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股票代码：002708 股票简称：光洋股份 编号：（2018）037号 

常州光洋轴承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2017年年报问询函的回复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常州光洋轴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8年5月25日收到深

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下发的《关于对常州光洋轴承股份有限公司2017

年年报的问询函》（中小板年报问询函【2018】第232号）。公司立即就问询事

项进行了逐项落实，现将函内问询事项回复如下： 

   问题一、你公司2017年四个季度实现的营业收入分别为3.42亿元、3.54亿元、

3.39亿元和4.25亿元，实现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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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4万元、-246万元、401万元和-1,468万元。请说明你公司各个季度实

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与营业收入变动趋势不一致的原因。 

回复： 

1、公司2017年度分季度的相关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项目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341,827,113.72 354,121,365.81 339,402,129.27 425,268,544.10 

营业成本 250,539,728.03 274,030,537.43 265,730,982.46 325,545,552.00 

毛利额 91,287,385.69 80,090,828.38 73,671,146.81 99,722,992.10 

毛利率 26.71% 22.62% 21.71% 23.45% 

营业税金及附加 2,752,422.35 4,634,528.50 4,835,522.49 2,472,729.69 

销售费用 15,977,863.30 12,773,998.75 13,023,789.58 7,700,045.25 

管理费用 47,847,139.68 55,469,422.27 46,386,218.74 54,819,936.41 

财务费用 5,582,807.34 8,463,058.67 2,685,333.97 10,596,635.06 

资产减值损失 479,202.69 -264,861.06 2,182,078.45 34,621,936.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6,170,365.82 -3,826,463.7 6,436,951.4 -6,723,819.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14,438,863.28 -2,459,030.15 4,008,503.75 -14,682,927.19 



 

2、分季度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与营业收入变动趋势不一致的

原因及合理性： 

（1）从2017年3月份开始，原材料价格持续上涨，导致2017年二季度开始毛

利率下降幅度较大。 

（2）第二季度营业收入较第一季度环比增加1,229.43万元，增幅3.60%，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环比下降1,689.79万元，降幅117.03%。主要原因包括： 

① 第二季度毛利率较第一季度环比下降4.09%，导致毛利额减少1,448.36

万元。 

② 6月份天津天海同步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海同步”）计提上半

年咨询费125万元，光洋股份母公司计提上半年管理人员奖金260万元。 

③ 第二季度营业税金及附加较第一季度增加188.21万元。 

（3）第三季度营业收入较第二季度环比下降1,471.92万元，降幅4.16%，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环比增加646.75万元，增幅263.01%。主要原因包括： 

① 二季度管理费用中计提奖金和咨询费385万元，而三季度无该项费用； 

② 天海同步二季度承兑汇票利息支出129万元，三季度承兑汇票利息支出

31万元，光洋股份母公司二季度理财产品利息收入17万元，三季度理财产品利息

收入67万元，两项业务使三季度财务费用下降148万元。 

（4）第四季度营业收入较第三季度环比增加8,586.64万元，增幅25.30%，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环比下降1869.84万元，降幅466.29%，主要原因为计提

了商誉减值准备3,338.73万元。 

问题二、你公司收购的天海同步2015年、2016年、2017年均未完成业绩承

诺，均涉及回购股份进行业绩补偿。请说明： 

（1）你公司对于业绩补偿事项的具体会计处理方法，核实三次业绩补偿的

会计处理方法是否一致，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请会计师核查并

发表专业意见； 

回复： 

公司对业绩补偿事项的具体会计处理方式如下： 

1、公司对2015年度业绩补偿的会计处理 

 



 

天津天海同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海集团”）、吕超、薛桂凤作为

补偿义务主体（以下简称“补偿义务主体”）承诺天海同步在2015年度经审计的

合并报表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不低于4,160万元，

2015年度天海同步盈利实现数为3,880.49万元，实际盈利与承诺盈利差异为

279.51万元，根据公司与天海集团、吕超、薛桂凤签署的《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之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之补充

协议》（以下简称“补偿协议”），补偿义务主体2015年度应补偿的股份数量为

1,162,017股，由公司以1元总价进行回购注销。 

公司对天海同步的购买日为2016年3月31日，于购买时点，2015年度实际盈

利未完成承诺业绩的事实已经确定，所应补偿的股份数额也已确定，且补偿义务

主体在购买日已明确表示履行相关补偿义务，属于购买日前已经确定的事实，应

对合并对价进行调整。公司的会计处理方法为按照调整业绩补偿之后的股份及其

公允价值确认合并对价。 

2、对2016和2017年度进行业绩补偿的会计处理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讲解-企业合并》的相关规定，合并协议约定的购买方

根据未来或有事项发生而要求返还之前已经支付的对价，应视为或有对价，并按

照其在购买日的公允价值计入企业合并成本，但购买日后12个月内出现对购买日

已经存在情况的新的或者进一步证据而需要调整或有对价的，应当予以确认并对

原计入合并商誉的金额进行调整。其他情况下发生的或有对价变化或调整，当或

有对价为资产或负债性质时，按照企业会计准则有关规定处理，如果属于《企业

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的确认和计量》中的金融工具，应当采用公允价值计

量，公允价值变化产生的利得和损失应按该准则规定计入当期损益或计入资本公

积。 

同时，证监会相关文件资料也已经明确，上市公司收到的作为企业合并或有

对价返还的自身股份，以实际业绩与承诺业绩的差额为基础确定应予返还的股份

数量，不满足《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所规定的权益工具的条

件，应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中关于金融资产的

规定进行会计处理。 

补偿义务主体承诺天海同步在2016年度经审计的合并报表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不低于5,408万元，2016年度天海同步盈利实

现数为5,261.54万元，实际盈利与承诺盈利差异为146.46万元，根据盈利预测补

偿协议的约定，补偿义务主体2016年度业绩承诺应补偿股份总数为608,884股，

由公司以1元总价进行回购注销。 

2016年、2017年完成相关业绩补偿的时间间隔已经超过了12个月的限制，公

司应在确定可以取得相应补偿时，将对应的业绩补偿取得的股份以公允价值计量，

扣除1元回购款后计入营业外收入。 

公司在编制2017年年报时已经确定取得2016年相关业绩补偿的回购股份，故

确认相关损益，会计处理方法如下： 

确认应收业绩补偿时 

借：其他应收款——补偿义务主体（业绩补偿） 4,922,174.21 

贷：营业外收入  4,922,174.21 

确认股份回购义务时 

借：库存股  608,884.00 

借：资本公积——股本溢价  4,313,291.21 

贷：其他应付款——补偿义务主体（股份回购义务）4,922,175.21 

实际结算上述其他应收款和其他应付款，相抵后按净额结算（2018年2月实

际结算时）： 

借：其他应付款——补偿义务主体（股份回购义务） 4,922,175.21 

贷：其他应收款——补偿义务主体（业绩补偿） 4,922,174.21 

贷：库存现金  1.00 

公司未在2016年年报中进行上述处理，而是在2017年年报中进行相应账务处

理的原因系2016年末补偿义务主体将持有公司的相关股权已经质押，暂时无法执

行相关赔偿协议，公司在编制2016年年报时无法准确预计是否能够得到相应的补

偿，基于谨慎性原则，未对应回购的股份进行确认。而在编制2017年年报时补偿

义务主体已于2018年2月履行了相关补偿协议，故将2016年的相关业绩补偿计入

2017年年报。 

2017年天海同步未完成业绩承诺，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补偿义务主体合计持有

公司股份37,395,120股，其中37,220,000股已质押，公司在编制2017年年报时，补

偿义务主体亦未就相关业绩补偿如何履行做出说明，亦无履行承诺的相关增信措



 

施，所以无法预计补偿义务主体是否一定能够履行相关承诺，故未能在2017年报

表中对应予补偿的业绩进行确认，只能在补偿义务主体真正履行了相关补偿义务

时对其进行确认并进行相关的账务处理。 

会计师发表明确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光洋股份对业绩补偿事项的具体会计处理方法，虽然2015

年与2016年和2017年的业绩补偿的会计处理方法不一致，但均有具体的原因，且

均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2）由于业绩承诺方所持公司股份基本处于质押状态，因天海同步未完成

2016年度业绩承诺而需回购的60.89万股公司股份于2018年2月27日才完成注销

手续。请说明业绩承诺方未及时履行补偿义务是否违反其作出的相关承诺以及

交易双方的约定，请财务顾问核查并发表专业意见； 

回复：根据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重大资产重组

购入资产盈利预测实现情况鉴证报告》（编号XYZH/2017BJA80171），天海同

步2016年度实现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52,615,424.94元，未完成2016年度的业绩承诺。根据补偿协议约定，天海集团、

吕超、薛桂凤应补偿的股份总数为608,884股。2017年5月17日，公司召开2016年

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以1元总价回购上述股份并注销的相关议案。 

由于天海集团所持公司股票大部分已质押，导致回购注销无法执行，天海集

团、吕超、薛桂凤于2017年7月6日出具了《关于2016年度业绩承诺未完成的补偿

事项承诺函》：“为切实履行2016年度对上市公司的业绩补偿承诺，本人及本公

司目前正在积极与湖北荆门高新技术产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荆门高新投”)

协商，拟通过自有或自筹资金偿还荆门高新投部分借款并对本公司所持的部分上

市公司股票解除质押，或增加抵押物置换出本公司所持的部分上市公司股票的方

式来完成对上市公司业绩补偿的承诺。本公司所持上市公司部分股票解除质押事

项最迟不晚于2017年7月31日完成。” 

2018年1月8日，吕超将持有的公司股票35万股质押给荆门高新投并在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质押登记手续，用于置换天海集团质押

股票。2018年1月29日，天海集团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办理了35万股质押解除手续。 



 

2018年2月27日，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

成2016年度业绩补偿股份的注销手续。 

根据天海集团、吕超、薛桂凤出具的《关于2016年度业绩承诺未完成的补偿

事项承诺函》，天海集团未能在2017年7月31日前完成上市公司部分股票解除质

押事项，违反了其做出的相关承诺。 

独立财务顾问发表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由于重组标的2016年度经营业绩未达预期，

补偿义务人天海集团、吕超、薛桂凤应向上市公司补偿608,884股，上市公司以

1.00元总价定向回购并予以注销。根据天海集团、吕超、薛桂凤出具的《关于2016

年度业绩承诺未完成的补偿事项承诺函》，天海集团未能在2017年7月31日前完

成上市公司部分股票解除质押事项，违反了相关承诺。在上市公司、独立财务顾

问的持续督促下，2016年度业绩承诺未实现应补偿的股份已于2018年2月27日在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注销手续。 

（3）因天海同步未完成2017年度业绩承诺，需补偿1,057万股公司股份，截

至年报披露日，业绩承诺方合计持有上市公司股份3,740万股，其中3,722万股已

质押。请说明业绩承诺方为保证及时进行业绩补偿拟采取的解决措施，以及进

行业绩补偿的具体安排。 

回复：天海同步2017年度财务报表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审计，报告文号为XYZH/2018BJA80087。根据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出具的《重大资产重组购入资产盈利预测实现情况鉴证报告》（编号

XYZH/2018BJA80090），天海同步2017年度实现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44,881,600.23元，未完成2017年度的业绩承诺。

根据补偿协议约定业绩补偿主体天海集团、吕超、薛桂凤合计需补偿的股份数量

为10,571,619股。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吕超及其一致行动人天海集团、薛桂凤合

计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总数为37,395,120股，其中限售股份总数为31,207,749股。目

前天海集团、吕超、薛桂凤将其持有股份合计37,220,000股已质押给荆门高新投，

质押比例占其总持股数的99.53%，天海集团、吕超、薛桂凤未质押的股份已不足

以履行2017年度业绩承诺应补偿的股份。根据与补偿义务主体沟通，其反馈由于



 

解质押资金需求量较大且周期较长，难以通过解质押股份的方式进行业绩补偿，

承诺方意向通过变卖天海集团子公司天津中德传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德传

动”）的资产，以现金方式进行业绩补偿。根据补偿协议中的约定，补偿义务发

生时，补偿义务主体应当首先以其通过本次交易获得的公司新增股份进行股份补

偿，补偿义务主体按照本协议的约定履行股份补偿义务后不足弥补应补偿金额的，

补偿义务主体应当就差额部分以现金方式向公司进行补偿，并应当按照公司发出

的付款通知要求向公司支付补偿价款，各补偿义务主体就现金补偿义务向公司承

担清偿责任。 

补偿义务主体提出的补偿方案与补偿协议中约定的补偿方式不符，为了保护

广大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公司将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

相关规定进行充分论证后，督促补偿义务主体以合理、合法方式进行补偿，尽快

履行业绩补偿承诺。鉴于此，公司与补偿义务主体沟通后，其承诺通过本次重组

获得的上市公司股份本年度可解限份额暂不解限，待2017年度业绩承诺履行完毕

后再申请办理相关解限业务。 

问题三、2017年末，因收购天海同步业绩承诺期已满，你公司对天海同步

进行了减值测试。根据收益法评估结果，天海同步2017年12月31日评估值为

55,800万元，高于收购时的交易价格，因此认为标的资产未发生减值。此外，你

公司根据包含商誉的天海同步资产组价值之和59,139万元与评估值55,800之差，

对收购天海同步形成的商誉计提减值准备3,339万元。请说明： 

（1）你公司2015年度收购天海同步时，天海同步收益法评估值为55,479万

元，在天海同步每个承诺期均未完成业绩承诺的情况下，2017年12月31日天海

同步的评估值高于收购时的评估值的原因，本次估值采用的各种假设、依据、

主要参数，对未来收益的预测等是否严谨合理，请评估机构核查并发表专业意

见； 

回复： 

1、2017年12月31日天海同步评估值高于收购时的评估值的原因 

收购天海同步时的评估值为55,479万元，天海同步2017年12月31日评估值为

55,800万元，两次评估的时间点不同，净资产差异较大。2015年收购评估基准日



 

为2014年10月31日，该基准日下的所有者权益（合并口径）为19,678.69万元，2017

年12月31日基准日的所有者权益（合并口径）为35,318.84万元，本次评估时点的

净资产比上次评估时点的净资产高15,640.15万元。 

2、本次评估采用的假设、依据、主要参数如下： 

（1）评估假设 

① 假设国家现行的有关法律法规及政策、国家宏观经济形势无重大变化，

本次交易各方所处地区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无重大变化； 

② 针对评估基准日资产的实际状况，假设企业持续经营； 

③ 假设和被评估单位相关的利率、汇率、赋税基准及政策性征收费用等

评估基准日后不发生重大变化； 

④ 假设评估基准日后无不可抗力及不可预见因素对被评估单位造成重大

不利影响。 

⑤ 假设评估基准日后被评估单位采用的会计政策和编写资产评估报告时

所采用的会计政策在重要方面保持一致； 

⑥ 假设评估基准日后被评估单位的现金流入为平均流入，现金流出为平

均流出； 

⑦ 假设被评估企业2018年-2019年内享受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优惠待遇

不变，在2020年起至永续期起企业所得税率按法定税率计； 

⑧ 假设部分资产存在权属证明文件瑕疵事项，不影响其按现有使用方式

持续使用。 

（2）主要依据 

企业实施经营数据、未来预测资料、合同资料及评估收集的其他资料。 

    （3）主要参数 

本次评估涉及的主要参数中选择了收入、毛利率、折现率等重要参数来举例

说明，具体数据如下（合并口径）： 

单位：万元 

年度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收入 64,518.81 74,577.32 84,371.49 91,855.43 98,825.16 106,738.60 

成本 45,907.00   54,972.25 64,060.43 70,276.48 76,429.60 82,484.19 



 

年度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毛利率（%） 28.85% 26.29% 24.07% 23.49% 22.66% 22.72% 

从上表可以看出预测的收入、毛利率与近年的实际经营数据相比较谨慎合理。 

2018年-2019年的折现率取值为11.5%，2020年-永续的折现率取值为11.34%。

2015年收购评估时折现率取值为：2014 年11 月至2017 年为10.83%，2018年到

永续为10.16%。本次评估时点的折现率略高于上次。 

评估机构发表核查意见： 

本次评估高于上次评估结果的主要原因是本次评估净资产高于上次。本次估

值采用的各种假设、依据、主要参数的选取均较为严谨合理，对未来收益的预测

也较严谨合理。 

（2）核实根据本次评估值认定的天海同步未发生减值的判断以及计提的商

誉减值准备金额是否准确，请会计师核查并发表专业意见。 

回复：公司根据收益法评估结果，依据天海同步评估值分别对标的股权价值

和商誉进行减值测试，具体过程如下： 

1、天海同步股权价值的减值测试 

天海同步股权价值的减值测试，其目的主要是判断天海同步股权截至2017

年12月31日的价值是否低于收购日的交易价格（即公司母公司的账面长期股权投

资成本）。 

天海同步资产减值比较过程如下： 

项目 金额（万元） 

标的资产（天海同步公司股东权益）评估值 55,800.00 

重大资产重组时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 55,000.00 

标的资产的减值金额 0.00 

通过上述比较可知，截至2017年12月31日，公司所持天海同步股权价值为5.5

亿元，股权资产组减值测试就是收益法评估值5.58亿元与现有账面价值5.5亿元的

对比，目前可收回金额大于账面价值，长期股权投资不存在减值，故母公司不需

要计提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即天海同步股权资产不存在减值。 



 

2、商誉减值测试 

商誉减值测试是公司在合并报表过程中对包括商誉在内的股权资产组价值

（即天海同步资产纳入公司合并账面可辨认净资产的公允价值与购买天海同步

资产股权时直接形成的商誉账面价值之和）所作的减值测试。 

根据准则要求，对商誉的减值测试需要结合股权资产组一并进行，商誉是对

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之外的溢价。包含商誉的标的资产组减值比较过程如下： 

项目 金额（万元） 

截至207年12月31日，标的资产纳入公司合并账面可辨认净资产的公

允价值（购买日后公允价值延续计算的结果） 
49,863.32 

购买标的资产股权时直接形成的商誉账面价值 9,275.40 

包含商誉的标的资产组价值之和 59,138.72 

标的资产（天海同步公司股东权益）评估值 55,800.00 

包含商誉的标的资产组减值金额 3,338.72 

通过上述比较可知，合并报表中包含商誉在内的天海同步资产组发生减值金

额为3,338.72万元，公司据此确认商誉减值准备3,338.72万元。 

会计师发表明确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光洋股份根据本次评估值认定的天海同步未发生减值的

判断是正确的；光洋股份据此确认商誉减值准备的金额准确。 

问题四、你公司存货中的低值易耗品跌价准备期末和期初余额均为349.85

万元，请说明对于低值易耗品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的方法，并核实你公司计提的

低值易耗品跌价准备金额是否准确。 

回复： 

公司对于存货计提跌价准备的方法是期末存货按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原

则计价。 

公司低值易耗品主要为刀具，期末公司对需要计提存货跌价的刀具进行测试，

测试金额与期初存货跌价准备金额差异较小，未进行调整。 

问题五、你公司本期收到和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中“非合并



 

关联方往来款”分别为32万元和3万元，较去年同期大幅下降。请说明该关联方

往来款的具体情况，该往来款未在你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人资金占用情

况汇总表》中以及年度报告“关联债权债务往来”部分进行披露的原因，以及

本期发生额同比下降的原因。 

回复： 

公司本期收到和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中“非合并关联方往来款”

分别为32万元和3万元,往来款未在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人资金占用情况汇

总表》列报的原因为：收到和支付的款项为天海同步集团子公司中德传动的代垫

款项。因中德传动电路维修，临时借用公司全资孙公司天津天海精密锻造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精密锻造”）供电设施，由精密锻造代替中德传动代缴电费，截

至2017年12月31日代缴款项无余额，故未在《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人资金占用情

况汇总表》中以及年度报告“关联债权债务往来”部分进行披露。今后公司将加

强管控，杜绝此类情况的发生。 

问题六、你公司长期应付款中融资租赁款期末余额为4,639万元，请说明你

公司开展融资租赁业务的具体情况，并核实是否及时履行了审批程序和信息披

露义务。 

回复： 

2014年12月7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常州光

洋轴承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等相关

议案。2015年2月10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常州

光洋轴承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

案）》等相关议案。2015年2月27日，本次交易经公司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2015年5月8日，本次交易经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

会审议，获得无条件通过。2015年6月1日，中国证监会核准上市公司本次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 

公司于2015年6月3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常州光洋轴承

股份有限公司向天津天海同步集团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

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1097号），核准公司向天海同步的股东天海集团、

吕超、武汉当代科技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天津金镒泰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营口国发高技术投资有限公司、王永、王建利、薛桂凤、张学泽、

吕源江、吕元永、窦红民、刘玉明发行股份购买其持有的天海同步100%股权。

2016年4月15日，天海同步依法就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过户事宜履行了工商变

更登记手续，领取了换发的营业执照，即天海同步成为公司全资子公司，精密锻

造为公司全资孙公司。2016年5月23日，上述股东获发的公司股份在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 

本次重组交易完成前，天海同步为改善财务状况开展了融资活动，吕超、薛

桂凤及其控制的天海集团、中德传动为天海同步、精密锻造银行借款、融资租赁

等事项提供了连带担保。详情请见公司于2015年6月3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常

州光洋轴承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修订稿）》。本次重组交易完成后，吕超、薛桂凤及其控制的天海集团、中德

传动为公司关联方，前述担保构成关联交易，公司于2016年8月24日召开的第二

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全资子公司关联交易的议案》，详情请见

公司于2016年8月26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

告》。 

截至目前公司融资活动情况如下： 

序

号 
名称 合同号 期限 方式 

1 远东国际租赁有限公司 
IFELC13DS3231

21-L-01 

2013 年 7 月 12 日-2016 年 7

月 12 日 
售后回租 

2 远东国际租赁有限公司 
IFELC12D03136

3-L-01 

2013 年 12 月 25 日-2016 年

11 月 7 日 
融资租赁 

3 远东国际租赁有限公司 
IFELC12D03136

9-L-01 

2014 年 1 月 29 日-2017 年 1

月 29 日 
融资租赁 

4 
平安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

司 

2013PAZL4767-

ZL-01 

2014 年 1 月 8 日-2017 年 1 月

8 日 
售后回租 

5 台骏国际租赁有限公司 
CL20140781100

17 

2014 年 7 月 28 日-2017 年 7

月 28 日 
售后回租 



 

序

号 
名称 合同号 期限 方式 

6 
仲利国际贸易（上海）有

限公司 

CC16010048CA

X 

2016 年 2 月 25 日-2017 年 9

月 25 日 
融资租赁 

7 

平安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

司、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上海分行 

2014PAL4881-

WD-01 

2015 年 2 月 19 日-2021 年 8

月 19 日 

三方委托

贷款 

8 
海尔融资租赁（中国）有

限公司 

HF-ZNZZ-20151

2-001 

2015 年 12 月 11 日-2018 年

12 月 11 日 
售后回租 

9 
中机国能融资租赁有限公

司 

2016ZJGN0004-

ZL-01 

2016 年 3 月 18 日-2019 年 3

月 18 日 
售后回租 

公司长期应付款中融资租赁款期末余额为4,639万元，主要为：（1）、平安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的委托贷款业务金额为4,509万元，（2）、中机国能

融资租赁有限公司的售后回租业务金额为130万元。 

 

特此公告。 

常州光洋轴承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7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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