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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盛高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对湖南科力远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 

年度报告的事后审核问询函相关问题的核查意见 

 

上海证券交易所：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湖南科力远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年度

报告的事后审核问询函》（上证公函【2018】0328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

的要求，高盛高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高盛高华”）作为

湖南科力远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力远”、“公司”）前次非公开发行

股票保荐机构与持续督导保荐机构，对有关问题进行了认真分析与核查，现就《问

询函》中相关问题回复如下： 

 

一、关于行业和产品 

4、年报披露，商誉期初余额 1445 万元，本期计提商誉减值 831 万元，计

提比例为 57.5%，系收购福工动力时形成的商誉在本期发生减值所致，福工动

力主营业务为混合动力总成系统。请公司补充披露收购福工动力的时间、溢价

情况，是否存在业绩承诺及完成情况，上述减值的具体原因，以及对公司混合

动力相关业务的影响。请会计师、保荐机构发表意见。 

答复： 

（一）收购福工动力的时间及溢价情况 

1、收购福工动力的关键时间点 

公司子公司科力远混合动力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CHS公司”）于2016年

2月与福建省福工动力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工动力”）自然人股东张焱、

孙秋林、吴芳签订《福建省福工动力技术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以下简称“《股

权转让协议》”），以人民币2,900万元的价格收购张焱、孙秋林、吴芳三人合计

持有的福工动力29%的股权（包括张焱持有的福工动力15%股权、孙秋林持有的

福工动力10%股权和吴芳持有的福工动力4%股权）；同时，CHS公司与张焱、

孙秋林、吴芳、深圳万讯自控股份有限公司以及厦门市研和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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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合伙）（以下简称“厦门研和”）签署《福建省福工动力技术有限公司增资扩股

协议》（以下简称“《增资扩股协议》”），CHS公司以4,400万元认购福工动力新

增注册资本572万元，3,828万元计入福工动力资本公积。股权收购和增资完成后，

CHS公司持有福工动力50.69%股权，福工动力注册资本由原1,300万元人民币增

加至1,872万元人民币。 

2016年3月，CHS公司按照《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支付了福工动力股权转

让款，同时，按照《增资扩股协议》的约定对福工动力进行了增资；福工动力完

成了关于股权转让及增资的工商登记变更工作。 

2、溢价收购福工动力确认商誉 

收购福工动力时，公司聘请中威正信（北京）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其进行评

估并出具了《科力远混合动力技术有限公司拟收购股权涉及的福建省福工动力技

术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中威正信评报字（2016）

第1022号），评估基准日为2015年10月31日，评估值为10,692.64万元；聘请瑞华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其审计并出具了《福建省福工动力技术有限公

司审计报告》（瑞华湘审字[2016]43020005号）。 

截止至2016年3月31日，公司已完成支付股权转让款2,030万元并对福工动力

增资4,400万元。公司以2016年3月31日为收购合并日，自2016年4月1日起将其纳

入合并报表范围，公司以资产基础法的评估结果确定可辨认资产、负债公允价值，

计算出截至2016年3月31日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为11,549.92万元，公司按照

50.69%持股比例所享有的所有者权益为5,854.65万元，而公司按照《股权转让协

议》和《增资扩股协议》实际支付的收购成本为7,300万元，则溢价收购福工动

力应确认商誉的金额为1,445.35万元。 

（二）业绩承诺及完成情况，商誉减值的具体原因 

1、业绩承诺情况 

《增资扩股协议》第七条、第八条对业绩承诺与业绩补偿做了如下主要约定： 

（1）本次增资完成后，目标公司（即福工动力）2016年、2017年及2018年

的净利润应不低于800万元、1,000万元、1,500万元，三年累积不低于3,300万元。 

（2）目标公司届时实现的年度实际净利润的金额，以CHS公司书面同意的

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结果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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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张焱、孙秋林、吴芳和厦门研和通过向CHS公司无偿转让其持有的目

标公司出资额的方式进行补偿，应补偿出资额的计算方法如下：

 
𝐶𝐻𝑆公司实际投资总金额 0.73 

投后总估值 1.44 
×

累计承诺的净利润

累计实现的净利润
× 100% − CHS公司持有股权比例 ×目标公司注册资本 。

应补偿比例按照本次增资前张焱、孙秋林、吴芳和厦门研和持有目标公司股权比

例分摊。 

（4）应补偿的股权数额以张焱、孙秋林、吴芳和厦门研和持有的目标公司

全部出资额为限，剩余部分不再补偿。 

（5）如发生应补偿的情形，张焱、孙秋林、吴芳和厦门研和应在目标公司

该年度审计报告出具后向CHS公司提出书面通知，张焱、孙秋林、吴芳和厦门研

和应在发出该等书面通知之日起九十（90）日内按本条约定的方式向CHS公司无

偿转让其应补偿的出资额。若目标公司当年度实现的净利润低于承诺当年净利润

的100%，但高于90%（含）以上，CHS公司暂不执行该年度业绩补偿。 

（6）业绩承诺期满，如目标公司在业绩承诺期内累计实现的净利润超过3300

万，CHS公司应无偿转回张焱、孙秋林、吴芳和厦门研和已补偿的出资额。 

2、业绩承诺完成情况 

（1）2016年度，福工动力合并报表净利润761.55万元，实际完成对应2016

年业绩承诺800万元的95.19%，根据上述相关约定，CHS公司暂未执行2016年度

业绩补偿。 

（2）2017年度，福工动力合并报表净利润-1,069.71万元，实际完成对应2017

年业绩承诺1000万元的-106.97%，根据上述相关约定，张焱、孙秋林、吴芳和厦

门市研和应在福工动力2017年度审计报告出具后向CHS公司提出书面通知，并于

该等书面通知之日起九十（90）日内按本条约定的方式向CHS公司无偿转让其应

补偿的出资额。根据公司书面确认，公司与张焱、孙秋林、吴芳和厦门市研和协

商一致，暂时不执行2017年度业绩补偿，待2018年度业绩实现后再一并执行累计

业绩补偿。 

3、商誉减值情况及具体原因 

（1）2016年度，公司通过对商誉进行减值测试，确定商誉未发生减值。 

（2）2017年度，福工动力合并报表净利润大幅下滑，且未实现2017年业绩

承诺，公司聘请中威正信（北京）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福工动力进行评估并出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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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湖南科力远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拟进行商誉减值测试所涉及的福建省福工动

力技术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中威正信评报字（2018）第

9005号），评估值为12,112.54万元。截至2017年12月31日，福工动力合并报表净

资产为109,022,095.57元，加上其全部商誉28,513,445.71元，账面净资产与全部商

誉合计为137,535,541.28元，与评估值12,112.54万元相比，确定福工动力整体商

誉减值金额为16,410,141.28元，CHS公司根据其持股比例50.69%承担的商誉减值

金额为8,318,300.61元。公司据此计提了商誉减值准备。2017年度商誉减值的具

体原因为，受《关于调整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财政补贴政策的通知》等政策调整

影响，2017年度福工动力的产销量、营业收入、净利润均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

公司预计该政策调整对福工动力实现业绩承诺将产生影响，故通过商誉减值测试

确认相应减值。 

福工动力为实现业绩承诺期内的累计实现净利润，拟采取以下措施： 

A 开拓新市场、新客户：通过政府渠道或终端客户（如厦门金龙联合汽车

工业有限公司、厦门金龙旅行车有限公司）打开福建市场；通过战略合作（如东

风汽车动力零部件有限公司）打开新兴市场；积极推动具备竞争力产品的强检及

公告，使产品达到具备销售的条件； 

B 与供应商建立深层次的合作，有效降低采购成本：积累公司在核心部件

上的技术经验，降低采购成本；优化技术方案，积极推动核心零部件的优化，采

用新技术或新产品，降低采购成本；改变采购模式，规模化的采购形成价格优势； 

C 快速响应，质量取胜：根据客户的特定需求，快速完成解决方案，第一

时间占领市场，为销售提供足够的支持。 

（三）商誉减值具体原因对公司混合动力相关业务的影响 

公司混合动力相关业务主要包括动力电池及极片、混合动力系统（含插电式）

和纯电动系统及其零部件等，其中，纯电动系统及其零部件营业收入占比如下表

所示： 

单位：万元 

 2017年度 2016年度 

纯电动系统营业收入 4,146.31 4,957.67 

占混合动力系统及纯电动系统营业收入比例 45.71% 4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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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动力电池及极片、混合动力系统及纯电动系统营业收入比例 8.81% 11.48% 

福工动力的主营业务涉及新能源客车驱动总成研发、生产、销售与服务，纯

电动总成系统为其主要产品，主要销售对象为客车生产商。考虑到国家新能源汽

车财政补贴政策调整对福工动力实现业绩承诺将产生影响，公司已于2017年度对

于溢价收购福工动力产生的商誉计提减值。由于福工动力的纯电动系统营业收入

占混合动力相关业务营业收入比例较低，且主要从外部采购和对外销售，福工动

力相关业务经营对公司混合动力相关业务的负面影响相对有限，对公司整体相关

业务的负面影响有限。 

保荐机构通过向科力远收集、查阅有关协议、相关公告、管理层报表、审计

报告、评估报告以及公司书面确认等文件，与公司财务人员进行讨论，并审阅会

计师出具的相关核查意见，进行了核查。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CHS公司2016年3月通过股权转让及增资方式完成

收购福工动力50.69%股权，溢价部分14,453,465.63元确认为商誉。交易双方在《增

资扩股协议》中对业绩补偿进行了约定，截至本回复出具日，CHS公司暂未执行

2016年度业绩补偿；根据公司书面确认，公司与张焱、孙秋林、吴芳和厦门市研

和协商一致，暂时不执行2017年度业绩补偿，待2018年度业绩实现后再一并执行

累计业绩补偿。受《关于调整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财政补贴政策的通知》等政策

调整影响，2017年度福工动力的产销量、营业收入、净利润均出现不同程度的下

降，公司预计该政策调整对福工动力实现业绩承诺将产生影响，故通过商誉减值

测试确认相应减值8,318,300.61元。由于福工动力的纯电动系统营业收入占公司

混合动力相关业务营业收入比例较低，外部采购和销售比例较高，福工动力相关

业务经营对公司混合动力相关业务的负面影响相对有限，对公司整体相关业务的

负面影响有限。 

 

5、年报披露，在营收下降的情况下，销售费用、管理费用、财务费用均同

比上涨；固定资产期末余额 14.22 亿元，在建工程期末余额 1.04 亿元，同比均

增加，且均未计提当期的减值准备。请结合公司所在行业发展、产品销售，以

及上述商誉减值情况，说明三项费用变化的合理性，在建工程的投入、转入固

定资产的情况是否客观，未计提减值准备的合理性。请会计师、保荐机构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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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 

答复： 

（一）营业收入变动情况 

单位：万元 

分类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变动比例 

民用电池 33,238.68 33,243.79 -0.02% 

动力电池及极片 38,005.74 33,172.46 14.57% 

镍产品 20,810.28 18,320.54 13.59% 

混合动力系统（含插电式） 4,925.01 5,062.48 -2.72% 

纯电动系统 4,146.31 4,957.67 -16.37% 

贸易 38,879.98 69,659.03 -44.19% 

车辆收入 12,456.95 -  N.A.  

其他 4,042.95 5,599.63 -27.80% 

合计 156,505.90 170,015.59 -7.95% 

公司营业收入下降主要系贸易业务下降所致，而贸易业务营业收入与销售费

用、管理费用、财务费用相关度不高。剔除贸易业务后，公司2017年营业收入较

2016年增加17.21%。 

（二）销售费用、管理费用、财务费用变化的合理性分析 

单位：万元 

项目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变动比例 

销售费用 7,027.55 6,015.51 16.82% 

管理费用 22,397.28 19,107.11 17.22% 

财务费用 8,657.48 2,549.95 239.52% 

公司销售费用、管理费用增幅与扣除贸易业务后的营业收入增幅保持一致；

财务费用增幅较高主要系债务融资规模以及银行贷款融资成本上升所致，其中，

截至2017年12月31日短期借款较同期增加1.93亿元；2016年12月新借入长期借款

3.37亿元。 

（三）在建工程的投入、转入固定资产情况以及未计提减值准备的合理性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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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2016年12月31日，公司在建工程账面价值为9,331.09万元；截至2017年

12月31日，公司在建工程账面价值为10,470.75万元。2017年度，在建工程投入金

额合计27,601.52万元，转入固定资产17,973.90万元。其中，在建工程投入金额较

大的项目主要为佛山CHS园区建设项目15,631.07万元，湖南科霸汽车动力电池有

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科霸公司”）动力电池极片扩产项目7,741.15万元。 

    CHS公司为吉利集团参股公司，已进入吉利供应链体系，载有公司生产的混

合动力系统的吉利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已上市；此外，CHS公司亦有与其他整车

厂商开展合作开发计划（如2018年4月4日《关于与吉利集团有限公司签订<合作

协议>的公告》等），因此，公司认为佛山CHS园区建设项目在建工程不存在减

值迹象。 

    科霸公司是丰田在中国国内唯一的车载用动力电池极片供应商，且丰田下属

合资公司科力美对动力电池极片的需求将在未来几年内翻倍，因此，公司认为科

霸动力电池极片扩产项目在建工程不存在减值迹象。 

保荐机构通过向科力远收集、查阅审计报告、年报以及公司书面确认等文件，

与公司财务人员进行讨论，并审阅会计师出具的相关核查意见，进行了核查。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2017年度销售费用、管理费用的变动与扣除贸易业

务后的营业收入的变动保持一致；财务费用的较大变动主要系债务融资规模以及

银行贷款融资成本上升。根据审计报告、公司年报以及公司确认，2017年度，公

司在建工程投入金额合计27,601.52万元，转入固定资产17,973.90万元，主要在建

工程不存在减值迹象，未计提减值准备。 

 

二、关于经营与业绩 

6、公司连续 7 个会计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的净利润交替盈亏，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归属上市公司净利润连续为负，且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连续 2 年

项目 

2016年末 

在建工程 

2017年度 

在建工程投入 

2017年度 

转入固定资产 

2017年度 

转入无形资产/其他 

2017年末 

在建工程 

在建工程 9,331.09 27,601.52 17,973.90 8,487.96 10,470.75 

其中：佛山 CHS 园区 278.18 15,631.07 - 7,947.48 7,961.77 

 科霸扩产项目 5,039.28 7,741.15 12,766.22 - 1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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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负。2017 年，公司实现扭亏为盈的原因主要是公司收到政府补贴共计 2.08 亿

元非经常性损益事项所致。（1）请公司结合主要产品应用领域、销售情况、市

场认可情况、技术适应性，以及面临的主要困难等因素，客观、具体分析公司

主营业务常年亏损的原因，是否存在主观上刻意规避退市风险的动机、是否影

响公司持续经营能力；（2）面对业绩乏力的现状，请公司详细说明已采取及拟

采取的改善经营发展措施，以及可行性。请会计师及保荐机构发表意见。 

答复： 

（一）公司主营业务常年亏损的原因，是否存在主观上刻意规避退市风险

的动机，是否影响公司持续经营能力 

1、公司主营业务常年亏损的原因 

公司主营业务包括镍产品、民用电池、动力电池及极片、混合动力系统（含

插电式）与纯电动系统等。其中，镍产品与民用电池毛利率较为稳定；动力电池

极片业务受益于丰田极片订单拉动毛利率与盈利能力有所改善；而镍氢动力电池、

混合动力系统（含插电式）与纯电动系统等相关产品销售受混合动力汽车政策性

倾斜少、汽车行业产品开发周期长、技术研发难度大、国内相关产业链配套不完

善等因素影响持续低迷，综合导致公司主营业务常年亏损。 

根据公司定期报告，2018年1季度较2017年1季度，2017年度较2016年度，2016

年度较2015年度，公司扣除贸易业务后的营业收入均有所增长；2018年1季度较

2017年1季度，2017年度较2016年度，公司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归属上市公司净

亏损有所缩窄。 

单位：万元 

 2018 年 

1 季度 

2017 年 

1 季度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2015 年度 

营业收入 33,043.20 40,287.55 156,505.89 170,015.59 112,478.95 

扣除贸易业务后营业收入 24,469.02 21,531.55 117,625.91 100,356.57 82,421.28 

归属上市公司净利润 -992.52 -3,284.12 2,201.56 -21,160.81 746.38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归属

上市公司净利润 

-1,705.76 -2,697.00 -10,232.79 -22,579.09 -9,696.74 

2、是否存在主观上刻意规避退市风险的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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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前述因素影响，2017年度，公司主营业务亏损，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0,232.79万元。 

经相关政府部门审核批准并拨付，公司下属子公司收到佛山市招商引资奖励

资金16,000万元与CHS混动汽车市场推广费用补贴4,800万元。根据审计报告，公

司2017年度最终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201.56万元，扭亏为盈。 

前述政府补贴以相关政府部门审核批准并拨付为前提，不受公司主观因素控

制；同时，该等政府补贴为公司后续发展提供了重要资金支持，有助于扶持公司

改善盈利能力。 

3、是否影响公司持续经营能力 

公司主营业务亏损连续亏损，自身造血能力较弱，相关政府补贴与外部融资

为公司持续经营与改善盈利提供了重要的资金支持。动力电池极片业务毛利率与

盈利能力改善，2018年1季度较2017年1季度，2017年度较2016年度，公司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归属上市公司净亏损有所缩窄，持续经营能力有所改善。未来，公

司应继续保持民用电池等传统业务盈利能力，进一步提高动力电池极片业务盈利，

此外，镍氢动力电池、混合动力系统（含插电式）与纯电动系统等相关产品的市

场有效需求释放是公司改善盈利能力、实现持续经营的重要前提。未来公司应通

过多层次、多角度挖掘相关产品市场需求，实现上述产品规模量产，从而增强公

司持续经营能力。 

（二）已采取及拟采取的改善经营发展措施，以及可行性 

面对业绩乏力的现状，公司关于已采取及拟采取的改善经营发展措施以及可

行性分析如下： 

1、公司将在坚持混合动力业务的基础上，完善与夯实产业布局，降低产品

成本，扩大与合作伙伴的合作范围，加强与合作伙伴深度合作，围绕产品做精做

强，挖掘市场需求，实现混动总成系统产业化、规模化，拉动对镍氢动力电池的

需求，并通过深度绑定合作车企来绑定市场； 

2、紧跟丰田中国战略，在动力电池极片上确保成为丰田唯一的合作商，依

据其需求进行扩产，进一步扩大产品规模，并围绕其需求在未来的领域（插电式

混动、燃料电池等）进行布局； 

3、挖掘国内吉利、一汽、海马等整车厂的需求，加紧国产混合动力样车打



10 
 

造，强化供应链管理与成本控制； 

4、夯实巩固传统业务产品的市场占有率。民用泡沫镍方面，在保持销售规

模的同时，利用自身技术与品牌优势，调整产品与客户结构，拓展储能业务市场；

民用电池方面，研发生产民用锂电，以满足客户对于锂电产品的需求。 

保荐机构通过查阅有关行业政策与研究报告，向科力远收集、查阅地方政府

批准文件，与公司管理层进行讨论，并审阅会计师出具的相关核查意见，进行了

核查。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主营业务常年亏损的主要原因为镍氢动力电池、

混合动力系统（含插电式）与纯电动系统等相关产品销售受混合动力汽车政策性

倾斜少、汽车行业产品开发周期长、技术研发难度大、国内相关产业链配套不完

善等因素影响持续低迷。公司所收到的地方政府补贴以相关政府部门审核批准并

拨付为前提，不受公司主观因素控制。公司持续经营能力的改善与增强有赖于未

来通过多层次、多角度挖掘混合动力业务相关产品市场需求，短期内可能仍需要

政府给予相关政策支持。为解决业绩乏力的现状，公司已采取及拟采取实现混动

总成系统产业化、规模化，拉动对镍氢动力电池的需求，紧跟丰田中国战略，挖

掘国内吉利、一汽、海马等整车厂需求，夯实巩固传统业务产品等具体措施，该

等措施的落实对于改善公司经营现状具有积极的作用。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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