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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378  证券简称：天科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18－032 

四川天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对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四川天一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2017 年年度报告的事后审核问询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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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4月4日，四川天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天科股份”）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监管一部下发的上证公函

【2018】0278号《关于对四川天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年度报告

的事后审核问询函》（以下简称“问询函”，详见公告临2018-028），

为便于投资者理解，要求公司结合行业情况，进一步补充披露相关信

息。现将公司对该问询函的回复公告如下： 

一、关于公司经营业绩 

1、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公司 2015 年度、2016 年度营业收入较

上年同期呈下降趋势，且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分别下降44%、37%，但

2017 年公司业绩出现大幅上涨。年报显示，报告期公司实现营业收

入近5.27 亿元，同比上升34.56%，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近5888 万元，

同比上涨117.19%，扣非后净利润近5178 万元，涨幅达112.16%。公

司主要业务包括：变压吸附气体分离技术及装置相关业务；化工、石

化等领域相关业务；催化剂相关业务。请你公司补充披露：（1）上

述三项主要业务对应的收入、利润、毛利率情况；（2）结合公司所

处行业及上下游情况、公司业务开展情况补充说明你公司业绩连续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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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下滑，但报告期内业绩出现大幅增长的原因和合理性，以及公司业

绩大幅增长是否具有可持续性；（3）结合各项业务成本、费用的具

体构成情况，说明你公司净利润、扣非后净利润上涨幅度远高于收入

上涨幅度的合理性。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公司回复:（1）公司上述三项主要业务对应的收入、利润、毛利

率见下表:   

表一                                      单位：万元                                         

主要业务 
营业收入 

(万元) 

毛利 

（万元） 
毛利率 

变压吸附气体分离技术及装置相关业务 23,671 6,845 28.92% 

化工、石化等领域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及

工程设计、工程咨询与工程总承包业务 
10,873 2,349 21.60% 

催化剂产品的研制、开发和生产业务 13,545 4,523 33.39% 

（2）公司主要业务领域集中在石油化工（包括煤化工、天然气

化工、精细化工、焦化）、冶金、军工、环保等多个行业，主营业务

的发展主要依赖于上述行业的投资以及环境治理等方面的投入。 

2015 年及 2016 年前三季度由于“工业去产能”的重点区域－钢铁、

煤化工、焦化、基础化工等行业产能过剩，市场整体不好，造成了公

司所处行业的整体不提振，公司业绩连续下滑。2017 年，石油和化

学行业大力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和化解产能过剩，收入增长，行业利

润再现增长势头。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和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

联合会发布的信息显示：截至 2017 年末，石油和化工行业规模以上

企业累计主营业务收入比上年增长 15.7%，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51.9%；

石油加工业规模以上企业累计主营收入同比增长 21.5%；利润总额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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幅 14.4%；化学工业规模以上企业累计主营收入同比增长 13.8%；

利润总额增幅 40.2%。以上变化，为公司的业务发展带来较大机遇，

公司 2017 年业务实现增长。公司 2015 年、2016 年及 2017 年签订的

业务合同及行业分布统计如下： 

表二 ：2015 年-2017 年合同按行业统计表     单位：万元 

分行业 2015 年 占比 2016 年 占比 2017 年 占比 

石油化工 27090 87.7% 40959 87.9% 47687 89.6% 

冶金钢铁 1151 3.7% 1038 2.2% 527 1.0% 

医药生物 396 1.3% 283 0.6% 1212 2.3% 

其他 2269 7.3% 4327 9.3% 3781 7.1% 

合计 30906 100.0% 46607 100.0% 53207 100.0% 

同比增加 -73.06% / 50.61% / 14.16% / 

表三 ：2015 年-2017 年合同按业务统计表     单位：万元 

分产品 涉及业务 
2015 年

合同额 
占比 

2016 年

合同额 
占比 

2017 年

合同额 
占比 

提供劳务（设

计及技术服

务） 

变压吸附气体分离技

术及装置的开发、技

术服务及相关的工程

设计与工程承包业务  

12719 41.2% 24770 53.1% 15562 29.2% 

化工、石化等领域的

技术开发、技术服务

及工程设计、工程咨

询与工程总承包业务 

4521 14.6% 7234 15.5% 19225 36.1% 

销售产品 

催化剂产品 10006 32.4% 11094 23.8% 13829 26.0% 

其他产品（阀门、气

体、吸附剂等） 
3660 11.8% 3509 7.5% 4591 8.6% 

  合计 30906 100.0% 46607 100.0% 53207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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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2015 年至 2017 年合同签订及结转收入表  单位：万元 

年度 项目 

变压吸附气

体分离技术

及装置相关

业务 

化工、石化等领域

的技术开发、技术

服务及工程设计、

工程咨询与工程总

承包业务 

催化剂产品

的研制、开

发和生产业

务 

其他

业务 
合计金额 

2015 年 

当年签订合同 12,719 4,521 10,006 3,660 30,906 

当年合同结转收

入 
5,098 1,484 7,628 2,585 16,795 

以前年度合同结

转收入 
15,826 13,316 1,247 177 30,566 

收入小计 20,924 14,800 8,875 2,762 47,361 

2016 年 

当年签订合同 24,770 7,234 11,094 3,509 46,607 

当年合同结转收

入 
8,852 2,484 7,547 3,348 22,231 

以前年度合同结

转收入 
12,021 3,516 1,276 110 16,923 

收入小计 20,873 6,000 8,823 3,458 39,154 

2017 年 

当年签订合同 15,562 19,225 13,829 4,591 53,207 

当年合同结转收

入 
5,016 5,865 10,669 4,509 26,059 

以前年度合同结

转收入 
18,655 5,008 2,876 87 26,626 

收入小计 23,671 10,873 13,546 4,596 52,686 

主要产业当年合同结转收入占当年签订合同比例： 

年度 
变压吸附气体分离技

术及装置相关业务 

化工、石化等领域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及

工程设计、工程咨询与工程总承包业务 

催化剂产品的研制、开

发和生产业务 

2015 45% 34% 89% 

2016 41% 38% 80% 

2017 37% 35% 90% 

2015年公司签订合同金额3.09亿元；2016年签订合同金额为4.66

亿元，较 2015 年增长 50.61%；2017 年签订合同额 5.32 亿元，较 2016

年增长 14.16%。公司从 2015 年至 2017 年签订合同额逐年上升，同

时由于近三年结转合同额逐年增加，故 2017 年公司业绩呈现较大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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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增长。根据目前公司实际的经营情况，公司预计可实现持续盈利。

公司 2017 年签订合同额中有 2.30 亿元结转到 2018 年及以后年度执

行，同时 2018 年第一季度签订合同金额 2.69 亿元 ，预计 2018 年公

司营业收入能达到 5.5 亿元，同比增长接近 5%。 

公司主营业务情况见下表 

分产品 涉及业务 业务说明 备注 

提供劳务

（设计及

技 术 服

务） 

变压吸附气体

分离技术及装

置的开发、技术

服务及相关的

工程设计与工

程承包业务  

变压吸附（Pressure Swing Adsorption.简称 PSA），是一

种气体吸附分离技术。技术应用包括氢气分离提纯、二

氧化碳分离提纯、 一氧化碳分离提纯、脱除二氧化碳、

浓缩甲烷、焦炉煤气净化技术、天然气净化、氯乙烯尾

气回收、垃圾填埋气净化回收甲烷、浓缩回收乙烯、黄

磷尾气净化回收、一氧化碳等废气回收、变压吸附驰放

气净化提纯技术等等。 

 

该技术获得国家科技进

步二等奖、中国石化集团公司

科技进步一等奖、四川省科技

进步一等奖等多项奖励。获得

专利授权 39 项，其中发明专

利 32 项。 

化工、石化等领

域的技术开发、

技术服务及工

程设计、工程咨

询与工程总承

包业务 

化工、石化、医药等行业领域的工程设计、咨询，主要

技术有焦炉煤气制氢、焦炉气制 CNG/LNG 技术、甲醇

裂解制氢技术、甲醇制二甲醚技术、焦化粗苯加氢精制

技术、天然气、焦炉气、煤制甲醇技术、甲醇驰放气提

氢制液氨技术、天然气直接液化制 LNG 技术等，以及

基于以上自主开发技术的技术转让和围绕这些技术提供

技术服务业务。 

曾获得中国石化协会科技进

步一等奖 1 项，四川省专利三

等奖 1 项，四川省科技进步一

等奖 1 项等多项奖励。公司在

相关技术领域上共获得授权

发明专利 30 项，获得授权实

用新型专利 6 项。 

销售产品 

催化剂产品 

包括各种催化剂、脱硫剂、二甲醚催化剂、铜吸附剂。

主要产品为两大类。 

镍系-系列转化催化剂：适用于石油化工行业以轻油、天

然气、油田气、焦炉气、炼厂尾气、煤制油尾气等为原

料的转化装置，用于制取城市煤气、氨合成气、甲醇合

成气、氢气。 

铜系-甲醇合成催化剂：适用于石化行业以煤造气、焦炉

气、天然气、炼厂尾气、电石气、、油田气、煤等为原

料的合成甲醇的装置。 

 

其他产品（阀

门、气体、吸附

剂等） 

主要为石油化工、医药等各行业的客户提供产品和配套

公司推广的技术装置。 
 

公司工程总承包项目所需原材料主要是建设用设备、仪器仪表

及吸附剂等化学产品材料以及建安施工安装服务；产品类所需原材料

主要为生产催化剂、阀门等产品使用的有色金属原材料、化学原料及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0%94%E4%BD%93%E5%90%B8%E9%9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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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产品、钢材金属原材料以及其他原材料等。因此公司的上游供应

商比较零散且分布行业较多，从公司 2017 年采购合同统计来看主要

分布在建筑安装、机械制造、化学原材料制造等行业（见下表）。公

司 2017 年采购合同分类情况如下： 

  2017 年采购合同分类情况      单位：万元 

主要原材料 2017 年 占比 

建安施工安装服务 5277.5 22.1% 

机械制造（设备） 5495.1 23.1% 

仪器仪表行业 2091.2 8.8% 

化学原料及化学产品 5990.1 25.1% 

有色金属 3749.0 15.7% 

钢铁金属 820.0 3.4% 

其他 416.41  1.7% 

合计 23839.21 100.0% 

（3） 2017年度公司营业收入增长 34.56%，净利润增长 117.19%，

扣除非经常损益后净利润增长 112.16%。主要原因是：①收入增长，

利润相应增长，主要是本期催化剂产品因产销量增加及售价提高带来

利润总额的增加；②本期增加理财收益 333 万元；③本期取得绵阳土

地处置收益 353 万元；④上年合并利润总额 3227 万元，母公司利润

总额 3807 万元，子公司四平天科亏损影响 580 万元（四平天科已于

2016 年处置完毕，2017 年无该事项的影响）。主要受以上几方面因素

的影响，公司净利润、扣非后净利润上涨幅度远高于收入上涨幅度。 

公司利润总额比较表              单位：万元 

年度 2017 年 2016 年 同比增加 增长% 

利润总额 6,470 3,227 3,243 10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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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总额变动分析表：                     单位：万元 

催化剂业务

增加利润 

绵阳土地处置

增加利润 

理财收益增

加利润 

其他项综合

影响利润 

四平天

科影响 
合计 

1,581 353 333 396 580 3,243 

利润总额增加，公司净利润相应增加。 

会计师意见：会计师通过核查相关的收入合同、项目进度支持性

文件、选取建造项目样本，对工程形象进度进行现场核查以及成本结

转情况，确认本期各项业务的收入、利润、毛利率无误。2017 年度

国内外经济形式转好，公司下游企业如石油化工、煤化工、天然气化

工、冶金、军工、环保等多个行业均出现了一定的业务机会，公司本

期新签合同金额以及合同执行完成金额均有所增长。依据待执行合同

情况及 2018 年度第一季度新签订合同情况，预期 2018 年度收入亦会

有所增长。 

经核查，鉴于本期收入增长，利润相应增长，同时受理财收益的

增加和土地处置收益等的影响，导致公司净利润、扣非后净利润上涨

幅度远高于收入上涨幅度。 

2、分季度财务数据变动较大。年报显示，公司 2017 年分季度

营业收入、净利润、扣非后净利润、经营活动现金流变动较大。其中，

第二、四季度的营业收入较第一、三季度的涨幅超过60%，第二、四

季度的净利润、扣非后净利润均较第一、三季度涨幅超过4 倍以上，

但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逐季度大幅增长。请结合你公司主要业务的

构成、业务特点、同行业可比公司的相关情况，分析你公司各季度上

述财务数据变动较大的原因。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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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回复：公司主要业务包括变压吸附气体分离技术；工程设计、

咨询、碳一化学、精细化工领域的工程设计、工程总承包业务；转化

催化剂、甲醇催化剂为主的催化剂产业。（详见问题 1-（2）项回复之

公司业务情况表） 

公司分季度利润波动较大的主要原因有：（1）二季度收到政府补

助 465 万元；收到理财收益 138 万元。（2）四季度取得理财收益 195

万元,取得土地处置收益 353 万元 。（3）催化剂业务板块二、四季度

销售量较一、三季度均有大幅增加，相应二季度销售收入和利润均远

高于一、三季度。（4）公司的工程项目比照建造合同执行，由于工程

项目合同从签订到实施完毕存在一定的时间跨度，同时甲方对项目各

阶段的验收工作也需要一定的时间，从而导致工程项目实施进展具有

不均衡性，因此按完工百分比法确认的营业收入会出现一定的波动。 

特殊影响事项发生在二季度、四季度。 

季度特殊影响事项 政府补助 理财收益 土地处置 合计 

二季度影响（万元） 465 138 
 

603 

四季度影响（万元） 
 

195 353 548 

 

催化剂业务 一季度 二季度 三季度 四季度 

2017 年产量(吨) 405 485 348 682 

2017 年销量(吨) 268 554 321 835 

 

公司近三年各季度收入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年度 1 季度收入 2 季度收入 3 季度收入 4 季度收入 

2017 年         8,072         12,851         11,522         20,240  

2016 年         7,066         11,353          7,985         12,749  

2015 年        13,525         15,379         11,357          7,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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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面的图表可以看出，除 2015 年 4 季度因为当期可执行合同

减少导致当季度收入下滑外，其余各季度收入基本同趋势波动。 

2015 年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结构性产能严重过剩，公司在 2015

年签订的合同额仅为3.09亿元；2016年下半年随着中国经济的回升，

公司签订的合同额有所增加，2016 年全年累计签订的合同额 4.66 亿

元，同比增长 50.50%。2017 年的合同额 5.32 亿元，同比增长 14.16%。

因为公司涉及的工程项目合同从签订到实施完毕存在一定的时间跨

度，且工程项目实施进展具有不均衡性，加上公司签订订单也具有不

确定性，所以使得我公司季度营业收入呈现出一定的波动。 

公司及与我公司类似的其他上市公司 2017 年度各季度收入如下

表所示： 

                                                                单位：万元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2017 年 1 季

度收入 

2017 年 2 季

度收入 

2017 年 3 季度

收入 

2017 年 4 季

度收入 

600248 延长化建 50,427 115,540 102,178 121,246 

002140 东华科技 30,851 53,826 63,916 142,290 

600378 公司 8,072 12,851 11,522 20,240 

公司及与我公司类似的其他上市公司 2017 年度各季度收入占比

如下所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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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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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

码 
证券简称 

2017 年 1 季

度收入占比 

2017 年 2 季

度收入占比 

2017 年 3 季度

收入占比 

2017 年 4 季度

收入占比 

600248 延长化建 13% 30% 26% 31% 

002140 东华科技 11% 19% 22% 49% 

600378 公司 15% 24% 22% 38% 

 

 

从上面的图表可以看出，我公司 2017 年各季度收入波动与同行

业上市公司基本一致。由此看来，类似我公司这种以化工专业领域技

术研发、成果转化为主的高新技术企业的收入、利润呈现较明显的季

度性波动有其一定普遍性、合理性。 

公司及与我公司类似的其他上市公司 2017 年度各季度净利润如

下所示：                                    单位：万元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2017年 1季度

净利润 

2017年 2季度

净利润 

2017年 3季度

净利润 

2017年 4季度

净利润 

600248 延长化建 1,517 4,689 2,408 4,800 

002140 东华科技 2,077 4,640 3,095 -16,126 

600378 公司 395 1,922 412 3,159 

注：东华科技 2017 年四季度计提刚果项目存货跌价准备 29119 万元。 

从上面的图表可以看出，我公司 2017 年各季度利润波动与同行

业上市公司基本一致。 

会计师意见：会计师对收入确认的原则及收入确认的依据进行了

0%
10%
20%
30%
40%
50%
60%

延长化建

东华科技

天科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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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查，确认各期收入金额真实准确完整，由于涉及的工程项目合同从

签订到实施完毕存在一定的时间跨度，且工程项目实施进展具有不均

衡性，同时签订订单也具有不确定性，因此使得天科股份公司季度营

业收入呈现出一定的波动，对比分析同行业上市公司情况，天科股份 

2017 年度各季度收入波动情况与同行业上市公司基本一致。 

二、关于公司业务经营情况 

3、提供劳务相关业务。公司提供劳务的相关业务收入 3.45亿，

较去年同期增长30%，提供劳务业务主要包括变压吸附气体分离技术

及装置相关业务，以及化工、石化等领域相关业务。请公司补充披露：

（1）公司提供劳务涉及业务对应的化工细分行业及其收入占比，并

结合化工细分行业整体运行情况，说明公司提供劳务相关业务增长的

原因；（2）公司提供劳务相关业务的具体经营模式，及其对应的业

务流程、收入确认方式；（3）公司提供劳务相关业务的业务开拓模

式、客户来源、销售模式；（4）涉及工程承包业务的项目平均建设

期及回报期。 

公司回复：据本公司提供的服务和产品特性，分两大类，其中“提

供劳务”主要为公司工业设计及技术服务业务涉及的的两项主营业务，

见下表： 

分产品 涉及业务 
营业收入

（万元） 

占公司营业

收入比例 

提供劳务-科研

开发及基础设

计 

变压吸附气体分离技术及装置的开发、技术

服务及相关的工程设计与工程承包业务  
23,671 44.93% 

化工、石化等领域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及

工程设计、工程咨询与工程总承包业务 
10,873 2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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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业务及涉及的行业情况说明具体详见问题 1-（2）项答复。 

公司劳务相关业务在 2016 年第四季度、2017 年持续增长。工程

项目合同从签订到实施完毕存在一定的时间跨度，随着工程项目建设

的实施，上年结转到本年可执行的工程项目合同额增加。2017 年，

行业运行态势向好，为保证项目及时完工和装置开车，客户工程项目

包括配套工程多建设顺利，部分建设缓慢的项目也进度加快。由此带

来工程项目收入得以确认，形成本期营业收入增加，相应利润增加：

公司变压吸附气体分离业务营业收入 23,671 万元，同比增加 16.6%；

工程技术业务营业收入 10,873 万元，同比增加 81.2%。 

（2）劳务相关业务的经营模式及业务流程、收入确认方式情况 

经营模式：基于自主开发技术的技术转让和围绕这些技术开展的

工程设计、咨询、工程承包等工程技术服务。以设计为主体的工程总

承包业务，除专用阀门外，目前自身不从事设备材料生产、施工安装

业务，根据工程总承包项目运作的实际需要，公司依法采取采购和施

工分包模式。 

业务流程:公司工程项目合同签订后，从设计规划到完成，按一

定流程进行实施，如 EPC 流程图如下： 

 

收入确认方式: 

公司服务合同主要分为设计、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许可、

EP 合同、EPC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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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设计、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许可归为工程设计类业务，

该类业务属于提供劳务，收入确认原则和计量方法为： 

在资产负债表日提供劳务交易的结果能够可靠估计时，采用完工

百分比法确认提供劳务收入，按照提供劳务交易的完工进度确认收入

与费用。提供劳务交易的结果能够可靠估计，是指同时满足下列条件： 

（a）收入的金额能够可靠地计量； 

（b）相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企业； 

（c）交易的完工进度能够可靠地确定； 

（d）交易中已发生和将发生的成本能够可靠地计量； 

（e）公司已向客户提供合同约定节点的工作成果（主要为设计图

纸等合同约定资料，纸质版或电子版）。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企业确定提供劳务交易的

完工进度，可以选用下列方法： 

（a）已完工作的测量。 

（b）已经提供的劳务占应提供劳务总量的比例。 

（c）已经发生的成本占估计总成本的比例。 

公司选用已经完工的工作量占应提供劳务总量的比例确定提供工

程设计类服务的完工进度。 

2)、公司工程设计类业务确认收入的时点和依据如下： 

公司工程设计合同一般约定客户在合同生效后约定时间内向公司

支付合同金额一定比例的预付款，此时公司不确认收入。 

公司按照合同约定，阶段性向客户提交设计图纸等阶段性工作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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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合同项目经理确认已完工的工作量占应提供劳务总量的比例确定

该项合同的完工进度，同时，提供给公司财务部门。客户收到设计图

纸等阶段性工作成果后向公司出具确认依据，公司财务部门在此基础

之上按完工进度确认该项工程设计合同应确认收入，客户在对阶段性

工作成果审查后向公司支付合同约定金额的阶段性合同价款。 

资产负债表日按照提供劳务收入总额乘以完工进度扣除以前会计

期间累计已确认提供劳务收入后的金额，确认当期提供劳务收入。 

在资产负债表日提供劳务交易结果不能够可靠估计的，分别下列

情况进行处理： 

（a）已经发生的劳务成本预计能够得到补偿的，按照已经发生的

劳务成本金额确认提供劳务收入，并按相同金额结转劳务成本。 

（b）已经发生的劳务成本预计不能够得到补偿的，应当将已经发

生的劳务成本计入当期损益，不确认提供劳务收入。 

3）、EP 合同、EPC 合同比照建造合同收入确认原则和计量方法 

合同收入的确认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15 号—建造合同》，确定建造合同完工进

度可以选用下列方法： 

a、累计实际发生的合同成本占合同预计总成本的比例。 

b、已经完成的合同工作量占合同预计总工作量的比例。 

c、实际测定的完工进度。 

公司目前工程业务的完工进度按照已经完成的合同工作量占合同

预计总工作量的比例来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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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资产负债表日，工程项目的结果能够可靠估计的，根据完工百

分比法确认合同收入和合同费用。 

① 在资产负债表日，项目合同的结果能够可靠估计的，根据完工

百分比法确认合同收入和费用。项目完工进度的确认主要根据已完成

的合同工作量占合同预计总工作量的比例确定。根据公司实际情况，

分阶段的完工进度依据分阶段的已完成工作量占分阶段工作总量的

比率确定。其中：EP 合同分为设计、采购、开车三个阶段；EPC 合

同分为设计、采购、施工、开车四个阶段。项目总体完工进度＝设计

权重*设计进度+采购权重*采购进度+施工权重*施工进度+开车调试

权重*开车进度。 

在资产负债表日，按照合同总收入乘以完工进度扣除以前会计期

间累计已确认收入后的金额，确认为当期合同收入。 

②在项目合同的结果不能可靠估计的，分别情况进行处理：A、

合同成本能够收回的，合同收入根据能够收回的实际合同成本予以确

认，合同成本在其发生的当期确认为合同费用；B、合同成本不可能

收回的，在发生时立即确认为合同费用，不确认合同收入。 

（3）劳务相关业务的业务开拓、客户来源、销售模式情况： 

公司依托自身较强的化工、石化的工程咨询、开发及工程设计、

工程总承包业务能力和拥有的多项相关工程设计资质，利用自身技术

优势和专有技术，专利技术，为用户提供工程设计、咨询，以及工程

承包等综合服务业务。 

公司变压吸附气体分离技术服务业务和工程设计、咨询、工程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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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业务，基于自主开发技术的技术转让和围绕这些技术为用户提供工

程设计、咨询、工程承包等工程技术服务，主要通过市场公开招投标

和竞争性谈判获得业务合同，从合同总个数看，一般情况下，EP、

EPC 类合同，投标获得的合同约占 70%左右，竞争性谈判获得的合

同约占 30 左右%；设计、咨询类合同，投标获得的合同约占 20%左

右，竞争性谈判获得的合同约占 80%左右。 

（4）涉及的工程承包业务的项目，根据工程项目的规模大小、

项目复杂程度、客户的要求和客户自身总体项目建设规划情况，建设

周期不等，公司近几年工程承包项目的建设期见下表。 

工程承包项目的建设期统计表： 

建设期 12 月左右 18 个月左右 24 个月左右 30 个月左右 

数量占比 40.0% 25.0% 17.0% 18.0% 

4、销售商品业务经营情况。公司2015年销售商品-石油化工及基

础化工产品营业收入1.27 亿，比上年减少近30%，毛利率20.9%，较

上年同期增加11.66%；2016 年该项业务营业收入1.2 亿，比上年减

少5.7%，毛利率19.9%，与上年基本持平。年报显示，公司报告期内

该项营业收入1.75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45.9%，毛利率31.63%，

较上年提升11.73%。请结合销售的具体产品，及其上下游情况，补

充说明公司该项业务近三年营业收入由大幅下降转为大幅提升、毛利

率提升的具体原因。 

公司回复：2017年公司销售商品-石油化工及基础化工产品营业

收入及毛利较前两年较大幅度增长的原因主要是公司催化剂业务业

绩增长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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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催化剂业务营业收入1.35亿元较上年增长4,723万元。 

2015年、2016年前三季度,在国家供给侧调控中，下游行业面临

着较大的发展压力，市场整体不好，催化剂业务下游用户产业变化，

产能下降，用户新增装置减少，现有装置停产、限产、减产较多，原

本计划更换催化剂的一些企业也延期更换，使得市场对催化剂的需求

量减少。 

2017 年受化工行业整体回暖影响，焦炭和甲醇价格持续上涨，

下游企业开工率显著提高。其中甲醇产量 4528.8 万吨，增长 7.1%，

甲醇（一级，净水）均价 2651 元/吨， 上涨 31.7%。行业需求增多，

对应催化剂产品需求量大幅增加，带动催化剂产品价格上涨。公司及

时抓住甲醇厂大量装置重启及更换催化剂机遇，加大营销力度，与定

州天鹭、陕西黄陵、山西万鑫达等公司签订了催化剂合同，总额增加

20%以上。2017 年催化剂产品销量增加 47.69%，平均销售价格增加

13.76%，使得催化剂业务板块收入较大幅度增加，相关影响详见下表： 

 

差异分析 
销量增加

比例 

销量变动

增加收入

（万元） 

价格变动

比例 

价格变动

增加收入

（万元） 

其他影响 
营业收入

增加额 

催化剂业务 47.69%   3,672  13.76%   1,476     -425    4,723  

2017 年催化剂产品平均毛利率 33.39%，较上年 19.24%提升

14.15%。主要原因是产量大幅提升，摊薄了固定费用，且公司通过技

改减员、加强成本费用控制，抵消了原料上涨的不利因素，使得营业

成本增幅小于营业收入的增幅,毛利率提高。2017 年催化剂产量较

2016 年增加 50.49%，产量变化详见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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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17 年产量（吨） 2016 年产量（吨） 产量增加（吨） 产量增加比例 

催化剂产量 1,920 1,276 644 50.49% 

5、业务合同。年报显示，报告期内公司累计生效销售合同额53207 

万元，同比增幅达14%，其中工业设计及技术服务业务生效合同额

34787 万元（以下简称工业服务合同）同比增长8.7%，催化剂业务

生效合同额13829 万元，同比增长24.66%（以下简称催化剂合同），

阀门相关业务合同2269 万元（以下简称阀门合同）。请公司补充披

露：（1）报告期内公司累计生效的合同额与工业服务合同、催化剂

合同、阀门合同三类业务累计生效合同额数额存在差异的原因；（2）

结合公司生效合同与收入确认的关系，说明公司营业收入与公司累计

生效销售合同额存在差异的原因；（3）公司披露工业服务合同主要

有设计类、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许可、EP 合同、EPC合同，

请补充披露上述各合同分类对应的生效合同金额，及合同对应的收入

确认方式和回款周期。请年审会计师对上述事项发表意见。 

公司回复：（1）公司 2017 年除工业服务合同、催化剂合同、阀

门合同三类业务外，还有气体、吸附剂等其他合同合计 2322 万元，

因其占比相对较小，未一一列出,由此造成报告期内公司累计生效的

合同额与工业服务合同、催化剂合同、阀门合同三类业务累计生效合

同额存在差异。 

（2）公司收入主要分两大类，一类是商品销售收入，一类是工

程项目类收入，即工业设计及技术服务业务涉及的的两项主营业务收

入。商品销售类收入确认条件：已将商品所有权上的主要风险和报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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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移给购买方；既没有保留与所有权相联系的继续管理权，也没有对

已售出的商品实施有效控制；收入的金额能够可靠地计量；相关的经

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企业；相关的已发生或将发生的成本能够可靠地计

量时，确认商品销售收入实现。公司工程项目类收入主要按完工百分

比法确认。 

由于合同从签订到实施完毕，周期不同，存在一定的时间跨度，

故当年生效合同额与营业收入存在差异。 

（3）公司工业设计及技术服务业务的两大主业，变压吸附气体

分离技术及装置和工程设计业务，合同分类情况如下表： 

                      单位:万元 

合同

类型 
设计 咨询 转让 EP EPC 合计 

金额  2,108   202   40   8,771   23,666   34,787  

工业服务合同对应的收入确认方式详见问题3-（2）项答复。 

合同回款按合同约定确定,合同款（不含质保金）回款周期一般

为1～2年,质保金一般为合同完工后一年左右收取。 

会计师意见：报告期内公司累计生效的合同额与工业服务合同、

催化剂合同、阀门合同三类业务累计生效合同额存在差异原因为部分

气体、吸附剂等合同因占比较小未一一列出，已核查无误。 

公司收入的确认根据不同的业务类型对应的收入确认方法计算

确认收入金额，合同从签订到实施完毕，因周期不同，存在一定的时

间跨度，故当年生效合同额与营业收入额存在差异。 

我们通过检查销售合同并与管理层的访谈，了解和评估了公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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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确认政策，选取收入样本核查相关合同、结算收款、收入确认的支

持性证据，同时抽取重要工程项目实施现场查看。通过核查，公司设

计类、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许可、EP 合同、EPC合同对应的

收入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及企业一贯执行的收入确认方法确认，核查无

误。 

三、关于公司财务信息 

6、应收票据。年报显示，公司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近 5.27 亿元，

同比上升34.56%；净利润近5888 万元，同比上涨117.19%，但经营

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105 万，同比下降97.22%，年报解释为本

期收到的票据较多所致。同时，报告期内应收票据1.14 亿元，继2016

年度增长42.31%后，本期继续增长137.62%，连续两年大幅度增长。 

请公司补充披露：（1）报告期内应收票据的交易背景、形成原因、

前五大交易对方情况，是否为关联方，是否具有商业实质等；（2）

截止2017 年12 月31 日账面应收票据的风险转移及期后兑付情况；

（3）公司本年收入确认条件、结算方式、销售政策等是否发生变化；

（4）请说明公司对票据交易的风险管理与内部控制。请年审会计师

对上述事项发表意见。 

公司回复：（1）报告期内应收票据的交易背景是基于真实的合

同交易而产生的合同款收取。在公司执行的销售合同中，结算收到的

票据99%为银行承兑汇票。前五大交易均为非关联方交易，是真实的

合同交易。 

（2）截止2017 年12 月31 日账面应收票据金额为1.14亿元。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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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2018年3月31日已到期的票据金额0.48亿元全部解汇，未发生票据

逾期不能解汇的情况，相关风险可控。  

  
2017 年末余

额(亿元) 

2018 年 1-3 月到

期解汇金额(亿

元) 

2018 年 3 月末余额

(亿元) 

应收票据 1.14 0.48 0.66 

（3）公司本年收入确认条件、结算方式、销售政策等均未发生

变化。公司收取合同款的方式：转账、电汇、银行票据等，2017年收

取的银行票据较多，占营业收入的48%，所有到期票据全部正常解汇。 

（4）公司对票据交易的风险管理与内部控制：公司制定了银行

票据管理制度。规定了银行汇票的出票、收取、票据的使用 (解汇、

背书转让、贴现) 管理。公司经办人严格按制度要求办理票据业务。

财务部定期或不定期对银行票据进行抽查、核实，形成抽查记录，确

保账账相符，账实相符。财务部实行印鉴与票据分管制度，由专人分

管财务专用章及预留银行印鉴。分管印鉴的人员外出时，办理印鉴交

接签字手续。公司目前收取的票据 99%为银行承兑汇票，风险相对可

控。 

会计师意见：通过对公司与票据交易及票据管理相关内部控制的

了解及评估测试，证实公司与票据管理相关的内部控制健全有效。通

过检查与票据相关的合同协议、收入确认证据确认本期收到的应收票

据均基于真实的交易形成，前五大交易均为非关联方交易且具有商业

实质。 

对应收票据的期后承兑情况进行检查，截止 2018 年 3 月 31 日已

到期的票据金额 0.48 亿元全部解汇，未发现已到期不能正常承兑的

情况。 

通过对天科股份公司收入确认条件、结算方式、销售政策的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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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发现其 2017 年度发生变化。 

7、存货。年报显示，公司报告期末存货账面价值 5655 万元，

其中包括原材料1392 万元、库存商品2476 万元和建造合同形成的已

完工但尚未结算资产1372 万元。上述存货均未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且本期因转回或转销减少原材料存货跌价准备金额4.1 万元。请公司

补充披露：（1）补充披露存货中原材料、库存商品、建造合同形成

的已完工但尚未结算资产的具体构成；（2）结合存货市价及具体构

成说明公司本期未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的原因，转回或转销存货跌价准

备的原因及合理性；（3）参照建筑行业格式指引的要求，补充说明

报告期末建造合同形成的已完工但尚未结算资产涉及的具体情况，包

括累计已发生成本、累计已确认毛利、预计损失、已办理结算的金额、

已完工未结算的余额等。请公司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 

公司回复：（1）存货构成如下表 

存货分类 2017 年余额（万元） 

原材料                  1,392 

在产品                    415  

库存商品                  2,476  

未结算资产                  1,372  

合计                  5,655  

原材料及库存商品具体构成见下表： 

原材料 库存商品 

分类 金额（万元） 分类 金额（万元） 

催化剂类原材料 786 催化剂 1,308 

阀门类原材料 225 阀门 576 

气体类原材料 250 气体 19 

工程类原材料 126 设备 261 

吸附剂类原材料 5 吸附剂 312 

合计 1392 合计 2,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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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完工尚未结算资产主要为各工程项目已完工尚未结算的金额,

主要为各工程项目用的设备、仪器仪表、材料及相关费用等。 

项目名称 金额（万元） 

青海****项目                      498  

上海****项目                      323  

内蒙古****项目                      252  

河南****项目                      115  

其他项目                      184  

小计                    1,372  

（2）公司计提存货跌价准备：本公司根据存货会计政策，按照

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计量，对成本高于可变现净值的存货，计提存

货跌价准备。存货减值至可变现净值是基于评估存货的可售性及其可

变现净值。鉴定存货减值要求管理层在取得确凿证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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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础上作出判断和

估计。 

公司在年末盘点过程中，已关注了是否存在已霉烂变质的存货、

已过期且无转让价值的存货、生产中已不再需要，并且已无使用价值

和转让价值的存货等这些与市场环境无关的减值迹象，并未发现存在

此类情况；库存商品、在产品及原材料均为短期合理备货需要，根据

销售情况、市场情况以及原材料价格波动等情况看，不存在减值迹象。

已完工未结算资产所涉及项目的合同执行正常，客户信用未发现异常，

未发现减值迹象。综上所述，公司认为存货的期末可变现净值高于存

货的账面价值，不存在减值情况，故未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本期转回存货跌价准备4.1万元，主要是本期领用了已计提跌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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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的材料，故转回。 

（3）期末建造合同形成的已完工未结算资产情况 

项目 金额（万元） 

累计已发生成本 17,133 

累计已确认毛利 1,749 

减：预计损失 0 

已办理结算的金额 17,510 

建造合同形成的已完工未结算资产 1,372 

会计师意见：企业的存货分为原材料、库存商品、在产品和工程

施工，原材料主要为持有以备生产的各类原材料，库存商品为持有备

销售领用的库存商品，工程施工为已完工未结算的资产，通过盘点、

检查和重新计算确认期末各项存货明细金额准确无误。 

资产负债表日对上述存货进行了减值测试，未发现原材料、在产

品和库存商品等存货存在减值迹象。本期因领用库存将前期已计提的

跌价准备 4.1 万元转回，确认无误。 

公司承包的工程项目比照建造合同进行核算，通过核查，报告期

末建造合同形成的已完工但尚未结算资产金额、累计已发生成本、累

计已确认毛利以及累计已办理结算金额准确无误。 

8、成本构成。请你公司补充披露：（1）根据《格式准则第 2

号》的要求补充披露营业成本的主要构成项目及其在成本总额中的占

比情况；（2）根据化工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的要求，结合成本要素构

成情况，补充披露主要原材料的采购模式，及其价格波动对公司营业

成本的影响。 

公司回复：（1）营业成本的主要构成项目及占比情况：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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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变压吸附

气体分离

技术及装

置相关业

务 

化工、石化等领域

的技术开发、技术

服务及工程设计、

工程咨询与工程总

承包业务 

催化剂产品

的研制、开

发和生产业

务 

其他

业务 
合计金额 

合计占营业

成本比例

（%） 

直接人工 2,318 1,619 1,074 882 5,893 15.82 

直接材料 9,604 4,416 4,440 1,108 19,567 52.50 

制造费用 2,087 1,325 3,508 908 7,828 21.00 

安装费用 2,817 1,164 - - 3,981 10.68 

合计 16,826 8,524 9,022 2,897 37,269 100.00 

（2）主要原材料的采购模式，及其价格波动对公司营业成本的

影响：我公司工程总承包项目原材料主要为项目建设用设备、仪器仪

表和材料；产品类材料主要为生产催化剂使用的电解镍、锌锭等有色

金属原材料和氧化铝、硝酸铜、硝酸铝等无机化工原材料；生产专用

阀门的钢板、钢管、圆钢等钢材，执行器等自控部件和阀体等铸件等；

工程项目建设需根据不同的项目内容要求采购不同的设备和成套装

置，其种类繁多。设备和原材料的采购是根据国家招标法律法规要求

和公司的内部控制体系、管理制度的要求，主要采用招标采购和比价

议价采购等形式。 

公司主要原材料价格波动与市场供求变化密切相关，材料价格波

动会对公司营业成本产生一定的影响。 

原材料 采购模式 采购量(吨) 价格变动情况 
价格波动对营业成

本的影响 

电解镍 战略合作+市场化采购 109.43 18.20% 致使营业成本上升 

电解铜 战略合作+市场化采购 474.59 28.50% 致使营业成本上升 

氧化铝 战略合作+市场化采购 339.27 34.00% 致使营业成本上升 

锌锭 战略合作+市场化采购 186.78 40.36% 致使营业成本上升 

纯碱 战略合作+市场化采购 1564.00 26.03% 致使营业成本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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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价格上升影响催化剂产品成本 6%左右，影响金额约 590 万

元。 

9、应收账款坏账准备。公司 2017 年度报告合并财务报表项目

注释中，披露应收账款坏账准备期初余额3449.52 万元，期末余额

4052.59 万元；本期计提坏账准备金额981.41 万元；本期收回或转回

坏账准备金额5.02 万元。本期实际核销的应收账款122.39 万元。请

说明上述数据的勾稽关系及存在差异的原因。请年审注册会计师发表

意见。 

公司回复：公司本期应收账款坏账准备期初余额3449.52 万元，

期末余额4052.59 万元；本期计提坏账准备金额981.41 万元；本期收

回或转回坏账准备金额5.02 万元，本期实际核销的应收账款122.39 

万元，客户单位破产核销141.12万元、债务重组核销109.81万元。公

司在年报披露中未列示“客户单位破产核销141.12万元、债务重组核

销109.81万元”。 

                                             单位：万元                

项目 
期初余额 

1 

本期计提

2 

本期转回

3 

本期核

销 4 

 破产核销

5 

债务重组核销 

6 

期末余额 

7=1+2-3-4-5-6 

坏账准

备 
3,449.52 981.41 5.02 122.39 

 
141.12 109.81 4,052.59 

会计师意见：公司本期应收账款坏账准备期初余额 3449.52 万元，

期末余额 4052.59 万元；本期计提坏账准备金额 9,814,114.27 元，核

销 1,223,919.88 元，其他减少 2,559,503.21 元，其中：其他减少包括

本期收回或转回坏账准备金额 5.02 万元、客户单位破产核销 141.12

万元、债务重组核销 109.81 万元。已核实无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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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其他 

10、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年报显示，报告期内公司非流动资产

处置损益298 万元。同时，绵阳市因市政建设需要,将公司位于绵阳

市永兴镇的土地回购,公司于2017 年11 月与永兴镇政府签订土地回

购协议,回购协议总价为410 万元，公司确认土地处置收益353 万元。

请补充披露：（1）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的具体明细，相关事项是否

达到临时公告披露标准及披露情况；（2）上述土地处置收益353万元，

是否需履行相关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及其执行情况。 

公司回复：（1）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的具体明细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项目 金额（万元） 

无形资产处置收益（绵阳土地） 353 

固定资产处置报废损失 -55 

合计 298 

绵阳土地回购协议总价 410 万元，扣除土地账面价值 57 万元，处

置完毕形成收益 353 万元；其他固定资产处置报废损失 55 万元；以上

两项非流动资产处置合计形成收益 298 万元。公司 2016 年度经审计的

净利润为 2711 万元，根据上交所《股票上市规则》9.2 规定，上述收

益已达到临时公告披露标准，考虑到公司以前年度已就该事项进行披

露，且该事项于 2017 年 12 月份最终确定、具体收益情况尚待审计机

构确认，因此公司在 2017 年 12 月 31 日前未进行披露，而在公司 2017

年度报告中进行了说明。 

（2）相关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及其执行情况：公司于 2009 年

12 月 8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授权公司管理层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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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绵阳闲置土地事宜（详见临 2009-036 公告），该宗土地位于绵阳

高新区土地使用权证证号为绵城国用（2004）第 05201 号，面积

14720.86 平方米，使用权类型为工业用地。2015 年 4 月，因绵阳市

重点项目川汽二期建设用地需要，绵阳市高新区永兴镇政府需对该宗

土地进行回购；2016 年 5 月，绵阳市高新区政府正式启动该宗土地

的回购工作。 

由于该宗土地的处置涉及政府相关部门的诸多审批， 2017 年 11

月初步确定土地回购和补偿事宜，公司 12 月份召开了总经理办公会

同意该处置方案，并于当月正式签署了协议，回购协议价 410 万元。

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共收到处置资金 300 万元，余款正在

办理之中。因该事项的具体收益情况尚待审计机构确认，因此公司在

2017 年 12 月 31 日前未进行披露，而在公司 2017 年度报告中进行了

说明。 

11、关联交易。年报显示，公司临时公告未披露的事项中涉及公

司向关联方提供资金合计210.62 万元，关联方向上市公司提供资金

2377.61 万元。请公司补充披露上述交易是否属于日常关联交易，及

其审议程序和披露情况。 

公司回复：（1）经核实：公司向关联方提供 210.62 万元资金和

关联方向上市公司提供 2377.61 万元资金所涉及到的交易业务全部属

于日常的经营性关联交易，是公司 2017 年度关联交易实际发生额的

构成部分，公司在 2017 年年报“与日常经营相关的关联交易”事项中

进行了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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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详见（2017 年报十四、（一）、2）： 

关联方名称 
关联交易类

型 
定价原则  

2017 年预计交

易金额 （万

元） 

 2017 年实际交易金额

（万元）  
占同类交易的比例（%） 

与本公司关

系 

西南化工研

究设计院有

限公司 

土地租赁费

及服务类 

以公允的

市场价格

为参考 

    

192.00  
95.66 52.32 

母公司的全

资子公司 

销售商品与

提供劳务 

    

600.00  
394.98 0.75 

采购商品与

接受劳务 
  1,317.00  615.34 2.02 

西南化工研

究院第一试

验厂 

销售商品与

提供劳务 

     

15.00  
0.70 0.00   

采购商品与

接受劳务 

    

260.00  
306.18 1.01 

母公司的控

股子公司 

中国化工集

团其它下属

企业 

销售、采购

商品与接受

劳务 

  4,159.00  2,525.65  3.79、2.61  
母公司的控

股子公司 

合计     6,543.00 3,938.49     

（2）公司 2017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审议程序和披露情况如下：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第十九次会议、第二十三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有关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详见临2017-001、临

2017-041、临2018-020公告）。 

 

12、所得税费用。年报显示，公司合并财务报表项目附注中所得

税费用的会计利润与所得税费用调整过程中存在其他项的大笔调整

-309 万元。请公司补充披露上述其他项的具体内容与计算方式。请

年审注册会计师发表意见。 

公司回复：公司合并财务报表项目附注中所得税费用的会计利润

与所得税费用调整过程中其他项的调整-309 万元，系递延所得税费用

及预计企业所得税调整项影响所致。 

具体内容及计算方式如下表所示： 



 30 / 31 

 

项目构成 金额（万元） 

递延所得税资产增加调整所得税费用 -48 

预计专项储备变动调整企业所得税 -6 

预计资产损失调整企业所得税 -83 

预计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减免企业所得税 -139 

预计技术转让所得减免企业所得税 -30 

预计残疾人工薪加计扣除减免企业所得税 -3 

合计 -309 

会计师意见：其他项调整主要为递延所得税费用的变动影响及预

计企业所得税调整项影响，已对上述影响数据核实无误。 

 

遵照上海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的要求并根据公司对问询函的回复

事项，我公司已对《天科股份 2017 年年度报告》进行了相应的修订，

《天科股份 2017 年年度报告》（修订稿）与本回复公告同日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上披露。 

 

 

上网公告附件：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上海

证券交易所《关于对四川天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年度报告的

事后审核问询函》的回复。 

 

 

特此公告 

 

 

  四川天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 年 4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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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备文件：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四川天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年度报告的事后审核问询函》（上证公函【2018】0278 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