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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537        证券简称：亿晶光电         公告编号：2017-056 

亿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亿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2017 年半年度报告的事后审核问询函》回复的公告 

 
 

亿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17 年 9 月 12 日收到

上海证券交易所下发的《关于对亿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半年度报告

的事后审核问询函》（上证公函【2017】2185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现

就相关问题回复公告如下：  

一、半年报披露，公司主要业务包括晶棒/硅锭生长、硅片加工、 电池制造、

组件封装、光伏发电。在光伏产业规模持续增长的情况下，尽管公司实现组件

出货量略高于去年同期销售量，但公司营业收入较去年同期下降 25.05%，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955.00 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89.38%。请对同行业

公司进行比较分析，并结合公司当前的生产经营和市场变化情况，说明盈利能

力大幅下降的合理性，并进行充分的风险揭示。 

2017 年上半年，我国光伏应用市场受国家相关上网电价调整政策（行业内

俗称“630”政策）等因素影响，需求仍然强势，但组件销售价格较去年同期相

比跌幅较大。根据 CPIA 发布的相关资料显示，2017 年 1-5 月，光伏组件的出口

额同比减少 10.1%，出口量同比增加 40.7%，出口单价同比减少 36.1%。鉴于以

上，同行业大部分企业存在组件出货量较去年同期相比保持不变或增加，但营业

收入、净利润同比持平或下降的情况。 

2017 年半年度同行业部分上市公司利润表比较分析如下： 

单位：万元 

         公司简称   

(股票代码) 

    项目 

亿晶光电 

（600537） 

协鑫集成    

（002506） 

中利集团 

（002309） 

东方日升 

（300118） 

隆基股份

（601012） 

向日葵

（300111） 

爱 康 科 技

（002610） 

海 润 光 伏

（600401） 

营业收入 239,298.16 638,380.36 854,334.96 577,813.56 627,620.99 73,277.63 
217,521.2

3 
172,443.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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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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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简称   

(股票代码) 

    项目 

亿晶光电 

（600537） 

协鑫集成    

（002506） 

中利集团 

（002309） 

东方日升 

（300118） 

隆基股份

（601012） 

向日葵

（300111） 

爱 康 科 技

（002610） 

海 润 光 伏

（600401） 

营业收入较去年

同期变动比例 

-25% -5% 76% 81% -2% -10% 0% -30% 

营业利润 2,005.94 5,244.72 5,209.71 36,876.65 152,420.16 787.46 4,841.39 -50,494.16 

其中： 资产减值损

失影响额 
11,246.53 2,841.88 11,142.14 8,715.46 4,675.97 552.59 -248.38 8,813.83 

净利润 2,955.00 3,133.25 4,772.17 30,554.40 122,872.17 829.19 5,188.67 -50,346.08 

净利润较去年同期

变动比例 
-89% -84% 不适用 -38% 41% -85% -18% -1310% 

注：以上数据摘录自各公司发布的 2017 年半年度报告。 

上表同行业企业中光伏电池组件的产品销售占比有差异，故进一步列表如下： 

         公司简称       

（股票代码） 

     项目 

亿晶光电 

（600537） 

协鑫集成    

（002506） 

中利集团 

（002309） 

东方日升 

（300118） 

隆基股份

（601012） 

向日葵

（300111） 

爱康科技

（002610） 

海润光伏

（600401） 

太阳能电池组件毛利

率 
12.66% 12.87% 8.86% 14.06% 34.97% 16.72% 7.70% -2.52% 

太阳能电池组件销售

收入占营业收入的比

例 

97 % 85% 27% 62% 55% 93.11% 32% 14.6% 

从上表看，多数光伏企业营业收入及净利润均有不同幅度的下降，特别是组

件销售收入占比较高的协鑫集成、向日葵净利润较去年同期下降 85%左右。公司

本期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955 万元，相比去年同期下降 89.38%，盈利

能力下降主要原因如下： 

首先，主营产品光伏电池组件的毛利率受行业价格影响，整体较去年均有所

下降。公司尤以电池组件销售为主，组件销售收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高达 97%。

所以产品销售价格的下降对当期主营业务利润的影响较大。其次，本期应收款项

计提减值损失为 10,529.55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了 6,136.15 万元，增幅达

139.67%。由于同行业公司对应收款项计提坏账准备金的政策尤其是“按信用风

险特征组合计提坏账准备金”的比例标准各不一样。所以各家公司呈现的“资产

减值损失”的发生额差异较大。 

同行业中按账龄分析法计提坏账准备金会计政策摘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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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简称（股票代码） 

         项目 

亿晶光电 

（600537） 

协鑫集成    

（002506） 

中利集团 

（002129） 

东方日升 

（300118） 

隆基股份

（601012） 

向日葵

（300111） 

海润光伏

（600401） 

   半年以内 0% 0% 2% 5% 0% 0% 0% 

   半年到 1 年 10% 1% 5% 5% 5% 10% 1% 

   1 年-2 年 30% 15% 10% 10% 10% 20% 10% 

   2 年-3 年 70% 50% 30% 20% 30% 50% 30% 

   3 年-4 年 100% 100% 50% 50% 50% 100% 50% 

   4 年-5 年 100% 100% 100% 80% 100% 100% 50% 

   5 年以上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注：爱康科技按账龄分析法计提不适用。 

综上，报告期内，因产品销售价格的下降对公司主营业务利润的影响较大、

资产减值损失增幅较大等原因，公司盈利能力大幅下降。 

由于目前光伏发电成本尚略高于传统发电方式成本，现阶段需依靠政府扶持

政策。尽管全球大多数国家对光伏产业发展的支持立场明确，但如果主要市场的

宏观经济或相关的政府补贴、扶持政策发生重大变化，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行业

的发展及公司盈利水平，公司业绩存在大幅波动的风险。 

二、主要子公司情况。半年报披露的主要控股参股公司中，常州亿晶光电

科技有限公司净利润 4,555.98 万元，是公司的主要盈利来源；江苏亿晶光电能源

有限公司净资产已为-3,297.87 万元，资不抵债，且亏损 2487.75 万元。请公司根

据《格式准则第 3 号》第二十六条（六）款的规定，补充披露上述两家子公司的

主营业务收入、主营业务利润等数据，并对其业绩波动情况及其变动原因进行

分析，并充分揭示风险。 

报告期内，对公司净利润影响达到 10%以上的单个子公司的经营业绩情况如

下： 

单位：万元 

公司名称 行业 注册资本 
主营业务收

入 

主营业务

利润 
营业利润 净利润 

占公司

净利润

的比

例 % 

去年同期净

利润 

净利润较

同期变化

比例% 

常州亿晶光电科

技有限公司 
制造业 

152,103.

00 
238,864.05 

28,351.0

3 
4,048.08 

4,555.9

8 
154.18 22,996.90  -80.19  

江苏亿晶光电能

源有限公司 
工程、服务 1,000.00 0 0 -2,854.46 

-2,487.

75 
-84.19 -245.09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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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市金坛区直

溪亿晶光伏发电

有限公司 

电站运营 
15,946.0

0 
5266.63 3681.52 1314.99 

1315.0

4 
44.5 2,563.68  -48.70  

注：以上列示均为单个子公司报表数据。 

1.常州亿晶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常州亿晶”）因产品销售价格的下

降对其主营业务利润的影响较大、资产减值损失增幅较大等原因，盈利能力大幅

下降。 

2.江苏亿晶光电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亿晶能源”）自 2016 年电站项目

完成后，暂未承接其他电站建设及服务业务。亿晶能源本报告期亏损 2,487.75 万

元，主要是对项目的应收款项计提的坏账准备金 2,687.59 万元导致。 

3.常州市金坛区直溪亿晶光伏发电有限公司净利润下降主要是财务费用的

增加，以及对应收款项计提的坏账准备金增加所致。 

三、半年报披露，公司原计划在新疆建立投资总额约 25 亿元的蓝宝石材料

生产项目，目前该项目已完成可研、备案、厂区用地的平整强夯、围墙建造等

前期工作。但我部关注到，公司在 2016 年 4 月回复 2015 年年报问询函时称，该

项目已处于设备调试及试生产阶段，预计量产时间为 2016 年四季度。请核实上

述项目的建设是否符合进度要求及其原因，以及公司前期信息披露是否存在需

予以补充、更正的情形，并补充披露截止报告期末累计已投入资金以及试生产

的情况，结合订单、市场情况充分说明该项目继续开展的可行性、对公司正常

生产经营的影响，是否存在减值风险。若有，请充分提示风险。 

1、常州亿晶蓝宝石材料相关项目概述 

常州亿晶有两个与蓝宝石材料发展相关的项目： 

2014年7月29日，公司发布《关于全资子公司项目投资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4-022），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全资子公司常州

亿晶计划投资建设年产75万毫米4"蓝宝石晶棒项目。项目预计总投资13,273万元

人民币，项目建设将利用常州亿晶现有供电系统、给排水及消防系统等公用设施。 

2015 年 7 月 2 日，公司发布《关于子公司与新疆奇台县人民政府签订战略

合作框架协议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15-028），常州亿晶与奇台县人民政府

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书，常州亿晶计划在新疆奇台县建立投资总额约 25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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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建设总规模为蓝宝石长晶炉一千台蓝宝石材料生产项目。该框架协议书

有效期三年。协议中的建设项目尚未进行立项、可研和审批，项目计划进程等存

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上述事项的进展情况，依照规定程序及时履行决策的审

批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基于以上，截止2015年12月31日，常州亿晶有两个与蓝宝石材料发展相关的

项目：75万毫米4"蓝宝石晶棒项目在常州亿晶位于江苏省常州市的总部厂区内建

设；计划投资总额约25亿元人民币、建设总规模为蓝宝石长晶炉一千台蓝宝石材

料生产项目拟在新疆奇台县建设。 

2、项目进展情况及相关信息披露 

（1）常州亿晶总部的蓝宝石晶棒项目 

根据公司2016年3月22日发布的《公司2015年年度报告》及2016年4月6日发

布的《关于对上海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的回复公告》（公告编号：2016-018），常

州亿晶年产75万毫米4″蓝宝石晶棒项目截止2015年12月31日累计已投入资金约

1.08亿元 ，该项目尚在设备调试及试生产阶段，预计量产时间为2016年四季度。 

该项目试生产的产品晶棒及晶片经中科院上海光机所测试，质量符合国家及

企业标准，部分技术质量指标达到国际先进生产厂家同等水平。截至2017年6月

30日，该项目累计已投入资金约1.4亿元。 

  2016年下半年开始，蓝宝石晶体材料下游应用市场持续低迷，常州亿晶综

合考虑生产成本及产品市场价格等因素，未按原计划如期展开蓝宝石晶棒项目的

量产工作。《公司2016年年度报告》对该项目进展情况进行了披露：“„„考虑

到蓝宝石晶体材料下游应用市场持续低迷，公司暂未大规模生产蓝宝石晶棒。” 

（2）计划在新疆投资的蓝宝石材料生产项目 

新疆的蓝宝石材料生产项目原计划分三年完成。截至目前，该项目已完成可

研、备案、厂区用地的平整强夯、围墙建造等前期工作，尚未建设厂房，累计已

投入资金约1840万元。考虑到蓝宝石晶体材料下游应用市场持续低迷，目前该项

目未有进一步进展。 

《公司2015年年度报告》、《公司2016年半年度报告》、《公司2016年年度

报告》及《公司2017年半年度报告》相关章节对该项目的进展情况均有具体描述，

且提示了项目投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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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项目继续开展的可能性、对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的影响以及是否存在减值

风险 

常州亿晶自2014年开始拓展蓝宝石硅棒业务，尽管已掌握了较为稳定的晶体

生长工艺，但目前蓝宝石晶体材料下游应用市场低迷，总部的蓝宝石晶棒项目尚

未量产。未来，公司将视市场情况决定是否量产。对于该项目已购设备及后续量

产后产品是否存在减值迹象需根据后期的市场情况判断。 

新疆的蓝宝石材料生产项目目前投资资金较小，后续公司将视市场情况决定

是否继续推进该项目建设。 

目前公司在蓝宝石材料项目上投入的资金总额不大，对公司正常生产经营不

构成重大影响 。公司将密切关注上述事项的进展情况，并依照规定程序及时履

行决策的审批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四、半年报披露，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下降148.57 %，变动原

因为本期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减少所致。请公司补充披露经营活动

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情况与营业收入下降情况不匹配的原因，并进一步说

明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下降的原因。 

公司报告期内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情况如下（单位：万元）：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变动值 变动比率% 

营业收入 239,298.16 319,260.94 -79,962.78 -25.05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175,339.53 244,478.05 -69,138.52 -28.28 

收到的税费返还 1,351.05 2,767.68 -1,416.63 -51.18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019.59 994.83 24.76 2.49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77,710.17 248,240.56 -70,530.39 -28.41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172,963.09 159,302.77 13,660.32 8.58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11,619.78 10,809.55 810.23 7.50 

支付的各项税费 11,070.60 13,994.66 -2,924.06 -20.89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8,241.38 10,227.80 -1,986.42 -19.42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203,894.85 194,334.78 9,560.07 4.9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6,184.68 53,905.78 -80,090.46 -148.57 

从表上看，公司2017年半年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较上年同期减少

80,090.46万元，主要受营业收入下降的影响，“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较上年减少69,138.52万元，“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占营业收入的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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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本期及上期分别为73%、76%。同时由于上半年原材料市场供不应求，购买商

品的现汇支付比率上升，以及报告期银行承兑汇票到期，承兑应付票据较期初减

少净额为42,818.08万元，上年同期应付票据的减少净额为22,184.21万元。故本期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较去年同期增加13,660.32万元。以上因素导

致了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金额减少80,090.46万元，下降148.57%。 

五、请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15号——财务报

告的一般规定》第十九条的规定，补充披露前五名的应收账款客户相应计提的

坏账准备期末余额；请根据第二十条的规定补充披露账龄超过1年的重要应付账

款未偿付或结转的具体原因。 

1、截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公司前五名的应收账款客户相应计提的坏账准

备情况如下： 

单位：元 

序号 单位名称 应收账款金额 坏帐准备期末余额 

1 客户一 159,962,199.03 25,912,307.24 

2 客户二 126,538,405.00 37,961,521.50 

3 客户三 122,093,068.74 35,062,250.95 

4 客户四 118,403,060.95 37,560,773.76 

5 客户五 118,247,909.22 17,819,381.65 

合计 645,244,642.94 154,316,235.10 

2、账龄超过 1 年的重要应付账款未偿付或结转的具体原因如下： 

单位：元 

序号 项目 应付账款期末余额 未偿还或结转的原因 

1 第一名 25,699,240.16 
电站工程项目中未满足支付条
件的质保金，期限在 1-2 年。 

2 第二名 5,590,100.00 
电站项目增补外线场地工程
款，期限在 1-2 年。 

3 第三名 4,200,000.00 
因购置设备质量原因，尚未结
算完毕，期限在 3 年以上。 

合计 35,489,340.16 / 

 
六、半年报披露，公司在产品的存货跌价准备期初余额和发生额均为零，

且在建工程中生产线技术改造的减值准备期初余额和发生额也均为零。请公司

结合组件的市场销售价格下跌情况，说明未对在产品、在建工程计提相应跌价

准备、减值准备的原因和合理性。 

公司半年报披露的存货跌价准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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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元 

项目 期初余额 
本期增加金额 本期减少金额 

期末余额 
计提 其他 转回或转销 其他 

原材料 6,943,777.17   90,271.37  6,853,505.80 

在产品       

库存商品 21,902,043.46 7,169,804.59  24,029,211.29  5,042,636.76 

周转材料 53,282.36          53,282.36 

合计 28,899,102.99 7,169,804.59  24,119,482.66  11,949,424.92 

公司的在产品主要为生产组件而持有的处于生产加工过程中的硅锭、晶棒、

硅片、电池片等存货，是为满足生产需求而持有的存货。其可变现净值以产成品

的合同价格作为计算基础。截止 2017 年 6 月 30 日，公司订单充足，销售价格相

比报告期未有明显下降。公司为生产而持有的在产品，其生产的产成品的可变现

净值预计高于成本，在产品不存在减值迹象。 

公司半年报披露的在建工程情况如下： 

单位：元 

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账面余额 减值准备 账面价值 账面余额 减值准备 账面价值 

生产线技术

改造 
243,771,418.13  243,771,418.13 183,178,414.91  183,178,414.91 

待安装设备 3,259,913.67  3,259,913.67 3,232,578.10  3,232,578.10 

厂区内太阳

能电站 
   9,144,817.42       9,144,817.42 

20MW 鱼塘

水面光伏电

站项目 

             4,498,766.64  4,498,766.64 

其他工程项

目 
15,235,002.72 9,676,999.29 5,558,003.43 13,996,142.30 9,676,999.29 4,319,143.01 

合计 262,266,334.52 9,676,999.29 252,589,335.23 214,050,719.37 9,676,999.29 204,373,720.08 

 

公司在建工程中的生产线技术改造主要针对高效PERC、单晶生产多次投料、

多晶产线自动化等进行技术升级改造。 

目前受市场追捧的高效电池组件，其运用的主流电池技术为 PERC 技术。通

过 PERC技术，使电池片转化效率比普通单晶增加 1%以上、比普通多晶增加 0.7%

以上；单晶生产多次投料主要针对现有 95 型单晶炉进行单晶生产多次投料改造，

通过增加旋板阀等关键装置，提高晶体生长速度，同时减少原料的损耗；多晶产

线自动化将清洗、扩散、洗磷、管 P、印刷等工序改造为一百片花篮，硅片直接

由自动化传送到花篮，降低了划伤、EL 不良、破片，提高了成品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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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生产线升级改造项目有助于提高公司组件的功率、降低生产成本，提升

公司产品的竞争力，其配置设备性能良好，不存在减值迹象。 

“其他工程项目”主要为公司的三级子公司阿瓦提公司拟投资建设太阳能光

伏发电站，但受当地电力输送线路配套建设滞后未能按照预期完成的影响，阿瓦

提电站建设被迫中止，对该项工程的前期投入全额计提减值准备。 

七、半年报披露，“递延收益”中“其他变动”报告期发生额 701 万元是指

预计一年内结转营业外收入的政府补助项目结转到其他流动负债，但相关对应

的会计科目报告期没有发生额。请核实原因及其合理性。 

公司半年报披露，“递延收益”中“其他变动”报告期发生额 701 万元。是指

以前年度收到的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预计一年内摊销的“递延收益”，列报

在资产负债表中的 “其他流动负债”报表科目中。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 

—政府补助》（财会〔2017〕15 号）的规定，在相关资产使用寿命内按合理，系

统的方法分期计入损益。 

“其他流动负债”期初余额为 1,304.21 万元，本期增加 701.48 万元，为一年

内应摊销的“递延收益”；本期减少 701.48 万，是本期摊销入“其他收益”701.48

万元。故“其他流动负债”期末余额不变。 

八、请确认“应收账款分类披露”中“按信用风险特征组合计提坏账准备

的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比例的数据准确性，并充分披露“重要在建工程项

目本期变动情况”表的相关重要信息。 

经公司计划财务部对“按信用风险特征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坏账

准备计提比例的准确性再次校对，确认数据无误。 

本期按信用风险特征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计提坏账准备金 10，

422.61 万元。坏账准备金的影响主要是分布在 1-2 年，2-3 年的款项较多，由于

这几年公司国内市场的销售份额占比逐年增加，光伏业务具有“合同金额大、付

款周期长、政策调控强”等特点。按合同约定：组件产品的质保金一般在客户项

目并网验收后一到两年支付，质保金的比例约占合同总价 10%。一份合同款项全

部结算完毕正常需要 2 年左右。按公司的会计政策计提的坏账准备金至少在 30%

以上。其次，公司自营 100MW 渔光一体电站，自 2015 年 9 月并网，截至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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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末再生能源补贴累计欠款达 1.18 亿元，按发电收入确认的时点，账龄最长已

达 1-2 年（该项目目前已报备第七批再生能源备案名录），因此本报告期按信用

风险特征组合计提坏账准备金的金额较高。 

“重要在建工程项目本期变动情况”补充披露如下： 

单位：元 

项目名

称 
预算数 

期初 

余额 
本期增加金额 

本期转入固定资

产金额 

期末 

余额 

工程累

计投入

占预算

比例(%) 

工程进

度% 
资金来源 

生 产 线

技 术 改

造 

505,300,000.0

0  
 

183,178,414.9

1 
76,286,690.66 15,693,687.44 

243,771,

418.13 
59.23  

  
60.00 自筹资金 

待 安 装

设备 
不适用  3,232,578.10 9,533,381.71 9,506,046.14 

3,259,91

3.67 
不适用 不适用  自筹资金 

厂 区 内

太 阳 能

电站 

10,690,000.00  9,144,817.42 1,549,068.24 10,693,885.66   100.00  100.00 自筹资金 

20MW

鱼 塘 水

面 光 伏

电 站 项

目 

145,000,000.0

0  
4,498,766.64 98,566,289.02 103,065,055.66   90.46  100.00 自筹资金 

其 他 工

程项目 
     不适用  13,996,142.30 5,859,968.18 4,621,107.76 

15,235,0

02.72 
不适用 不适用 自筹资金 

合计 /  
214,050,719.3

7 
191,795,397.81 143,579,782.66 

262,266,

334.52 
/ / / 

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3 号

——半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要求，把回复函中以上问题的补充披露部分更新

至 2017 年半年度报告中，并于 2017 年 9 月 19 日前将更新后的公司 2017 年半年

度报告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特此公告。 

 

亿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 年 9 月 2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