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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双箭橡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2016年年报问询函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双箭橡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7年6月16日收到深圳

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下发的《关于对浙江双箭橡胶股份有限公司2016

年年报的问询函》（中小板年报问询函【2017】第353号）。公司董事会对此高度

重视，及时对相关情况进行了核查和梳理，并针对问询函中所列问题向深圳证券

交易所作出书面回复，现将回复内容公告如下： 

问题1：报告期内，你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0.7亿元，同比增长12.33%,，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5,390.45万元，同比下降49.53%，净利率为3.06%，

同比下降8.09%。请结合公司所在行业情况、公司市场地位、主营业务开展情况、

期间费用和非经常性损益等因素，详细说明你公司营业收入增长、净利润和销

售净利率下降的原因及合理性。 

回复： 

公司主营业务为橡胶输送带业务。输送带主要用于煤炭、钢铁、港口、水泥、

电力等行业，上述5个行业输送带的消费量占全部消费量的90%左右，这些行业与

宏观经济周期高度关联，因此输送带行业与宏观经济周期有一定的同步性。2016

年度，由于下游客户——煤炭、钢铁、港口、水泥、电力等行业不景气，输送带

行业处于持续低迷状态。橡胶输送带作为物料输送的核心部件总体需求较为稳

定。 

公司是一家专业生产橡胶输送带的上市民营企业，自上市以来发展迅速，目

前已成为一个具有良好管理系统、强大技术团队、丰富平台资源的高强力橡胶输

送带企业，在输送带行业形成了较大影响力。公司目前为中国橡胶工业协会副会

长单位，中橡协胶管胶带分会理事长单位，输送带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主要起草



单位之一，国家火炬计划重点高新技术企业，国内橡胶输送带的龙头企业，根据

中国橡胶工业协会胶管胶带分会评选，连续七年位列“中国输送带十强企业”之

首。凭借公司在输送带行业的整体实力，目前输送带业务较为稳定。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0.7亿元，同比增长12.33%，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5,390.45万元，同比下降49.53%，净利率为3.06%，同比下降8.09%。

主要原因如下： 

1、2016年度公司合并范围发生变更，营业收入结构发生变化： 

 
2016 年 2015 年 

同比增减 
金额（万元） 占营业收入比重 金额（万元） 占营业收入比重 

营业收入合计 107,194.39 100% 95,430.58 100% 12.33% 

分行业 

胶管胶带 91,384.13 85.25% 95,059.54 99.61% -3.87% 

输送机械 15,440.24 14.40%    

其他 3,70.02 0.35% 3,71.05 0.39% -0.28% 

2016年度，公司主营业务输送带经营情况、毛利率保持稳定： 

产品 
营业收入（万

元） 

营业成本（万

元）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成本比上

年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

年同期增减 

输送带 90,251.28 65,642.55 27.27% -4.13% -2.79% -1.00% 

2016年度，公司持有北京约基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约基”）

股份由12%变更为58%，北京约基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公司增加了输送机械业

务收入15,440.24万元。同时，受国内外经济形势不景气的影响，矿业、钢铁等

行业投资大幅下滑，而北京约基的客户主要集中于这些行业，从而导致北京约基

近两年新增订单量减少及原有合同执行速度缓慢，进而导致北京约基2016年度出

现亏损，净利润为-5,354.34万元，影响公司净利润。 

2、2016年度期间费用增长 

项目 2016 年（万元） 2015 年（万元） 增减变动（万元） 同比增减 

销售费用 9,292.65 6,274.74 3,017.91 48.10% 

管理费用 13,493.30 8,681.99 4,811.31 55.42% 

财务费用 -474.61 -1,128.62 654.01 57.95% 

（1）销售费用：橡胶输送带业务部分 2016 年度销售费用总额为 7,062.41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 787.67 万元，主要系业务费、运费、外包的接头服务费

增加所致。北京约基 2016 年开始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增加公司本期销售费

用 2,230.24万元。 

（2）管理费用：橡胶输送带业务部分 2016 年度管理费用总额为 8,515.03

万元，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北京约基 2016 年开始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增加

公司本期管理费用 4,978.27万元。 

（3）财务费用：橡胶输送带业务部分 2016年度财务费用为-1,245.67万元，

较上年同期减少 117.05万元，主要是本期汇兑收益增加 115.12万元。北京约基

2016年开始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增加公司本期财务费用 771.06 万元。 

2016 年度期间费用增长主要是由于北京约基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所致，

同时，输送带业务销售费用较上年同期增加了 787.67万元。 

3、非经常性损益影响： 

单位：元 

项目 2016 年金额 2015 年金额 增减变动 变动比例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

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142,585.90 215,035.69 -357,621.59 -166.31%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

切相关，按照国家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

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2,983,655.12 8,170,500.00 -5,186,844.88 -63.48% 

债务重组损益 -368,800.00  -368,800.00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

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

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

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和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342,600.00 -342,600.00 -100.0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3,600,361.58 -571,160.11 -3,029,201.47 -530.36% 

减：所得税影响额 338,701.07 1,451,090.21 -1,112,389.14 -76.66%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988,585.13 68,740.34 -1,057,325.47 -1538.14% 

合计 -478,208.30 6,637,145.03 -7,115,353.33 -107.21% 

1、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本期处置

固定资产535.10万元，处置收益为22.38万元，与上年基本持平；处置损失为36.64

万元，较上年增加35.96万元。 

2、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一标准定



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本期收到的政府补助较上年减少，其中母公司

减少410.45万元。 

3、债务重组损益：本期北京约基债务重组损失36.88万元。 

4、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

产、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

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本期没有发生交易性金融资

产、交易性金融负债业务。 

5、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本期北京约基其他营业外收

支余额为-321.43万元，其中赔款支出351.12万元。 

2016年度非经常性损益较上年同期减少711.53万元。非经常性损益对公司净

利润的影响主要是北京约基2016年度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增加了营业外支出，

同时，公司收到的政府补助减少。 

综上所述，2016 年度剔除北京约基输送机械的 15,440.24 万元收入后，公

司的营业收入为 91,754.15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3.85%，与上年度相比基本保

持稳定；剔除北京约基因素（北京约基 2016 年度净利润为-5,354.34 万元）后

净利率为 9.41%，较上年同期下降 1.74%，与上年同期相比基本保持稳定；2016

年度剔除北京约基对公司净利润的影响后净利润为 8,633.36 万元，较上年同期

下降 2,009.18万元，下降 18.88%，主要是产品销售价格的下降幅度略高于原材

料采购价格下降的幅度，使得输送带的销售毛利率下降一个百分点，同时，输送

带业务2016年度销售费用较上年同期增加 787.67万元和母公司收到的政府补助

较上年减少 410.45万元所致。2016年度北京约基纳入合并报表范围后，导致公

司出现营业收入增长、净利润和销售净利率下降的异常情况。 

问题 2：你公司在报告期内收购了北京约基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

京约基”），并确认了 1.13 亿元商誉,报告期内北京约基亏损金额为 5354 万元。

请详细说明将北京约基纳入合并报表的合并日确定依据、商誉初始确认的计算

过程、后续商誉减值测算过程及减值准备计提的充分性、合理性和是否符合《企

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1、合并日确定依据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同时满足以下有关条件的，通常可认为实现了

控制权的转移：（1）企业合并合同或协议已获股东大会等内部权力机构通过；（2）

按照规定，合并事项需要经过国家有关主管部门审批的，已获得批准；（3）参与

合并各方已办理了必要的财产权交接手续；（4）购买方已支付了购买价款的大部

分(一般应超过 50％)，并且有能力、有计划支付剩余款项。（5）购买方实际上

已经控制了被购买方的财务和经营政策，享有相应的收益并承担相应的风险。 

根据 2014 年 7月 2日公司与北京约基股东马立民、马立江、北京嘉值惟实

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签署的《关于北京约基工业股份有限公司附条件生效的增

资协议》和 2015 年 4 月 29 日签署的《关于北京约基工业股份有限公司附条件

生效的增资协议之补充协议》，以及公司 2015 年 6 月 25 日的董事会决议，约定

公司认购北京约基新增股份 1,900 万股。根据北京约基生产经营的实际情况，公

司拟以6,138万元的人民币自有货币资金先行认购北京约基新发行的 900万股股

份，待北京约基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经中国证监会核准且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

将以募集资金置换用以本次增资的自有资金；公司将根据其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

进展情况以及北京约基的实际经营状况实施认购北京约基另外发行的 1,000 万

股新增股份事项。 

公司于 2015年 6月 24日支付了 900万股共计 6,138万元增资款，占总股本

12%，北京约基于 2015 年 8 月 3 日办妥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申请于 2015年 11月 4日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行审核委员会

审核通过；2016年 1月 13日，北京约基改选董事，董事共 5 名，其中公司委派

3名，占董事会人数的半数以上，公司获得董事会一半以上的表决权；2016年 1

月 14 日，公司以募集资金向北京约基增资 1,000 万股，支付 6,820 万元，同时

受让北京嘉值惟实投资中心（有限合伙）、马立江共计 3,030 万股，支付股权转

让款 20,664.60 万元，截至 2016 年 1 月 14 日，公司合计持有北京约基 4,930

万股，占总股本 58%，合并日为 2016年 1月 14日。 

年审会计师意见：经核查，我们认为公司合并日的确定符合《企业会计准则》

的相关规定。 

2、商誉初始确认的计算过程 

2016 年度公司将北京约基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属于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



并，根据《企业会计准则》中关于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的相关规定计算商誉： 

购买日初始投资成本=6,138 万元+6,820 万元+20,664.60 万元=33,622.60

万元。 

根据各方签署的相关协议，公司通过多次交易分步实现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

并，属于一揽子的交易行为，故直接按照支付的对价作为初始投资成本。 

北京约基主营业务为输送机生产和销售，其客户主要集中于矿业、钢铁等行

业，由于受国内外经济形势不景气的影响，矿业、钢铁等行业投资大幅下滑，导

致北京约基近两年新增订单量减少、原有合同执行速度缓慢，2016 年度出现亏

损。坤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截至 2015年 2月 28日为评估基准日出具了《浙江

双箭橡胶股份有限公司拟对外投资涉及的北京约基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全部

权益价值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确认的除专利权以外可辨认资产、负债公允

价值持续计量到 2015 年 12 月 31 日为 37,476.53 万元。因北京约基专利权评估

价值受北京约基未来业绩影响较大，基于北京约基经营环境发生重大变化，北京

国融兴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对北京约基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专利权进行

评估，并出具国融兴华（津）评报字〔2017〕第 0008 号评估报告，确认专利权

公允价值为 929.76 万元。故北京约基截至 2016 年 1 月 14 日的可辨认净资产公

允价值为 38,406.29万元。 

公司合计持有北京约基 58%的股份，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20 号——企业

合并》的规定，购买日商誉初始确认金额=33,622.60-38,406.29*0.58=11,346.95

万元。 

年审会计师意见：经核查，我们认为公司商誉初始确认符合《企业会计准则》

的相关规定。 

3、后续商誉减值测算过程及减值准备计提的充分性、合理性和是否符合《企

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企业合并形成的商誉，至少应当在每年年度终了进行减值测试。由于商誉难

以独立产生现金流量，应当结合其与相关的资产组或者资产组组合进行减值测

试。为了进行资产减值测试，因企业合并形成的商誉的账面价值，应当自购买日

起按照合理的方法分摊至相关的资产组；难以分摊至相关的资产组的，应当将其

分摊至相关的资产组组合。企业在对包含商誉的相关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进行减



值测试时，应当先对不包含商誉的资产组或者资产组组合进行减值测试，计算可

收回金额，并与相关账面价值相比较，确认相应的减值损失，然后再对包含商誉

的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进行减值测试，比较这些相关资产组或者资产组组合的账

面价值和可收回金额，应当就其差额确认减值损失，减值损失金额应当先抵减分

摊至资产组或者资产组组合中商誉的账面价值，再根据资产组或者资产组组合中

除商誉之外的其他各项资产的账面价值所占比重，按比例抵减其他各项资产的账

面价值。 

根据公司 2017 年 4 月 10 日董事会六届二次会议和 2017 年 4 月 28 日公司

2017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审议通过的《关于转让北京约基工业股份有限

公司 58%股权的议案》。公司同意以人民币 3.5 亿元向马立民先生的全资子公司

北京搏思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转让公司所持有北京约基的全部股权（即北京约基

58%的股权）。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不再持有北京约基的股权，之前与北京约

基原股东马立民、马立江、北京嘉值惟实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分别于 2014 年

7 月 2 日、2015 年 4 月 29 日签署的《附条件生效的增资协议》和《附条件生效

的增资协议之补充协议》中马立民对北京约基的业绩承诺对本公司不再具有任何

意义，公司同意该业绩承诺随着股权转让的完成而一并终止，并同意免除马立民

在上述协议中应当承担的业绩补偿义务。公司已于 2017年 4月 10日、2017年 4

月 19日分别收到股权转让款 1,000 万元和 17,000万元，占股权转让款 51.43%。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中对商誉减值测试的方法，公司对 2016 年 12 月 31

日的商誉进行了减值测试。2016 年 12月 31日公司持有北京约基 58%的股权，享

有的可辨认公允价值净资产金额为 19,170.13 万元 ,账面确认商誉金额

11,346.95 万元，享有的可辨认公允价值净资产金额与确认商誉金额合计为

30,517.08万元。公司期后以 35,000 万元转让持有的北京约基 58%股权属于资产

负债表日后事项，期后转让价格高于可辨认净资产与商誉之和，故公司持有北京

约基 58%的股权未出现减值迹象。 

年审会计师意见：经核查，我们认为后续商誉减值准备计提的充分性、合理

性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问题 3：报告期末，你公司的存货账面余额为 3.94 亿元，较 2015 年增长

145%，存货跌价准备为 639 万元，较 2015年增长 628万元。请说明存货账面余



额同比变动较大的原因，并结合主营产品的宏观市场环境、存货性质与特点、

可变现净值预计等因素说明相关产品存货跌价准备的计提是否充足，并详细说

明 2016年转回或转销存货跌价准备的原因，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1、存货账面余额同比变动较大的原因 

公司期末存货账面余额为 394,414,784.40 元，期初存货账面余额为

160,895,414.86元，期末存货余额较期初存货余额增加 233,519,369.54 元，期

末存货账面余额较期初增长 145.14%，主要系本期将北京约基、Double Arrow 

Australia Pty Ltd纳入合并范围所致。其中期末北京约基期末账面存货金额为

202,783,984.34 元，Double Arrow Australia Pty Ltd 期末存货账面余额为

7,947,694.49 元，考虑合并抵销，因非同一控制企业合并增加期末存货账面余

额 209,090,534.37元。 

2、请结合主营产品的宏观市场环境、存货性质与特点、可变现净值预计等

因素说明相关产品存货跌价准备的计提是否充足 

期初期末存货跌价准备明细如下 

项  目 2016 年 12月 31 日 2015 年 12月 31 日 

库存商品 6,397,188.41 107,210.55 

合  计 6,397,188.41 107,210.55 

本期存货跌价准备金额增加主要系北京约基财务报表纳入合并范围相应增

加存货跌价准备 6,229,500.00 元。 

公司输送带业务及北京约基输送机业务均系根据接客户订单安排生产，公司

及北京约基均严格执行销售内控制度，保证每笔订单的利润，一般不会出现大幅

度存货减值的情况。 

北京约基账面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6,229,500.00 元，系北京约基印度电厂项

目输送机已经完工入库，但因客户项目暂停，尚未收到客户的发货通知，故根据

该项目存货的可变现净值计提了存货跌价准备。 

对除北京约基外的其他公司期末存货是否存在减值迹象，执行了以下减值测

试程序： 

1) 对存货进行了实地监盘，检查了其外观形态，对其物理形态是否正常进

行了了解，重点关注存放时间较久、出现破损的存货； 



2) 对大额结存及长库龄的存货，根据公司期后售价或公司最新销售报价计

算了其可变现净值，并与成本进行比较，根据测试结果计提了存货跌价准备。 

① 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政策 

资产负债表日，存货采用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计量，按照单个存货成本高

于可变现净值的差额计提存货跌价准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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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经过加工的存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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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负债表日，同一项存货中一部分有合同价格约定、其他

部分不存在合同价格的，分别确定其可变现净值，并与其对应的成本进行比较，

分别确定存货跌价准备的计提或转回的金额。 

② 公司账面对主要的原材料、库存商品进行了存货跌价准备测试，并计提

了 6,397,188.41元存货跌价准备。年审会计师对公司存货减值测试进行了复核，

未发现计提不充分的情况。 

3、请详细说明 2016年转回或转销存货跌价准备的原因 

本期转销的存货跌价准备均系库存商品，具体明细如下： 

种类 
2015 年期末结

存数量（㎡） 
期末原跌价准备 

本期销售数量

（㎡） 

本期转销 

存货跌价准备 

EP 带 88.20 682.73 88.20 682.73 

钢丝带 3,033.33 59,581.88 3,033.33 59,581.88 

PVC 2,430.00 46,945.95 1,224.00 23,531.22 

合  计 5,551.53 107,210.56 4,345.53 83,795.83 

本期转销的存货跌价准备金额主要系销售以前年度已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的

存货对应的跌价准备转销。检查了以前年度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存货在本期的销售

情况，复核了本期公司账面存货跌价准备转销的账务处理。 

年审会计师意见：经核查，我们认为公司相关产品存货跌价准备已充分计提。 

    特此公告。 

浙江双箭橡胶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七年六月二十八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