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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

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证券代码：000862    证券简称：银星能源    公告编号：2018-046 

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 2017 年年报 

问询函相关事项的回复公告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管理部年报问询函〔2018〕第 27

号文件的要求，本公司对有关问题进行了认真分析和核查，现对

问询函中提及的问题回复如下： 

1.你公司 2017年度、2016年度、2015年度分别实现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89亿元、0.11亿元、-1.17亿元。请

结合最近三年你公司项目所在地区风力发电政策、生产及上网情

况说明 2015 年度、2017 年度均亏损而 2016 年度盈利的原因及

你公司 2017 年度经营环境、业务构成较 2016 年度、2015 年度

是否发生重大变化。 

回复： 

（一）2016年公司实现利润总额 0.22亿元，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 0.11亿元，盈利主要原因： 

1.新能源发电由于资源较好、增量带动及业务拓展等原因，

2016年新能源发电实现利润总额 6568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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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装备制造业受 6.30 光伏发电抢装潮利好，光伏组件产品

订单饱满，装备制造业控亏明显，全年实现利润总额-802万元； 

3.2016年各类减值损失 492万元。 

（二）2015年公司亏损主要原因： 

1.受新能源发电大幅度限电影响，新能源全年实现利润总额

-1,867万元； 

2.装备制造业由于市场萎缩，订单减少，全年实现利润总额

-7,279万元（含减值损失 924万元）； 

（三）2017年公司亏损的主要原因： 

1.新能源受资源下降、限电政策持续及交易电价下降等因素

影响，全年实现利润总额-3,775万元； 

2.装备制造业受红色预警影响，生产订单减少，全年实现利

润总额-9,341万元（含减值损失 4,445万元）； 

（四）2017年公司业务构成较 2016年、2015 年未发生变化；

2017 年新能源发电限电有所缓解、交易让利增加，装备制造业

受红色预警影响，订单大幅减少。  

2.你公司 2017 年分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

为 0.027 亿元、-0.17 亿元、-0.51 亿元和-1.23 亿元，相应同

期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 0.21亿元、0.45亿元、

0.42亿元和 3.41亿元；且 2017年度和 2016年度投资活动现金

流出分别为 4.20亿元和 2.23亿元。请说明公司净利润与同期经

营及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化方向及变化幅度不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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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原因。 

回复：公司净利润与同期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变化方向及变化

幅度不匹配的主要原因是公司主营业务成本中80%以上是非付现

成本的折旧费用。 

四季度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较大而同时亏损较大的原因

一方面是由于第四季度电网公司对 2016 年度补贴电费结算回款

1.2 亿元；二是公司在四季度加大回款力度，应收账款回款较多；

三是公司在四季度因为还本付息需求对 2,700 多万元应收票据

进行了贴现；四是减值以及固定资产清理损失等非付现成本增加

造成的亏损加剧较大部分发生在第四季度。 

2017年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同比 2016年度增加较多的原因一

是由于募集资金到位后，对之前宁安风电场和银星一井项目建设

资金在 2017年集中予以支付；二是公司 2017年新建太阳山六期

风电场 5 万千瓦风电场建设成本高于 2016 年 3 万千瓦的光伏电

站，资金支付增加较多；三是 2017 年度利用募集资金开展太阳

山一期技改投资，增加了投资性支出。     

3.年报显示，应收账款报告期末账面余额为 8.33 亿元，占

报告期末总资产余额的 9.07%，占报告期末净资产余额的 31%，

较报告期初的 6.61亿元增长 26.02%；报告期应收账款计提坏账

损失 2936万元。 

（1）请对比公司最近三年的期末应收账款余额及其构成，

说明大额应收账款的形成原因，对各年末余额前五名单位的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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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和结算周期是否发生变化，近三年对相关款项回收所采取的

措施。 

（2）请说明对来宝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瑞典碳资产有限

公司及宁夏达力斯发电有限公司的应收账款按照报告期末单项

金额重大并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原因。 

（3）请说明报告期是否存在管理层运用重大会计估计和根

据客户信用情况对应收账款的坏账情况进行评估并确定已发生

坏账的情形，如是，说明由此计提坏账的金额及其判断依据。 

请年审会计师对报告期坏账准备计提金额的准确性进行核

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公司近三年期末应收账款余额 2015 年末 2.76亿元；

2016年末 6.8亿元；2017年末 8.8亿元。主要构成是标杆电费、

补贴电费和其他应收账款所组成。 

2017 年应收情况 2016年应收情况 2015年应收情况 

项目 
金额 

（万元） 
项目 

金额 

（万元） 
项目 

金额 

（万元） 

应收账款总额 87,963 应收账款总额 68,477 应收账款总额 27,756 

其中：新能源发电应收 67,452 其中：新能源发电应收 30,866 其中：新能源发电应收 6,917 

制造业及其他应收 20,511 制造业及其他应收 37,611 制造业及其他应收 20,839 

其中：新能源发电占比 77% 新能源发电占比 45% 新能源发电占比 25% 

制造业及其他占比 23% 制造业及其他占比 55% 制造业及其他占比 75% 

公司近三年信用政策未发生变化，但自 2016 年 10月以来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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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网公司改变原补贴电费当月结算次月回款的结算政策，造成公

司应收账款大幅增加。公司目前大额欠款主要集中在电费补贴部

分，但因该款项性质特殊，属于国家财政欠款，公司与宁夏电网

公司及当地财政保持密切沟通联系，及时跟踪补贴回款工作进

度，及时反馈，随时做好对账及结算准备。 

（二）2007 年公司控股子公司宁夏银仪风力发电公司与瑞

典碳资产有限公司签订了长山头风电一期和红寺堡风电一期二

氧化碳减排量（即按照 CDM机制经核证的二氧化碳减排量，俗称

CDM）的销售协议，价格为 10美元/吨；2009年公司与来宝碳资

源管理公司签订了麻黄山风电一、二期和红寺堡风电二期二氧化

碳减排量的销售协议，价格 10.5欧元/吨。上述二氧化碳减排量

是在风电项目运行过程中产生，且经核证才可以确认交易。长山

头风电一期和红寺堡风电一期风电场 CDM于 2011 年 11月、麻黄

山风电一、二期和红寺堡风电二期的碳减排量于 2011 年 5 月注

册核证成功，达到了交易完成的条件，故公司于 2011 年确认了

CDM 收入 1,313万元，同时确认对瑞典碳资产有限公司应收账款

405 万元、来宝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应收账款 908万元。2012年

下半年以后，CDM的国际市场价格开始下跌，2013年大幅跌落，

至 2013 年年末，CDM 已跌至 0.18 欧元/吨，瑞典碳资产有限公

司和来宝碳资源管理公司因此违约不再履行合同，公司多次派人

交涉未果，目前按照 2013 年年末市场价格，该交易已不具备经

济性，故对该两笔业务全额计提了减值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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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公司为宁夏达力斯发电有限公司提供代运维劳务，

形成应收账款 350万元，以前年度按账龄分析计提坏账准备 105

万元。目前因该债务人经营状况严重恶化，无可执行资产，因此

本年对该笔款项按个别认定法全额计提坏账准备。 

（三）公司在计提应收账款坏账准备时，同时考虑了应收款

不能收回的信用风险、以及收回时的未来现金流量现值。公司年

末应收国家电网宁夏分公司款项 6.6亿元，其中一年以上账龄的

应收款项 114,383,569.70 元为电费补贴款，根据以前年度的结

算情况，电费补贴款的回款期通常为当月结算，次月回款；但本

年电费补贴款的回款在一年以上且单项金额较大。根据公司“应

收账款坏账准备”会计政策规定，对该款项按照单项金额重大并

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方法计提坏账，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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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预计未来可收回的时

间时，根据目前电费补贴款的回款情况，回款期可能超过一年，

因此本着谨慎性原则，银星能源按照一年期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电

费补贴款现值，与账面价值的差额计提了坏账准备。 

2014 年公司为宁夏达力斯发电有限公司提供代运维劳务，

形成应收账款 350万元，以前年度按账龄分析计提坏账准备 105

万元。目前因该债务人经营性资产已被抵押权人银行执行，无其

他可执行资产，预计收回的可能性不大，因此本年对该笔款项按

个别认定法全额计提坏账准备。 

公司“应收账款坏账准备”会计政策规定，单项金额重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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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断依据或金额标准为：将单项金额超过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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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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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核查意见： 

说明：2017年度计提应收款项坏账准备 2,935.66万元，除

对国网宁夏电力有限公司电费补贴超期款以及宁夏达力斯发电

有限公司因目前已不具备偿债能力按单项金额重大并单独计提

坏账准备外，其他主要为按账龄分析计提。明细如下： 

项目 分类 金额 

应收账款 

单项金额重大并单独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  

 其中：国网宁夏电力有限公司 4,975,685.30  

宁夏达力斯发电有限公司 3,500,000.00  

按账龄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 14,453,461.53  

小计 22,929,146.83 

其他应收款 

单项金额重大并单独计提坏账准备的其他应收款 -19,000.00  

按账龄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其他应收款 6,452,002.34  

单项金额虽不重大但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其他应收款     -5,513.00  

小计 6,427,489.34  

合计 29,356,636.17  

计提负数为坏帐准备的转回。 

2014 年银星能源为宁夏达力斯发电有限公司提供代运维劳

务，形成应收账款 350万元，以前年度按账龄分析计提坏账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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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万元。本年因该债务人经营状况严重恶化，无可执行资产，

因此本年对该笔款项按个别认定法全额计提坏账准备。 

银星能源年末应收国家电网宁夏分公司款项 6.6亿元，其中

一年以上账龄的应收款项 114,383,569.70 元为电费补贴款。根

据以前年度的结算情况，电费补贴款的回款期通常为当月结算，

次月回款；但本年电费补贴款的回款期在一年以上且单项金额较

大。 

银星能源“应收账款坏账准备”会计政策规定，单项金额重

大的判断依据或金额标准为：将单项金额超过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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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法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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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银星能源“应收账款坏账准备”会计政策规定，在预计

未来可收回的时间时，考虑目前电费补贴款的回款情况，预估回

款期可能超过一年。本着谨慎性原则，银星能源按照一年期同期

贷款利率测算电费补贴款现值，与账面价值的差额计提了坏账准

备。 

经核查：坏账准备系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及银星能源公司

会计政策的规定进行测试及计提，未发现存在重大异常。 

4.年报显示，货币资金报告期末余额为 2.55 亿元，较报告

期初余额 10.59 亿元下降 75.95%，原因为“主要系本年补贴电

费未结算，经营支出所致。”请结合最近三年补贴电费的结算时



 

- 9 - 

 

间及到账情况说明可再生能源补贴政策是否发生变化，如是，说

明原因及对公司的影响。 

回复：公司 2016年 10月份以前补贴电费结算一直按照当月

收入，次月回款的方式进行结算，未发生拖欠。从 2016年 10月

以来，因为国家财政资金未到位，电网公司开始拖欠补贴电费，

2017年 12月电网公司对 2016年 10月、11月补贴电费进行了结

算，资金于当月到账，剩余补贴电费仍处于拖欠状态。 

截止目前国家可再生能源补贴政策未发生变化。 

5.年报显示，报告期末应收票据为 1.53 亿元，较报告期初

增长 780%。请结合你公司近三年信用政策、销售政策及其变化

情况（如有），说明近三年公司客户采用票据支付占营业收入的

比例、变动情况及其原因、对公司盈利情况的影响（如有）。 

回复： 

                    应收票据结算情况 

项目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营业收入（万元） 120,518 144,256 93,504 

应收票据结算金额（万元） 50,528 55,604 40,904 

应收票据结算比例（万元） 42% 39% 44% 

公司近三年信用政策、销售政策未进行调整变化，应收票据

期末余额增加的主要原因一方面是电网公司在结算标杆电费时

加大了银行承兑汇票支付比例；另一方面是公司在 2017 年因制

造业生产订单减少，外购原材料等采购支出减少，银行承兑汇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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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使用量大幅降低。 

6.年报显示，报告期“公司前 5大供应商”中有四家供应商

未出现在你公司 2016年度的前 5大供应商名单中。 

（1）请说明报告期供应商出现较大变化的原因，报告期前

五大供应商中新增的四家供应商的开始合作时间、采购内容、采

购结算及支付情况以及采购原材料所对应的产品类别。 

（2）请说明前五大供应商是否属于公司的关联人，其与公

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实际控制人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

务、人员等方面的关系，是否存在可能或已经造成上市公司对其

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回复： 

（一）公司采购主要集中在组件和塔筒原材料采购，受新能

源市场变化的影响，公司做出了一些产业调整策略。2016 年度

公司新能源装备主要以生产组件为主，浙江昂成新能源有限公司

等企业均为电池片制造商主要供应商以组件原材料为主。2017

年主要以生产塔筒制造为主，安阳蓝锋商贸有限公司（钢板供应

商）成为了最大的供应商。 

供应商 开始合作时间 
采购内

容 

采购结

算 

支付

情况 

产品类

别 

安阳蓝锋商贸有限公司 2014年 2月 钢板 正常 正常 新能源 

上海先韦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2016年 3月 电池片 正常 正常 新能源 

苏州润阳光伏科技有限公司 2013年 10月 电池片 正常 正常 新能源 

安阳龙腾热处理材料有限公司 2017年 7月 
地锚组

件 
正常 正常 新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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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前五大供应商均不属于公司关联人，其与公司及公司

前十名股东、实际控制人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

等方面均无关系，不存在可能或已经造成上市公司对其利益倾斜

的其他关系。 

7.你公司《资金占用专项审计报告》显示，报告期对控股股

东中铝宁夏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存在代垫款项 1100 万元。请列表

说明代垫款项的性质、发生时间、发生原因。请年审会计师对上

述资金是否构成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中铝宁夏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宁夏能源）

是公司控股股东，2016 年底，宁夏能源全资子公司宁夏银仪电

力设备检修公司（以下简称检修公司）因股权转让，控制权发生

转移，其从事电力检修业务 69 人划属宁夏能源。因宁夏能源本

部人员编制受控，考虑到其拟装入公司的 300MW 风电项目（左旗

200MW 和白兴庄 100MW）在建成后需要配备人员，经双方协商，

这部分人员从 2017 年 1 月由上市公司进行人员档案托管。2017

年 1月 5日公司与中铝宁夏能源签订了《人员档案托管协议》，

约定：托管期间托管人员主要参与 300MW风电项目建设工作，托

管人员薪酬由宁夏能源支付。 

2017 年 2 月由于受红色区域预警政策影响，拟开工建设的

项目缓建，宁夏能源对该批人员的工作任务进行了调整，穿插安

排该批人员在公司风电基地见习实习，熟悉风电规程及相关检修

运维业务，过程中存在协助公司进行部分运检工作的情况，宁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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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认为该批人员现在有为公司工作的情形，费用不应由宁夏能

源全部承担，由于当时一时难以界定清楚，存在分歧，考虑到人

员稳定，公司先按月向该批人员代发了工资薪酬。后经过多次与

宁夏能源进行沟通，认为尽管该批人员参与了公司的部分工作，

但主要目的是借助公司的风电基地进行见习实习，锻炼人员，为

后续项目做准备，公司不应承担费用，经过沟通最终至年底前双

方达成一致，工资费用由宁夏能源承担。宁夏能源在 2017年 12

月支付给银星能源 1,103 万元,其中：支付 1-11 月发生额 853万

元，预付 12月未发放工资 250万元。 

代发费用明细表 

单位：万元 

序号 支付时间 发生金额 备注 收到金额 收到时间 

1 2017 年 1月 94.58 代发款项   

2 2017 年 2月 68.81 代发款项   

3 2017 年 3月 66.93 代发款项   

4 2017 年 4月 76.66 代发款项   

5 2017 年 5月 76.84 代发款项   

6 2017 年 6月 67.67 代发款项   

7 2017 年 7月 79.32 代发款项   

8 2017 年 8月 69.42 代发款项   

9 2017 年 9月 76.72 代发款项   

10 2017 年 10月 70.43 代发款项   

11 2017 年 11月 105.68 代发款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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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2017 年 12月 249.73 预付款项 1,103.00 2017 年 12月 18日 

合计 1,103.00  1,103.00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核查意见： 

说明：根据银星能源提供的材料：中铝宁夏能源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以下简称中铝宁夏能源）是银星能源控股股东，2016

年底，中铝宁夏能源全资子公司宁夏银仪电力设备检修公司因股

权转让，控制权发生转移，其从事电力检修业务 69 人划属中铝

宁夏能源。因中铝宁夏能源本部人员编制受控，考虑到其拟装入

银星能源的 300MW 风电项目（左旗 200MW 和白兴庄 100MW）在

建成后需要配备人员，经双方协商，这部分人员从 2017 年 1 月

由银星能源进行人员档案托管。2017 年 1 月 5 日银星能源与中

铝宁夏能源签订了《人员档案托管协议》，约定：托管期间托管

人员主要参与中铝宁夏能源 300MW 风电项目建设工作，托管人

员薪酬由中铝宁夏能源支付。 

2017 年 2 月由于受红色区域预警政策影响，拟开工建设的

项目缓建，中铝宁夏能源对该批人员的工作任务进行了调整，穿

插安排该批人员在银星能源风电基地见习实习，熟悉风电规程及

相关检修运维业务，过程中存在协助银星能源进行部分运检工作

的情况，中铝宁夏能源认为该批人员存在为银星能源工作的情

形，费用不应由中铝宁夏能源全部承担，由于当时一时难以界定

清楚，存在分歧，考虑到人员稳定，银星能源先按月向该批人员

代发了工资薪酬。后经过多次与中铝宁夏能源进行沟通，认为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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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该批人员参与了银星能源的部分工作，但主要目的是借助银星

能源的风电基地进行见习实习，锻炼人员，为后续项目做准备，

银星能源不应承担费用，经过沟通最终至年底前双方达成一致，

工资费用由中铝宁夏能源承担。中铝宁夏能源在 2017年 12月支

付给银星能源 1,103万元,其中：支付 1-11月发生额 853万元，

预付 12月未发放工资 250万元。此事项已在财务报表附注的“关

联交易”中进行了披露。 

经核查：上述代付工资、福利、社保费用等，中铝宁夏能源

集团有限公司已于 2017 年年底前全部支付银星能源公司。我们

认为，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上述款项已全部结清，不存在

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况。 

8.你公司《关于 2018 年度日常交易计划的公告》显示报告

期关联交易实际金额比预计金额低 79%。请说明向关联人采购原

材料及接受关联人提供劳务的实际发生金额远低于预计金额的

原因；对实际发生额超出预计金额的交易事项履行审议程序和信

息披露的情况（如适用）。 

回复：2017年公司预计关联交易额度为 16,163.6万元，实

际发生关联交易金额 3,412.31 万元，主要差异为公司所属新能

源发电企业购买火电直接交易发电权事项未发生。2016年 12月

宁夏回族自治区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制定了《2017 年电力直接

交易工作方案》，规定：宁夏参与电量直接交易的火电企业按照

不低于交易电量的 20%通过合同转让给新能源企业，合同电量交

易价格不低于火电企业与电力用户交易平均价差，最高不超过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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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价 3 倍。为了保障公司新能源发电收入，公司在 2017 年初预

计了 2017 年全年拟购买大股东中铝宁夏能源集团有限公司所属

火电企业电量直接交易的发电权，总预计金额 9,000 万元。上述

事项具体详见公司在 2017 年 3 月 7 日披露的《宁夏银星能源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所属新能源发电企业购买火电直接交易发

电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19）。电量交易实

际上由公司申报额度，宁夏电网提供平台直接分配交易，公司全

年实际上未与关联方中铝宁夏能源集团有限公司所属火电企业

发生电量交易。 

公司对 2017 年实际发生额超出预计金额的交易事项履行了

相关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公司于 2018年 3月 20 日召开的七届

六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 2017年度关联交易的议案》，

并于 2018年 3月 22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

证 券 报 》 、 《 上 海 证 券 报 》 和 巨 潮 资 讯 网

（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增加 2017 年度关

联交易计划的公告》。 

9.年报显示，报告期末原材料余额较报告期初无较大变化，

但原材料跌价准备较 2016 年度增加 257%；报告期末库存商品余

额较报告期初下降约 50%，但库存商品跌价准备较 2016 年度增

加 21%；原材料及库存商品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共计 1252 万元。

请结合公司各类存货的账面价值、存货成本和可变现净值等，说

明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的准确性、充分性和本报告期转回或转销存

货跌价准备的原因。请年审会计师说明对公司报告期末存货的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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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情况，对原材料及库存商品存货减值计提的准确性发表明确意

见。 

回复：            2017年存货情况明细 

 装备制造业板块 新能源发电板块 合计 

存货（万元） 9019  1511  10530  

其中：原材料 8681  1511 10192 

      在产品 8    8  

      产成品 330    330  

已计提减值（万元） 1721    1721  

其中：原材料 1429    1429  

      在产品     0  

      产成品 292    292  

可变现净值（万元） 7298  1511  8808  

2017年度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的主要原因：一是分公司光伏应

用公司、电池公司以及控股子公司光伏发电设备公司的存货中用

于生产双轴跟踪装置的库存物资以及其他光伏材料本年销售价

格继续下降，经测试，按账面价值高于可变现净值的差额计提存

货跌价准备556.14万元，该部分存货期初已累计计提跌价准备

641.13万元；二是根据对风机制造行业未来发展趋势、技术进步

以及市场需求的判断，公司2017年对风机公司的整体发展构架进

行了调整并整体转型，与分公司检测检修公司组成了检测检修基

地，今后主要开展检测检修业务, 整机生产工作变为辅助项目，

由于该公司整体转型，造成部分存货出现减值迹象，用于生产整

机的存货除已有订单之外将改变用途作为备品备件使用，经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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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按账面价值高于可变现净值的差额计提存货跌价准备696.09

万元。 

存货跌价准备转回主要是因为公司在内部光伏技改项目中

使用了部分已计提了减值的存货。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核查意见： 

说明：1.存货盘点情况 

银星能源于2017年12月28日、29日安排盘点工作，我们共安

排4组人员实施了现场监盘和实地详细盘点。对光伏发电设备公

司、银仪风电公司、光伏应用公司、阿左旗分公司及太阳山风电

场的库存商品、原材料及备品备件实施了详盘，数量无差异，但

光伏发电设备公司、光伏应用公司、电池公司的存货中部分存货

存在库龄较长、积压无订单的情况。对风电设备公司的原材料实

施了抽盘，从账面记录到实物和由实物到账面记录两个角度进行

了抽盘，抽盘比例达期末账面价值的70%，数量无重大异常。 

2.存货跌价准备 

存货跌价准备系期末存货按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原则计

价，对于存货预计其成本不可收回的部分，提取存货跌价准备。

2017年银星能源公司计提存货跌价准备1,252.24万元，其中：原

材料计提跌价准备1,195.24万元，库存商品计提跌价准备57.00

万元。 

银星能源分公司光伏应用公司、电池公司以及控股子公司光

伏发电设备公司的存货中用于生产双轴跟踪装置的库存物资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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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他光伏材料，该部分存货期初已累计计提跌价准备641.13

万元，本年市场持续低迷，销售价格继续下降。银星能源经测试，

按账面价值高于可变现净值的差额补充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556.14万元。 

根据对风机制造行业未来发展趋势、技术进步以及市场需求

的判断，银星能源2017年对风机公司的整体发展构架进行了调整

并整体转型，与股份分公司检测检修公司组成了检测检修基地，

今后主要开展检测检修业务, 整机生产工作变为辅助项目，由于

该公司整体转型，造成部分存货出现减值迹象，用于生产整机的

存货除已有订单之外将改变用途作为备品备件使用，经测试，按

账面价值高于可变现净值的差额计提存货跌价准备696.09万元。    

经核查：存货减值准备系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及银星能源

会计政策的规定进行减值测试和计提，未发现存在重大异常。 

10.年报显示，报告期公司计提固定资产减值损失1562万元。

请说明报告期主要机器设备的产能利用情况，电池分公司机器设

备及风电设备公司机器设备的闲置原因。请年审会计师说明固定

资产减值测试的主要过程，对主要固定资产及其实际状况的盘点

情况。 

 回复： 

2017 年固定资产减值准备明细 

单位名称 账面原值（万元） 
已提固定资产减

值准备（万元） 

本年计提固定资产

减值准备（万元） 

设计产能

（MW） 

2017 年产量

（M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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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池公司机器设备 8,713  2,242  676  50 0 

光伏公司生产线 4,382  0  554  200 13 

风机公司机器设备 1761  0  332  300 0 

合计 14,856  2,242  1,562    

闲置原因：1.电池公司自 2011 年成立，截止 2015 年 11 月

公司累计生产 28MW 单晶电池，主要应用于太阳山、孙家滩等光

伏电站，目前公司的单晶电池生产线，无法满足目前市场需求，

转产可能性小，已连续停产 2年多时间。2.公司根据风机制造行

业整体发展趋势及未来发展战略规划考量，2017 年对风机公司

的整体发展构架进行了调整，进行整体转型，并与公司分公司检

测检修公司组成了检测检修基地，整机生产工作变为辅助项目，

设备生产线 2017 年全年闲置，综合考虑技术状况以及市场需求

情况，未来已不具备组织规模生产的条件。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核查意见： 

说明：1.固定资产减值情况 

2017年银星能源计提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15,624,611.66元，

具体明细如下： 

固定资产减值项目 固定资产原值 累计折旧 减值准备余额 账面价值 
其中:本期计提

减值准备 

电池公司机器设备 87,126,496.96 34,005,404.89 29,181,121.18 23,939,970.89 6,762,921.18 

风机公司机器设备 17,607,360.76 9,896,527.23 3,323,589.99 4,387,243.54 3,323,589.99 

光伏公司生产线 43,822,112.33 22,508,731.98 5,538,100.49 18,015,118.42 5,538,100.49 

合     计 148,555,970.05 66,410,664.10 38,042,811.66 46,342,332.85 15,624,61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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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银星能源电池分公司生产线受技术进步以及光伏发电产

业政策发展影响，电池价格持续下降，市场供大于求，电池分公

司生产线目前处于停产状态，期初已累计计提减值准备2,241.82

万元。经测试，按账面价值超过其可收回金额的差额补充计提固

定资产减值准备 676.29万元； 

(2)根据对风机制造行业未来发展趋势、技术进步以及市场

需求的判断，银星能源 2017 年对风机公司的整体发展构架进行

了调整并整体转型，与股份分公司检测检修公司组成了检测检修

基地，今后主要开展检测检修业务，整机生产工作变为辅助项目。

由于该公司整体转型，造成部分生产用设备出现减值迹象，经测

试，按账面价值超过其可收回金额的差额对固定资产计提减值准

备 332.36万元； 

(3)控股子公司光伏发电设备公司受技术进步以及光伏发电

产业政策发展影响，光伏设备公司的生产用设备与市场上新技

术、新工艺不能匹配，2017年订单减少，仅零星生产了 13.8兆

瓦电池组件，全年大部分时间处于停产状况，出现减值迹象，经

测试，按账面价值超过其可收回金额的差额计提固定资产减值准

备 553.81万元。 

2.固定资产减值测试 

对于上述已出现减值迹象的固定资产，银星能源委托评估机

构进行了评估，根据评估结果计提了固定资产减值准备1,562.46

万元。 

我们复核了评估报告及管理层提供的各项资产的可回收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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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或重置成本的原值、方法及减值计提的过程。首先，评估评估

机构独立性；其次，依据资产评估报告、资产评估明细表以及评

估说明对评估中实施的评估程序、选择的评估方法、假设前提以

及选用的评估参数等进行复核，根据评估报告所采用的方法的恰

当性、程序的适当性以及参数选择的合理性等因素分析判断评估

结论的合理性。 

3.盘点情况 

银星能源于 2017年 12月 28日、29日安排盘点，我们对盘

点实施了现场监盘。对银星能源制造业的固定资产，对金额较大

的固定资产进行抽盘，核对设备上的设备编号与盘点表中的设备

编号，并检查相关设备铭牌以确定其名称及观察资产状况。对银

星能源新能源发电行业的固定资产通过观测监控平台核对风机

数量，了解风机运行情况，查看生产运行记录。 

上述进行减值测试的资产已停工并处于闲置状态，其他资产

运行正常。 

基于所实施的程序，我们获取的证据可以支持银星能源对上

述资产执行减值评估过程中作出的判断。 

11.年报显示，报告期公司计提无形资产减值损失 813万元。

请对比说明最近三年计提无形资产减值损失的情况，报告期发生

减值损失的非专利技术的名称、计提减值的原因。请年审会计师

说明对无形资产减值测试执行的审计程序。 

回复：公司 2015年、2016年未对无形资产计提减值。报告

期计提减值的无形资产是 2.5MW风机组装技术专利权技术，摊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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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 813 万元。公司 2017 年决定对风机制造进行整体转型，不

再进行整机生产，该专利技术将不再为公司带来持续收益，因此

全额计提无形资产减值准备 813万元。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核查意见： 

说明：截止 2017年 12月 31日，银星能源无形资产中 2.5MW

风机技术专利摊余价值为 813.38万元。由于银星能源 2017年决

定对风机制造进行整体转型，不再进行整机生产，该专利技术将

不再为银星能源带来持续收益，因此全额计提无形资产减值准备

813.38万元 

我们查阅了 2.5MW风机技术专利购买合同及使用要求，复核

了银星能源计提无形资产减值准备的相关资料，我们认为银星能

源 2017 年全额计提无形资产—非专利技术减值准备是符合《企

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12.年报显示，报告期内单项金额重大并单项计提坏账准备

的其他应收款中应收个人款项共计 769万元，全额计提坏账准备

的原因为挂账多年，收回的可能性极小；对海天投资管理有限责

任公司的其他应收款 6387 万元全额计提坏账准备，计提原因为

不合规委托理财，预计无法收回。请详细说明相关个人及海天投

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与公司的关系，相关其他应收款的产生原

因、挂账时间及款项的可回收性，公司采取的追缴措施。 

   回复：  

        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其他应收款中应收款项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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欠款单位及个

人 

金额 

（万元） 
发生时间 与单位关系 款项性质 收回可能性 

海天投资管理

有限责任公司 
6387 2002 年 

原吴忠仪表集团

子公司 
不合规理财 无法收回 

王明寿 591 2006 年  股权转让款 无法收回 

朱维克 46 2005 年以前 原吴忠仪表职工 公司重组前外借销售费用 无法收回 

杨忠军 28 2005 年以前 原吴忠仪表职工 公司重组前外借销售费用 无法收回 

李情豪 25 2005 年以前 原吴忠仪表职工 公司重组前外借销售费用 无法收回 

窦洪德 23 2005 年以前 原吴忠仪表职工 公司重组前外借销售费用 无法收回 

凌学义 21 2005 年以前 原吴忠仪表职工 公司重组前外借销售费用 无法收回 

候磊 20 2005 年以前 原吴忠仪表职工 公司重组前外借销售费用 无法收回 

潘威阳 15 2005 年以前 原吴忠仪表职工 公司重组前外借销售费用 无法收回 

合计 7155     

应收海天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63,865,671.32 元，系公司

2002 年以前的委托理财款项，原挂账金额 7,000 万元，收回

6,134,328.68 元，尚余 63,865,671.32 元。因海天投资公司已

被吊销营业执照且没有可以可供执行的资产，本公司预计收回的

可能性不大，故全额计提了减值准备；经查阅海天公司相关资料，

截止 2004年 12月，海天公司已资不抵债，近几年一直处于歇业

状态，公司员工均已离职，实属于停业倒闭状态,吴仪集团在海

天公司的投资难以收回。 

应收王明寿股权转让款 591 万元，系本公司 2006 年转让山

东博远物流发展有限公司股权款。本公司预计收回的难度较大，

故全额计提了减值准备。目前公司已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执行



 

- 24 - 

 

法院依法冻结了王明寿名下的银行账户并查封了其他财产，针对

案件执行进展情况，执行法院已将王明寿列入“失信被执行人”

名单，并将其纳入最高人民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库，对其相应

的行为给予限制。 

其他个人款项属于公司重组前原吴忠仪表拨离的销售人员

销售费用的预借款,由于时间久远，相关资料缺失，无法收回。 

13.年报显示，太阳山风电场一期技改工程及太阳山风电场

六期工程完工程度报告期末分别达到 90%及 80%，两项工程报告

期末余额合计为 2.65亿元，报告期计提在建工程减值损失 39万

元。请说明以上两项工程预计达到可使用状态的时间，预计转固

时间以及转固条件。请年审会计师说明对在建工程的盘点情况和

对转固实施的审计程序，对在建工程计提减值的准确性发表意

见。 

回复： 

在建工程情况明细表 

项目 期末余额 
达到可使用

条件时间 

预计转

固时间 
转固条件 

太阳山六期 23212 2018.07 2018.07 
取得并网许可证、电网归调函、240带

电运行测试。 

太阳山一期技改 3251 2018.03 2018.03 具备投运生产条件，达到可使用状态。 

小计 26463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核查意见： 

说明：1.银星能源在 2017 年 12 月 29 日安排了在建工程盘

点，我们对盘点实施了现场监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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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首先对工程项目监理人员实施了访谈，了解项目基本情

况和截止目前项目进展实施情况；翻阅部分监理工作日志，重点

对工程实施情况进行了检查，并取得了各月的监理工作月报表。

经访谈和现场查看：太阳山六期工程 20台风机已全部完成基建、

吊装和组装工作，但附属升压站及送出线路设施方面仍有部分施

工工作尚未完成，整体设备调试尚未进行，20 台风机尚未进行

240 小时带电运行测试；一期技改项目主要为将四台 1.0MW风机

更换为 4台 2.0MW风机，项目进展为一台风机已全部完成吊装和

组装，一台风机已完成吊装，其余两台风机尚待吊装，风机基础

已全部完成，风机设备已全部运抵现场。 

2.银星能源风电项目转固条件：⑴取得电力公司并网通知；

⑵取得电力公司归调函；⑶进行 240小时带电运行测试。满足上

述三个条件才达到转固条件。 

我们重点检查了银星能源公司太阳山风电场一期技改及太

阳山风电场六期工程完工进度，是否达到转固条件。经核实 2017

年末上述两项工程的完工率分别达到 90%及 80%，均未进行 240

小时带电运行测试，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不符合固定资产转

固条件。 

3.银星能源高精齿轮项目因制造业前景低迷等原因，项目推

进缓慢，依据目前的经济环境和经营计划，银星能源决定暂停高

精齿轮项目，由于该项目主要发生的是前期设计费等，预计未来

不能为公司带来收益，计提在建工程减值准备 38.88 元。 

经核查：在建工程减值准备计提是充分的，符合《企业会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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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则》及银星能源会计政策的相关规定。 

14.年报显示，公司报告期末短期借款余额为 3.6 亿元，长

期借款余额为 50.9 亿元，一年内到期非流动负债——长期借款

余额为 6.43 亿元，在建工程利息资本化金额为 0。请说明借款

利息全部费用化没有资本化的原因及合理性。请年审会计师对此

进行核查并发表意见。 

回复：公司报告期末短期借款余额为 3.6亿元，长期借款余

额为 50.9 亿元，一年内到期非流动负债——长期借款余额为

6.43 亿元，但在建工程利息资本化金额为 0 的原因是：1.短期

借款主要用于弥补流动资金不足，未用于项目建设；2.长期借款

全部为项目借款，但均为以前年度建设完工项目，借款利息已停

止资本化；3.本年在建项目太阳山六期和太阳山一期技改项目使

用的是募股资金，其他技改项目使用的是自有资金，未使用信贷

资金。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核查意见： 

说明：2017 年末银星能源借款总计 60.93 亿元，其中：短

期借款 3.6亿元，均为流动资金借款，未用于项目建设；长期借

款 57.33亿元，均为已建成项目的专项借款。 

2017年 12月 31日银星能源在建工程 292,935,020.26 元，

主要在建项目包括太阳山风电场一期技改工程和太阳山风电场

六期工程，这两个项目占在建工程比重为 90.22%，建设资金分

别来源于 2014年重大资产重组募集资金项目和 2016年定向募集

资金项目；其他技改项目使用的是自有资金，未使用借款，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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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星能源 2017年在建工程无资本化借款费用。 

经核查：银星能源借款费用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及银星能

源会计政策的相关规定。 

15.年报显示，报告期销售费用 926万元，较 2016年度 2322

万元销售费用同比下降60%，原因为报告期装备制造业订单减少,

运输费下降所致。请结合报告期主营业务结构的变化情况，分产

品类别从量价两个维度分析说明运输费的变动原因。 

回复： 

运输费用变动情况表 

项目 
构件 组件 合计 

2016年 2017年 2016年 2017 年 2016年 2017年 

销量 54套+50个基础环 73套 112.84MW 13.9MW   

收入（万元） 7986  5679  33825  3877  41811  9556  

运费（万元） 511  187  805  22  1316  210  

公司销售费用中的运输费用主要在制造业板块发生，2017

年在产销量大幅萎缩的情况下，运费金额大幅下降。 

16.年报显示，报告期管理费用——折旧费为 170 万元，较

上期下降 68%，请说明报告期在固定资产增加的情况下，折旧费

用下降的原因及合理性。 

回复：报告期管理费用---折旧费下降的原因是公司因资产

出租后，将之前在管理费用中归集的折旧费转为其他业务支出中

列支。 

17.年报显示，2017 年度研发投入为 434 万元，较 201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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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1858 万元研发投入同比下降 77%。请对比列示 2017 年度和

2016 年度的研发项目及其研发支出，说明研发支出费用化和资

本化的会计处理，报告期研发投入大幅下降的原因和合理性。 

回复： 

2016研发项目 2017研发项目 

项目 投入（万元） 项目 投入（万元） 

宁夏太阳电池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自筹） 
1035.65  宁夏风电设备工程技术研究 

      

40.43  

高效抗 PID晶硅电池和组件

产业化应用示范项目 
796.50  

MWT65-1000KW三菱风机主控器国产

化应用 

      

14.60  

兆瓦级风机载荷测定及前瞻

性维护研究项目 
21.34 

“S77-1500及 FD77A-1500风机主控

系统国产化应用 
49.99 

其他 4.51  宁夏太阳电池工程技术研究 177.79  

    高透型双玻组件关键技术及应用 149.62  

    其他 1.59  

合计 1858.00  合计 434.02  

公司 2017 年因制造业整体低迷，经营形势不佳且公司整体

战略调整方向为大力发展新能源发电产业，制造业整体处于收缩

状态下，制造产业研发投入规模及投入均大幅缩减。 

公司研发支出会计处理政策为：研究阶段的支出全部费用

化，计入当期损益;开发阶段的支出符合条件的才能资本化，不

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计入当期损益。 

18.年报显示，报告期末营业外支出较报告期初增加 264%，

其中非流动资产毁损报废损失 1283 万元，罚款、滞纳金及违约

金 382万元，停工损失 2928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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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请结合你公司经营环境和业务结构变化，说明非流动

资产毁损报废损失和停工损失的产生原因，相关事项的信息披露

情况（如适用）； 

（2）请说明罚款、滞纳金及违约金的内容，是否涉及重大

违法违规事项。 

回复： 

（一）非流动资产毁损报废损失和停工损失增加主要原因：

1.本年公司为提高老旧风机发电效率，通过技改方式对太阳山四

台风机进行了技改，拆除的四台风机，形成了清理损失；2.因技

术故障造成公司一台风机损毁，形成清理损失；3.因受 2017 年

2 月国家能源局发布的红色预警政策影响，公司制造业企业在

2017年度有大半年的时间是处于停产状态，停工损失大幅增加。 

（二）罚款滞纳金及违约金中有因为消防罚款 3万元、耕地

占用税滞纳金 280 万元，房产税滞纳金 75 万元，耕地占用税滞

纳金主要系因为在耕地占用面积上与税务机关存在异议产生，房

产税滞纳金系因为 2005 年公司重组以前遗留问题。均不涉及重

大违法违规行为。 

19.年报显示，2017 年度、2016 年度、2015 年度非流动资

产处置损益分别为-1283 万元、1101 万元和-148 万元。请说明

近三年非流动处置损益的具体构成、处置原因。 

回复： 

2017 非流动资产毁损报废损失明细 

项目 金额（万元） 原因备注 



 

- 30 - 

 

太阳山四台风机技改拆除 -758 对老旧风机进行技改升级 

银仪 5-7毁损损失 -525 因故障风机设备毁损损失 

合计 -1283  

2016非流动资产毁损报废损失明细 

项目 金额（万元） 原因备注 

房产土地及设备评估增值收益 1084 对宁电物流增资 

本部处置车辆增值 6 处置闲置车辆 

构件车辆抵账收益 1 处置闲置车辆 

电池车辆抵账收益 5 处置闲置车辆 

盐池车辆抵账收益 2 处置闲置车辆 

中宁车辆抵账收益 2 处置闲置车辆 

组件车辆抵账收益 1 处置闲置车辆 

合计 1101  

2015非流动资产毁损报废损失明细 

项目 金额（万元） 原因备注 

中宁红寺堡风机毁损损失 -150 因故障风机设备毁损损失 

组件车辆处置收益 1 处置闲置车辆 

电池车辆处置收益 1 处置闲置车辆 

合计 -148  

20.年报显示，2017 年度、2016 年度、2015 年度计入当期

损益的政府补助分别为 1174 万元、2705万元、2271万元。请说

明前述政府补助的获得原因，计入当期损益的依据及其准确性、

合规性，相关事项的信息披露情况（如适用）。 

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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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三年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单位：万元 

项目 来源与依据 2017 年 2016 年 2015 年 
与资产相关/ 

与收益相关 

新能源产业发展专项资

金 

因从事国家鼓励和扶持特定行业、产业而获

得的补助（按国家级政策规定依法取得） 
329  329  157  与资产相关 

年产 200MWP太阳能电池

项目 

因从事国家鼓励和扶持特定行业、产业而获

得的补助（按国家级政策规定依法取得） 
175  175  175  与资产相关 

新基地建设补助 
因符合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等地方性扶持政策

而获得的补助 
154  154  154  与资产相关 

年产 500MWP太阳能跟踪

器项目 

因从事国家鼓励和扶持特定行业、产业而获

得的补助（按国家级政策规定依法取得） 
25  25  25  与资产相关 

600MWP光伏组件车间光

电建筑一体化项目 

因从事国家鼓励和扶持特定行业、产业而获

得的补助（按国家级政策规定依法取得） 
61  61  61  与资产相关 

3MW 风电增速机加载试

验平台建设项目 

因从事国家鼓励和扶持特定行业、产业而获

得的补助（按国家级政策规定依法取得） 
24  24  24  与资产相关 

光伏发电跟踪装置驱动

系统研发 
因研究开发、技术更新及改造等获得的补助 13  13  11  与资产相关 

2.5MW 风电机组风场试

验公共服务平台建设 

因从事国家鼓励和扶持特定行业、产业而获

得的补助（按国家级政策规定依法取得） 
10  10  1  与资产相关 

公共租赁住房专项资金 
因符合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等地方性扶持政策

而获得的补助 
4  4  4  与资产相关 

硅凝胶双面双玻璃光伏

组件研制项目 
因研究开发、技术更新及改造等获得的补助 33  33  0  与资产相关 

兆瓦级风机载荷测定及

前瞻性维护研究 
因研究开发、技术更新及改造等获得的补助 4  0  0  与资产相关 

银星一井光伏电站工程

奖励款 

因符合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等地方性扶持政策

而获得的奖励 
20  0  0  与收益相关 

科技创新后补助资金 因研究开发、技术更新及改造等获得的补助 103  0  0  与收益相关 

宁夏回族自治区 2016年 因符合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等地方性扶持政策 34  0  0  与收益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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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企业稳岗补贴位补贴

款 

而获得的补助 

宁夏回族自治区 2016年

度技师培训补贴款 

因符合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等地方性扶持政策

而获得的补助 
11  0  0  与收益相关 

大型科学仪器共享补贴

款 
因研究开发、技术更新及改造等获得的补助 3  0  0  与收益相关 

2016年度稳增长奖励资

金 

因符合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等地方性扶持政策

而获得的补助 
95  34  0  与收益相关 

2016年度绿色发展扶持

奖金 

因从事国家鼓励和扶持特定行业、产业而获

得的补助（按国家级政策规定依法取得） 
74  0  0  与收益相关 

银川市科学技术局创新

券 
因研究开发、技术更新及改造等获得的补助 2  0  0  与收益相关 

2014年度促进产业发展

奖励资金 

因符合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等地方性扶持政策

而获得的补助 
 10  66  与收益相关 

保增长保降耗奖励资金 
因符合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等地方性扶持政策

而获得的补助 
 0  100  与收益相关 

促进经济发展扶持奖励

资金-风电设备 

因符合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等地方性扶持政策

而获得的补助 
 0  15  与收益相关 

高效冶金级品体硅太阳

电池工艺研究及其产业

化应用 

因从事国家鼓励和扶持特定行业、产业而获

得的补助（按国家级政策规定依法取得） 
 0  142  与收益相关 

关键调节阀项目 
因从事国家鼓励和扶持特定行业、产业而获

得的补助（按国家级政策规定依法取得） 
 0  800  与资产相关 

智能调节阀研发能力项

目 

因从事国家鼓励和扶持特定行业、产业而获

得的补助（按国家级政策规定依法取得） 
 0  300  与资产相关 

吴忠市财政局社会保障

基金困难企业补贴 

因从事国家鼓励和扶持特定行业、产业而获

得的补助（按国家级政策规定依法取得） 
 0  196  与收益相关 

WB310 三偏心蝶阀产业

化项目 

因从事国家鼓励和扶持特定行业、产业而获

得的补助（按国家级政策规定依法取得） 
 0  40  与资产相关 

银川市财政国库支付中

心奖励 

因符合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等地方性扶持政策

而获得的补助 
 0  0  与收益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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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度工业扶持政策

奖励资金 

因从事国家鼓励和扶持特定行业、产业而获

得的补助（按国家级政策规定依法取得） 
 90  0  与收益相关 

银川经济技术开发区工

业厂房租赁补贴 

因符合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等地方性扶持政策

而获得的补助 
 1376  0  与收益相关 

2016年自治区企业科技

创新后补助项目 
因研究开发、技术更新及改造等获得的补助  232  0  与收益相关 

创新发展（创新平台）专

项资金（第一批） 
因研究开发、技术更新及改造等获得的补助  50  0  与收益相关 

2.5MW 级双馈发电机研

究 
因研究开发、技术更新及改造等获得的补助  50  0  与收益相关 

2015年度促进投资和产

业发展扶持奖励资金 

因从事国家鼓励和扶持特定行业、产业而获

得的补助（按国家级政策规定依法取得） 
 20  0  与收益相关 

光电互补智能控制楼宇

照明系统 

因从事国家鼓励和扶持特定行业、产业而获

得的补助（按国家级政策规定依法取得） 
 10  0  与收益相关 

创新平台企业专利补助

资金 
因研究开发、技术更新及改造等获得的补助  4  0  与收益相关 

2016年自治区大型科学

仪器共享补贴专项资金 
因研究开发、技术更新及改造等获得的补助  1  0  与收益相关 

合计  1174  2705  2271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16号——政府补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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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应当分情况按照以下规定进行会计

处理：用于补偿企业以后期间的相关成本费用或损失的，确认为

递延收益，并在确认相关成本费用或损失的期间，计入当期损益

或冲减相关成本；用于补偿企业已发生的相关成本费用或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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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直接计入当期损益或冲减相关成本。 

21.年报显示，2017 年度、2016 年度、2015 年度非经常性

损益项目中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分别为-3039 万元，-1594 万

元、-903 万元。请说明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的产生原因，对

比说明最近三年项目金额的变化情况及其原因。 

回复： 

2017 营业外收入及营业外支出情况 

项目 金额（万元） 备注 

违约赔偿收入 267 
西安航空动力(锦世化工)因质量问题补偿款 233.75万元;

杭州银湖 110KV升压站工程 35KV补偿装置赔偿款 33.3万元 

罚款净收入 0.19 生产服务公司收宿舍用品赔偿款及食堂承租人赔偿款 

其他利得 4 废旧物资处置、收职工退培训费等 

营业外收入小计 271.19  

罚款滞纳金及违约金 382 耕地占用税滞纳金 305万元、房产税滞纳金 75万元 

停工损失 2,928 订单不足，停产费用 

营业外支出小计 3,310  

合计 -3,039   

 

2016营业外收入及营业外支出情况 

项目 金额（万元） 备注 

违约赔偿收入 47 
银仪风电电建公司质量问题赔偿款 45万元,风机公司刘献

等人离职赔款 2万元 

罚款净收入 0.12 收宿舍用品赔偿款 

其他利得 56 电缆盘盈得利 48万元、废旧物资处置收益等 

营业外收入小计 103.12  

罚款滞纳金及违约金 17 本部交纳增值税滞纳金 4万;房产税土地使用税滞纳金 13万

元 
停工损失 1,229 订单不足，停产费用 

其他 17 赔偿款 13万元,本部支法院调解补偿金 3万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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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外支出小计 1,263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

益的项目 
-434 投资过程中未实现投资收益抵消金额 

合计 -1,594   

2015营业外收入及营业外支出情况 

项目 金额（万元） 备注 

违约赔偿收入 243 
电池公司四家设备供应商债务减除 167万元;风机公司欠款

折让 76万元 

罚款净收入 2 构件公司安全罚款 2万元 

其他利得 16 
组件标书费 3万元,个税返还 1万元,货款折让 3万元,本部

法院执行款 4万元等 

营业外收入小计 261  

罚款滞纳金及违约金 2 太阳山消防罚款 1万元,风机行政罚款 1万元 

停工损失 1,156 订单不足，停产费用。 

其他 6 不能收回个税损失 6万元 

营业外支出小计 1,164  

合计 -903   

公司最近三年该项目最主要的变化原因是受停工损失增减

变动影响，2017年因订单急剧减少，公司制造业几乎全线停产，

造成停工损失大幅增加；另外，2017 年度国地税对耕地占用税

进行全面普查，对税基认定标准产生异议，要求对 2007年至 2016

年以前已缴纳的耕地占用税重新核算，并要求补税并缴纳滞纳

金。 

22.年报显示，报告期末借款中质押、抵押借款系以风力发

电、光伏发电电费收费权质押及风电站、光伏电站资产抵押取得，

其中抵押资产原值 69.52 亿元，净值 50.28亿元。请列示你公司

因“以风力发电、光伏发电电费收费权质押及风电站、光伏电站

资产抵押”而导致的资产权利受限的具体情况，相关事项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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披露情况（如适用）。 

回复：   

抵押及质押明细 

项目 质押 

抵押（万元） 

信息披露 
质押登记

时间 

抵押登记

时间 
原值 已提折旧 净值 

红寺堡风电场二期 电费收费权 27394 9856 17539 不适用 2009年 2010年 

麻黄山二期风电场 电费收费权 30323 10703 19620 不适用 2010年 2010年 

大战场一期 电费收费权 27805 6934 20871 不适用 2011年 2012年 

大战场二期 电费收费权 27778 6707 21071 不适用 2012年 2012年 

长山头 99MW 电费收费权 52836 2710 50126 不适用 2014年 2017年 

吴忠孙家滩一期 电费收费权 8096 446 7651 不适用 2012年 2013年 

吴忠孙家滩二期 电费收费权 8585 464 8121 不适用 2013年 2015年 

贺兰山一期 电费收费权 14964 9114 5850 不适用 2014年 2014年 

贺兰山二期 52%电费收费权 14266 8656 5611 不适用 2014年 2014年 

太阳山一期 电费收费权 26520 11862 14658 不适用 2014年 2014年 

太阳山二期 电费收费权 41862 6761 35101 不适用 2014年 2014年 

宁电试验风场 电费收费权 40384 5755 34629 不适用 2014年 2014年 

太阳山三期 电费收费权 29622 3189 26433 不适用 2014年 2014年 

太阳山四期 电费收费权 30464 3280 27184 不适用 2014年 2014年 

贺兰山六期 电费收费权 31442 5422 26020 不适用 2014年 2014年 

贺兰山三期扩建 电费收费权 15442 8448 6994 不适用 2014年 2014年 

贺兰山四期扩建 75%电费收费权 26270 12310 13960 不适用 2014年 2014年 

长山头一期 电费收费权 15237 8182 7055 不适用 2007年 2014年 

大水坑一期 电费收费权 22923 4909 18014 不适用 2011年 20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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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水坑二期 电费收费权 22923 3763 19160 不适用 2011年 2012年 

牛首山二期 电费收费权 28777 7559 21218 不适用 2011年 2012年 

牛首山一期 电费收费权 29072 7636 21436 不适用 2011年 2012年 

麻黄山风电场一期 电费收费权 34261 11732 22529 不适用 2009年 2011年 

贺兰山四期扩建 电费收费权 11077 5377 5701 不适用 2014年 2014年 

贺兰山五期 电费收费权 32612 12610 20002 不适用 2014年 2014年 

红寺堡一期  44233 17993 26240 不适用  2017年 

合计  695168 192376 502792    

 

特此公告。 

 

                       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8年 6 月 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