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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共达电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 

对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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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共达电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

中小板公司管理部送达的《关于对山东共达电声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年报的问询

函》（中小板年报问询函【2018】第 415号）（以下简称“问询函”）。收到《问

询函》后，公司董事会高度重视，认真核查相关事项并及时予以回复。现将相关回

复内容公告如下： 

事项一：报告期内，你公司营业收入为 7.87亿元，与 2016 年同比增长 9.9%，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75 亿元，与 2016 年同比下降 1071.33%，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1.83 亿元，与 2016 年同比下降

1897.69%；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400.57 万元，与 2016 年同比增加

219.72%。请你公司补充披露以下内容： 

（1）请结合行业竞争情况、公司产品销售情况、期间费用、资产减值计提、

非经常性损益等方面因素，分析并说明你公司收入与净利润增长比率不匹配的具体

原因。 

（2）你公司 2015、2016 年度净利润均处于微利状态，2017 年度净利润大幅亏

损，请说明公司主营业务盈利能力是否存在重大不确定性，以及公司为提高盈利能

力拟采取的措施。 

（3）请结合你公司经营模式、收入确认政策、应收账款信用政策等说明经营

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大幅增加的具体原因。 

（4）报告期，你公司电子元器件行业销售量和生产量较上年同期分别减少

8.10%和 12.46%，而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9.9%，请解释其原因及合理性。 

（5）报告期内你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量与净利润存在重大差异的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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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及合理性。 

【回复】： 

（一） 公司收入与净利润增长比率不匹配的原因 

影响净利润主要项目占营业收入比例及变动情况 

项目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占营业收入比

例增减

（2017VS2016

）②-④ 
金额（元）① 

占营业收

入比例

（%）② 

金额（元）③ 

占营业收入

比例（%） 

④ 

营业收入 786,940,122.75 100.00 716,028,565.33 100.00   

营业成本 571,026,900.55 72.56 504,421,800.27 70.45 2.11 

税金及附加 11,935,369.88 1.52 8,532,890.09 1.19 0.33 

销售费用 19,942,848.87 2.53 15,667,507.45 2.19 0.34 

管理费用 178,022,549.66 22.62 138,943,941.59 19.40 3.22 

其中：技术研发费 79,755,285.00 10.13 47,622,352.60 6.65 3.48 

职工薪酬 57,308,463.39 7.28 47,830,443.60 6.68 0.60 

财务费用 20,530,209.48 2.61 8,015,369.79 1.12 1.49 

其中：利息支出 15,141,272.37 1.92 12,975,942.77 1.81 0.11 

汇兑损失 4,980,709.34 0.63 -3,828,877.14 -0.53 1.16 

资产减值损失 174,694,744.05 22.20 30,457,049.75 4.25 17.95 

非经常性损益 8,161,503.49 1.04 7,823,912.57 1.09 -0.05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174,918,466.87 -22.23 18,008,085.38 2.51 -24.74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183,079,970.36 -23.26 10,184,172.81 1.42 -24.68 

微型电声元器件和电声组件行业的竞争压力主要来自竞争对手对大客户业务的

抢夺、生产设备、新技术的研发投入较大与应用普及的节奏、新兴智能产品市场竞

争、供应链采购成本和产品制造成本压力。尽管竞争格局普遍存在，公司综合销量

虽然相对减少，因单价较高产品的销售占比增加，公司营业收入保持小幅增长；非

经常性损益主要来自于政府补助，本年较上年同期相比未发生较大变动。由上表可

以看出，公司收入与净利润比率不匹配主要由于毛利率降低、管理费用-技术研发费、

财务费用-汇兑损失、资产减值损失增加所致。 

1、公司 2016年度新增的生产线，本年度产能未完全释放，固定资产折旧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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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人员工资提升等因素致公司成本费用增加，导致本年度毛利率降低。 

2、研发人员薪酬增加及研发项目投入增加使公司技术研发费增长比例高于收入

增长比例。 

3、外币汇率变动导致财务费用-汇兑损失增加。 

4、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减值准备、应收款项坏账准备、存货跌价准备及无形资产

减值准备的计提使资产减值损失增加，具体原因详见本回复“事项三”的相关内容。 

（二）公司近三年营业收入逐年增长，主营业务盈利能力不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2017 年度净利润大幅亏损主要原因为前期并购投资及担保代偿款计提减值损失所

致。公司于 2015年开始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宜，有关项目考察、差旅、中介机构等

费用支出较大对 2015 年、2016 年度净利润均产生一定程度影响；另一方面基于该

并购重组目的，2015年度对喀什双子星光文化投资基金企业（有限合伙）投资 6000

万元，相应增加了公司的债务融资，导致财务费用-利息支出增加。 

公司为进一步提高盈利能力拟采取的措施： 

1、公司与客户建立长期战略伙伴关系，在维系现有客户的基础上，积极开拓市

场，增加知名大客户群体，深挖客户需求，寻找新的利润增长点； 

2、引进高、精端专业技术型人才，提高研发水平，开发新产品、新项目。 

3、加强预算管理及内部成本管控，提高产品良率，降低成本费用开支。 

4、精简优化机构，提高生产自动化程度，进一步提高人工效率。 

（三）经营活动产生现金流量净额同比大幅增加的原因 

项目 2017 年度发生额 2016 年度发生额 变动额（元） 
变动比例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

金 
872,316,504.17 756,561,518.94 115,754,985.23 15.30 

收到的税费返还 14,963,596.90 41,161,461.27 -26,197,864.37 -63.65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

现金 
8,383,891.42 4,366,984.22 4,016,907.20 91.98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895,663,992.49 802,089,964.43 93,574,028.06 11.67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

金 
561,416,710.72 533,515,635.12 27,901,075.60 5.23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

的现金 
215,084,564.49 195,846,268.28 19,238,296.21 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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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17 年度发生额 2016 年度发生额 变动额（元） 
变动比例

(%) 

支付的各项税费 16,202,070.93 16,105,454.37 96,616.56 0.60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

现金 
28,954,954.27 33,475,284.24 -4,520,329.97 -13.50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821,658,300.41 778,942,642.01 42,715,658.40 5.4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74,005,692.08 23,147,322.42 50,858,369.66 219.72 

营业收入 786,940,122.75 716,028,565.33 70911557.42 9.90 

项目 2017 年末余额 2017 年初余额 变动额（元） 

变动比例
(%) 

应收票据 9,751,249.06 35,479,372.11 -25,728,123.05 -72.52 

应收账款 208,888,156.04 198,985,172.06 9,902,983.98 4.98 

预收款项 506,920.13 511,660.38 -4,740.25 -0.93 

公司经营模式为直销。销售商品收入确认具体政策：（1）国内销售：根据合同

相关条款，客户收到货物验收入库，收入金额已经确定，并已收讫货款或预计可以

收回货款；销售商品的成本能够可靠的计量。（2）出口销售：根据合同相关条款，

取得出口报关单或客户验收无异议，收入金额已经确定，并已收讫货款或预计可以

收回货款；销售商品的成本能够可靠的计量。公司根据客户销售规模、历史合作、

销售回款以及当地商业环境情况对不同客户给予不同的信用周期。以客户实际领用

日期、收到公司的销售发票日期、收到货物日期等方式计算账期，结算周期一般为

60-90 天，小部分客户结算周期 120 天。对于一些中小客户，为规避风险，公司一

般采用预收款方式结算。 

公司经营模式、收入确认政策、应收账款信用政策本年度均未发生变化，由上

表可以看出，经营活动产生现金流量净额同比大幅增加主要原因为销售商品、提供

劳务收到的现金增加。而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增加原因为：一方面由于

营业收入增加销售回款增加；另一方面电汇方式结算的客户销售额同比增加，同时

将部分未到期的银行承兑汇票贴现，也相应增加了本年度经营活动现金流量。 

（四）公司电子元器件产品销售量和生产量明细如下表 

2017年度 

产品类别名称 生产量（只） 销售量（只） 营业收入（元） 
平均售价 

（元/只） 

微型驻极体麦克风 252,622,864.00  256,310,215.00  382,342,375.36  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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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MS MIC 131,744,637.35  119,766,994.75  180,912,410.50  1.51  

SPK&RCV 53,350,610.00    53,612,542.00  204,653,952.28  3.82  

主营业务收入合计 437,718,111.35  429,689,751.75  767,908,738.14  1.79  

模具费、材料等其

他收入 
    19,031,384.61    

总计 437,718,111.35  429,689,751.75  786,940,122.75    

（续上表） 

2016年度 

产品类别名称 生产量（只） 销售量（只） 营业务收入（元） 
平均售价 

（元/只） 

微型驻极体麦克风 345,129,851.00  332,258,181.00  392,512,865.42  1.18  

MEMS MIC 90,511,554.00  74,908,548.00  141,562,372.61  1.89  

SPK&RCV 64,361,943.00  60,379,023.00  177,786,425.57  2.94  

主营业务收入合计 500,003,348.00  467,545,752.00  711,861,663.60  1.52  

模具费、材料等其

他收入 
    4,166,901.73    

总计 500,003,348.00  467,545,752.00  716,028,565.33    

上表列示的产品类别名称仅按产品大类分类，公司产品按品号核算，每大类产

品细分不同规格型号的产品；而且对于同一规格型号产品的不同客户销售单价也存

在差异。尽管总体销售量和生产量较上年同期分别减少 8.10%和 12.46%，但由于本

年度单位售价较高的规格型号产品生产量与销售量较上年增加，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9.9%是合理的。 

（五）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量与净利润存在重大差异的原因及合理性说明 

公司本年实现净利润-17,491.85万元，将净利润调整为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如下表： 

项目 金额（万元） 

净利润 -17,491.85  

加：资产减值准备  17,469.47  

固定资产折旧、油气资产折耗、生产性生物资产折旧 6,132.06  

无形资产摊销 1,310.95  

长期待摊费用摊销 155.25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的损失（收益

以“－”号填列） 
-120.63  

固定资产报废损失（收益以“－”号填列） 2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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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金额（万元） 

财务费用（收益以“－”号填列） 1,514.13  

投资损失（收益以“－”号填列） -0.43  

递延所得税资产减少（增加以“－”号填列） -469.34  

存货的减少（增加以“－”号填列） 442.84  

经营性应收项目的减少（增加以“－”号填列） -814.12  

经营性应付项目的增加（减少以“－”号填列） -394.82  

其他 -355.8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400.5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净利润 24,892.42 

从上表可以看出，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与净利润变动不匹配的主要原

因是本年计提资产减值准备、计提固定资产折旧、无形资产摊销、财务费用等因素

影响。 

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17,469.47 万元、计提固定资产折旧及无形资产摊销

7,443.01万元，该部分金额合计 24,912.48万元，减少当年净利润，但无需支付现

金。剔除该部分金额后，净利润与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基本保持一致。 

综上所述，公司报告期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与净利润存在差异是合理

的，符合公司实际运营情况。 

事项二：报告期末，你公司流动比率小于 1，请你公司对如下事项进行解释说

明： 

（1）请结合公司所处行业特点，分析你公司流动比率水平的合理性。 

（2）请结合你公司的现金流情况及流动资产的构成，说明公司短期偿债能力

是否存在问题，公司应对即将到期债务的具体措施。 

（3）请以列表的方式说明公司近三个月内即将到期的债务金额明细，并说明

公司是否有足够的偿债能力。 

【回复】： 

（一）结合公司所处行业特点，分析公司流动比率水平的合理性 

与同行业上市公司比较： 

上市公司名称 2017 年流动比率 2016 年流动比率 

歌尔股份 126.61% 12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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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以上同行业经营数据来自于该公司2017年年度报告 

公司2017年度、2016年度流动比率分别为85.84%、95.34%，与同行业上市公司

比较，流动比率偏低。主要原因一方面是公司2016-2017年度设备投资额约1.5亿元，

另一方面公司2016-2017年度因并购投资及担保代偿款、并购产生的期间费用等占用

了公司流动资金约1.2亿元。综上因素导致流动比率较同行业偏低。 

（二）结合公司的现金流情况及流动资产的构成，说明公司短期偿债能力是否

存在问题，公司应对即将到期债务的具体措施 

1、2017年度现金流量相关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金额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400.57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847.23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332.32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净增加额 -6,022.93  

公司经营活动现金流状况较好；投资活动现金流中购建固定资产等正常与生产

经营相关投资4005万元，为春天融合担保代偿本息5127万元为非经营事项；筹资活

动现金流为公司融资需求所致。 

综上所述，在没有其他重大特殊事项的前提下，公司经营资金充裕,短期偿债能

力不存在问题。 

2、公司2017年末流动资产构成明细如下： 

流动资产类别 年末余额（万元） 占比 

货币资金 11,396.77  22.04% 

应收票据 975.12  1.89% 

应收账款 20,888.82  40.39% 

预付款项 174.17  0.34% 

其他应收款 584.17  1.13% 

存货 17,394.62  33.63% 

其他流动资产 299.32  0.58% 

流动资产合计 51,712.99  100.00% 

流动资产主要由货币资金、应收账款、存货组成，公司客户资源良好，货款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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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及时、坏账风险率低；公司现有存货变现能力较强。综上所述，公司流动资产变

现能力较强，能够及时偿付短期债务，短期偿债能力不存在问题。 

3、公司应对即将到期债务的具体措施 

（1）加强客户信用政策及回款监督管理，确保应收账款及时收回； 

（2）持续强化全面预算管理，根据企业战略规划，年度、月度工作计划、资金

预算等合理安排资金支出； 

（3）加强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合作，确保信贷资金需求；积极开拓其他便捷、优

惠的融资方式。 

（三）列表的方式说明公司近三个月内即将到期的债务金额明细，并说明公司

是否有足够的偿债能力 

截止 2018年 5月 31日，公司近三个月内即将到期的主要债务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6 月到期 7 月到期 8 月到期 

短期借款 3,500.00  5,024.40  2,000.00  

应付票据 277.57  2,254.08  1,261.19  

应付账款  3,114.09  3,446.53  3,018.29  

应付职工薪酬  1,346.57      

应交税费 70.11      

一年内到期的非

流动负债 
    517.09 

公司已制定偿还债务计划，确保按期支付到期债务，偿债资金来源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预计 6 月流入 预计 7 月流入 预计 8 月流入 

货币资金 1,325.77  1,773.25  1,169.20  

应收票据 548.04  
  

应收账款 7,042.43  6,632.15  6,418.90  

银行融资   6,000.00  2,000.00  

由此可见，公司债务规模可控，有足够的偿债能力。 

事项三：报告期内，你公司计提资产减值损失 1.75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473.58%。其中，计提应收款项坏账损失 5254.32 万元，计提存货跌价损失 431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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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计提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减值损失 6000万元，计提无形资产减值损失 1899.59

万元。请详细说明你公司主营业务、应收账款回款情况及存货状态是否发生重大变

化，你公司 2017 年度计提坏账损失、存货跌价损失和无形资产减值损失分别较上

年同期大幅上涨的原因及合理性。请年审会计师发表专业意见。 

【回复】： 

（一）公司主营业务稳定发展，销售方式及客户信用政策均未发生重大变化，

货款回收及时；产品生产有序进行，存货状态良好并根据生产计划安排保持合理的

库存量。公司2017年度计提坏账损失、存货跌价损失和无形资产减值损失分别较上

年同期大幅上涨的原因及合理性说明如下： 

1、坏账损失计提按照坏账准备计提政策，其中对于西安曲江春天融和影视文化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春天融和”）担保代偿款支出，公司管理层根据了解到的春

天融和的最新经营情况、诉讼进展等综合评估，预计该款项无法收回，对其担保代

偿款本息合计51,272,750.00元全额计提减值准备。 

2、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的具体原因：（1）由于公司规划部分产品不再安排生产

及产品型号尺寸变化，对该部分产品对应的自制半成品及原材料计提减值。（2）由

于电子元器件行业固有特征，产品的降价趋势、产品更新换代及客户订单变化等原

因，对库存商品计提减值。 

3、无形资产-非专利技术计提减值原因：结合市场需求、价格趋势、产品更新

换代等原因，根据公司规划和战略定位部分产品不再安排生产，对该部分产品利用

的非专利技术计提减值。 

综上所述，2017年末公司管理层基于当时的市场环境、企业规划、产品预测、

经营计划等综合考虑，判断部分资产存在减值的迹象，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号-

存货》、《企业会计准则第 8 号-资产减值》的相关规定，计提坏账损失、存货跌

价损失和无形资产减值损失是合理的。而且分别聘请了独立具有证券期货资质的评

估机构以减值测试为目的，以 2017年 12月 31日为基准日对存货及无形资产-非专

利技术进行评估。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和第三届监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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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同意本次计提资产减值

准备。公司于 2018年 2月 28日披露了《关于 2017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 

（三）年审会计师意见 

经检查，会计师认为公司相关资产减值计算过程和会计处理方式符合《企业会

计准则第 1号-存货》、《企业会计准则第 8号-资产减值》的相关规定，公司相关

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依据充分，资产减值大幅上涨合理，并符合谨慎性原则。 

事项四：报告期末，你公司其他关联人西安曲江春天融和影视文化有限责任公

司存在对你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5127.28万元。 

（1）请详细说明该笔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的具体内容、形成时间、你公司未及

时解决的原因、后续拟采取的解决措施及时间安排。 

（2）请核查并说明西安曲江春天融和影视文化有限责任公司与你公司、你公

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是否构成关联关系。如是，请说明是否符合证监会《关

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的相关规

定；如否，请说明上述对外提供财务资助是否履行内部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回复】： 

（一）请详细说明该笔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的具体内容、形成时间、公司未及时

解决的原因、后续拟采取的解决措施及时间安排。 

2017年 8月 25日由于西安曲江春天融和影视文化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春

天融和”）向朝阳银行的 5000万元借款到期，春天融和己不能在银行续贷并且无法

拆借到其他资金用于偿还贷款，资金运转出现障碍不能及时完成清偿或续贷工作，

为了保持公司自身良好信用且不给公司后续贷款造成影响，公司于 2017 年 9 月 

15 日、2017 年 9月 21 日、2017 年 9 月 25 日、2017 年 10 月 23 日、2017 年 

10 月 30 日分别代春天融和偿还 2000 万元、500万元、1000万元、200万元、1300

万元上述借款，2017 年 10 月 31 日代偿利息 1,272,750.00 元，共计代偿借款及利

息人民币 51,272,750.00元。公司履行担保责任代偿上述债务后，依法向春天融和

追偿，以保全公司资产。 

公司因春天融和、杨伟、徐铁军拒绝履行还款义务，于 2017年 11月 15 日向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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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省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并获得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案号[2017]

鲁 07民初字第 1011号。 

2018年 3月 9日，公司收到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驳回杨伟管辖权异议的裁定书，

杨伟提起上诉；公司于 2018年 7月 2 日收到高级人民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的

裁定书，公司将积极应对上述诉讼，等待法院开庭通知，向春天融和追偿上述款项。 

（二）春天融和的控股股东为喀什双子星光文化投资基金企业（有限合伙）（以

下简称“双子星光基金”），公司现持有双子星光基金 6000万元出资额，占其出资

总额的 7.17%，春天融和系公司的其他关联方。根据喀什双子星光文化投资基金企

业（有限合伙）有限合伙协议，潍坊高科同意加入喀什双子星光文化投资基金企业

（有限合伙）成为优先级有限合伙人，出资 37,683 万元，占比 49.79%；春天融和

与公司原控股股东潍坊高科电子有限公司构成关联关系。公司目前的控股股东为潍

坊爱声声学科技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谢冠宏先生及其他关联方与春天融和无关联

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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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与春天融和全体股东曾于 2016 年 5月 13日签署的《山东共达电声股份有

限公司与西安曲江春天融和影视文化有限责任公司全体股东之非公开发行股份及支

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交易完成后，春天融和将成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在春天

融和全部股权交割之日前，公司在符合深交所对上市公司的各项监管规则、《山东

共达电声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以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监管部门

的要求的前提下，为春天融和提供银行授信、借款、融资连带责任担保支持。上述

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第三届第十一次会议、2016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审议

通过，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以及独立意见，并已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公司对春天融和提供担保符合证监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

潍坊高科电子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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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的相关规定。 

事项五：根据年报披露，你公司控股股东潍坊爱声声学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爱声声学”）的主要经营业务为电子产品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

电子产品的工业设计、生产及销售；模具设计及生产；音响设备、耳机、助听器、

对讲机、喇叭模组、计算软件的技术研发、生产及销售；电子元器件的技术研发、

生产、销售；进出口及相关配套业务。请详细说明控股股东是否与你公司存在同业

竞争，如是，请补充披露同业竞争的具体情况，包括但不限于同业竞争领域、对公

司的影响，及解决同业竞争的具体措施、时间限制、进展和保障性安排，并分析说

明相应措施是否充分、合理和具有可操作性。你公司认为应予以说明的其它事项。 

【回复】： 

公司控股股东潍坊爱声声学科技有限公司为2017年9月30日新设立公司，暂未开

展业务，与公司不存在同业竞争。为避免将来产生同业竞争，爱声声学在签署相关

股份收购协议时已出具了《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承诺如下： 

“本承诺人及本承诺人控制的下属子公司未直接或间接经营任何与上市公司经

营的业务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也未参与投资任何与上市公司生产的产

品或经营的业务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其他企业；自承诺函签署之日起，本承

诺人及本承诺人控制的下属子公司不直接或间接经营任何与上市公司经营的业务构

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也不参与投资任何与上市公司生产的产品或经营的

业务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其他企业，如果因未能履行上述承诺而给上市公司

造成损失的，本承诺人愿意承担由于违反上述承诺给上市公司造成的直接、间接的

经济损失、索赔责任及额外的费用支出。” 

事项六：报告期内，你公司前五名客户销售额占年度销售总额达 59.17%。请结

合你公司行业特点及销售模式，说明你公司客户集中度较高的原因及合理性，并请

说明公司是否存在对前五大客户的依赖，若存在，请补充提示相关风险。 

【回复】： 

1、公司从事微型电声元器件和电声组件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主要产品为微型

声学元件、电声组件、智能模组、车载电子产品等。公司立足电声领域，处于行业

中端，公司电声元器件产品的下游系消费类电子产品。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均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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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销售的模式，以与客户签订销售合同为主。 

2、同行业可比公司情况列示如下： 

上市公司名称 
2017 年度前五名客户合计销

售金额占年度销售总额比例 

2016年度前五名客户合计销售金

额占年度销售总额比例 

歌尔股份 65.86% 56.28% 

注：以上数据摘自上述公司 2016、2017年年度报告 

歌尔股份 2017年度前五大客户资料 

序号 客户名称 占年度销售总额比例 

1 客户一 30.75% 

2 客户二 21.15% 

3 客户三 5.32% 

4 客户四 4.85% 

5 客户五 3.79% 

合计   65.86% 

注：以上数据摘自歌尔股份 2017 年年度报告 

3、公司面向全球市场，主要客户为全球知名消费类电子产品制造商，知名大客

户本身相对集中，屈指可数，从上表可以看出，客户集中度较高符合行业特点。公

司凭借技术、研发、产品品质等方面的竞争优势不断进行大客户的开发，与客户建

立长期战略伙伴关系，为客户运营提供超值、满意的产品、服务和整体解决方案，

在为客户创造增值的服务中实现企业自身利益。公司销售模式为直销，虽然公司客

户集中度较高，但不存在大客户的依赖性。 

事项七：报告期，你公司研发投入金额为 7975.53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43.67%，而研发人员由 2016 年的 379 人减少到 337 人，研发投入资本化比例由

14.21%减少到 0%。请补充披露： 

（1）你公司本年度进行研发项目的进展和拟达到的目标，并预计对公司未来

发展的影响。 

（2）你公司研发投入大幅增长而研发人员大幅减少的原因及合理性。 

（3）你公司 2017 年研发投入资本化率大幅变动的原因及合理性。 

【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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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年度进行研发项目的进展和拟达到的目标，并预计对公司未来发展的

影响。 

研发项目名称 项目进展 拟达到的目的 预计对公司未来发展的影响 

项目一 
持续研发过程

中 

（1）高信噪比性能。（2）

高 AOP 性能 

该项目将会打破 MEMS 声音传感

器及芯片被国外厂商长期垄断的行

业格局，解决行业产品依赖进口的

问题，提升国内整个行业的竞争力

水平。 

项目二 
持续研发过程

中 

（1）采用超薄技术满足

手机整机和平板电脑结

构安装（2）开发了超薄

侧出音结构产品，增强

音质效果及整机防尘效

果（3）采用防脱磁路专

利技术，解决了整机跌

落时造成微型扬声器模

组的失效问题（4）采用

LDS 天线一体式设计技

术，使模组厚度更薄型

化，并解决手机、平板

电脑等天线安装难度大

的问题（5）较高的声学

性能，为手机、平板电

脑提供了音质的保障和

可靠的声学性能（6）使

用硅膜作为振动膜，能

承受 5V 听音检验，最大

承受功率可达 4W,可靠

性与声学性能俱佳，充

分发挥智能功放的优

点。 

该项目实现了高性能微型扬声器模

组系列的结构和性能优势，降低了

生产成本，提高了产线组装效率，

使产品更加稳定，增加了产品的市

场竞争力。 

项目三 
持续研发过程

中 

（1）采用五磁路设计，

保证了较高的灵敏度特

性（2）采用盆架注塑环

形极片设计，解决了整

机跌落时造成微型扬声

器模组的失效问题（3）

采用无前盖设计 ，配合

Box 使用，可以给 Box

留出更大设计空间（4）

较高的声学性能，为手

机提供了音质的保障和

可靠的声学性能 

该项目提高了微型扬声器的低频音

质和灵敏度，保证产品质量更加稳

定，增加了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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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项目名称 项目进展 拟达到的目的 预计对公司未来发展的影响 

项目四 
持续研发过程

中 

（1）弹性连接设计和轴

向定位设计（2）缝隙式

阻尼设计（3）专用产线

测试仪 

该项目实现了单面进音的结构设

计，应用更加简单、便捷，提高了

产品性能，能更好的满足客户需求。 

项目五 项目验收结束 

（1）采用目前业界先进

的多层低温共烧陶瓷配

方，配合带式湿法流延

工艺（2）采用等效电路

法对压电陶瓷和声辐射

理论模型进行全面系统

的研究 

该项目将可以实现领先于国际水平

的基于低温烧结技术的多层薄型压

电陶瓷批量化与自动化生产；率先

批量化应用多层薄型压电陶瓷扬声

器技术，实现具有竞争力的薄型化

终端产品，提高了公司的竞争力。 

项目六 项目验收结束 

（1）远距离拾音麦克风

（2）对防火墙的最大适

应能力（3）系统支持通

过 NAT、防火墙、代理服

务器等形式上网的客户

端进行访问（4）系统的

音视频传输可以通过

UDP 和 HTTP 等方式进行

传输，以具备更大的网

络适应性（5）支持多人

同时操作电子白板（6）

支持多个电子白板共享 

该项目的研发主要解决了中小型会

议室、办公室的视频化办公问题，

使声音、数据、图像传输互动更加

便捷、高效，配合云平台的使用，

将极大的方便用户，提高了公司的

产品性能，增强了市场竞争力。 

项目七 
持续研发过程

中 

实现远讲语音的拾取和

内容理解，以及两者之

间的融合和优化。 

可提高公司产品性能、稳定性，保

证产品质量，降低产品成本，增强

产品市场竞争力。 

（二）公司研发投入大幅增长而研发人员大幅减少的原因及合理性 

公司在产品保留器件开发的同时，加大对前沿、高附加值的智能产品研发项目

的投入，材料、仪器设备、研发人员职工薪酬等方面的投入大幅增加。虽然研发人

员总数 2017年末较上年同期减少 42人，主要是公司为优化结构提高效率减少了研

发辅助人员，提高了核心技术人员薪酬，公司继续不断引进高端专业技术创新人才。

研发投入增长主要是材料费和职工薪酬增加所致，研发投入明细列表如下： 

单位：万元 

研发投入明细 2017 年度发生额 2016 年度发生额 变动额 变动比例 

职工薪酬 3,342.55  2,275.70  1,066.85  46.88% 

材料费 2,751.32  1,132.51  1,618.81  142.94% 

模具及工装费 657.59  723.46  -65.87  -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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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投入明细 2017 年度发生额 2016 年度发生额 变动额 变动比例 

折旧及摊销费 976.33  948.09  28.24  2.98% 

检测费 125.44  104.34  21.10  20.22% 

差旅费 56.58  60.96  -4.38  -7.19% 

修理费 30.43  43.60  -13.17  -30.21% 

委外研发费支出 9.43  198.11  -188.68  -95.24% 

其他费用 25.86  64.50  -38.64  -59.91% 

合计 7,975.53  5,551.27  2,424.26  43.67% 

综上所述，公司研发投入大幅增长而研发人员减少是合理的。 

（三）公司 2017年研发投入资本化率大幅变动的原因及合理性 

2016 年度公司研发总投入 5,551.27 万元，其中两项研发项目符合研发费用资

本化条件，金额为 789.03万元，项目完成验收后转入无形资产-非专利技术，运用

该无形资产生产的产品存在市场且取得了较高的预期收益。而 2017年度研发项目不

符合研发费用资本化条件，全部费用化，记入管理费用-技术研发费，所以公司 2017

年研发投入资本化率较 2016年大幅减少。 

事项八：报告期末，你公司应付职工薪酬 4229.44 万元，较上年同比增长

91.25%。请说明你公司应付职工薪酬大幅增长的原因及合理性。 

【回复】： 

报告期末应付职工薪酬 4229.44万元，较期初增加 2,017.57万元，主要原因： 

1、公司各月根据工资总额的 2%、1.5%分别计提工会经费、职工教育经费，本

期计提未使用部分导致应付职工薪酬-工会经费、职工教育经费期末余额增加

536.66 万元； 

2、报告期内公司因考虑整体资金筹划，计提的 2017年终奖 771.53万元当年未

予发放，影响应付职工薪酬-工资期末余额增加。 

3、由于整体工资水平提高等原因，使应付职工薪酬-工资期末余额增加。 

事项九：请补充披露年报合并财务报表项目注释中的以下内容： 

（1）按欠款方归集的期末余额前五名的应收账款单位名称和按预付对象归集

的期末余额前五名的预付款单位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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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期末单项金额重大并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其他应收款的单位名称。 

（3）其他应收款中 5161.87 万元往来款的形成原因。 

（4）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由 2016 年的 7498.54 万元减少至 51.15

元的原因以及公司借款担保方式发生的变化。 

【回复】： 

（一）按欠款方归集的期末余额前五名的应收账款单位名称 

单位：元 

序号 单位名称 期末余额 

1 Harman International,Inc 45,357,159.05 

2 华为终端有限公司 35,751,161.90 

3 正崴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富港） 15,878,932.46 

4 东莞华贝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14,608,875.10 

5 PT.JVC ELECTRONICS INDONESIA 6,274,387.14 

合计 117,870,515.65 

按预付对象归集的期末余额前五名的预付款单位名称 

单位：元 

序号 单位名称 期末余额 

1 台湾积体电路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990,094.66  

2 潍坊五岳热力有限公司 215,833.33  

3 国网山东安丘市供电公司 116,361.70  

4 山东昊通机电工程有限公司 48,180.00  

5 潍坊京奥能源科技公司 42,100.00  

合计 1,412,569.69 

（二）期末单项金额重大并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其他应收款的单位名称 

单位：元 

单位名称 
期末余额 

其他应收款 坏账准备 计提比例 计提理由 

西安曲江春天融和

影视文化有限责任

公司 

51,272,750.00 51,272,750.00 100.00% 预计该款项无法收回 

合计 51,272,750.00 51,272,750.00   

（三）其他应收款中5161.87万元往来款的形成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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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金额（元） 形成原因 

1 51,272,750.00  
代西安曲江春天融和影视文化有限责任公

司担保代偿款本金及利息 

2 150,000.00  质量保证金 

3 40,748.60  当期未认证的进项税额 

4 155,169.68  个人借款 

合计 51,618,668.28    

（四）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由2016年的7498.54万元减少至51.15元

的原因以及公司借款担保方式发生的变化。 

公司2015年6-8月份向中国银行潍坊坊子支行以全额保证金质押方式借款4笔共

计1084万美元，2016年收到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7498.54万元为该类借款到

期后收回的借款保证金及利息；2017年收到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51.15元，

为该类保证金存款账户注销时产生的利息。该类借款于2016年到期后未再办理，亦

不存在借款担保。 

 

 

 

 

 

山东共达电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6月27日 

 
 


	事项一：报告期内，你公司营业收入为7.87亿元，与2016年同比增长9.9%，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75亿元，与2016年同比下降1071.3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1.83亿元，与2016年同比下降1897.69%；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7400.57万元，与2016年同比增加219.72%。请你公司补充披露以下内容：
	（1）请结合行业竞争情况、公司产品销售情况、期间费用、资产减值计提、非经常性损益等方面因素，分析并说明你公司收入与净利润增长比率不匹配的具体原因。
	（2）你公司2015、2016年度净利润均处于微利状态，2017年度净利润大幅亏损，请说明公司主营业务盈利能力是否存在重大不确定性，以及公司为提高盈利能力拟采取的措施。
	（3）请结合你公司经营模式、收入确认政策、应收账款信用政策等说明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大幅增加的具体原因。
	（4）报告期，你公司电子元器件行业销售量和生产量较上年同期分别减少8.10%和12.46%，而营业收入同比增长9.9%，请解释其原因及合理性。
	（5）报告期内你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量与净利润存在重大差异的原因及合理性。
	事项二：报告期末，你公司流动比率小于1，请你公司对如下事项进行解释说明：
	（1）请结合公司所处行业特点，分析你公司流动比率水平的合理性。
	（2）请结合你公司的现金流情况及流动资产的构成，说明公司短期偿债能力是否存在问题，公司应对即将到期债务的具体措施。
	（3）请以列表的方式说明公司近三个月内即将到期的债务金额明细，并说明公司是否有足够的偿债能力。
	事项三：报告期内，你公司计提资产减值损失1.75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473.58%。其中，计提应收款项坏账损失5254.32万元，计提存货跌价损失4315.56万元，计提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减值损失6000万元，计提无形资产减值损失1899.59万元。请详细说明你公司主营业务、应收账款回款情况及存货状态是否发生重大变化，你公司2017年度计提坏账损失、存货跌价损失和无形资产减值损失分别较上年同期大幅上涨的原因及合理性。请年审会计师发表专业意见。
	事项四：报告期末，你公司其他关联人西安曲江春天融和影视文化有限责任公司存在对你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5127.28万元。
	（1）请详细说明该笔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的具体内容、形成时间、你公司未及时解决的原因、后续拟采取的解决措施及时间安排。
	（2）请核查并说明西安曲江春天融和影视文化有限责任公司与你公司、你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是否构成关联关系。如是，请说明是否符合证监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的相关规定；如否，请说明上述对外提供财务资助是否履行内部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事项五：根据年报披露，你公司控股股东潍坊爱声声学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爱声声学”）的主要经营业务为电子产品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电子产品的工业设计、生产及销售；模具设计及生产；音响设备、耳机、助听器、对讲机、喇叭模组、计算软件的技术研发、生产及销售；电子元器件的技术研发、生产、销售；进出口及相关配套业务。请详细说明控股股东是否与你公司存在同业竞争，如是，请补充披露同业竞争的具体情况，包括但不限于同业竞争领域、对公司的影响，及解决同业竞争的具体措施、时间限制、进展和保障性安排，并分析说明...
	事项六：报告期内，你公司前五名客户销售额占年度销售总额达59.17%。请结合你公司行业特点及销售模式，说明你公司客户集中度较高的原因及合理性，并请说明公司是否存在对前五大客户的依赖，若存在，请补充提示相关风险。
	事项七：报告期，你公司研发投入金额为7975.53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43.67%，而研发人员由2016年的379人减少到337人，研发投入资本化比例由14.21%减少到0%。请补充披露：
	（1）你公司本年度进行研发项目的进展和拟达到的目标，并预计对公司未来发展的影响。
	（2）你公司研发投入大幅增长而研发人员大幅减少的原因及合理性。
	（3）你公司2017年研发投入资本化率大幅变动的原因及合理性。
	事项八：报告期末，你公司应付职工薪酬4229.44万元，较上年同比增长91.25%。请说明你公司应付职工薪酬大幅增长的原因及合理性。
	事项九：请补充披露年报合并财务报表项目注释中的以下内容：
	（1）按欠款方归集的期末余额前五名的应收账款单位名称和按预付对象归集的期末余额前五名的预付款单位名称。
	（2）期末单项金额重大并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其他应收款的单位名称。
	（3）其他应收款中5161.87万元往来款的形成原因。
	（4）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由2016年的7498.54万元减少至51.15元的原因以及公司借款担保方式发生的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