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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595        证券简称：豪迈科技       公告编号：2018-015 

                  

山东豪迈机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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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山东豪迈机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

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向公司出具的《关于对山东豪迈

机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年报的问询函》（中小板年报问询函

【2018】第 56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公司就问询函所关注的问

题向深圳证券交易所进行了回复说明，现将回复内容公告如下： 

问题一：报告期内，你公司营业收入为 29.95 亿元，同比增长 14.90%，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为 24.27 亿元，同比增长 0.62%，其中销售商品、

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为 23.89 亿元，同比下降 0.54%。请你公司补充

披露以下内容： 

（1）请结合你公司报告期内销售模式、应收款项变化、信用政

策及应收款项回款和坏账等情况，详细说明营业收入增长率与经营活

动现金流入增长率不匹配的原因。 

（2）请结合你公司收入确认原则，详细说明是否存在提前确认

收入的情形以及收入确认的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

规定。请年审会计师发表专项意见。 

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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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请结合你公司报告期内销售模式、应收款项变化、信用政

策及应收款项回款和坏账等情况，详细说明营业收入增长率与经营活

动现金流入增长率不匹配的原因。 

公司属于单件小批量订单式生产的企业，采取以销定产、直接销

售为主的经营模式。产品按地区分为内销和外销，2017 年内销的比

重为 46.13%，外销的比重为 53.87%。内销约 70%的货款用票据结算，

考虑票据的到期日，结算周期一般为满足最终付款条件后 9 个月付全

款；外销全部用现汇结算，结算周期根据客户的不同信用状况一般在

满足最终付款条件后的 2-3 个月付全款。 

在实务中，票据结算是一种被普遍接受和采用的结算方式。公司

销售商品或提供劳务从客户取得商业和银行承兑汇票，之后再根据业

务需求和资金使用计划，将取得的票据背书给供应商、到期托收或贴

现。由于票据背书付款不涉及现金，无法体现在现金流量表的“销售

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或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中，导致利

润表中“营业收入”的金额与“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的

金额相差 6.06 亿元，进而导致营业收入增长率与经营活动现金流入

增长率不匹配。公司含有承兑的“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与营业收入和应收账款账面价值的明细如表 1-1 所示： 

表 1-1   营业收入、应收账款与销售收款情况表 

                                                     单位：万元 

项   目 2017 年 2016 年 变动比率 

营业收入 299,492.55 260,648.31 14.90% 

应收账款账面价值  95,499.38   77,269.74  2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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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含承兑） 
302,430.14 270,874.70 11.65% 

如表 1-1 所示，在营业收入增长 14.90%的情况下，销售商品、提

供劳务收到的现金（含承兑）增加了 11.65%，相差 3.25%，两者差异

主要为应收账款的增长幅度超过了营业收入的增长幅度。应收账款的

增加主要是公司部分客户未至结算期所致，这与公司订单式生产的业

务模式相关，在这种模式下，订单的不均衡和各个客户信用政策之间

的差异会导致各个时间段上述财务指标出现短暂的波动。 

（2）请结合你公司收入确认原则，详细说明是否存在提前确认

收入的情形以及收入确认的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

规定。 

本公司的收入确认原则如下： 

（1）公司的营业收入主要包括销售商品收入和让渡资产使用权收

入，收入确认原则如下： 

1）销售商品收入：公司在已将商品所有权上的主要风险和报酬

转移给购货方、公司既没有保留通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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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认销售商品收入的实现。 

2）让渡资产使用权收入：与交易相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公

司、收入的金额能够可靠地计量时，确认让渡资产使用权收入的实现。 

（2）收入确认具体政策 

公司的销售商品收入确认原则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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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模具产品收入确认原则：国内模具销售收入以商品发至客户

或客户已提货、并经客户验收，公司取得收款的权利时确认收入实现；

出口模具销售收入按照销售合同约定和《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

（2010）的规定，以出口货物的风险和报酬转移作为确认出口收入的

时点，合同中对风险转移条款有特别约定的，从其特别约定。 

2）机床产品和铸造产品收入确认原则：国内机床产品和铸造产

品销售收入以商品发至客户或客户已提货、并经客户验收确认收入实

现；出口机床产品和铸造产品收入按照销售合同约定和《国际贸易术

语解释通则》（2010）的规定，以出口货物的风险和报酬转移作为确

认出口收入的时点，合同中对风险转移条款有特别约定的，从其特别

约定。 

3）大型零部件加工业务收入确认原则：国内销售以商品发至客

户或客户已提货、并经客户签收后确认收入实现；出口销售收入按照

销售合同约定和《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2010）的规定，以出口

货物的风险和报酬转移作为确认出口收入的时点，合同中对风险转移

条款有特别约定的，从其特别约定。 

公司在日常经营过程中严格按照上述政策进行收入确认，不存在

提前确认收入的情形，并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的规定

进行会计处理。  

公司年审会计师已就该事项发表了专项意见，详情请见《关于对

山东豪迈机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年报问询函的专项说明》。 

问题二：报告期内，你公司各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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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以下简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分

别为 1.5 亿元、2.1 亿元、1.61 亿元和 1.31 亿元，各季度经营活动产

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 2.21 亿元、0.59 亿元、0.9 亿元和 0.54 亿

元。请结合你公司各季度业绩变动情况、行业特性和销售模式等情况，

说明报告期内各季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变化幅度与经营活

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化幅度不匹配的原因及合理性。 

回复： 

本公司 2017 年全年分季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与经营活

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等指标的对比如表 2-1 所示： 

表 2-1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季度统计表                                                  

单位：万元 

  一季度 二季度 三季度 四季度 合计 

营业收入 66,098.62 81,886.74 74,530.26 76,976.93 299,492.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15,615.61 21,483.38 16,750.17 13,733.63 67,582.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4,961.24 20,984.44 16,065.29 13,082.58 65,093.55 

非经常性损益 654.37 498.94 684.88 651.05 2,489.2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22,103.12 5,903.46 8,988.27 5,386.93 42,381.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与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的差额 

-7,141.88 15,080.98 7,077.02 7,695.65 22,711.77 

如表 2-1所示，非经常性损益在各个季度的变动不是很大，因此，

非经常性损益对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的影响较小。分季度的经

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如表 2-2 所示： 

表 2-2   现金流量附表季度汇总表 

                                                     单位：万元 

报表项目 一季度 二季度 三季度 四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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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将净利润调节为经营活动现

金流量：         

   净利润 15,560.32 21,509.43 16,875.61 13,597.09 

   加：资产减值准备 141.92 629.92 -114.72 561.60 

       固定资产折旧、油气资

产折耗、生产性生物资产折旧 
3,477.63 3,477.40 3,536.92 4,123.45 

       无形资产摊销 159.14 161.72 175.78 131.37 

       长期待摊费用摊销 - - - -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

产和其他长期资产的损失 
-58.07 -1.28 13.66 37.62 

       固定资产报废损失 - - - 33.85 

       公允价值变动损失 - - - - 

       财务费用 93.02 199.73  1,812.08   1,015.15  

       投资损失 -281.69 -574.34 -428.04 -800.11 

       递延所得税资产减少 -0.46 -5.78 17.38 63.25 

       递延所得税负债增加 231.24 137.52 273.57 3.07 

       存货的减少 -4,990.30 -3,171.00 -2,516.61 -3,379.61 

       经营性应收项目的减少 11,560.35 -19,095.53 -8,177.58 -22,532.38 

       经营性应付项目的增加 -3,789.98 2,635.67 -2,479.78 12,532.58 

       其他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22,103.12 5,903.46 8,988.27 5,386.93 

 

如表 2-2 所示，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主要取决于当

期应收账款的变动情况，公司小批量订单式生产的模式会带来订单和

发货金额在不同时段的波动，再加上各个客户的信用政策存在差异，

导致各个季度的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与净利润之间出现了

不匹配的情况。具体情况如下： 

一季度由于春节假期的原因实现收入的金额较小，导致净利润的

金额相对较小，但是在一季度由于公司加大货款催收的力度使得应收

账款减少了 1.16 亿，因此，导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与经营

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的差额相对较大。 

二季度的盈利是全年中最好的，由于回款的滞后性，并没有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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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款的好转，反而使得应收账款增加了 1.91 亿，存货也增加了 0.32

亿，使得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环比相差较大，从而导致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与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的差额相对

较大。 

三季度受存货和应收款项增加、应付款项减少的多重影响，使得

第三季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与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的差额相对较大。 

四季度受存货和应收款项增加的双重影响，使得第四季度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与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的差额相对较

大。 

问题三：报告期内，你公司应收账款账面价值为 9.55 亿元，商

业承兑票据为 1.46 亿元，分别同比增长 23.59%和 70.67%；应收账款

账面价值和商业承兑票据合计 11.01 亿元，占你公司总资产 23.91%，

同比上升 3.1%。请结合你公司报告期内销售模式、信用政策的变化

情况等因素，分析说明应收款项同比增长以及占总资产比重增加的原

因，你公司报告期内对应收款项的回收情况的监督是否充分，是否制

定了适当的收账政策，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是否充分，并补充披露

应收款项期后回款情况。请年审会计师发表专项意见。 

回复： 

    一、应收账款同比增长幅度较大的原因 

公司的应收账款系给予部分客户信用期所形成。报告期内，公司

保持稳定的信用政策，国外客户结算周期根据客户的不同信用状况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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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在满足最终付款条件后的 2-3 个月付全款，国内客户考虑票据的到

期日，结算周期一般为满足最终付款条件后 9 个月付全款。应收账款

按照账龄分类的明细如表 3-1 所示： 

表 3-1   应收账款按照账龄分类的明细表 

单位：万元 

账龄 

年末余额 年初余额   

应收账款 坏账准备 应收账款 坏账准备 
计提比例

（%） 

1 年以内 91,452.44 4,572.62 77,381.80 3,869.09 5 

1-2 年 8,870.31 887.03 3,744.15 374.41 10 

2-3 年 778.94 155.79 160.92 32.18 20 

3-4 年 26.26 13.13 27.62 13.81 50 

4 年以上 370.33 370.33 420.60 420.60 100 

单项金额虽不重大

但单项计提坏账准

备的应收账款 

727.83 727.83 1,044.66 799.91 - 

合计 102,226.11 6,726.73 82,779.75 5,510.00 — 

 如表 3-1 所示，报告期末应收账款余额的增加主要是 1 年以内

和 1-2 年的应收账款增加所致。1 年以内应收账款的增加属于公司销

售政策和信用政策不变的情况下，部分项目订单发货后尚未至付款期

所致。1-2 年的应收账款增加主要是有两家客户内部付款审批期限较

长所致。因此，公司应收账款增加属于公司正常经营状况。 

二、商业承兑汇票同比增长幅度较大的原因 

商业承兑票据的增加主要是因为国内最大的模具客户从 2016 年

下半年开始由原来的银行承兑汇票结算改为了商业承兑汇票结算的

原因，公司跟该客户合作多年，资信状况良好，风险较小。另外，2017

年年末1.46亿的商业承兑票据均在2018年6月底之前到期，截止2018

年 4 月 30 日，已到期托收 1.1 亿，占总金额的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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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应收款项占总资产比重增加的原因 

报告期末应收账款和应收票据之和占总资产的比重是 28.38%，

比去年同期上升 0.68%，增长原因主要是应收款项未至结算期和应收

票据未到票据到期日所致。在资产总额较上年增加了 17.52%的情况

下，应收款项占资产总额的比重没有发生大幅度的变化。因此，应收

账款和商业承兑汇票占总资产的比重上升属于正常现象。 

四、公司应收账款催收政策 

公司管理层和营销部门高度重视应收款项的回收情况，由专人关

注客户经营状况及应收款到期收款情况，并通过邮件、电话方式督促

客户到期及时结算付款。对于超过信用期的客户，根据不同情形制定

了上门催收、签订分期付款协议以及采取诉讼保全等措施。报告期内

公司单项金额不重大并单项金额计提的应收账款和账龄四年以上的

均有一定金额的回款，报告期内账龄 1-2 年的应收款项也在报告期后

陆续回款。 

五、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的充分性 

公司按相关法规的规定和内部管理的要求，制订了完整的应收款

项坏账准备计提制度。报告期末，公司应收款项已根据公司制度计提

坏账，坏账准备计提充分。公司制度规定的主要坏账准备计提政策如

下： 

债务单位撤销、破产、资不抵债、现金流量严重不足、发生严重

自然灾害等导致停产而在可预见的时间内无法偿付债务等；债务单位

逾期未履行偿债义务超过 5 年；其他确凿证据表明确实无法收回或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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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的可能性不大。 

对可能发生的坏账损失采用备抵法核算，年末单独或按组合进行

减值测试，计提坏账准备，计入当期损益。对于有确凿证据表明确实

无法收回的应收款项，经本集团按规定程序批准后作为坏账损失，冲

销提取的坏账准备。 

（1）单项金额重大并单独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 

单项金额重大的判断依据或

金额标准 

本集团将单项金额超过 1000万元的应收款项视为重大应收

款项 

单项金额重大并单项计提坏

账准备的计提方法 

当存在客观证据表明本集团将无法按应收款项的原有条款

收回所有款项时，根据其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低于其账面价

值的差额，单独进行减值测试，计提坏账准备 

（2）按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 

确定组合的依据 

账龄组合 以应收款项的账龄为信用风险特征划分组合 

合并范围内关联方组合 以与交易对象的关系为信用风险特征划分组合 

按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计提方法（账龄分析法、其他方法） 

账龄组合 按账龄分析法计提账龄组合坏账准备 

合并范围内关联方组合 不计提坏账准备 

应收款项（含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按账龄划分组合的坏账准

备计提比例如下： 

账    龄 计提比例（%） 

1 年以内 5 

1-2 年 10 

2-3 年 20 

3-4 年 50 



11 
 

账    龄 计提比例（%） 

4 年以上 100 

（3）单项金额不重大但单独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 

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理由 
单项金额不重大且按照组合计提坏账准备不能反映

其风险特征的应收款项 

坏账准备的计提方法 
根据其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低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计

提坏账准备 

 

公司 2017 年期末应收账款及坏账准备的构成如表 3-2 所示： 

表 3-2   2017 年期末应收账款及坏账准备的构成 

单位：万元 

类别 

年末金额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价值 
金额 比例（%） 金额 

计提比例

（%） 

单项金额重大并单

项计提坏账准备的

应收账款 

          

按组合计提坏账准

备的应收账款 
— — — —   

账龄组合 101,498.29 99.29 5,998.90 5.91 95,499.39 

组合小计 101,498.29 — 5,998.90 — 95,499.39 

单项金额虽不重大

但单项计提坏账准

备的应收账款 

727.83 0.71 727.83 100 0.00 

合计 102,226.12 — 6,726.73 — 95,499.39 

公司严格按照会计准则和上述政策进行坏账准备计提，截止 2017

年末，公司坏账准备余额 6726.73 万元，占应收账款余额的 6.58%，

较 2016 年末坏账准备余额增加 1,216.73 万元。公司管理层根据客户

的经营情况、资信状况及回款情况，认为坏账计提较为充分。 

六、报告期后回款情况   



12 
 

截止 2018 年 4 月 30 日，报告期末的应收账款已累计回收 7.32

亿元（含承兑汇票），占 2017 年底应收账款的 72%，且仍在持续回款。

由于公司应收账款信用政策执行较为严格，客户均为多年合作的优质

客户，后续的回款不存在较大问题。 

公司年审会计师已就该事项发表了专项意见，详情请见《关于对

山东豪迈机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年报问询函的专项说明》。 

问题四：报告期内，你公司营业收入为 29.95 亿元，同比增长

14.90%；销售费用为 5,044.7 万元，同比下降 7.07%，其中境外佣金

为 251.64 万元，同比下降 83.58%。请结合你公司销售模式、境外销

售情况等因素，补充说明销售费用下降的原因和合理性。 

回复： 

佣金下降是影响公司 2017 年度销售费用下降的主要因素，佣金

下降的原因如下： 

首先是随着境外子公司的成立，公司部分的佣金服务由外部的单

位和个人转由境外子公司来提供，相应佣金也由支付给外部单位和个

人转为支付给子公司。该部分交易在编制合并报表时作为内部交易予

以抵销，导致销售费用佣金减少了 800 余万元。  

其次是因为 2016 年执行的白俄罗斯硫化机的订单，确认了 540

余万元的佣金费用，2017 年没有此项佣金支出。 

综上所述，2017 年销售费用中佣金金额同比下降幅度较大。 

问题五：报告期内，你公司存货期末余额为 6.17 亿元，较期初

增长 29.97%，其中，在产品为 2.89 亿元，较期初增长 50.73%，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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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 1.65 亿元，较期初增长 46.19%。请结合你公司销售模式、销售

情况和存货管理制度等情况，补充说明存货增长的合理性以及发出商

品的真实性和准确性，你公司是否已对存货进行减值测试，是否存在

未足额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的情况。请年审会计师发表专项意见。 

回复： 

一、存货余额较大的原因及合理性 

报告期末，公司存货余额为 6.17 亿元，较 2016 年增长 29.97%。

其中，在产品为 2.89 亿元，较期初增长 50.73%，发出商品 1.65 亿元，

较期初增长 46.19%。公司存货余额较大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1）

因公司业务发展订单不断增加所致；（2）公司属单件小批量订单式生

产，采取以销定产、直接销售的经营模式，订单偶有波动不均衡，致

使某一时间点金额较大所致。整体接单情况如表 5-1 所示： 

表5-1   2016年和2017年接单情况 

单位：亿元 

接  单 2017 年 2016 年 变动比率 

模 具 25.94 22.50 15.29% 

其 他 6.99 6.52 7.21% 

合  计 32.93 29.02 13.47% 

如表 5-1 所示，报告期内，公司接单金额同比上升 13.47%，使

得投产较去年增加，从而引起报告期末在产品的增加较大。订单的执

行期一般在 1-3个月，完成的订单会根据客户的需求进行发货，因此，

会出现投产和发货不均衡的情况。具体原因如下： 

1、在产品增加的原因 

报告期内，模具和铸造项目订单量均呈现增长趋势，精铸铝模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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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能不断释放，投产增加，导致在产品增加0.26亿元；铸造业务订单

持续饱满，部分工件，工期较长，为保证按时交货，合理利用产能，

会提前投产，导致铸造产品的在产品增加0.28亿元，铸造三期扩产工

程正处于试产阶段，后期随着产能的不断提高在产品也会随之增加；

报告期内自主研发的机床类产品进行更新换代导致机械类产品的在

产品增加0.25亿元。 

2、发出商品增加的原因 

部分铸造产品在12月份发货，由于客户没有验收完毕，不符合收

入确认条件，导致铸造的发出商品增加较大，此部分发出商品在2018

年一季度均已达到收入确认条件，公司均已确认相关收入。 

部分12月份发货的大型零部件产品，由于在年度结束时没有取得

交货凭证，不符合收入确认条件，导致大型零部件发出商品增加较大，

此部分发出商品中的65%在2018年一季度达到收入确认条件，公司均

已确认相关收入。 

二、未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的合理性 

1、公司的存货跌价准备政策 

公司期末存货按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原则计价，对于存货因遭

受毁损、全部或部分陈旧过时或销售价格低于成本等原因，预计其成

本不可收回的部分，提取存货跌价准备。库存商品及大宗原材料的存

货跌价准备按单个存货项目的成本高于其可变现净值的差额提取；其

他数量繁多、单价较低的原辅材料按类别提取存货跌价准备。 

具体方法为：库存商品、在产品和用于出售的材料等直接用于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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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的商品存货，其可变现净值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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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生产而持有的材料存货，其可变现

净值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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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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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原因及合理性  

（1）库存商品和发出商品情况 

主要产品的毛利率情况如表5-2所示： 

表5-2   主要产品的毛利率情况 

主要产品 2017 年毛利率 2016 年毛利率 2015 年毛利率 

模具 38.89% 41.79% 42.99% 

其他 31.65% 41.63% 41.01% 

销售费用及相关税费占营业收入的比重如下表所示： 

表5-3   销售费用及相关税费占营业收入的比重 

项  目 2017 年 2016 年 2015 年 

（销售费用+相关税费）/营业收入 2.95% 3.90% 3.49% 

如表5-2、5-3所示，公司的主要产品模具的毛利率最近三年均保

持在35%以上，销售费用及相关税费占营业收入的比重较低，具有较

高的盈利水平，市场相对稳定，不存在重大的不确定性，再加上公司

产品是根据订单进行生产的特征，在定价时充分考虑了公司的利润率。

因此，库存商品和发出商品不存在减值迹象，无需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2）原材料和在产品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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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所持原材料、在产品，主要为生产产成品而备货。考虑到公

司主要产品毛利率稳定、结存原材料及在产品在继续加工成本及销售

费用和税金后，其可变现净值高于成本，不存在减值的情况。故原材

料和在产品也无需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公司年审会计师已就该事项发表了专项意见，详情请见《关于对

山东豪迈机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年报问询函的专项说明》。 

问题六：报告期内，你公司营业收入为 29.95 亿元，同比增长

14.90%；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和地方教育费附加（以下简称

“附加税费”）合计为 2,414.44 万元，同比下降 34.07%。请结合你公

司销售模式、销售情况、税收政策变化等情况，详细说明附加税费下

降的原因和合理性。 

回复：      

附加税费（包含水利建设基金等）的明细如下表所示：                                            

表6-1   附加税费（包含水利建设基金等）明细表 
单位：万元 

项   目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变动比率 

增值税确认的附税  268.00   1,015.23  -73.60% 

免抵税额确认的附税  2,285.57   2,947.03  -22.45% 

营业税确认的附税 0.00  2.84  -100.00% 

合计  2,553.57   3,965.10  -35.60% 

如表 6-1所示，各个项目确认的附加税费在报告期内均有所减少，

详细原因如下： 

确认的附加税减少的主要原因是：（1）增值税销项税报告期比去

年同期增加 10%的情况下，由于公司主要原材料价格 2017 年大幅上

涨和部分产品订单增加的原因，导致原材料的采购金额增加了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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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得增值税进项税同比增加了 35.38%， 导致增值税确认的附加税减

少了 446 万元；（2）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财税〔2016〕113

号）《关于提高机电、成品油等产品出口退税率的通知》，自 2016 年

11 月 1 日起，本公司出口模具产品的退税率由原来的 15%变为 17%，

使得免抵退税不得免征和抵扣税额在报告期减少了 1892 万元，导致

增值税确认的附加税减少了 246 万元。 

免抵税额确认的附税减少是报告期内申请免抵退税的货物销售

额比去年同期减少，导致免抵税额比去年同期减少 4659.79 万元，使

得免抵税额确认的附税比去年同期减少 661.46 万元。 

问题七：根据你公司于 2018 年 3 月 27 日披露的《关于 2018 年

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截至披露日，你公司关联交易已发生

金额 4,799.74 万元。请你公司说明是否已及时披露上述关联交易，同

时请你公司自查是否存在其他未及时披露的关联交易事宜。 

回复： 

2018 年 3 月 24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 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于 3 月 27 日对外披露了《关

于 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由于公司未及时跟进关联交

易的进展情形，在关联交易金额达到《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10.2.4 条之规定时，公司未能及时发现并履行董事会审议程序和信息

披露义务。2018 年一季度，随着公司业务发展，截至议案审议日和

披露日，公司已发生日常关联交易金额已超出《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10.2.4 条之规定。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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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包含上述已发生日常关联交易在内的 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其他非关联董事均对此议案投了赞成票，独立

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此议案已经 2018 年 5 月 10 日召开的 2017 年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上述已发生的关联交易是本公司与关联方之间与日常经营相关

的关联交易，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遵循公平合理的定价原则，不存

在损害公司和非关联股东的利益的行为。上述关联交易均为公司正常

生产经营需要，符合公司的实际经营和发展需要，有利于公司资源的

有效利用，提高公司整体盈利水平。同时，上述关联交易对公司独立

性没有影响，公司业务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或被其控

制。 

经自查，公司不存在其他未及时披露的关联交易事宜。 

公司相关人员今后将密切关注关联交易进展情况，及时履行相关

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避免此类情形的再次发生。 

特此公告。 

 

                      山东豪迈机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 年 5 月 14 日 


	问题一：报告期内，你公司营业收入为29.95亿元，同比增长14.90%，经营活动现金流入为24.27亿元，同比增长0.62%，其中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为23.89亿元，同比下降0.54%。请你公司补充披露以下内容：
	（1）请结合你公司报告期内销售模式、应收款项变化、信用政策及应收款项回款和坏账等情况，详细说明营业收入增长率与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增长率不匹配的原因。
	（2）请结合你公司收入确认原则，详细说明是否存在提前确认收入的情形以及收入确认的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请年审会计师发表专项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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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万元
	如表1-1所示，在营业收入增长14.90%的情况下，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含承兑）增加了11.65%，相差3.25%，两者差异主要为应收账款的增长幅度超过了营业收入的增长幅度。应收账款的增加主要是公司部分客户未至结算期所致，这与公司订单式生产的业务模式相关，在这种模式下，订单的不均衡和各个客户信用政策之间的差异会导致各个时间段上述财务指标出现短暂的波动。
	（2）请结合你公司收入确认原则，详细说明是否存在提前确认收入的情形以及收入确认的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问题二：报告期内，你公司各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以下简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分别为1.5亿元、2.1亿元、1.61亿元和1.31亿元，各季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2.21亿元、0.59亿元、0.9亿元和0.54亿元。请结合你公司各季度业绩变动情况、行业特性和销售模式等情况，说明报告期内各季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变化幅度与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化幅度不匹配的原因及合理性。
	回复：
	本公司2017年全年分季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与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等指标的对比如表2-1所示：
	表2-1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季度统计表
	单位：万元
	如表2-1所示，非经常性损益在各个季度的变动不是很大，因此，非经常性损益对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的影响较小。分季度的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如表2-2所示：
	表2-2   现金流量附表季度汇总表
	单位：万元
	如表2-2所示，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主要取决于当期应收账款的变动情况，公司小批量订单式生产的模式会带来订单和发货金额在不同时段的波动，再加上各个客户的信用政策存在差异，导致各个季度的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与净利润之间出现了不匹配的情况。具体情况如下：
	一季度由于春节假期的原因实现收入的金额较小，导致净利润的金额相对较小，但是在一季度由于公司加大货款催收的力度使得应收账款减少了1.16亿，因此，导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与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的差额相对较大。
	二季度的盈利是全年中最好的，由于回款的滞后性，并没有带来回款的好转，反而使得应收账款增加了1.91亿，存货也增加了0.32亿，使得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环比相差较大，从而导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与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的差额相对较大。
	三季度受存货和应收款项增加、应付款项减少的多重影响，使得第三季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与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的差额相对较大。
	四季度受存货和应收款项增加的双重影响，使得第四季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与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的差额相对较大。
	问题三：报告期内，你公司应收账款账面价值为9.55亿元，商业承兑票据为1.46亿元，分别同比增长23.59%和70.67%；应收账款账面价值和商业承兑票据合计11.01亿元，占你公司总资产23.91%，同比上升3.1%。请结合你公司报告期内销售模式、信用政策的变化情况等因素，分析说明应收款项同比增长以及占总资产比重增加的原因，你公司报告期内对应收款项的回收情况的监督是否充分，是否制定了适当的收账政策，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是否充分，并补充披露应收款项期后回款情况。请年审会计师发表专项意见。
	回复：
	一、应收账款同比增长幅度较大的原因
	公司的应收账款系给予部分客户信用期所形成。报告期内，公司保持稳定的信用政策，国外客户结算周期根据客户的不同信用状况一般在满足最终付款条件后的2-3个月付全款，国内客户考虑票据的到期日，结算周期一般为满足最终付款条件后9个月付全款。应收账款按照账龄分类的明细如表3-1所示：
	表3-1   应收账款按照账龄分类的明细表
	单位：万元
	如表3-1所示，报告期末应收账款余额的增加主要是1年以内和1-2年的应收账款增加所致。1年以内应收账款的增加属于公司销售政策和信用政策不变的情况下，部分项目订单发货后尚未至付款期所致。1-2年的应收账款增加主要是有两家客户内部付款审批期限较长所致。因此，公司应收账款增加属于公司正常经营状况。
	二、商业承兑汇票同比增长幅度较大的原因
	商业承兑票据的增加主要是因为国内最大的模具客户从2016年下半年开始由原来的银行承兑汇票结算改为了商业承兑汇票结算的原因，公司跟该客户合作多年，资信状况良好，风险较小。另外，2017年年末1.46亿的商业承兑票据均在2018年6月底之前到期，截止2018年4月30日，已到期托收1.1亿，占总金额的75%。
	三、应收款项占总资产比重增加的原因
	报告期末应收账款和应收票据之和占总资产的比重是28.38%，比去年同期上升0.68%，增长原因主要是应收款项未至结算期和应收票据未到票据到期日所致。在资产总额较上年增加了17.52%的情况下，应收款项占资产总额的比重没有发生大幅度的变化。因此，应收账款和商业承兑汇票占总资产的比重上升属于正常现象。
	四、公司应收账款催收政策
	公司管理层和营销部门高度重视应收款项的回收情况，由专人关注客户经营状况及应收款到期收款情况，并通过邮件、电话方式督促客户到期及时结算付款。对于超过信用期的客户，根据不同情形制定了上门催收、签订分期付款协议以及采取诉讼保全等措施。报告期内公司单项金额不重大并单项金额计提的应收账款和账龄四年以上的均有一定金额的回款，报告期内账龄1-2年的应收款项也在报告期后陆续回款。
	五、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的充分性
	公司按相关法规的规定和内部管理的要求，制订了完整的应收款项坏账准备计提制度。报告期末，公司应收款项已根据公司制度计提坏账，坏账准备计提充分。公司制度规定的主要坏账准备计提政策如下：
	债务单位撤销、破产、资不抵债、现金流量严重不足、发生严重自然灾害等导致停产而在可预见的时间内无法偿付债务等；债务单位逾期未履行偿债义务超过5年；其他确凿证据表明确实无法收回或收回的可能性不大。
	对可能发生的坏账损失采用备抵法核算，年末单独或按组合进行减值测试，计提坏账准备，计入当期损益。对于有确凿证据表明确实无法收回的应收款项，经本集团按规定程序批准后作为坏账损失，冲销提取的坏账准备。
	公司2017年期末应收账款及坏账准备的构成如表3-2所示：
	表3-2   2017年期末应收账款及坏账准备的构成
	单位：万元
	公司严格按照会计准则和上述政策进行坏账准备计提，截止2017年末，公司坏账准备余额6726.73万元，占应收账款余额的6.58%，较2016年末坏账准备余额增加1,216.73万元。公司管理层根据客户的经营情况、资信状况及回款情况，认为坏账计提较为充分。
	六、报告期后回款情况
	截止2018年4月30日，报告期末的应收账款已累计回收7.32亿元（含承兑汇票），占2017年底应收账款的72%，且仍在持续回款。由于公司应收账款信用政策执行较为严格，客户均为多年合作的优质客户，后续的回款不存在较大问题。
	公司年审会计师已就该事项发表了专项意见，详情请见《关于对山东豪迈机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年报问询函的专项说明》。
	问题四：报告期内，你公司营业收入为29.95亿元，同比增长14.90%；销售费用为5,044.7万元，同比下降7.07%，其中境外佣金为251.64万元，同比下降83.58%。请结合你公司销售模式、境外销售情况等因素，补充说明销售费用下降的原因和合理性。
	回复：
	佣金下降是影响公司2017年度销售费用下降的主要因素，佣金下降的原因如下：
	首先是随着境外子公司的成立，公司部分的佣金服务由外部的单位和个人转由境外子公司来提供，相应佣金也由支付给外部单位和个人转为支付给子公司。该部分交易在编制合并报表时作为内部交易予以抵销，导致销售费用佣金减少了800余万元。
	其次是因为2016年执行的白俄罗斯硫化机的订单，确认了540余万元的佣金费用，2017年没有此项佣金支出。
	综上所述，2017年销售费用中佣金金额同比下降幅度较大。
	问题五：报告期内，你公司存货期末余额为6.17亿元，较期初增长29.97%，其中，在产品为2.89亿元，较期初增长50.73%，发出商品1.65亿元，较期初增长46.19%。请结合你公司销售模式、销售情况和存货管理制度等情况，补充说明存货增长的合理性以及发出商品的真实性和准确性，你公司是否已对存货进行减值测试，是否存在未足额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的情况。请年审会计师发表专项意见。
	回复：
	一、存货余额较大的原因及合理性
	如表5-1所示，报告期内，公司接单金额同比上升13.47%，使得投产较去年增加，从而引起报告期末在产品的增加较大。订单的执行期一般在1-3个月，完成的订单会根据客户的需求进行发货，因此，会出现投产和发货不均衡的情况。具体原因如下：
	二、未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的合理性
	1、公司的存货跌价准备政策
	公司期末存货按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原则计价，对于存货因遭受毁损、全部或部分陈旧过时或销售价格低于成本等原因，预计其成本不可收回的部分，提取存货跌价准备。库存商品及大宗原材料的存货跌价准备按单个存货项目的成本高于其可变现净值的差额提取；其他数量繁多、单价较低的原辅材料按类别提取存货跌价准备。
	问题六：报告期内，你公司营业收入为29.95亿元，同比增长14.90%；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和地方教育费附加（以下简称“附加税费”）合计为2,414.44万元，同比下降34.07%。请结合你公司销售模式、销售情况、税收政策变化等情况，详细说明附加税费下降的原因和合理性。
	回复：
	附加税费（包含水利建设基金等）的明细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如表6-1所示，各个项目确认的附加税费在报告期内均有所减少，详细原因如下：
	确认的附加税减少的主要原因是：（1）增值税销项税报告期比去年同期增加10%的情况下，由于公司主要原材料价格2017年大幅上涨和部分产品订单增加的原因，导致原材料的采购金额增加了42%，使得增值税进项税同比增加了35.38%， 导致增值税确认的附加税减少了446万元；（2）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财税〔2016〕113号）《关于提高机电、成品油等产品出口退税率的通知》，自2016年11月1日起，本公司出口模具产品的退税率由原来的15%变为17%，使得免抵退税不得免征和抵扣税额在报告期减少了1892...
	免抵税额确认的附税减少是报告期内申请免抵退税的货物销售额比去年同期减少，导致免抵税额比去年同期减少4659.79万元，使得免抵税额确认的附税比去年同期减少661.46万元。
	问题七：根据你公司于2018年3月27日披露的《关于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截至披露日，你公司关联交易已发生金额4,799.74万元。请你公司说明是否已及时披露上述关联交易，同时请你公司自查是否存在其他未及时披露的关联交易事宜。
	回复：
	2018年3月24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于3月27日对外披露了《关于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由于公司未及时跟进关联交易的进展情形，在关联交易金额达到《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2.4条之规定时，公司未能及时发现并履行董事会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2018年一季度，随着公司业务发展，截至议案审议日和披露日，公司已发生日常关联交易金额已超出《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2.4条之规定。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
	上述已发生的关联交易是本公司与关联方之间与日常经营相关的关联交易，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遵循公平合理的定价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非关联股东的利益的行为。上述关联交易均为公司正常生产经营需要，符合公司的实际经营和发展需要，有利于公司资源的有效利用，提高公司整体盈利水平。同时，上述关联交易对公司独立性没有影响，公司业务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或被其控制。
	经自查，公司不存在其他未及时披露的关联交易事宜。
	公司相关人员今后将密切关注关联交易进展情况，及时履行相关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避免此类情形的再次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