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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马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2017年年报问询函（中小板年报问询

函【2018】第80号）的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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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马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市公司”、“公司”或“天马股份”）

于 2018 年 5 月 11 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下发的《关于

对天马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年报的问询函》（中小板年报问询函【2018】

第 80号），上市公司现根据问询函所涉问题进行说明和答复，具体内容如下： 

问询函问题： 

1、根据年报，你公司 2015 年至 2017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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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非后净利润”）分别为-2.57

亿元、-2.45 亿元和-3.92 亿元。请你公司结合行业状况、各主营业务

经营情况、市场环境等因素，分析你公司最近三年扣非后净利润持续

为负的原因，并说明你公司持续经营能力是否存在重大不确定性，以

及拟采取的改善经营的应对措施。 

【回复】: 

一、最近三年扣非后净利润持续为负的原因 

2017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填写错误，更

正后，2015年至 2017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分别

为-2.57亿元、-2.45亿元和-3.05亿元。 

公司近几年来营业收入稳定增长，毛利率保持稳定，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持续亏损主要因为主营业务产生的毛利低于管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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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资金成本的压力及应收往来款的存在产生资产减值损失成本压力的影响。其

中：2017 年度天马股份存货计提了 1.25 亿元的存货跌价准备，引起 2017 年度

资产减值损失增加；2016年度齐重土地补偿款计提了 1.07亿元的坏账准备，引

起 2016年度资产减值损失增加。这两项都引起当年度净利润减少。 

公司主要从事轴承及机床的生产和销售，属精密机械制造和重大装备制造行

业。从行业竞争过程来看，行业集中度继续提高。行业内各公司的竞争格局残酷，

缺乏创新能力、核心竞争力以及运营机制不合理的的企业将被淘汰，而优势企业

将有更多的机会进行收购兼并并做大做强，市场份额也将进一步向优势企业集中。

另一方面，随着劳动力成本的上涨，劳动密集型企业的“人口红利”正在逐年缩

减，从“低成本战略”向“科技化战略”转型，向智能化和自动化要“技术红利”

已成为企业发展的趋势。 

在轴承行业方面，目前国际轴承主要生产国家和地区为中国、德国、瑞典、

日本。我国轴承行业目前约占全球轴承行业市场总额的 10.00％，但与世界轴承

工业强国相比，我国轴承业还存在一定差距，主要表现为高精度、高技术含量和

高附加值产品比例偏低、产品稳定性有待进一步提高等方面。轴承属于机械基础

件，轴承工业是技术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相互兼容的产业。由于运

用广泛，使用要求不一，大量小型企业的进入使得中国轴承行业集中度低，并直

接导致了中国轴承市场的激烈竟争；同时，世界八大轴承公司都已在中国设厂并

获得国内销售渠道，使得中国轴承市场竟争更加激烈。 

在机床行业方面，经历了前几年的规模快速增长之后，近年来行业发展开始

面临一定的瓶颈，同时受到整体宏观经济增速回落的影响，行业的需求也出现明

显的萎缩，此外，国内机床和国外同行相比差距明显，主要表现在企业急功近利

思想严重，导致重主机、轻部件的尴尬格局，此外，由于科研投入少、基础薄弱，

更加大了国产功能部件提升市场占有率的难度。 

随着国内深入贯彻落实工业转型升级规划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和国

家推行强基工程，高端机床制造业和关键零部件业将迎来重要的发展机遇期，在

国家政策的鼓励和支持下，机床企业差异化竞争将进一步体现，只有在成本、技

术、销售渠道和服务等方面存在差异化竞争优势的企业，才能在未来趋于激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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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 

二、是否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2017年，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2,544,908,254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17.91%；

营业利润 327,843,295 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210.86%；利润总额为 308,860,875

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246.55%；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127,774,445元，

较上年同期增长 150.67%。2018 年一季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407,659,721.06

元。目前，公司及子公司均正常运营，公司持续经营能力暂不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三、拟采取的改善经营的应对措施 

2018 年度公司将完善公司治理、加强内部控制，规范各项经营业务和财务

工作，实现公司业务的正常运营。具体措施如下： 

1、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要求，规范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营管理者

的权责，建立健全权责统一、运转协调、有效制衡的法人治理结构。 

2、梳理组织机构设置，重点关注机构设置的合理性和运行的高效性等。 

3、加强诚信建设，恪守诚信的基本道德操守，诚信为本，重新树立良好的

企业形象。 

4、制订合理的预算管理模式，使企业全体员工、全部经营要素和过程成为

经营目标的行为主体和行为内容，保障企业发展战略和年度经营计划的实现。 

5、对本企业现行内控制度及其实施情况进行全面梳理，完善适合于本企业

的内部控制制度体系，并提高内控制度的执行力和有效性。 

 

2、报告期内，你公司陆续出售贵州天马虹山轴承有限公司、成

都天马精密机械有限公司、北京天马轴承有限公司、浙江天马轴承有

限公司等从事轴承和机械产品生产企业。请补充说明以下事项： 

（1）2017 年，你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5.45 亿元，其中轴承和机

床产品合计营业收入为 23.61 亿元，占营业收入比例为 92.77%。请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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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说明出售相关轴承及机械资产对你公司主营业务和盈利能力的

具体影响。 

（2）请结合所出售的各子公司最近两年营业收入、净利润变动

情况及未来经营预期，分析出售时所选择的评估方法及结果的合理性、

出售产生损益的计算过程及合理性。请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出售相关轴承及机械资产对你公司主营业务和盈利能力的具体影响 

2016年 12月披露的《天马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的

后续计划章节即“一、未来 12 个月内改变上市公司主营业务或者对上市公司主

营业务作出重大调整的计划。 

为了将上市公司做大做强，提高上市公司持续盈利能力和核心竞争力，未来

公司计划推动上市公司通过设立子公司等方式逐步开展一站式互联网创业服务

开放平台业务，为互联网创业者提供一站式、全程的创业服务。 

具体包括提供联合创业、项目、资金等核心服务，以及融资、空间、研发、

招聘、市场、培训等创业基础设施服务，并整合第三方服务商，让互联网创业专

业化、流水化、互联网化、智能化、生态化。此外，对于确有优秀商业模式且已

经完成创建的公司或团队，也适当考虑股权投资并同时向其提供专业化价值服

务。” 

因轴承业务利润逐年降低，且根据上述后续计划，公司在实际控制人发生变

更后，陆续将原有轴承资产置出，拟向新业务类型转型。转型过程中，原轴承业

务盈利能力也一直处于不断下滑的过程中，以期新的业务置入后增加利润增长点。 

二、出售时所选择的评估方法及结果的合理性、出售产生损益的计算过程

及合理性 

一、背景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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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马股份原主要经营轴承、数控机床及配件、初级食用农产品的销售业务。

于 2016 年 12 月本公司第一大股东发生变更后，天马股份对原主营业务进行逐

渐剥离，并谋求向企业云服务、大数据应用和商业人工智能方向战略转型。 

天马股份 2017 年度将其持有的四家子公司的股权进行了转让，并聘请评估

师中通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转让时的长期股权投资的公允价值进行了评估，转

让的子公司具体信息如下： 

 

根据评估师提供的评估报告，评估师所使用的评估方法及评估结果如下： 

 

二、出售时所选择的评估方法及结果的合理性 

（一）整体股权价值的评估方法 

根据评估报告，评估师最终采用的评估方法均为资产基础法，但在分析过程

中，结合各家净利润及未来经营预期，对于下述四家公司所选取的评估方法会有

所不同。 

1.对于持续经营但经营能力较差的企业，如北京天马轴承有限公司（“北

京天马”），评估师只采用了资产基础法对公司的股权价值进行了评估。北京天

马在评估基准日最近一年的净利润为负值，且根据管理层提供的盈利预测，未来

年度均为亏损状态，企业现金流均为负值，评估师认为采用收益法进行评估的评

估结论不能合理反映北京天马的股权价值。 

北京天马 2016 年 1-9 月 2016 年度 

营业收入 52,389,772 71,146,778 

人民币万元

公司名称 成立时间 主营业务
天马股份所持

股权比例
评估基准日

基准日各公司的净资

产账面值
北京天马轴承有限公司 2005年9月9日 轴承制造与销售 93.81% 2016年9月30日 15,497                             

贵州天马虹山轴承有限公司 2006年11月14日 轴承制造与销售 100% 2016年9月30日 21,511                             

成都天马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2016年11月24日 轴承制造与销售 100% 2017年1月31日 15,053                             

浙江天马轴承集团有限公司 2006年5月30日 轴承制造与销售 100% 2017年8月31日 109,197                           

人民币万元

公司名称
评估师所采用的

评估方法
主要增值资产 评估结果 增值率

北京天马轴承有限公司 资产基础法 固定资产、土地使用权 27,057         75%

贵州天马虹山轴承有限公司 资产基础法 固定资产、土地使用权 24,329         13%

成都天马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资产基础法 固定资产 14,629         -3%

浙江天马轴承集团有限公司 资产基础法 长期股权投资、土地使用权、专利权 121,801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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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利润 -38,361,180 -37,781,755 

2.对于持续运营但营运能力较好的企业，如贵州天马虹山轴承有限公司

（“贵州天马”）和浙江天马轴承集团有限公司（“浙江天马”），评估师选用

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两种方法对公司的股权价值进行估值，但最终选取资产基础

法的评估结果由于被评估企业主要服务对象仅为轴承市场，客户群体比较单一，

企业针对未来市场的预测存在不确定性，与收益法相比，资产基础法得出的结果

更能合理的反映其股权的市场价值。因此，评估师未采用收益法的评估结果作为

评估结论。 

贵州天马 2016 年 1-9 月 2016 年度 

营业收入 59,262,367 79,344,540 

净利润 18,592,906 26,055,603 

 

浙江天马 2016 年度 2017 年 1-8 月 

营业收入 580,639,006 582,715,521 

净利润 41,039,185 32,973,004 

3.对于成立时间较短的企业，如成都天马精密机械有限公司（“成都天马

精密”），评估师选用资产基础法对公司的股权价值进行了评估。由于成都天马

精密成立时间较短，设备在陆续购置，对未来的生产经营尚无明确生产规划，未

来收益无法确定。因此，评估师未采用收益法进行评估，采用资产基础法对股权

价值进行估值。 

成都天马精密 2016 年度 2017 年 1 月 

营业收入 - 11,210,623  

净利润 -25,000 551,899  

（二）固定资产的评估方法 

评估师对于北京天马的房屋建筑物（除上海市的一套商品住宅）、构筑物、

机器设备，贵州天马的房屋建筑物和机器设备，成都天马精密的房屋建筑物和机

器设备，浙江天马的房屋建筑物和机器设备等重大的固定资产采用重置成本法进

行估值。重置成本法是用现时条件下重新购置或建造一个全新状态的被评估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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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需的全部成本，减去被评估资产已发生的各种贬值，得到的差额作为评估资产

的评估值的一种资产评估方法。评估师采用的重置成本法的基本公式如下： 

评估价值 = 重置全价×成新率 

重置全价 = 房屋建安工程费/设备购置成本+前期及其他费用+资金成本 

重置成本法被广泛的应用于房地产、机器设备的评估中。 

对于北京天马持有的上海市的一套商品住宅，评估师采用市场法进行估值。市场

法是将估价对象房地产价格与在评估基准日近期已经发生了交易的类似房地产

进行比较，对这些类似房地产的已知价格作适当修正，以此估算出估价对象的客

观合理价格的一种估价方法。市场法广泛用于交易活跃的房地产的评估。 

（三）土地使用权的评估方法 

对于北京天马持有的土地使用权和部分浙江天马持有的土地使用权，评估师

选取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进行评估。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就是指在求取一宗待估

土地的价格时，根据当地基准地价水平参照待估宗地相同土地级别的各种修正因

素说明表，根据土地使用年限、市场行情、地块大小、形状、容积率、微观区位

条件等，确定修正系数，修正得出估价对象地价的一种方法。 

对于贵州天马持有的土地使用权和部分浙江天马持有的土地使用权，评估师

选取市场法进行评估。市场法是将估价对象与在估价时点近期有过类似交易的类

似土地进行比较，对这些类似土地已知价格进行修正，以此估算估算对象的客观

合理价格或价值。 

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和市场比较法被广泛应用于土地使用权的评估中。 

（四）其他资产的评估方法 

1.对于浙江天马持有的专利权，评估师采用收益法进行估值。根据评估师收

益法的技术思路是对使用专有技术项目生产的产品未来年期的收益进行预测，并

按一定的分成率，即该专有技术在未来年期收益中的贡献率，用适当的折现率折

现，加和即为评估值。收益法广泛应用于专利权的评估中。 

2．对于浙江天马持有的长期股权投资，评估师采用资产基础法对公司的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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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权进行估值。根据评估师在本次评估中，评估师现场核查各被投资单位的资产

和负债，先整体评估，确定各被投资单位在评估基准日的净资产评估值，再根据

股权投资比例计算确定评估值。 

经评估师独立估值并提供各种评估方法的适用情境，并经交易双方的商业谈

判，资产基础法更适合被处置公司的估值，因此采用资产基础法作为交易作价的

基础。 

三、出售产生损益的计算过程及合理性 

（一）2017 年 6 月 6 日，天马股份子公司成都天马铁路轴承有限公司以人

民币 146,292,543 元向关联方浙江天马电梯有限公司出售其持有的成都天马精密

100%股权，出售子公司的交易对价按评估值确定。 

（二）2017 年 6 月 14 日，天马股份以人民币 243,287,386 元向关联方浙江

天马电梯有限公司出售全资子公司贵州天马 100%股权，出售子公司的交易对价

按评估值确定。 

（三）2017 年 9 月 28 日，天马股份以人民币 253,821,889 元向关联方浙江

天马电梯有限公司出售北京天马全部 93.81%股权，出售子公司的交易对价按评

估值确定。 

（四）2017 年 12 月 28 日，扣除浙江天马以 2017 年 1-8 月未分配利润向天

马股份现金分红 150,000,000 元后，天马股份以人民币 1,068,003,000 元向关联方

霍尔果斯天马创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出售浙江天马全部 100%股权，出售子公司

的交易对价按评估值确定。 

天马股份出售四家子公司，在合并财务报表中按照处置价格减去处置投资对

应的享有该子公司净资产份额的差额确认为投资收益，处置损益具体计算过程如

下： 

 成都天马精密 贵州天马 北京天马 浙江天马 合计 

处置价格 146,292,543 243,287,386 253,821,889 1,068,006,300 1,711,408,118 

处置子公司的 (161,321,525) (229,674,223) (131,859,150) (962,048,620) (1,484,903,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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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资产份额 

处置损益 (15,028,982) 13,613,163 121,962,739 105,957,680 226,504,600 

 

3、你公司 2017 年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6.42 亿元，

同比下降 171.77%。请你公司对比最近两年的采购、现金收款等情况，

分析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下降的主要原因。 

【回复】: 

1、2017 年度收入增加，相应成本增加，引起 2017 年度购买商品、接受劳

务支付现金也增加 4.3亿元； 

2、2017 年度存货增加 1.4 亿元，而 2016 年度存货减少 1.9 亿元的影响，

引起 2017年度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现金比 2016年度增加 3.3亿元； 

3、2017年度天马股份预付深圳东方博裕 5.666亿元采购款，引起购买商品、

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增加； 

4、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2016年度收到土地补偿款 427,202,800

元，2017年度没有此项目现金流流入，引起 2017年度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

的现金比 2016年度减少。 

4、根据年报，你公司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中，“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

助”金额为 3.66 亿元，其中涉及“本公司搬迁补偿款”金额为 3.35

亿元。请你公司具体说明相关搬迁补偿款项的性质、所补偿的具体事

项及前提条件，以及计入当期损益是否符合会计准则规定，达到确认

损益的时点时是否根据本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 年修订）》第 9.2

条、第 9.3 条等规定履行临时信息披露义务。请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

确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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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一、天马股份搬迁补偿款项具体情况 

（一）搬迁补偿款项的性质及补偿的具体事项 

根据国务院《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国务院令 590 号）、《浙江

省人民政府关于贯彻实施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的若干意见》（浙政发

〔2011〕57 号）、《杭州市人民政府关于贯彻、实施<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

条例>的若干意见》（杭政〔2011〕40 号）、《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评估办法》（建

房〔2011〕77 号）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之规定，2013 年杭州市拱墅区发展改

革和经济局对天马股份公司座落于杭州市石祥路 208 号的土地及房屋建筑物实

施收储。同时，天马股份将位于杭州市的生产基地整体搬迁至浙江德清临杭工业

区的德清天马产业园内，该搬迁于 2013 年 12 月 30 日完成。 

根据杭州市拱墅区发展改革和经济局、杭州市拱墅区城中村改造指挥部上

塘分指挥部和天马股份公司于 2013 年 9 月 27 日签订的《货币补偿协议》(“协议”)

及后续杭州市拱墅区发展改革和经济局关于天马股份生产基地整体搬迁补偿款

项的说明，天马股份能够获得的补偿总额为 63,220.28 万元，包括对本地房屋土

地搬迁及异地新生产基地购建的补偿，补偿的具体事项如下： 

1、房屋的货币补偿金额：184,992,154 元； 

2、征收房屋装修及附属物补偿金额：34,127,915 元； 

3、非住宅搬迁补助费：8,216,015 元； 

4、土地出让补偿金额：235,510,947 元； 

5、设备设施、停产停业等损失补偿金额：169,355,769 元。 

（二）前提条件 

协议约定，天马股份应于 2013 年 12 月 30 日前搬迁腾空房屋交地并将房产

证、土地证原件交予杭州市拱墅区经济发展和改革局。补偿金额分两次支付，杭

州市拱墅区经济发展和改革局第一次于 2013 年 10 月 31 日前支付补偿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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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0 万元；第二次待征收范围内的房屋全部腾空后，于 2014 年 1 月 30 日前支

付补偿金额 53,220.28 万元。 

（三）异地重建情况 

根据德清县的产业发展布局和公司的中长期发展战略以及统一管理、降低

成本的考虑，经与当地政府和相关部门共同协商，并经 2013 年 2 月 26 日天马股

份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天马股份全资子公司德清天马轴承有限

公司从德清经济开发区整体搬迁至德清县临杭工业区天马产业园，搬迁工作已于

2013 年 6 月 30 日前完成。同时，根据天马股份 2013 年 4 月 21 日公司第四届董

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德清天马轴承有限公司搬迁后，将与德清天马重工机械

有限公司合并，为节约成本，原两家公司注销，成立新的全资子公司。德清天马

轴承有限公司 2013年 8月 29日更名为浙江天马轴承集团有限公司（“浙江天马”），

于 2013 年 10 月 11 日，浙江天马吸收合并德清天马重工机械有限公司，并规划

进一步扩大建设规模，截至 2013 年 12 月，天马股份杭州本部厂房及设备搬迁工

作已全部完成，德清产业园部分厂房也于 2013 底竣工投产。 

二、天马股份搬迁补偿款项会计处理 

本次搬迁收到的补偿款除用于搬迁过程中的各项搬迁支出（包括搬迁资产

损失、搬迁费用、职工安置费用等）之外，将全部用于补偿天马股份新生产基地

德清天马产业园相关资产的购建，这些资产由浙江天马所有。因此，于 2013 年，

天马股份按协议约定应收取的拆迁补偿款中，扣除上述搬迁支出的金额，作为与

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计入递延收益。该递延收益按照相关资产的预计使用年限

摊销计入损益。于 2017 年，由于天马股份将浙江天马转让，与上述搬迁补偿相

关的资产已被处置，因此，天马股份将尚未分配的相关递延收益余额转入当期损

益。具体会计处理如下： 

（一）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天马股份公司搬迁相关合同义务已经完成，

天马股份公司在 2013 年将搬迁补偿款 63,220.28 万元计入递延收益，对收到的搬

迁补偿款 1 亿元计入银行存款，暂未收到的拆迁补偿款 53,220.28 万元计入其他

应收款。天马股份公司于 2014 年、2015 年和 2016 年分别收到补偿款 9,000 万

元、10,000 万元和 34,220.28 万元，截至 2016 年 8 月 3 日，搬迁补偿款已全部



12 
 

收到； 

（二）天马股份公司本部 2013 年搬迁完成，发生搬迁支出 15,184.12 万元，

其中，搬迁资产净损失 9,706.95 万元，支付给员工的经济补偿 5,041.11 万元，搬

迁运输费等相关费用 436.06 万元。天马股份公司本部将搬迁补偿款中弥补上述

搬迁支出部分自递延收益转入 2013 年营业外收入；子公司杭州天马轴承有限公

司 2013 年因搬迁决定注销，补偿款 138.26 万元自递延收益转入 2013 年营业外

收入； 

（三）由于本次搬迁事项涉及公司新生产基地德清天马产业园相关资产的

购建，公司搬迁补偿款扣除弥补搬迁支出后余额 47,897.90 万元，用于补偿异地

新生产基地德清天马产业园相关资产的购建，由于德清产业园 2013 年底已投入

使用，自 2014 年开始按照资产综合使用年限 10 年逐年摊销，2014-2017 年每年

摊销金额 4,789.79 万元，由递延收益转入各年营业外收入； 

（四）由于天马股份 2016 年底第一大股东发生变更，2017 年天马股份本

部办公地址搬迁至北京，因此原天马股份本部于德清异地重建办公楼房及相关设

施的计划也相应搁置，德清异地重建的任务转由浙江天马承担。2017 年底天马

股份处置了浙江天马的全部股权，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计入递延收益的搬

迁补偿款余额 28,738.74 万元全额转入其他收益。 

三、会计准则相关规定 

《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第八条规定：“与资产相关的政府

补助，应当冲减相关资产的账面价值或确认为递延收益。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

确认为递延收益的，应当在相关资产使用寿命内按照合理、系统的方法分期计入

损益。按照名义金额计量的政府补助，直接计入当期损益。相关资产在使用寿命

结束前被出售、转让、报废或发生毁损的，应当将尚未分配的相关递延收益余额

转入资产处置当期的损益。” 

《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第十一条规定：“与企业日常活动

相关的政府补助，应当按照经济业务实质，计入其他收益或冲减相关成本费用。

与企业日常活动无关的政府补助，应当计入营业外收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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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根据年报，你公司与专业投资机构合作设立杭州天马诚合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杭州天马星河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广州星河正泽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正泽

投资”）等并购基金。请你公司分别说明截至目前你公司参与设立的

并购基金的进展情况，包括但不限于你公司及其他投资人的出资情况、

是否开展投资运作、报告期内收益核算及确认损益的情况，正泽投资

是否纳入合并报告表范围，如不纳入，请详细说明原因。 

【回复】: 

一、公司参与设立的并购基金的进展情况 

1、杭州天马诚合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公司于 2017年 1月 26日发布了《关于与浙江诚合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合作设

立并购基金的公告》，与浙江诚合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合作设立杭州天马诚合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诚合基金”）。本公司或全资子公司拟出资不

低于 6.4亿元人民币作为劣后级有限合伙人。截至公告日，本公司或其全资子公

司已投资金额为 50,107.6 万元，其它投资人已出资金额为 116,355 万元。诚合

基金已开展投资运作。 

诚合基金已纳入了天马股份 2017 年度合并范围，其 2017 年度实现净利润

-92,811,496.43元。 

2、杭州天马星河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公司于 2017年 2月 18日发布了《关于与恒天中岩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合作设

立并购基金的公告》，与恒天中岩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合作设立杭州天马星河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恒天基金”）。本公司或本公司控制主体拟出

资不超过基金规模的 20%（即 4.6亿元）作为劣后级有限合伙人；本公司全资孙

公司北京星河之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拟出资 1,000 万元，担任基金普通合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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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管理人）。截至公告日，本公司及北京星河之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已投资

金额为 856.1025万元，其它投资人已出资金额为 90,098万元。恒天基金已开展

投资运作。 

恒天基金已纳入了天马股份 2017 年度合并范围，其 2017 年度实现净利润

-21,900,092.07元。 

3、广州星河正泽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17 年 12 月 12 日，公司发布了《关于参与设立产业基金公告》，拟出资不

超过 7.5亿元与深圳市正泽投资有限公司、中核恒通广东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共同

发起设立广州星河正泽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截至今日，公司已

投资金额为 75,000万元。其它投资人已出资金额情况公司正在问询正泽投资 GP。

正泽投资已开展投资运作。 

二、正泽投资不纳入合并报告表范围的原因 

我司在得知正泽基金拟收购星河空间后，召集相关中介机构共同召开讨论会，

沟通判断上述收购是否构成控制及关联交易，经过听取各方中介机构意见后，

认为从正泽基金的结构看上述情形不构成控制及关联交易。 

根据《合作框架协议》约定，产业基金投资决策委员会由 5 名委员组成，其

中 3 名由 GP 提名并决定、2 名由上市公司提名并决定，同时公司作为 LP 参与设

立并购基金。公司对正泽基金不控制、不承担差额回购、只具有优先收购权。正

泽基金收购星河空间不满足《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 年修订）》

10.1.1 规定的关联交易范畴。正泽投资不需纳入合并报告表范围。 

 

6、根据年报，你公司其他应收款科目中，“应收投资款”为 1.22

亿元，应收关联方游凤椿款项余额为 3000 万元。请你公司补充说明

相关款项的具体性质。 

【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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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2亿元“应收投资款”具体情况如下： 

名称 金额（元） 款项性质 

北京朔赢科技

有限公司 
110,000,000 

支付北京朔赢科技有限公司 110,000,000 元投资款意向款，根

据投资意向书约定，如在投资意向书签订 90 日内未能达成约定

事项，北京朔赢向喀什耀灼全额返还已支付投资款，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日北京朔赢尚未进行工商变更登记，目前为止，意向

书约定事项未达成，该笔款项尚未收回； 

杭州天马星河

被投单位 
12,395,458 

在杭州天马星河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恒天基金”）成立

前，由星河之光向项目方支付投资意向款，这类款项计入星河之

光其他应收款，恒天基金成立后确认上述项目投资主体为恒天基

金，以上款项由项目方退还星河之光后，再由恒天基金完成出资

义务。 

2、应收关联方游凤椿款项余额为 3000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公司于 2017年 7月 21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收购上海微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上海微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已更

名为上海微盟企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微盟”），董事会同意公司使用自筹

资金人民币 119,972.14 万元向孙涛勇、游凤椿、方桐舒、李顺风、北京奕铭投

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苏州华映文化产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苏州工业园

区八二五新媒体投资企业（有限合伙）、上海盟商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上

海盟聚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9位股东收购上海微盟 60.4223%股权，并签署

了《关于上海微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转让之协议书》。 

微盟科技参与本次交易的具体转让股份及价款如下表所示： 

受让方 转让方 转让股权 转让方式 转让价款（万元） 

天马股份 

孙涛勇 26.5454% 现金收购 53,090.77 

游凤椿 6.4897% 现金收购 12,979.49 

方桐舒 2.0305% 现金收购 4,060.95 

北京奕铭投资管理中

心（有限合伙） 
6.0062% 现金收购 12,012.34 

苏州华映文化产业投

资企业（有限合伙） 
4.3619% 现金收购 7,851.42 

苏州工业园区八二五

新媒体投资企业（有

限合伙） 

4.3619% 现金收购 8,72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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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顺风 1.3823% 现金收购 2,764.56 

上海盟商投资管理中

心（有限合伙） 
5.4944% 现金收购 10,988.86 

上海盟聚投资管理中

心（有限合伙） 
3.7500% 现金收购 7,500.00 

合计 60.4223%  119,972.14 

公司基于《关于上海微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转让之协议书》已向孙涛勇

支付 25,000,000元，向游凤椿支付 30,000,000 元，向上海盟商投资管理中心（有

限合伙）支付 30,000,000 元，向上海盟聚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支付

20,000,000元，共计 105,000,000 元。 

公司于 2018 年 2 月 2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终止收购上海微盟企业有限公司的议案》，上海微盟收购程序启动后，协议各方

依照约定积极推动相关工作，经过一段时间的沟通、磨合，双方在经营理念方面

存在较大差异，现经各方友好协商，在认真听取各方意见后，经公司审慎研究，

从维护全体股东权益的角度出发，协议各方同意终止本次收购事宜。 

公司与前述 9 位股东签署了《交易终止之协议书》。根据《交易终止之协议

书》，孙涛勇、游凤椿、上海盟商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上海盟聚投资管理

中心（有限合伙）同意在本协议生效之日起 6个月内将其各自收到的上述价款退

还给公司。 

截至公告日，孙涛勇、游凤椿、上海盟商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上海

盟聚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尚未将上述价款退还给公司。 

 

7、2017 年末，你公司应收账款账面价值为 7.66 亿元，较期初

下降 24.47%。2017 年度，你公司计提坏账损失 47.97 万元，同比下

降 99.6%。请你公司结合应收账款账龄变化、期后回款情况，分析坏

账损失大幅下降的原因，以及坏账损失计提的充分性。 

【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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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 12月 31日坏账准备计提情况如下：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金额（元） 占总额比例 金额（元） 计提比例 

一年以内 

     

672,258,610  62%      33,695,099  5% 

一到二年 

      

99,416,895  9%       9,941,350  10% 

二到三年 

      

53,802,233  5%      16,140,670  30% 

三年以上 

     

252,315,018  23%     252,315,018  100% 

合计 

   

1,077,792,756  100%     312,092,137  29% 

2016年 12月 31日坏账准备计提情况如下：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金额（元） 占总额比例 金额（元） 计提比例 

一年以内 

   

878,814,075.00  65% 

   

43,940,704.00  5% 

一到两年 

   

117,162,611.00  9% 

   

11,716,261.00  10% 

两到三年 

   

104,912,230.00  8% 

   

31,473,669.00  30% 

三年以上 

   

246,271,953.00  18% 

  

246,271,953.00  100% 

合计 

 

1,347,160,869.00  100% 

  

333,402,587.00  25% 

公司 2017 年度制定了积极地回款措施，同时，出售贵州天马虹山轴承有限

公司、成都天马精密机械有限公司、北京天马轴承有限公司等公司，引起应收账

款账面余额下降明显，由 2016 年 12 月 31 日 13.47 亿元，下降至 2017 年 12 月

31日 10.78亿元，下降率 20%； 

公司 2016 年计提坏账准备 3.33 亿元，占 2016 年应收账款总额 25%；2017

年计提坏账准备 3.12 亿元，占 2017 年应收账款总额 29%；公司 2017 年度计提

坏账损失 47.97万元，主要是由于应收账款总额下降的影响，不存在少计提应收

账款坏账准备的情形。 

8、根据资产负债表，你公司 2017 年末长期股权投资余额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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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72 万元，长期股权投资附注中余额为 5.65 亿元。请你公司核

实相关金额不一致的原因。 

【回复】: 

公司 2017 年度末长期股权投资余额金额应为 1966.72 万元，公司会尽快修

正 2017年年度报告并披露更正公告。 

9、根据年报，你公司其他非流动资产科目中，预付投资款余额

为 12.56 亿元，上年末余额为 0。请你公司补充说明相关款项的具体

性质。 

【回复】: 

相关款项的具体情况如下： 

投资公司名称 被投项目名称 金额（元） 款项性质 

恒天基金 杭州诚淘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1,000,000  投资款 

恒天基金 北京无限向溯科技有限公司       27,485,313  投资款 

恒天基金 北京腾赋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7,500,000  投资款 

恒天基金 上海锋之行汽车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30,000,000  投资款 

恒天基金 成都极企科技有限公司       16,000,000  投资款 

恒天基金 上海技维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22,500,000  投资款 

恒天基金 小派科技（上海）有限责任公司       30,000,000  投资款 

恒天基金 重庆誉存大数据科技有限公司       24,000,000  投资款 

恒天基金 广东砖头创客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30,000,000  投资款 

恒天基金 北京爱论答科技有限公司       30,000,000  投资款 

恒天基金 日照云上企业管理咨询中心     350,000,000  投资款 

恒天基金 美味书签（北京）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14,989,286  投资款 

恒天基金 杭州微易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48,000,000  投资款 

恒天基金 上海易界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4,000,000  投资款 

恒天基金 北京雪云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150,000,000  投资款 

恒天基金 深圳宁泽金融科技有限公司         5,000,000  投资款 

恒天基金 上海汇航捷讯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13,821,360  投资款 

恒天基金 杭州诚淘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20,000,000  投资款 

恒天基金 苏州国云数据科技有限公司       30,800,000  投资款 

恒天基金 北京饭通天下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30,000,000  投资款 

恒天基金 龙信数据（北京）有限公司       30,000,000  投资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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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天基金 北京中数智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8,673,900  投资款 

恒天基金 北京星闪世图科技有限公司         7,000,000  投资款 

恒天基金 上海圣尧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5,000,000  投资款 

恒天基金 爱奇清科（北京）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5,000,000  投资款 

恒天基金 上海鸿鹊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4,900,000  投资款 

恒天基金 汉朗网络信息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4,800,000  投资款 

恒天基金 深圳英鹏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4,631,579  投资款 

恒天基金 北京酷鸟飞飞科技有限公司         3,000,000  投资款 

恒天基金 北京京仑高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2,000,000  投资款 

恒天基金 上海磬石信息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1,990,000  投资款 

恒天基金 杭州云屏科技有限公司         1,000,000  投资款 

恒天基金 法天使（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1,000,000  投资款 

恒天基金 广州艾德商业信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6,296,040  投资款 

恒天基金 北京观数科技有限公司         1,000,000  投资款 

恒天基金 北京麦哲科技有限公司         3,000,000  投资款 

天马诚合 上海动艺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4,000,000  投资款 

天马诚合 北京蜂巢天下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163,908,272  投资款 

天马诚合 北京闪惠科技有限公司 203,884  投资款 

天马诚合 北京鼎合未来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6,104,913  投资款 

喀什燿灼 北京昆羽科技有限公司 600,000  投资款 

天马股份 博易智软（北京）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97,132,431  投资款 

合计  1,256,336,978  

 

10、根据年报，你公司其他应付款科目中，股权投资款余额为

1.08 亿元，上年末余额为 0。公司间拆借款期末余额为 9474 万元，

其中包括与永康市东阳散热器制造厂年息 10%的拆借款 8000 万元。

请你公司补充说明上述股权投资款的性质，以及进行公司间拆借款的

具体原因及用途、利息是否公允、借款方是否与你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回复】: 

股权投资款余额为 1.08亿元的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公司名称 金额（元） 性质 

1 北京无限向溯科技有限公司 11,485,313.00  投资款 

2 广东砖头创客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15,000,000.00  投资款 

3 重庆誉存大数据科技有限公司   12,000,000.00  投资款 

4 上海技维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13,500,000.00  投资款 

5 成都极企科技有限公司 8,000,000.00  投资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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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美味书签（北京）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7,489,285.71  投资款 

7 北京腾赋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3,000,000.00  投资款 

8 北京星河之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37,400,757.99  投资款 

   合计   107,875,356.70    

公司间拆借款期末余额为 9474万元的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公司名称 金额（元） 用途 

1 怡乐无限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     2,740,000  补充流动资金 

2 亿德宝     7,000,000  补充流动资金 

3 星河世界     5,000,000  补充流动资金 

4 永康冬阳    80,000,000  补充流动资金 

  合计  94,740,000    

备注：公司间拆借款计算利息的利率根据银行同期利率、依照借贷市场一般

的情况上浮确定，亿德宝、星河世界为天马股份的关联方。 

11、根据年报，你公司短期借款和长期借款合计余额为 1.81 亿

元，上年末余额合计为 4.18 亿元。报告期内财务费用发生额为 1.11

亿元，上年同期为 1680.76 万元。请你公司结合报告期内借款余额的

变动和利息情况，分析财务费用变动的合理性，并说明相关借款的用

途情况。 

【回复】: 

短期借款和长期借款合计余额为 1.81亿元明细如下： 

短期借款 金额（元） 利率 借款期限 

齐齐哈尔农行 40,000,000 4.698% 2017.8.31-2018.8.30 

民生银行青白江支行 40,000,000 4.35% 2017.11.30-2018.11.29 

短期借款小计 80,000,000 

  长期借款 金额（元） 利率 借款期限 

中信银行深圳香蜜湖支行 101,200,000  9.000% 2017.10.16-2019.10.16 

长期借款小计 101,200,000    

 
公司短期借款 0.8 亿元、长期借款 1.012 亿元的利息计入财务费用，1.81

亿的银行借款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同时，计入财务费用的还包含其他流动负债

10.24亿元产生的利息。招商银行深圳分行 7.1的委托贷款用于正泽基金的出资，

于 2018年 3月 29日已全部归还；天诺财富的 2.947亿委托贷款，用于支付微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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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易的收购款及补充流动资金；浙江浙商金服的 0.2亿用于补充流动资金。10.24

亿元的构成明细、利率、期限见下表： 

其他流动负债 金额（元） 利率 借款期限 

招商银行深圳分行 463,200,000  8.50% 2017.11.28-2018.11.27 

招商银行深圳分行        197,300,000  8.50% 2017.12.11-2018.12.10 

招商银行深圳分行 49,500,000  8.50% 2017.12.14-2018.12.13 

小计      710,000,000      

天诺财富 114,800,000  9.511% 2017.8.25-2018.8.24 

天诺财富 64,800,000  9.511% 2017.9.22-2018.9.21 

天诺财富 50,400,000  9.511% 2017.9.29-2018.9.28 

天诺财富 18,800,000  9.511% 2017.10.13-2018.10.12 

天诺财富 13,200,000  9.511% 2017.10.20-2018.10.19 

天诺财富 29,700,000  9.511% 2017.10.27-2018.10.26 

天诺财富 3,000,000  9.511% 2017.11.3-2018.11.2 

小计      294,700,000      

浙江浙商金服 20,000,000  6.83% 2017.12.22-2018.6.21 

小计       20,000,000  

  合计    1,024,700,000      

12、你公司子公司齐重数控装备有限公司与恒大地产集团哈尔滨

有限公司及恒大地产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统称“恒大地产”）签署协

议，拟以 10.5 亿元的价格从齐齐哈尔市受让相关项目地块，再平价

转让给恒大地产。2014 年，因该土地收储事宜，相关地块收购补偿

价款合计 10.02 亿元，截至目前，你公司已被收储的土地中仍有 5.41

亿元土地收储补偿款未取得。请你公司补充说明未收回补偿款项的回

款安排及及后续保障措施，以及上述土地转让交易对你公司损益的预

计影响情况。 

【回复】: 

2014 年 4 月 24 日，公司控股子公司齐重数控与齐齐哈尔市土地矿业权储备

交易中心等政府有关部门就齐重数控北厂区的土地收储的有关事项达成一致意

见并签署了《国有土地使用权收购补偿合同》，就齐重数控北厂区中《一厂地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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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性详细规划图》中的 A-04、A-05、A-08 地块（该三块土地对应的土地证编

号为齐土籍国用（2006）第 0101023 号、齐土籍国用（2002）第 0100223号、齐

土籍国用（2002）第 0100224 号、齐土籍国用（2002）第 0100225 号）的土地进

行收储事项签署了《国有土地使用权收购补偿合同》。三块地块收购补偿价款分

别为 35,134万元、45,000万元、20,077万元。目前，A-04、A-05已在 2014年

和 2015年被收储，A-08地块尚未收储。 

由于齐齐哈尔市土地矿业权储备交易中心资金紧张，已在 2014年和 2015年

收储的 A-04、A-05地块（以下称为“项目地块”）地块收购补偿价款合计为 80,134

万元，其中仍有 54,134 万元未支付。齐齐哈尔市鹤城城投公司以储备土地做抵

押向浦发银行借款 5亿元，项目地块目前处于抵押状态。 

公司于 2018 年 3 月 5 日与恒大地产集团哈尔滨有限公司、恒大地产集团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丙方”)签署了《合作协议书》，拟将控股子公司齐重数控装

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齐重数控”）持有的齐齐哈尔齐一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项目公司”)100％股权按合作协议书约定转让给恒大地产集团

哈尔滨有限公司或其指定主体（以下统称“乙方”），乙方同意受让该等股权。 

根据《合作协议书》约定，齐重数控本协议签订后 20 个工作日内，负责协

助齐齐哈尔市鹤城城投公司解除项目地块抵押。齐重数控履行完本协议约定义务，

乙方取得项目公司 100%股权并获得项目地块的全部权益且无其他义务负担，应

支付的全部合同款项即包干费总额为人民币 105,000万元。 

交易后续资金情况尚无进展，如有进展，我司将及时公告。上述土地转让交

易对公司损益的预计暂时无法预计，具体情况将以审计报告为准。 

2018年 5月 21日，公司收到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送达的《协助执行通知书》

（2018）[浙民初 21 号]（下称《通知书》）及《民事裁定书》（2018）[浙民初

21号]（下称《裁定书》），冻结了公司持有的齐重数控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95.59%

股份及博易智软（北京）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9.1528%股份。查封期限 24个月（从

2018 年 5 月 21 日至 2020 年 5 月 20 日止）。上述事项对公司当前正常的生产经

营没有产生实质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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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天马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 2017 年

年报问询函（中小板年报问询函【2018】第 80号）的回复》之盖章页） 

 

 

 

 

 

 

 

 

 

 

 

 

 

 

 

天马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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