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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293    股票简称：三峡新材   编号：临 2018-022号 

 

湖北三峡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 2017 年年报事后审核问询函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湖北三峡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8 年 4

月 20 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监管一部《关于对湖北三峡新型

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度报告的事后审核问询函》（上证公函【2018】

0358号）（以下简称“问询函”，详见公司 2018年 4月 21日刊登在《中

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临

2018-019 号公告），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要求，经公司及相关部门、

子公司认真研究和讨论，现就公司 2017 年年度报告中的有关事项回复

公告如下： 

（如无特别说明，本公告出现的简称均与《2017年年度报告》中的

释义相同）： 

一、关于公司面临的主要经营及财务风险 

一、关于公司收购标的业绩情况 

1、2016 年9 月，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收购恒波公司100%股权，交

易对方同时进行利润承诺。2017 年度，恒波公司营业收入为107.20 亿

元，同比增长113.63%；归母净利润为4.04 亿元，同比增长124.52%，

当年业绩承诺完成率为107.49%。而2016 年度，恒波公司归母净利润为

1.794 亿元，仅完成业绩承诺的73.96%。请公司披露：（1）结合行业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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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状况和同行业上市公司情况，披露恒波公司本年收入大幅增长、盈利

能力提升的原因和可持续性；（2）结合恒波公司销售回款情况，以及存

货、应收账款、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等财务指标的变化，披露

恒波公司销售政策和成本费用变化的情况，是否与恒波公司收入、业务

匹配；（3）请公司结合销售政策和经营政策，说明是否存在放宽经销商

账期等激进销售方式以实现销售目标并完成业绩承诺的情形。请会计师

对上述各项进行核查并发表意见。 

回复： 

（1）结合行业发展状况和同行业上市公司情况，披露恒波公司本

年收入大幅增长、盈利能力提升的原因和可持续性。 

恒波公司主要业务按照类型与上年同期对比贡献的毛利对比表如

下： 

单位：万元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毛利增加 

收入类型 
主营业务收入 

主营业务成

本 
毛利 

主营业务收

入 

主营业务成

本 
毛利 

1.手机批发 904,607.00 873,411.79 31,195.21 278,836.08 269,915.61 8,920.47 22,274.74 

2.手机零售 123,429.33 108,216.42 15,212.91 188,646.46 162,691.45 25,955.01 -10,742.10 

3.运营商服务收入 10,885.43 - 10,885.43 18,362.59 60.04 18,302.55 -7,417.12 

4.游戏推广、运营及其

他收入 
21,615.69 5,693.83 15,921.86 8,950.67 3,603.59 5,347.08 10,574.78 

主营业务小计 1,060,537.45 987,322.04 73,215.41 494,795.80 436,270.69 58,525.11 14,690.30 

其他业务收入 11,480.54 1,184.54 10,296.00 7,026.67 395.27 6,631.40 3,664.60 

收入合计 1,072,017.99 988,506.58 83,511.41 501,822.47 436,665.96 65,156.51 18,354.90 

由上表可以得出，恒波公司收入大幅增长、盈利能力提升主要系由

于批发收入及游戏推广、运营及其他业务收入上升导致。批发收入及游

戏推广、运营及其他业务收入上升原因主要系： 

①被上市公司收购后，取得上市公司为恒波公司的借款业务提供担

保（2017年度三峡新材公司为恒波公司累计提供3.7亿元的借款担保），

使得恒波公司拥有更充足的营运资金用于采购业务，从而导致手机批发

收入上升。手机销售行业，一般上游生产商均采用先款后货的销售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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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年度受制于流动资金的限制，恒波公司手机批发业务并未得到完全

释放。 

②恒波公司积极开拓新市场，2016年11月恒波公司在香港成立全资

子公司并于当年实现出口批发收入0.29亿元，2017年恒波公司出口批发

收入增加至4.9亿元。 

③收购新的公司，增加新的收入及利润来源。2016年9月通过收购

纳入合并的广东恒大和通信科技有限公司其2017年全年实现收入53.10

亿元。 

④2017年在手机游戏领域，恒波在2017年加大投入，通过自主开发、

合作代理，成功推出与运营了多款流水过千万的手游，主要为《口袋妖

怪联盟》、《寻龙剑》、《霸业纵横》、《天境》、《大公爵》、《风之剑舞》。

此外恒波通过加大在软件与内容上资源整合，2017年9月，恒波收购合

并了的深圳市云蜂智慧传媒有限公司，2017年纳入合并范围的收入达到

0.46亿元。 

公司收入增加主要来源于批发收入的增加，与同行业上市公司收入

增长对比如下： 

                                                                  单位:万元 

单位名称 2017年收入 2016 年收入 收入增长率 

深圳恒波 904,607.00 278,836.08 224.42% 

天音控股（000829） 3,841,608.58 3,294,329.95 16.61% 

爱施德(002416) 4,614,911.01 4,154,476.75 11.08% 

恒波公司收入增长率较同行业上市公司增长较多主要原因详见前

面关于恒波公司批发收入上升的说明。 

恒波公司预期会持续得到母公司三峡新材对恒波公司借款业务提

供担保，同时由于上市公司的品牌效应，恒波公司的盈利能力预期能够

持续。 

会计师意见：我们复核了企业上述回复，同时与年度财务报表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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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获取的相关证据进行的核对，未见重大不一致情形。 

（2）结合恒波公司销售回款情况，以及存货、应收账款、经营活

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等财务指标的变化，披露恒波公司销售政策和成

本费用变化的情况，是否与恒波公司收入、业务匹配。 

恒波公司大额的期后回款情况详见本回复1（3）中说明。 

恒波公司存货、应收账款、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等财务指

标的变化与收入对比表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7 年/2017 年 12 月

31 日 

2016 年/2016 年 12

月 31 日 
变动额 

存货 39,580.27 15,334.56 24,245.72 

应收账款 90,881.51 38,941.82 51,939.6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5,907.71 -9,657.50 -6,250.21 

收入 1,072,017.99 501,822.47 570,195.52 

存货 39,580.27 15,334.56 24,245.72 

恒波公司2017年度较2016年度净利润上升但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净额下降主要系： 

①本期公司业务结构的变化，批发收入占收入比例由上年的55.56%

上升至84.38%（具体各类收入详见回复1（1）主要业务按照类型汇总表），

由于公司给批发客户与零售客户不同信用政策（批发客户有0-6个月账

期，而零售客户一般系现款现货的销售政策），从而导致应收账款期末

余额较期初增加5.19亿元，经营活动产生的应收账款增加； 

②由于本年恒波公司收入较上年大幅上升，业务量的上升导致公司

期末备货量增加，存货期末库存较期初增加2.42亿元，公司采购一般采

用现款现货或先款后货的采购政策，从而导致经营性采购支付的资金大

幅增加。 

成本与收入业务匹配的分析详见回复2毛利率分析。 

2016-2017年度公司费用占收入的比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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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万元   

科目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同期变动率 金额 占收入比例 金额 占收入比例 

销售费用 21,640.08 2.02% 28,455.21 5.67% -23.95% 

管理费用 11,127.96 1.04% 8,650.57 1.72% 28.64% 

营业收入 1,072,017.99 

 

501,822.47 

 

113.62% 

其中：批发收入 904,607.00 84.38% 278,836.08 55.56% 224.42% 

     零售收入 123,429.33 11.51% 188,646.46 37.59% -34.57% 

由上表可以看出，本年销售费用、管理费用占收入的比例均出现不

同程度的下降，下降的主要原因系：①本年与上年同期比较公司收入结

构出现较大的调整，费用率较低的批发收入占收入比例由上年的55.56%

上升至84.38%，从而导致本年费用占收入的比例整体下降；②本年收入

上升但销售费用较上年同期还下降23.95%，主要系由于公司本年关闭部

分亏损的零售门店，从而导致与零售业务相关的费用大幅下降，同时关

闭部分零售门店导致本年零售收入较同期下降34.57%。 

综上，销售回款、存货、应收账款、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的变化、销售政策和成本费用变化的情况，与公司收入、业务匹配。 

会计师意见：我们复核了企业上述回复，同时与年度财务报表审计

过程中获取的相关证据进行了核对，未见重大不一致情形。 

（3）请公司结合销售政策和经营政策，说明是否存在放宽经销商

账期等激进销售方式以实现销售目标并完成业绩承诺的情形。 

恒波公司本年度对主要客户的销售政策与上年基本一致，具体销售

政策为:批发类客户基于公司对客户背景的调查及以往年度合作情况给

予客户0-6个月的账期；手机零售类客户均为现款现货的销售政策。截

至2017年12月31日应收账款前5名的经销商账期与上年同期对比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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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客户名称 
应收账款

期末余额 

占应收账款期

末余额的比例 

本年账

期 

上年账

期 

期后回款(截至 2018 年

4 月 30 日) 

第一名 18,975.65 20.59% 
0-6 个

月 
0-9个月 已回款 9,266.60 万元  

第二名 12,517.92 13.59% 
先款后

货 

先款后

货 
全部收回 注 1 

第三名 5,090.78 5.53% 0-45 天 0-45 天 全部已回 

第四名 3,845.45 4.17% 
0-24 个

月 

0-24 个

月 
已回款 1,729.49 万元  

第五名 3,820.93 4.15% 
0-6 个

月 
0-9个月 已回款 333.27 万元 

 合计  44,250.74 48.03%       

注 1：第二名经销商的销售政策为先款后货，由于第二名经销商 2017

年末账户打款临时出现问题未及时打款，但对其应收款项已于 2018年 1

月 5日全部收回。 

以上尚未收回的应收账款均在合同约定的信用期内，恒波公司不存

在放宽经销商账期等激进销售方式以实现销售目标并完成业绩承诺的

情形。 

会计师意见：我们复核了企业上述回复以及回复中涉及的期后回款

情况，同时与年度财务报表审计过程中获取的相关证据进行了核对，未

见重大不一致情形。 

 

2、年报显示，2017 年恒波公司的毛利率为 6.90%，2016 年毛利

率为 11.51%，毛利率逐年下降，且与 2016 年 4 月 15 日披露的非公开

发行 A 股股票预案中对标的公司销售毛利率的预测值 13.75%有较大差

异。（1）请结合同行业上市公司情况，解释毛利率逐年下降的原因及合

理性；（2）在毛利率下降、公司净利润却增长并完成业绩承诺的情况下，

请公司披露恒波公司销量相比于 2016 年是否有大幅增加，披露 2016、

2017 年销量的具体情况。请会计师对上述各项进行核查并发表意见。 

回复： 

(1)请结合同行业上市公司情况，解释毛利率逐年下降的原因及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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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 

恒波公司的主要业务按照业务类型与2016年度的毛利率对比如下： 

单位：万元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收入类型 主营业务收入 主营业务成本 毛利率 主营业务收入 主营业务成本 毛利率 

1.手机批发  904,607.00 873,411.79 3.45% 278,836.08 269,915.61 3.20% 

2.手机零售  123,429.33 108,216.42 12.33% 188,646.46 162,691.45 13.76% 

3.运营商服务收

入  10,885.43 - 100.00% 18,362.59 60.04 99.67% 

4.游戏推广、运

营及其他收入  21,615.69 5,693.83 73.66% 8,950.67 3,603.59 59.74% 

主营业务小计  1,060,537.45 987,322.04 6.90% 494,795.80 436,270.69 11.83% 

其他业务收入  11,480.54 1,184.54 89.68% 7,026.67 395.27 94.37% 

收入合计  1,072,017.99 988,506.58 7.79% 501,822.47 436,665.96 12.98% 

恒波公司2017年毛利率下降，主要系由于各类型收入中,毛利率较

低的手机批发业务占收入的比例由上年的55.56%上升至本年的84.38%。

公司主要类型收入（手机批发、零售）的毛利率与上年比较变化不大。 

公司查询同行业上市公司，手机批发业务与同行业上市公司毛利率

对比如下： 
单位名称 2017 年毛利率 2016 年毛利率 

深圳恒波 3.45% 3.20% 

天音控股（000829） 3.12% 2.88% 

爱施德(002416)分销业务 2.62% 2.36% 

注：同行业上市公司的毛利率摘自企业年报。 

手机零售毛利率与同行业上市公司毛利率对比如下： 
单位名称 2017 年毛利率 2016 年毛利率 

深圳恒波 12.33% 13.76% 

迪信通(06188) 12.52% 12.23% 

爱施德(002416)零售业务 10.05% 9.97% 

公司的主要业务（手机批发及零售业务）毛利率与同行业上市公司

对比毛利率变化无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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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师意见：我们复核了企业上述回复，同时与年度财务报表审计

过程中获取的相关证据进行了核对，未见重大不一致情形。 

（2）在毛利率下降、公司净利润却增长并完成业绩承诺的情况下，

请公司披露恒波公司销量相比于2016 年是否有大幅增加，披露2016、

2017 年销量的具体情况。 

恒波公司的收入主要来源于手机批发及零售业务，2016-2017年的

手机批发及零售业务销售收入及出货量如下表： 

2017 年 2016 年 

收入类型 收入（万元） 出货量（万台） 收入（万元） 出货量（万台） 

手机批发 904,607.00 986.46 278,836.08 352.08 

手机零售 123,429.33 87.85 188,646.46 154.41 

合计 1,028,036.33 1,074.30 467,482.54 506.49 

2017年恒波公司出货量的上升主要系批发业务导致的出货量上

升.2016年三峡新材全资收购恒波公司后，为恒波公司向银行借款提供

担保，使得恒波公司经营现金流更充分，从而有更多的现金向手机生产

商订货用于手机批发业务。 

会计师意见：我们复核了企业上述回复，同时与年度财务报表审计

过程中获取的相关证据进行了核对，未见重大不一致情形。 

 

3、2017 年，公司归母净利润为4.04 亿元，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为-2.22 亿元；2016 年公司归母净利润为1.79 亿元，经营活

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7.16 亿元。（1）请公司解释经营活动现金流

量净额与净利润相背离的原因；（2）公司连续两年经营现金流均为负，

请公司说明经营现金流持续为负对公司资金流动性和日常生产经营的

影响。 

回复： 

(1)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与净利润相背离的原因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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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本期恒波公司业务结构变化，批发收入占收入比例由上年的

55.56%上升至84.38%（具体各类收入详见回复1（1）主要业务按照类型

汇总表），由于公司给批发客户与零售客户不同信用政策（批发客户有

0-6个月账期，而零售客户一般系现款现货的销售政策），从而导致应收

账款较期初增加5.6亿元，经营活动产生的应收账款增加； 

②由于本年公司收入较上年大幅上升，业务量的上升导致公司期末

备货量增加（存货较期初增加2.57亿元，预付的采购款增加3.1亿元），

从而导致经营性采购现金支出增加。 

（2）公司连续两年经营现金流均为负，请公司说明经营现金流持

续为负对公司资金流动性和日常生产经营的影响。 

本年度公司收入结构的变化，业务量大幅上升，导致销售形成的应

收账款期末金额上升，目前销售形成的款项正按照合同约定的账期收回

（大额的应收账款回款情况详见回复4（2）），同时随着公司业务量增加

到一定的规模后，公司业务规模不会再出现大幅的上升，预计采购支付

现金不会出现大幅上升。基于以上情况，公司认为经营现金流持续为负

对公司资金流动性和日常生产经营预期不会产生不利影响。 

 

4、年报显示，公司2017 年度完成营业收入120.50 亿元，其中恒

波公司完成107.20 亿元，占比88.96%。其中，应收账款2017 年金额为

10.91 亿元，绝对值同比增加5.54 亿元，增幅达103.35%；预付款项金

额为9.10 亿元，绝对值同比增加3.10 亿元，增幅达51.70%。（1）请补

充披露恒波公司前五大客户的具体名称、交易金额、同类交易占比、产

品类型、计提坏账准备的情况；（2）补充披露恒波公司前五大应收账款、

前五大预付账款余额的形成原因、交易对方名称、是否涉及关联方、账

龄、款项回收进展及可能存在的风险；（3）结合公司的销售情况、信用

政策及回款期限等，补充披露公司应收账款、预付账款大幅增加的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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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以及坏账准备计提是否充分。 

回复： 

（1）请补充披露恒波公司前五大客户的具体名称、交易金额、同

类交易占比、产品类型、计提坏账准备的情况； 

恒波公司前五大客户均系批发业务客户，具体交易金额占批发收入

的比例如下： 

恒波公司前五大客户均系批发业务客户，具体交易金额占批发收入

的比例如下： 
                                                                   单位:元 

公司名称  业务类型 交易金额 

同类交

易占比 

应收账款期末余

额 坏账准备 

第一名 手机批发 818,895,338.11 9.05% - 

 第二名 手机批发 745,502,258.05 8.24% - 

 第三名 手机批发 435,023,061.18 4.81% 189,756,537.84 1,897,565.38 

第四名 手机批发 369,543,317.46 4.09% - 

 第五名 手机批发 317,518,464.06 3.51% - 

  合计  

 

2,686,482,438.86 29.70% 189,756,537.84 1,897,565.38 

（2）补充披露恒波公司前五大应收账款、前五大预付账款余额的

形成原因、交易对方名称、是否涉及关联方、账龄、款项回收进展及可

能存在的风险； 

前五大的应收账款信息如下： 

公司名称 期末余额 账龄 形成原因 

是否

关联

方 

期后回款情况 

第一名 
189,756,537.84 1年以内 销售货款 否 

已回款9,266.60万元，

余款正按期收回。 

第二名 125,179,219.79 1年以内 销售货款 否 全部已回 

第三名 50,907,791.40 1年以内 销售货款 否 全部已回 

第四名 
38,454,453.39 2年以内 

销售货款及应

收服务款项 
否 

已回款17,29.49万元，

余款正按期收回 

第五名 
38,209,348.43 1年以内 销售货款 否 

已回款 333.27 万元，

余款正按期收回 

应收账款都在合理的信用期内，不存在回收风险。 

前五大预付账款信息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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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 期末余额 账龄 形成原因 是否关联方 期后收货情况 

第一名 
93,127,720.57 1年以内 预付货款 否 已全部收货 

第二名 44,269,785.61 1年以内 预付货款 否 已全部收货 

第三名 43,054,425.36 1年以内 预付货款 否 已全部收货 

第四名 36,019,730.76 1年以内 预付货款 否 已全部收货 

第五名 30,317,430.00 1年以内 预付货款 否 已全部收货 

预付账款前五名均系预付的购货款，均在合同约定供货期内收货，

不存在风险。 

（3）结合公司的销售情况、信用政策及回款期限等，补充披露公

司应收账款、预付账款大幅增加的合理性，以及坏账准备计提是否充分。 

恒波公司收入主要来源于手机批发和零售收入，恒波公司主要销售

政策为：批发类客户基于公司对客户背景的调查及以往年度合作情况给

予客户0-6个月的账期；手机零售类客户均为现款现货的销售政策。 

公司的主要的采购政策为：现款现货或先款后货的采购政策。 

公司应收账款、预付账款大幅增加主要系受公司收入大幅上升的影

响，大额的应收账款及预付账款均在合同规定的账期内，故公司按照账

龄分析法计提坏账系充分的。 

 

5、年报显示，恒波公司主要从事移动终端产品、数码消费产品及

配件的销售、售后和增值服务。请公司补充披露恒波公司在各细分业务

领域中，2017 年度各项产品的产销量情况和主要经营数据。 

公司回复： 

2017年度恒波公司各项产品的产销情况和主要经营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收入类型 主营业务收入 主营业务成本 毛利 
销量（万

台） 

1.手机批发 
                

904,607.00  

             

873,411.79  

           

31,195.21  

               

986.46  

2.手机零售 
                

123,429.33  

             

108,216.42  

           

15,212.91  

                 

87.85  

3.运营商服务收

入 

                  

10,885.43  
  

           

10,885.43  
  

4.游戏推广、运                                                 



 

第 12 页 共 24 页 

营及其他收入 21,615.69  5,693.83  15,921.86  

主营业务小计 
             

1,060,537.45  

             

987,322.04  

           

73,215.41  
  

其他业务收入 
                  

11,480.54  

                 

1,184.54  

           

10,296.00  
  

 

 

6、公司自2016年非公开发行股票收购恒波公司以来，2016、2017

年公司传统的平板玻璃及玻璃深加工业务所占收入的比重由37.43%下

降至10.94%，占比较小。而年报显示2017年度公司在建工程金额3.17

亿元，绝对值同比增加2.41亿元，主要是由于报告期内新增了压延玻璃

业务的四线冷修工程3.17亿元。请结合公司主营业务发展情况，说明在

建工程投入该项目的可行性、与行业发展是否匹配以及未来盈利预测和

依据。 

回复： 

1）2016、2017年公司传统的平板玻璃及玻璃深加工业务收入由

124,167.91万元增加至131,839.30万元，但其所占总收入的比重由

37.43%下降至10.94%，原因是：公司2016年9月完成对恒波公司的收购，

2016年度合并报表只将恒波公司2016年第4季度的经营业务纳入合并，

而2017年合并报表将恒波公司2017年全年度的经营业务纳入合并，2017

年合并总收入大幅增加，导致传统的平板玻璃及玻璃深加工业务所占收

入的比重下降。分行业收入如下: 

行业名称 
营业收入(万元) 占比(%)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本期 上期 

玻璃制造加工行业 131,839.30 124,167.91 10.94 37.43 

移动互联网终端及服务行

业 
1,060,537.45 208,149.84 88.01 62.05 

其他业务收入 12,672.46 3,140.31 1.05 0.52 

合    计 1,205,049.21 335,458.06 100.00 100.00 

2）年报显示2017年度公司在建工程金额3.17亿元，绝对值同比增

加2.41亿元，主要是由于报告期内新增了四线冷修工程3.17亿元。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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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线是2009年由原压延玻璃生产线改造而成的平板玻璃生产线，按行业

特点,玻璃熔窑达到窑龄期后需停产冷修。该生产线于2017年10月底停

产进行冷修。报告期内新增的四线冷修工程3.17亿元主要是将四线原固

定资产净值3.17亿元转入在建工程。 

公司目前主营业务分玻璃板块和移动互联网终端及服务板块。2017

年，玻璃行业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加快推进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加大环保治理力度，大力化解产能过剩危机，行业经济效益明显

改善。2018年，玻璃行业总体保持稳中有进态势，经济效益有望继续改

善。公司陆续完成了浮法玻璃生产线脱硫脱硝环保除尘项目建设，目前

环保设施运行稳定并实现了环保监测数据全天在线监测、数据联网上

传。 

公司一季度平板玻璃销售均价84.91元/重箱（含税），预计全年销

售均价78-85元/重箱,计划按80元/重箱预测；一季度生产成本59.69元/

重箱，计划按60元/重箱预测；四线冷修复产后年预计产量660万重箱；

四线冷修工程预计总投入8000万元，预计3年内收回投资。 

 

二、关于财务状况及会计处理 

7、公司2017 年度应付票据5.26 亿元，同比增长21.50%；应付账

款3.30 亿元，同比增长24.54%。（1）请公司补充披露前五大供应商的

具体名称、定价政策、采购模式、交易金额，以及是否具有关联关系；

（2）请补充披露应付票据、应付账款报告期变动的具体情况，大幅增

加的原因及合理性。请会计师对上述事项进行核查并发表意见。 

回复： 

（1）请公司补充披露前五大供应商的具体名称、定价政策、采购

模式、交易金额，以及是否具有关联关系。 

公司前五大供应商的具体名称、定价政策、采购模式、交易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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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是否具有关联关系如下： 
 

公司名称  定价政策 采购模式 交易金额 

是否具有

关联关系 

第一名 市场价 先款后货 970,775,644.14 否 

第二名 市场价 0-25天账期 885,452,283.96 否 

第三名 市场价 先款后货 507,396,953.81 否 

第四名 市场价 先款后货 457,757,095.59 否 

第五名 市场价 先款后货 393,373,602.25 否 

会计师意见：我们复核了企业上述回复，同时与年度财务报表审计

过程中获取的相关证据进行了核对，未见重大不一致情形。 

 

（2）请补充披露应付票据、应付账款报告期变动的具体情况，大

幅增加的原因及合理性。 

报告期内公司的应付票据、应付账款变动的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科目 期初 期末 变动比例 

应付票据 43,304.00 52,614.20 21.50% 

应付账款 26,496.63 33,009.32 24.58% 

公司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的增加主要系移动互联网终端的销售和

增值服务业务的应付账款及应付票据增加所致。移动互联网终端的销售

和增值服务业务的应付账款及应付票据增加的原因主要系：①由于移动

互联网终端的销售和增值服务业务规模大幅上升，收入较上年同期增加

56.57亿元，增长比例达到114.34%，收入大幅上升导致公司采购量的上

升，从而对于部分给公司有账期的供应商的应付账款上升，②恒波公司

本期收购深圳市云蜂智慧传媒有限公司，收购新公司导致应付账款增

加。 

会计师意见： 

我们复核了企业上述回复，同时与年度财务报表审计过程中获取的

相关证据进行了核对，未见重大不一致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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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年报显示，公司短期借款近三年规模逐渐增加，2015-2017年的

金额分别为7.78亿元、12.65亿元、15.63亿元，金额较大。（1）请结合

公司经营情况、盈利模式、以及资金使用等情况，详细说明相关负债的

偿付计划或安排、偿还负债对公司经营的影响，并充分提示风险；（2）

公司受限资产14.26亿元，占总资产有19.91%，其中13.26亿元的受限原

因为贷款抵质押。请公司核实是否存在偿债风险，相关抵质押资产是否

有被执行用于偿还借款的风险。 

回复： 

2015-2017年公司的短期借款变动的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行业名称 2015年末 2016 年末 2017 年末 
2016-2017

变动比例 

玻璃板块 
77,791.00 80,050.00 68,570.00 -14.34% 

移动互联网终端的

销售和增值服务   46,466.43 87,702.91 88.74% 

合计 
77,791.00 126,516.43 156,272.91 23.52% 

公司短期借款近三年规模逐渐增加主要系移动互联网终端的销售

和增值服务业务的短期借款增加导致。 

（1）请结合公司经营情况、盈利模式、以及资金使用等情况，详

细说明相关负债的偿付计划或安排、偿还负债对公司经营的影响，并充

分提示风险。 

公司目前主营业务分平板玻璃板块和移动互联网终端及服务板块。

2017年，在国家政策的积极推动下，玻璃行业整体呈现“价量齐增、效

益转好”的态势，经营情况明显好转；移动互联网终端及服务板块随着

人工智能化等技术的不断成熟与发展，消费者对人工智能化的需求也与

日俱增，恒波公司的销售等业务同比大幅增长，仅手机批发业务全年出

货量同比增加634.38万台、收入同比增加625,770.93万元、毛利同比增

加22,274.74万元。随着公司业务的不断扩张，公司的融资需求也随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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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2017年度，三峡新材为恒波公司融资业务累计提供3.7亿元担保，

用于恒波公司手机批发的采购业务。公司现有的银行授信业务均比较稳

定，到期可以循环使用，且公司经营活动的销售回款足以按期偿还到期

的银行借款，偿还银行负债对公司经营活动并无影响。 

（2）公司受限资产14.26亿元，占总资产有19.91%，其中13.26亿

元的受限原因为贷款抵质押。请公司核实是否存在偿债风险，相关抵质

押资产是否有被执行用于偿还借款的风险。 

公司受限资产中13.26亿元用于贷款抵质押,其中11.74亿元是平板

玻璃板块的金融资产、固定资产等抵质押，1.52亿元是移动互联网终端

及服务板块应收账款质押。从近两年平板玻璃板块和移动互联网终端及

服务板块生产经营情况、业务增长趋势来看，公司经营活动的销售回款

足以按期偿还到期的银行借款；同时公司现有的银行授信业务均比较稳

定，到期可以循环使用。目前，公司平板玻璃板块日常生产经营运行稳

定、移动互联网终端及服务板块各项业务也在有序运行，故公司目前不

存在偿债风险，相关抵质押资产也没有被执行用于偿还借款的风险。 

 

9、关于商誉减值问题。截至2017 年12 月31 日，公司商誉的账面

价值为人民币12.88 亿元，占公司资产总额的比例为17.99%。请公司按

照《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15 号》的要求，说明商

誉减值测试过程、会计处理方法，以及报告期内未计提减值准备的原因

及合理性，并请会计师发表意见。 

回复： 

公司对于企业合并形成的商誉每年年度终了进行减值测试，将包含

商誉的相关资产组的账面价值与可收回金额进行比较，确认是否存在减

值并计提减值准备。年度终了公司聘请湖北众联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包

含商誉的相关资产组价值进行评估，公司将相关资产组的账面价值与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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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确定的相关资产组的可回收金额比较后确定商誉不存在减值迹象。相

关资产组账面价值与可回收金额对比表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名

称 

  账面价值：（1） 

评估确认的

可回收金额 

是否存在

减值 本公司

持股比

例 

对应资产

组的账面

价值(A) 

应分配的

商誉账面

价值(B1) 

未确认的归

属于少数股

东权益的商

誉价值(B2) 

合计 

(A+B1+B2) 

深圳恒

波 
100% 

                
141,092.85  

            
105,948.74  

                             
-    

                  
247,041.59  

                   
423,957.32   未减值  

广东恒

大和 
90% 

                  
24,280.98  

              
19,366.53  

                    
2,151.84  

                    
45,799.34  

                     
56,810.55   未减值  

深圳云

蜂 
100% 

                   
5,778.03  

               
3,527.70  

                             
-    

                     
9,305.73  

                     
13,520.86   未减值  

合  计   
                
171,151.86  

            
128,842.97  

                    
2,151.84  

                  
302,146.67  

                   
494,288.73  

                            
-    

（1）商誉减值测试方法及思路 

本次估值将估值对象作为一个整体的获利实体，采用收益法对估值

对象于基准日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行估算。 

采用收益法进行估值，即以未来若干年度内的企业自由现金流作为

依据，采用适当折现率折现后加总，再加上溢余资产价值、其它资产，

减去非经营性负债，最后再减去有息债务得出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2）估值模型 

本次收益法估值模型选用企业自由现金流模型。 

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企业整体价值－付息债务价值 

企业整体价值=企业自由现金流折现值＋溢余资产价值＋其他资产

－非经营性负债+长期股权投资价值-子公司少数股东权益价值 

付息债务：指基准日账面上需要支付利息的长短期借款或其它借

款。 

企业自由现金流折现值按以下公式确定： 

明确的预测期间企业自由现金流折现值＋明确的预测期之后企业

自由现金流折现值 



 

第 18 页 共 24 页 

①明确的预测期 

通常情况，在无国家法律法规或政策提供稳定数据支撑下，对于企

业未来经营收益的预测一般取未来5-10年作为明确预测期，而对于其后

的不确定期则假设一个相对稳定的数据进行估计。根据被估值单位资产

状况及经营计划，取明确的预测期间为2018年至2022年末。 

②收益期 

在企业章程和法律法规无特殊规定的情况下，且企业不存在已知的

存续瑕疵时，则假设企业可持续经营，故收益期按永续确定。 

③企业自由现金流量 

企业整体价值对应的现金流量为企业自由现金流量，其计算公式如

下： 

(预测期内每年)企业自由现金流量=税后净利润＋折旧与摊销＋利

息费用(扣除税务影响后)－资本性支出－净营运资金变动〒其他 

税后净利润=(营业收入－营业成本－营业税费＋其它业务利润－

期间费用(管理费用、营业费用、财务费用)＋投资收益＋营业外收入－

营业外支出)×(1－所得税率) 

④折现率 

按照收益额与折现率口径一致的原则，本次评估收益额口径为企业

自由现金流量，则，折现率选取加权平均资本成本(WACC)。 

公式：WACC=Ke×E/(D+E)+ Kd×D/(D+E)×(1-t) 

通过查阅同花顺相关上市公司数据，恒波公司手机销售板块折现率

12.03%，云客（手游板块）折现率14.42%，云峰（互联网服务）折现率

14.71%。 

⑤溢余资产价值 

溢余资产指的是超过企业正常经营所需多余的资产，一般特指货币

资金及现金等价物，包括有价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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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其他资产 

其他资产指的是与企业经营收益预测无关的资产，也即非经营性资

产，包括投资性房地产。此类资产按账面审核结果或者单独进行评估。 

⑦非经营性负债价值 

非经营性负债是指与公司收益无直接关系的，不产生效益的负债。

此类负债不影响利润，会减少公司经营规模，可按账面审核结果进行评

估。 

⑧长期股权投资价值 

根据持有的长期股权投资是否具有控制权，企业采用成本法或权益

法核算。本次评估对于未纳入合并报表范围的长期股权投资按其账面净

资产折股计算其评估值，对于纳入合并报表范围的长期股权投资，按收

益法计算其评估值。 

⑨子公司的少数股东权益价值 

对于纳入合并报表范围的非全资子公司，按收益法计算其股东全部

权益价值，乘以少数股东持股比例即为子公司的少数股东权益价值。 

会计师的意见： 

我们复核了公司关于商誉减值的回复，同时与年度财务报表审计过

程中获取的相关信息进行了核对，复核了公司合并形成商誉减值测试的

过程、重要的参数和假设、可回收金额的计算过程，我们认为商誉的减

值符合《企业会计准则》中商誉减值测试的相关规定，报告期内未计提

减值准备是合理性。 

 

10、年报显示，其他应收款中往来款余额1.18 亿元，占比较大。

（1）请披露往来款的性质、形成原因，补充披露往来款前五大情况，

包括对方名称、形成原因、金额、占比，以及是否存在公司资金被非经

营性占用的情况；（2）请补充披露往来款前五大与公司的关联关系、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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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性质、期末余额的期间变动情况、款项收回或偿还情况，说明这些往

来业务及其会计处理是否合规。 

回复： 

（1）请披露往来款的性质、形成原因，补充披露往来款前五大情

况，包括对方名称、形成原因、金额、占比，以及是否存在公司资金被

非经营性占用的情况； 

单位名称 形成原因 金额 占比 

是否存在被非经

营性占用的情况 

 武汉崛起玻璃有

限公司  贸易融资垫款 

50,110,000.00 42.29% 

否 

当阳正达材料科

技有限公司 垫付设备材料款 
26,811,377.88 22.63% 

否 

湖南天润特种玻

璃有限公司 临时资金周转 
11,000,000.00 9.28% 

否 

A 公司 预付流量款 6,502,648.00 5.49% 否 

当阳市昌盛建筑

工程有限公司 支付零星工程款 
3,812,535.68 3.22% 

否 

 合计  

 

98,236,561.56 82.91% 

 （2）请补充披露往来款前五大与公司的关联关系、业务性质、期

末余额的期间变动情况、款项收回或偿还情况。 

单位名称 期初金额 本期增加 本期减少 期末金额 

是否是

关联方 

期后回

款情况 

武汉崛起玻璃有限公

司  50,110,000.00 

  

50,110,000.00 否 

 
当阳正达材料科技有

限公司 
30,948.86 

46094138.72                         19,282,760.84             26,811,377.88                    否 

 已 回

款 1900

万元 

湖南天润特种玻璃有

限公司 

 

                      
140,500,000.00  

          
129,500,000.00  

                   
11,000,000.00  

否 
已 全 部

结清 

A 公司 

 

                          
6,511,193.00  

                   
39,493.86  

                     
6,502,648.00  

否 
已 全 部

结清 

当阳市昌盛建筑工程

有限公司 2,069,914.10 4,310,829.07 2,568,207.49 

                      
3,812,535.68   

否 
未 开 票

结算 

 

三、其他 

11、控股股东质押率高。根据公司年报和临时公告，公司大股东暨

实际控制人许锡忠通过海南忠宣达实业投资有限公司、当阳市国中安投

资有限公司及个人合计持有公司32,643.30万股，约占公司总股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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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09%。其中已质押股份数量为32,643.30万股，占持股总数的100%。

请公司补充披露大股东是否存在导致公司控制权不稳定及影响公司生

产经营的风险，并充分提示风险。请公司补充披露：（1）大股东暨实际

控制人许锡忠质押股份的时间、股价、平仓线和预警线；（2）大股东质

押股份获得资金的具体数额、计划用途和使用进展情况；（3）若股价下

跌引发平仓风险，大股东预计用于补仓的其他备付资金或安排措施；（4）

大股东是否存在大额负债、诉讼和纠纷情况，如有，请充分披露并提示

风险。 

回复： 

公司大股东暨实际控制人许锡忠先生通过海南宗宣达实业投资有

限公司、当阳市国中安投资有限公司及其本人合计持有公司 32,643.30 

万股，约占公司总股本的 28.09%。其中在质押有效期的质押股份数量

为 32,643.30万股，占其持股总数的100%。 

若许锡忠先生无法偿还债务，存在本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许锡忠先生介绍，其有能力偿还融资资金及提供新的保障措施，以

避免平仓风险及因此可能导致公司控制权不稳定及影响公司生产经营

的风险。 

针对公司股价下跌局面，许锡忠先生已经启动了保障措施，积极筹

措资金，并与资金融出方保持了有效沟通。 

本公司作为上市公司，与大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在业务、人员、资产、

机构、财务等方面保持独立，具有独立完整的业务及自主经营能力。许

锡忠先生质押公司股份的情形对本公司的生产经营不会产生直接影响，

本公司生产经营一切正常。 

公司将积极主动了解相关情况，并将按照规定及时披露相关信息。 

（1）经询许锡忠先生，其本人及海南宗宣达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当阳市国中安投资有限公司尚在质押有效期内的公司股份质押情况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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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①2017年1月19日，海南宗宣达实业投资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本公

司无限售流通股4244.95万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5.48%,2017年6月12日

转增股票后数量为6367.43万股）质押给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该质押日公司的股价（收盘价）为17.52元/股。 

本次质押约定的平仓线为：6.78元/股 

本次质押约定的预警线为：7.83元/股 

②2017年11月2日，当阳市国中安投资有限公司将持有的本公司无

限售流通股55,371,600股质押给海通恒信国际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该质押日公司的股价（收盘价）为9.12元/股。 

本次质押约定的平仓线为：7.269元/股 

本次质押约定的预警线为：无 

③2017年3月17日，许锡忠先生将其持有的本公司限售流通股

75,844,415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9.79%，2017年6月12日转增股票后数

量为113,766,622.5股）质押给华龙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该质押日公司的股价（收盘价）为18.24元/股。 

本次质押约定的平仓线为：7.86元/股 

本次质押约定的预警线为：9.17元/股 

④2017年3月22日，许锡忠先生将其持有的本公司限售流通股

56,883,311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7.34%，2017年6月12日转增股票后数

量为85,324,966.5股）质押给华龙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该质押日公司的股价（收盘价）为18.41元/股。 

本次质押约定的平仓线为：7.86元/股； 

本次质押约定的预警线为：9.17元/股 

⑤2017年5月2日，许锡忠先生将其持有的本公司无限售流通股

2,963,931股（2017年6月12日转增股票后数量为4,445,896.5股）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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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流通股2,566,391股（2017年6月12日转增股票后数量为3,849,586.5

股）（合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0.71%）质押给华龙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该质押日公司的股价（收盘价）为14元/股。 

本次质押约定的平仓线为：7.86元/股 

本次质押约定的预警线为：9.17元/股 

（2）经询许锡忠先生，其质押公司股份获得资金的具体数额、计

划用途和使用进展如下： 

①资金数额：总计待偿还余额约为人民币20亿元； 

②计划用途：主要用于补充流动资金，以满足其业务发展需要； 

③使用进展：进展顺利。 

（3）经询许锡忠先生，若公司股价下跌引发平仓风险，许锡忠先

生用于补仓的其他备付资金或安排措施如下： 

①增加保证金； 

②按照融出方要求增加其他担保措施； 

③必要时提前购回。 

针对公司股价下跌的局面，许锡忠先生已经启动了保障措施，积极

筹措资金，并与资金融出方保持了有效沟通。 

公司将积极主动了解相关情况，并将按照规定及时披露相关信息。 

（4）经询许锡忠先生，除上述负债外，许锡忠先生及海南宗宣达

实业投资有限公司、当阳市国中安投资有限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

的大额负债，没有涉及未决诉讼和仲裁纠纷。 

 

特此公告。 

 

 

湖北三峡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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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 5月 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