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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

重组问询函》中有关财务事项的说明 

 
大华核字[2017] 003647号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 

由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转来的《关于对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

重组问询函》（中小板重组问询函（需行政许可）[2017]第 47 号）已收悉，我们

已对重组问询函所提及的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皖通科技公司）

财务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现汇报如下： 

一、标的公司成都赛英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赛英科技”）2015 年、2016

年和 2017 年 1-4 月的营业收入分别为 3,399.80 万元、4,172.63 万元和 4,199.39

万元；毛利率分别为 65.34%、70.53%和 75.86%；净利润分别为 806.23 万元、

1,302.28 万元和 2,294.63 万元。请对以下问题进行补充披露： 

（1）请结合毛利率变动情况说明净利润增幅大于营业收入的原因； 

（2）结合同行业公司情况说明标的公司毛利率的合理性。 

请独立财务顾问和会计师发表专业意见。 

回复： 

（一）净利润增幅大于营业收入增幅的原因 

报告期内，赛英科技净利润增幅大于营业收入增幅主要系赛英科技收入快速

增长的同时毛利率稳步提升且期间费用保持稳定所致。具体情况如下： 

1、毛利率稳步提升 

报告期各期，赛英科技的综合毛利率分别为 65.34%、70.53%和 75.86%，呈

稳步提升趋势，主要系嵌入软件式微波混合集成电路、整机及系统产品在整体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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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收入中的占比不断提升，逐渐成为赛英科技的主力产品品种，使赛英科技的盈

利能力明显改善，从而使赛英科技整体毛利率呈上升趋势。报告期内，赛英科技

各类产品收入水平、毛利率及收入占比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产品类别 

2017 年 1-4 月 2016 年度 2015 年度 

收入 
收入 

占比 
毛利率 收入 

收入 

占比 
毛利率 收入 

收入 

占比 
毛利率 

嵌入软件式微波混

合集成电路 
1,859.31 44.28% 83.63% 2,385.46 57.23% 82.48% 1,294.58 38.08% 86.35% 

微波混合集成电路 1,008.52 24.02% 67.37% 1,438.08 34.50% 54.31% 1,728.29 50.84% 54.12% 

整机与系统 1,331.57 31.70% 71.44% 344.93 8.27% 55.51% 376.93 11.09% 44.64% 

合计 4,199.39 100% 75.86% 4,168.47 100% 70.53% 3,399.80 100% 65.34% 

由上表可见，高毛利率的嵌入软件式微波混合集成电路、整机及系统产品的

收入占比从 2015 年的 49.17%增长到了 2017 年 1-4 月的 75.98%，从而使赛英科

技的毛利率水平稳步提升。 

具体而言，由于客户对于产品的外观、功能、性能、信号控制及传输、功耗、

环境适应性等各个方面需求不同，同时产品的工艺成熟度、研发周期、试验次数

和场地等多项因素亦不同，故赛英科技所生产销售的产品的在技术含量、售价、

毛利率等方面存在差异。赛英科技除了与大部分业内企业一样具备研制普通微波

混合集成电路产品，提供各类单功能微波电路和微波组件产品的能力外，通过多

年积累，还研发了一系列微波混合集成电路嵌入式软件，开发了具有特色的嵌入

软件式微波混合集成电路产品。同时，赛英科技结合多品种的微波混合集成电路

产品研发、生产经验，还具备了民用或军民两用的小型特种雷达整机及系统的研

发、生产能力。而大部分同等规模业内企业并不具备嵌入软件式微波混合集成电

路产品和整机及系统产品的研发、生产能力。因此，整机及系统产品、嵌入软件

式微波混合集成电路产品在报告期内定型销售，且销售规模不断提升，亦说明了

赛英科技销售产品技术含量不断提升，其高技术含量的产品不断获得客户的认可，

产品结构在毛利率水平提升的同时得以持续优化。 

其次，军品开发须经过指标论证、方案设计、初样试样研制、产品定型等多

个环节，装备系统研制周期长。在相应的装备定型后，初期配套产品只能进行小

规模生产，且需要不断完善生产工艺，成本较高，产品实现较大批量化生产后，

则因设计成本减少、成本费用分摊降低等因素，有助于毛利率相应上升。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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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赛英科技产品（尤其是整机及系统产品）客户认可度不断提高，由试

采购逐步向批量采购过度，使赛英科技在产品结构的优化外，还因生产规模的提

升使固定成本充分分摊，从而促进了其产品毛利率的提升。 

此外，随着国防新型先进武器装备的不断应用，对微波产品的集成度、一致

性、可靠性、抗干扰等性能指标提出更高的要求。在此背景下，随着军工客户需

求标准的不断提高，赛英科技产品集成度、可靠性、抗干扰等性能指标不断提升，

产品附加值增加，且作为军工产品，下游客户对产品质量及性能要求较高，相应

的对产品价格敏感度相对较低，亦一定程度上有助于赛英科技毛利率水平的提升。 

综上所述，赛英科技在收入增长的同时毛利率水平亦有所提升，从而进一步

提高了其毛利水平，从而使其净利润增幅大于收入增幅。 

2、期间费用保持稳定 

报告期内，赛英科技的期间费用构成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7 年 1-4 月 2016 年度 2015 年度 

金额 
占营业收

入比例 
金额 

占营业收

入比例 
金额 

占营业收

入比例 

销售费用 54.79 1.30% 134.29 3.22% 159.57 4.69% 

管理费用 364.80 8.69% 1,029.88 24.68% 1,072.35 31.54% 

财务费用 30.39 0.72% 150.42 3.60% 195.57 5.75% 

合计 449.98 10.72% 1,314.59 31.50% 1,427.49 41.99% 

赛英科技 2015年度、2016年度和 2017年 1-4月期间费用合计分别为 1,427.49

万元、1,314.59 万元和 449.98 万元，合计占营业收入比例分别为 41.99%、31.50%

和 10.72%，费用率呈下降趋势，主要系销售规模迅速提升的同时相应费用规模

较为稳定所致。其中，2017 年 1-4 月赛英科技期间费用占营业收入的比重较低， 

系 2017 年 1-4 月期间费用发生较少所致。如果将 2017 年 1-4 月赛英科技发生的

期间费用进行年化处理，赛英科技 2017年全年将发生约 1,349.94万元期间费用，

与 2015 年、2016 年发生金额较为可比，赛英科技期间费用较为稳定。 

赛英科技在历史经营过程中，发货高峰期一般为年末及次年初，且产品需待

客户验收合格后方可确认收入，因此，赛英科技收入往往较多确认于上半年。 

另一方面，由于赛英科技收入的增长主要来源于其已有客户采购量的提升，

系与客户不断沟通、长期合作后产品逐渐获得了客户的认可，由试采购逐步向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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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采购过渡所带来的结果，非来源于销售人员大力拓展市场后的新增客户采购。

因此，赛英科技在收入扩大的同时未发生大额的销售费用。另外，由于收入的提

高系来源于赛英科技长期的合作积累，且未发生大量新增客户的情况，赛英科技

现有管理能力、财务状况能够满足客户的采购需求，赛英科技无新增管理人员的

必要性，故赛英科技在收入扩大的同时亦可使管理费用、财务费用保持相对稳定。

整体而言，2017 年 1-4 月收入的增加并未使赛英科技期间费用发生大幅增长，赛

英科技期间费用的发生仍较为均匀。 

由此可见，由于赛英科技经营特点，其收入较多在上半年确认与期间费用发

生各期较为稳定，从而使净利润的增幅一定程度上快于收入的增幅。 

（二）赛英科技毛利率的合理性 

赛英科技所研发、销售的产品为军用武器装备的重要组成部分，军品行业与

民品行业不具有可比性。一般军工产品具有集成度高、结构复杂、性能参数指标

严苛等特征，整体来看，高新技术军工企业毛利率均处于较高水平。 

赛英科技的产品可分为嵌入软件式微波混合集成电路、微波混合集成电路、

整机及系统三类产品。 

其中，微波混合集成电路具体体现为各类微波组件/器件，其与同行业公司

毛利率对比情况如下： 

收购方 

上市公司 
被收购标的 收购时间 

毛利率 具体产品 

类型 T T-1 T-2 

红相电力 星波通信 2016 年 64.39% 59.62% 53.85% 
微波组件及

子系统 

方大化工 成都创新达 2016 年 68.39% 62.95% 58.94% 微波系统 

盛路通信 南京恒电 2015 年 56.91% 40.31% 29.75% 
多功能微波

组件 

皖通科技 赛英科技 2017 年 67.37% 54.31% 54.12% 
微波混合集

成电路 

注：T 为收购当年，T-1 为收购前一年，T-2 为收购前两年。 

赛英科技的微波混合集成电路产品销售时间较久，产品成熟度较高，与市场

上可比公司对比可见，赛英科技微波混合集成电路产品毛利率与同行业公司类似

业务不存在重大差异，毛利率与同行业可比公司相比处于合理区间。 

赛英科技的嵌入软件式微波混合集成电路产品主要是指含有赛英科技特有

软件技术的微波组件和微波模块，产品的核心技术是内部运行的嵌入式软件。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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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及系统产品主要是民用或军民两用的小型特种雷达及其他具有完整系统功能

的产品。两种产品需要企业具备将微波技术和数字技术相结合的能力，技术要求

较高，因而对应毛利率水平高于普通微波混合集成电路产品。此外，两种产品核

心技术来源于企业丰富的研发、调试经验，最终体现为产品所嵌入的软件，故其

毛利率趋同于同行业企业中提供技术服务、软件服务等产品的毛利率。具体与同

行业公司毛利率对比情况如下： 

收购方 

上市公司 
被收购标的 收购时间 

毛利率 具体产品 

类型 T T-1 T-2 

红相电力 星波通信 2016 年 79.43% 72.24% 89.31% 技术服务 

尤洛卡 师凯科技 2015 年 70.97% 67.57% 58.10% 
移动式制导

系统 

盛路通信 南京恒电 2015 年 99.80% 99.17% 99.27% 技术服务 

雷科防务 奇维科技 2015 年 74.93% 77.21% 70.46% 
嵌入系统解

决方案 

皖通科技 赛英科技 2017 年 
83.63% 82.48% 86.35% 

嵌入软件式

微波混合集

成电路 

71.44% 55.51% 44.64% 整机及系统 

注：T 为收购当年，T-1 为收购前一年，T-2 为收购前两年。 

通过对比可见，报告期内，赛英科技嵌入软件式微波混合集成电路、整机及

系统产品与同行业公司类似业务不存在重大差异，毛利率与同行业可比公司相比

处于合理区间。其中，整机及系统产品除了内嵌软件外，因为需要实现整体功能

要求而非某项功能性要求，其生产、装配成本较高，故其毛利率低于嵌入软件式

微波混合集成电路。 

另一方面，同行业公司提供的技术服务常为射频模块、雷达模块等技术开发

服务，其技术成果类似于赛英科技的嵌入软件式微波混合集成电路产品所能提供

的功能和服务，因此二者之间可比性较高。赛英科技在小型化产品工艺研究、产

品可靠性研究、多功能产品电磁兼容研究、软件开发与系统集成、自动化测试、

微波产品自动测试、雷达目标信号模拟技术等方面投入了较长时间和较多资源进

行前瞻性研究并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技术成果，其产品相位噪声、杂波抑制度等主

要技术参数具备领先优势，同时，赛英科技嵌入式软件完成度较高，报告期内持

续稳定销售，亦说明了客户对其嵌入软件式微波混合集成电路产品的认可度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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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英科技嵌入软件式微波混合集成电路产品具备技术优势且持续获得客户认可，

也说明了其毛利率水平具备合理性。 

经核查，报告期内，我们认为赛英科技净利润增幅大于营业收入增幅主要系

赛英科技收入快速增长的同时毛利率稳步提升且期间费用保持稳定所致；同时，

经与同行业公司情况对比，赛英科技毛利率具有合理性。 

八、你公司与各补偿义务人协定，补偿期届满后，如果赛英科技在完成承

诺净利润的前提下，对补偿期内累积实现净利润超过补偿期内累积承诺净利润

部分的 80%部分，赛英科技可以对核心业务人员进行现金奖励。请补充披露上

述奖励的会计处理并分情况测算对你公司业绩的影响。请独立财务顾问和会计

师发表专业意见。 

回复： 

相关会计处理及对上市公司可能造成的影响如下： 

根据上市公司与补偿义务人签署的《业绩承诺补偿协议》，补偿期届满后，

如果赛英科技在完成承诺净利润的前提下，对补偿期内累积实现净利润超过补偿

期内累积承诺净利润部分的80%部分，赛英科技可以对核心业务人员进行现金奖

励，超额业绩奖励金额不超过本次交易总对价的20%。 

此次业绩奖励在标的公司超额业绩实现后才会支付，可视为上市公司为标的

公司经营管理团队在本次收购后提供的服务而支付的报酬。由于奖励的确定、支

付均发生在业绩承诺期届满后，在业绩承诺期内，是否存在奖金支付义务存在不

确定性，未来支付奖金金额不能可靠计量，在业绩承诺期内各年计提奖金要根据

各年承诺业绩的完成情况来确定。承诺期当年实现超额业绩，且标的公司预计剩

余承诺期仍将可能实现承诺净利润，则标的公司有理由判断补偿期内累积实现净

利润很可能超过补偿期内累积承诺净利润，在这种情况下，需要按照《或有事项

准则》的相关规定，将预计需要支付的奖励计提作为或有负债处理，反之，则业

绩奖励应在标的公司超额业绩实现后存在支付义务时进行账务处理。根据《企业

会计准则9号-职工薪酬》，上述奖励为上市公司对标的公司经营管理团队的职工

薪酬，应计入上市公司成本费用。具体会计处理方式如下：  

在业绩承诺期的第一年，如标的公司实际实现净利润超过承诺净利润，拟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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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额完成金额的80%计提，且超额业绩奖励金额不超过本次交易总对价的20%，会

计处理如下：  

借：管理费用（工资薪酬）  

贷：应付职工薪酬  

在业绩承诺期的第二年，如标的公司超额完成业绩承诺，会计处理同上；如

未完成，则冲回上述计提的奖励。  

在业绩承诺期的最后一年，根据三年超额完成的总金额，计算出奖励金额，

按上述两年的差额进行补提，待会计师出具2020年《专项审核报告》及《减值测

试报告》（如有）后，确定最终奖励金额后，经皖通科技同意后发放给赛英科技

核心业务人员进行支付。其会计处理如下：  

补提时，作 

借：管理费用（工资薪酬）  

贷：应付职工薪酬  

支付时，作 

借：应付职工薪酬  

贷：现金（或其他类似科目）  

超额业绩奖励金额为业绩承诺期间各年度累计实现净利润额与累计承诺净

利润额之差额的 80%，且超额业绩奖励金额不超过本次交易总对价的 20%。若

标的公司承诺期内累计实现的净利润超过累计承诺利润，承诺期各年上市公司的

管理费用将有所增加。 

业绩奖励对上市公司业绩影响的敏感性分析如下：            单位：万元 

超过业绩承诺幅度 10% 20% 30% 40% 50% 

三年累积实现净利润 12,320 13,440 14,560 15,680 16,800 

三年累积超额利润金额 1,120 2,240 3,360 4,480 5,600 

超额业绩奖励对上市公司业绩影响额 -762 -1,523 -2,285 -3,046 -3,808 

超额业绩扣除奖励后对上市公司业绩净影响额 358 717 1,075 1,434 1,792 

交易总对价的 20% 8,600 8,600 8,600 8,600 8,600 

由上表可见，超额业绩奖励会一定程度上减少上市公司利润水平，但由于业

绩奖励是在标的公司完成承诺业绩的基础上对超额利润的分配，超额业绩奖励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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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味着上市公司可以获得更多超额利润，整体而言，超额业绩奖励有利于保障上

市公司的利益。 

经核查，我们认为：本次交易对超额业绩奖励的设置合理，有利于保护上市

公司和中小股东权益；本次交易对业绩奖励的会计处理方法符合《企业会计准则》

的相关规定，业绩奖励支付安排对上市公司不会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九、2000 年 6 月 16 日，自然人张玉兴、钟勇、刘光祜、顾伟、庄劲签署了

《成都赛英科技有限公司章程》，共同出资设立赛英科技。赛英科技的注册资本

为 138.00 万元，其中张玉兴以实物出资 22.22 万元、刘光祜、顾伟及庄劲各以实

物出资 15.26 万元。本次出资过程中，实物出资价值未经评估机构评估，为弥补

该等瑕疵，全体股东同意由易增辉向赛英科技以现金方式增加资本投入共计

68.00 万元，记入赛英科技的资本公积。请补充披露由易增辉而非原股东增加资

本的原因、上述瑕疵对本次重组的影响以及计入资本公积金的合理性。请独立

财务顾问、律师和会计师发表专业意见。 

回复： 

2000 年 6 月 16 日，自然人张玉兴、钟勇、刘光祜、顾伟、庄劲签署了《成

都赛英科技有限公司章程》，共同出资设立赛英科技，注册资本为 138.00 万元，

其中张玉兴以实物出资 22.22 万元、刘光祜、顾伟及庄劲各以实物出资 15.26 万

元。2000 年 6 月 21 日，四川时代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赛英科技设立时的股

东出资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验资报告》（川时代验[2000]字第 0342 号），验

证截至 2000 年 6 月 21 日止，赛英科技已收到各股东缴纳的注册资本 138.00 万

元，其中，货币资金实际投入 70.00 万元，实物资产投入 68.00 万元。2000 年 6

月 29 日，成都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依法办理了设立登记，向赛英科技核发《企业

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成工商成（法）字 5101082001278）。 

本次出资过程中，实物资产出资赛英科技已收到，但实物出资价值未经评估

机构评估，存在出资瑕疵。经查2016年第3次股东会议决议后的公司章程等工商

登记资料显示，原实物出资的股东已全部退出赛英科技。对原始出资额中未经评

估的68万元实物资产，鉴于所出资的固定资产检测设备赛英科技已实际收到，并

在公司成立后的生产经营中发挥了积极地作用，在本报告期前，该资产已提足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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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并已被更先进的设备替换而作报废处理，从实质上看，其对赛英科技净资产的

影响已结束。为了弥补该出资瑕疵，2017年4月经赛英科技股东会决议，现在全

体股东同意，考虑到易增辉作为赛英科技目前的控股股东和实际经营管理者，由

易增辉以现金方式增加资本投入，以弥补上述未经评估的实物资产出资瑕疵68

万元，易增辉上述资本投入公司后，公司现有股东持有公司的股权比例不发生变

化。 

该笔资金已于 2017 年 4 月 30 日前缴入赛英科技银行账户内，由于该笔款项

系因原出资存在瑕疵而投入，不涉及原有股东持股比例的变化而影响各股东所持

有的股本金额，因此，根据企业会计准则要求，直接将该笔资金作为出资溢价计

入资本公积金。 

经查，我们认为，该笔投入资金的会计处理具备合理性。 

 

专此说明，请予察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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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

重组问询函》中有关财务事项的说明》的签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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