司在 2017 年初误认为应收账款中“单项金额不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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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单独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计提坏账准备 1,495,200.00 元为单项资产，占

公司归属于 2016 年度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绝对值的比例为

6.44%；误认为全部资产计提减值的相关会计政策已在前期的年度报告中披露，均

未触发指引第七章第六节 7.6.3 条的相关规定，故公司未召开董事会审议此事项，

亦未对此单独进行信息披露。 

公司对此进行深刻反思，并及时制定改善措施，公司相关人员制定了详细的

学习计划，将实时、准确的学习、掌握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及其他相关

部门的法律法规，避免后期再出现类似问题，同时，公司计划于近期补开董事会

审议此事项并履行关于该事项的信息披露义务。 

4、请补充披露截至本问询函发出日，是否存在冲回情况。 

（1）公司 2016 年对单项金额不重大但已有客观证据表明其发生了减值的应

收款项单独进行了减值测试，并据此计提相应的坏账准备 1,495,200 元。截至本

问询函发出日止，公司未对单独计提资产减值客户冲回减值。 

（2）截至本问询函发出日止发生冲回减值的存货如下： 

                                                                                     单位：元 

物料名称 销售日期 单位 数量 冲回减值金额 

XBSFJ185*500 振动筛 2017-04-26 台 1 106,010.88 

问题十、报告期末，你公司在建工程账面价值 4108 万元。请你公司详细说

明相关工程建设的具体进展，是否陷入停顿，相关项目预定结转固定资产时间以

及尚需投入的金额。 

【回复】 

报告期末，在建工程账面价值 4108 万元，具体明细如下： 

项目 201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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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面余额 减值准备 账面价值 

灵山二期 8,739,266.33  8,739,266.33 

灵山三期 24,300,579.62  24,300,579.62 

在安装设备 8,037,656.50  8,037,656.50 

合计 41,077,502.45  41,077,502.45 

1、灵山二期工程 

该项目完成平整场地、围墙、地下管线等基础施工工作以及项目建设的前期

工作，完成部分设备的采购。灵山二期工程包括：建筑工程 5,437,662.68 元、

在安装设备 3,301,603.65 元。其中部分设备已于 2017 年 1 月份验收转固

365,811.97 元。其余 2 台设备未达到安装调试验收条件，将于 2017 年 12 月前

调试合格。 

现阶段公司面临如下困境： 

（1）市场需求下降 

由于近两年来煤炭、冶金、矿山等行业的持续的不景气，外部市场环境急剧

恶化造成公司产品生产销售的困境。从目前的市场形势看，部分中小型煤矿、矿

山倒闭，大型钢厂、煤业集团处在亏损维持的困境中，这种状况下对市场振动筛

分设备的需求量不足以前的 30%，造成公司产品销量有所下降。 

（2）同行业竞争激烈 

在市场需求下降的情况下，国内现有的振动筛生产厂家为了维持生存，无奈

的选择低价位的竞争模式力图争取市场，造成激烈的非良性竞争。这也给公司的

产品生产销售造成了很大的冲击。 

（3）现有产能过剩 

受下游行业不景气影响，公司近两年新增订单下降较明显，产能过剩，产能



鞍山重型矿山机器股份有限公司                           年报问询函回复的公告 

 

26 

 

利用率持续降低。 

综合上述因素，在市场前景不明朗的情况下，盲目的扩大产能不利于公司的

发展，也会对公司在困境中的运营造成负担，公司决定暂缓对灵山二期项目的投

资建设。 

2、灵山三期工程 

该项目已基本完成主体工程建设，进入工程验收阶段，包括消防、环保、质

量、防雷规划等专项验收。根据国家相关规定，不经过专项验收的房屋、工程项

目不允许生产使用。此阶段预计尚需投入 300 万元，预计 2018 年 6 月前完成项

目验收转固工作。 

3、在安装设备 

在安装设备主要包括，数控蜗杆砂轮磨齿机、高速立式加工中心等设备，公

司已于 2017年 1月份验收转固 6,328,798.50 元，2月份验收转固 40,170.94元 ，

其余设备现处于调试阶段，不能形成产能，尚未达到可使用状态，该部分设备预

计在 2017 年 8 月前陆续完成验收结转固定资产工作。 

11、报告期内，你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发生了较大变化。请补充

披露相关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变动的原因，以及对你公司经营稳定性和

内部控制有效性的影响。 

【回复】 

报告期内，公司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完成

了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监事会及高级管理人员的换届选举工作。本次换届，公司

的实际控制人无变化，而且公司吸收了一些更年轻、有管理能力的管理人员进入

管理团队，增加管理团队的生机和活力，拓展企业发展思路，更有利于公司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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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发展，提升公司业绩。换届后，公司管理控制方面有明显提升，其中包括管理

费用的下降，销售业绩提升等。除个别离任董事外，其他换届后离任的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仍在本公司配合新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从事相关业务。因此公司

经营稳定性和内部控制有效性不会受到影响，反而稳步提升。 

 

特此公告         

 

鞍山重型矿山机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7年 5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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