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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207        证券简称：安彩高科       编号：临 2019—017 

河南安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8 年年度报告、审计报告的补充说明及更正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河南安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9年 3月 23日在《上海

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了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经事后审查，为便于

投资者更好地理解，现对《安彩高科 2018 年年度报告》部分内容予以说明、补充。

同时因公司及年度审计工作人员疏忽，导致《安彩高科 2018年年度报告》《安彩高科

2018 年年度审计报告》中部分内容有误，现对相关内容予以更正。具体内容如下： 

一、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坏账计提比率情况的说明 

（一）本期发生资产减值损失 243,428,302.58 元，补充说明本次计提资产减值

损失的依据及获得补偿的可能性。 

为客观、真实、准确地反映公司截至 2018年 12月 31日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会计政策相关规定，基于谨慎性原则，公司对合并报表

范围内各公司所属资产进行了减值测试，并对其中存在减值迹象的资产计提了减值准

备。根据测试结果，2018 年公司计提各项资产减值准备 243,428,302.58 元。其中固

定资产减值准备 174,237,079.64 元，在建工程减值准备 61,227,884.09 元，坏账准

备 4,570,480.64元，存货跌价准备 3,392,858.21 元。 

《企业会计准则第 1 号--存货》规定，“资产负债表日，存货应当按照成本与可

变现净值孰低计量。存货成本高于其可变现净值的，应当计提存货跌价准备，计入当

期损益”。2018 年“531”新政实施后，光伏玻璃产品需求下滑，出现供应过剩的局

面，市场价格相应下降，已低于公司部分库存产品成本，经判断存在减值迹象，公司

相应计提了存货跌价准备 517,310.32 元。另部分光伏玻璃产品因库存时间较长存在

落灰霉变等现象，无法进行销售，经判断该部分产品存在减值迹象，公司相应计提了

存货跌价准备 2,777,382.51 元。公司以前年度对已发出暂无法收回的委托加工物资

全额计提了存货跌价准备，2018 年度对其进项税额进行了转出，相应补充计提了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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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跌价准备 98,165.38 元。 

《企业会计准则第 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规定，“企业应当在资产负债表

日对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以外的金融资产的账面价值

进行检查，有客观证据表明该金融资产发生减值的，应当计提减值准备”。 

公司应收款项主要包括应收账款、预付账款和其他应收款等项目。2018 年度公

司对单项金额重大的应收款项单独进行了减值测试，其中对回收风险较高、有客观证

据表明其已发生减值的款项全额计提了坏账准备 7,705,501.53 元。对单项金额不重

大的金融资产，公司根据其信用风险状况，单独进行减值测试，或包括在具有类似信

用风险特征的金融资产组合中进行减值测试，并按照公司会计政策计提坏账准备。对

于单独测试未发生减值的金融资产（包括单项金额重大和不重大的金融资产），公司

将其包括在具有类似信用风险特征的金融资产组合中再进行减值测试。2018 年度公

司对单项金额不重大但应单独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计提坏账准备 179,438.30 元，

对应按信用风险特征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冲回坏账准备 4,988,630.89 元。 

《企业会计准则第 8 号—资产减值》规定，“资产已经或者将被闲置、终止使用

或者计划提前处置，表明资产可能发生了减值”。公司光伏玻璃二厂窑炉及配套设备

处于运行后期，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公司于 2018年 11月 7日停止其运行，相关的

生产线处于闲置状态，未来退城进园项目建设中也无法搬迁利用，经判断存在资产减

值迹象，公司相应计提了固定资产减值准备。公司在安阳市高新区的建设项目后续需

进行搬迁，公司对不能搬迁、经判断存在减值迹象的部分相应计提了在建工程减值准

备。《企业会计准则第 8号—资产减值》规定，“资产存在减值迹象的，应当估计其可

收回金额。可收回金额应当根据资产的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与资产预计未

来现金流量的现值两者之间较高者确定”。由于上述有减值迹象的资产不存在销售协

议，也不存在资产活跃市场，无法可靠估计资产的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

且该资产处于闲置停用状态，因此公司在进行减值测试时，按照最终处置时所产生的

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估计其可回收金额。《企业会计准则第 8号—资产减值》规定，

“预计资产的未来现金流量，应当以资产的当前状况为基础，不应当包括与将来可能

会发生的、尚未作出承诺的重组事项或者与资产改良有关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截

止目前，公司尚未与安阳市政府达成协议，公司上述计提减值的资产是否能够获得补

偿尚无法确定，因此公司预计资产未来现金流量时以资产的当前状况为基础，未涵盖

尚不确定的补偿事项。 

公司正在积极与市政府沟通退城进园搬迁补偿事宜，补偿方案中是否包括上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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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减值的资产尚无法确定，具体方案以公司与政府相关部门签订的协议为准。 

（二）期末按信用风险特征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 274,822,696.17 元，

计提比例 6.04%，应收账款周转率偏低，应对主要客户资信水平具体分析，说明坏账

计提比率是否充分。 

公司 2018 年度按信用风险特征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账面余额

274,822,696.17 元，坏账准备余额 16,596,168.58 元，坏账准备计提比例为 6.04%。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和公司会计政策相关规定，

本年度按信用风险特征组合冲回应收账款坏账准备 6,153,258.49元。 

公司对资产负债表日单项金额非重大的应收款项，与经单独测试后未减值的应收

款项一起按账龄作为类似信用风险特征划分为若干组合，再按这些应收款项组合在期

末余额的一定比例计算确定减值损失，计提坏账准备。2018 年度公司对应收款项划

分账龄组合并进行了减值测试，根据公司会计政策对不同账龄组坏账计提比例的相关

规定，冲回坏账准备 6,153,258.49 元（含调整计入单项重大并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

应收账款金额和单项金额不重大但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金额）。 

2018 年度欠款余额前五名的客户，应收账款余额为 163,105,347.93 元，占公司

应收账款余额比例为 56.36%，其中韩国 LG Electronics、英利能源（中国）有限公

司、中节能太阳能科技（镇江）有限公司、常熟阿特斯阳光电力科技有限公司为光伏

客户，河南安彩太阳能玻璃有限责任公司为动力供应和综合服务客户，2018 年度均

持续经营，与公司保持正常回款和购销关系，应收余额均为一年以内发生，公司根据

其信用风险特征按照账龄分析法对上述应收账款计提了坏账准备 8,155,267.40 元。 

二、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补充、更正内容 

本次对公司天然气业务情况进行补充。 

（一）第三节“公司业务概要”一、（一）“主要业务情况” 

补充前： 

2.管道天然气、LNG 和 CNG。公司管道天然气业务由公司控股子公司安彩能源经

营，经营模式为通过管网输运气态常规天然气，供下游工商业客户和居民使用，主要

客户是城市燃气公司及工业企业，收入主要来源为管道运输费用；LNG 和 CNG业务主

要由安彩高科及全资子公司安彩燃气经营。LNG 即液化天然气，天然气经液化后有利

于远距离运输、储存和使用，主要供应给 LNG加注站、加注撬，终端作为重卡、公交

车及工商业用户的动力能源；CNG即压缩天然气，将天然气加压后气态储存在容器中，

公司主要供应给市内及周边地区，作为出租车、公交车、家用车的动力燃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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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后： 

2.管道天然气、LNG 和 CNG 

（1）管道天然气 

公司管道天然气业务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安彩能源管理运营的西气东输一线工程

的豫北支线，通过管网输运气态常规天然气，供下游工商业客户和居民使用，主要客

户是城市燃气公司及工业企业，收入主要来源为天然气管道运输费用。豫北支线起点

在焦作市博爱县境内，终点在安阳市安彩高科厂区，管线全长约 206公里，设计输气

能力 10 亿 m3/年，沿线建设有 10 座天然气阀室及 7 座天然气分输站，业务范围覆盖

沿线 4市 10县，是豫北地区重要的能源动脉。 

（2）LNG和 CNG 

LNG即液化天然气，天然气经液化后有利于远距离运输、储存和使用，主要供应

给 LNG加注站、加注撬，终端作为重卡、公交车及工商业用户的动力能源；CNG即压

缩天然气，将天然气加压后气态储存在容器中，主要供应给市内及周边地区，作为出

租车、公交车、家用车的动力燃料。公司 LNG 和 CNG 业务主要为公司经营的日处理

10 万方液化工厂，以及在安阳市及周边县市自营或与合作方联营的 10 余个 LNG/CNG

加气站（含在建站点）经营业务及 LNG贸易业务。 

（二）第四节“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一、“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更正部分用黑体加粗字体表述。 

更正前： 

2018 年，受天然气涨价和光伏行业政策等因素影响，市场形势愈发严峻，安彩

高科以统一思想为引领，努力克服产品售价下降、重要原材料上涨等因素影响，强化

问题导向，化解经营风险，对标提升生产效率和产品销量，降低生产成本，生产经营

保持稳定。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1.34 亿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2,786.45 万元。 

更正后： 

2018 年，受天然气涨价和光伏行业政策等因素影响，市场形势愈发严峻，安彩

高科以统一思想为引领，努力克服产品售价下降、重要原材料上涨等因素影响，强化

问题导向，化解经营风险，对标提升生产效率和产品销量，降低生产成本，生产经营

保持稳定。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1.34 亿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3,257.60 万元。 

（三）第四节“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一、（二）“天然气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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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前： 

（二）天然气业务 

2018 年，国家持续推进能源结构调整以及加强环保监管力度，国内天然气市场

需求保持较快增速。据国家发改委数据显示，2018 年我国天然气表观消费量在 2,803

亿 m3，同比增加 18.1%。工业、发电、化工等非居民用气需求释放，以及大量上年底

完工的煤改气工程通气投产，使 2018全年呈现“淡季不淡”的特点。 

公司控股子公司安彩能源运营的豫北支线承担着豫北地区冬季保供的责任，随着

环保督查力度的持续加大，豫北支线辐射区域均处于国家环保治理重点“2+26”城市

范围之内。在大力推进煤改气政策的影响下，各地政府强力推进煤改气工作，豫北支

线沿途天然气用户需求增加。由于上游气源单位执行合同量加竞拍量的供气政策，以

及受豫北地区整体储气调峰能力不足的影响，豫北地区天然气供需形势较为紧张。安

彩能源一方面积极参与天然气竞价交易、精准调研下游用气结构，健全有序用气机制；

另一方面借助管网互通互联的优势，加强与省内燃气管道公司合作，建立互供互保的

有效机制，为豫北地区平稳“迎峰度冬”提供了有力保障，天然气销售量稳步提升。 

CNG、LNG 在交通燃料升级替代、天然气下乡及工业燃料升级中迎来了较好的发

展机遇，报告期内 LNG 终端零售量较去年同期实现较大增长。2018 年整体气源供求

趋紧，原料气价格仍处于高位。CNG方面，2018年豫北地区加快推广电动环保出租车、

公交车，CNG 业务受到一定影响。公司通过积极开拓市场，最大限度增加 CNG、LNG

站点的批发、零售量。 

本报告期，公司天然气业务整体销售收入 12.66亿元（详见本节“产销量情况分

析表”）,较上年同期增长 37.57%。 

补充后： 

（二）天然气业务 

2018 年，国家持续推进能源结构调整以及加强环保监管力度，国内天然气市场

需求保持较快增速。据国家发改委数据显示，2018 年我国天然气表观消费量在 2,803

亿 m3，同比增加 18.1%。工业、发电、化工等非居民用气需求释放，以及大量上年底

完工的煤改气工程通气投产，使 2018全年呈现“淡季不淡”的特点。 

1.管道天然气 

安彩能源作为豫北地区天然气管道运输能源动脉，肩负着保障豫北地区居民生活

用气和直供工业稳定生产的重任。安彩能源管理运营的西气东输一线工程的豫北支线

与中石油西气东输一线签订了长期供气合同，后成功引入山西煤层气源，并已实现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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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阳－洛阳天然气管道、焦作博爱—郑州薛店天然气管道和安阳华润天然气管道的互

联互通，形成中石油、山西煤层气和中石化天然气“三气并举，互为补充”的气源供

应格局和“以豫北为核心，辐射周边地区”的多渠道输送模式。对促进豫北地区天然

气市场发展形成有利影响，也为未来整体市场发展提供了可靠保障。 

相比较同行，安彩能源豫北支线已运营十余年，对管道沿线焦作、新乡、鹤壁、

安阳地区天然气市场开发较早，充足稳定的气源以及经核定的合理管输价格，在保证

豫北支线下游居民、工业用户安全稳定用气，气量增速平稳的同时，也使安彩能源形

成了较为稳定的客户群，在豫北地区天然气市场供应方面长期保持主导地位。 

报告期内，随着环保督查力度的持续加大，各地政府强力推进煤改气工作，豫北

支线辐射区域均处于国家环保治理重点“2+26”城市范围之内，沿途天然气用户需求

增加。由于上游气源单位执行合同量加竞拍量的供气政策，以及受豫北地区整体储气

调峰能力不足的影响，豫北地区天然气供需形势较为紧张。安彩能源一方面积极参与

天然气竞价交易、精准调研下游用气结构，健全有序用气机制；另一方面借助管网互

通互联的优势，加强与省内燃气管道公司合作，建立互供互保的有效机制，为豫北地

区平稳“迎峰度冬”提供了有力保障，天然气销售量稳步提升。 

2.LNG、CNG业务 

LNG、CNG 在交通燃料升级替代、天然气下乡及工业燃料升级中迎来了较好的发

展机遇。 

公司运营的日处理 10 万方 LNG 液化工厂规模在安阳地区占比 14.3%，公司 LNG

产品具有气体质量好、热值高等优点，在豫北地区具有良好的品牌影响力。除经营自

产 LNG业务外，公司同时开展 LNG贸易业务。在安阳及周边地区，公司 LNG销量占比

约 50%，较强的规模优势为公司采购液源议价能力提供了有效保障。本着“紧跟市场，

服务客户”的销售策略，公司实施动态价格机制、加大 LNG线上营销力度，服务于社

会，便利消费者，市场占有率稳步提升，LNG销量较上年同比增长约 30%。 

CNG主要供应市区及周边地区。依靠西气东输豫北支线优质、稳定的气源供应和

站点良好的服务质量，我公司 CNG业务在周边地区享有良好的口碑，CNG 销售量保持

稳定。2018 年豫北地区加快推广电动环保出租车、公交车，CNG整体需求受到一定影

响，公司将在稳定现有供应的基础上，通过积极开拓工业点供客户等举措，最大限度

增加 CNG的销售量。 

2018 年整体气源供求趋紧，原料气价格处于高位，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公司 LNG、

CNG 业务的快速发展。本报告期，公司天然气业务整体销售收入 12.66 亿元,较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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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期增长 37.57%（分产品产销情况详见本节“产销量情况分析表”）。 

（四）第四节“经营情况与讨论分析”三、（三）“经营计划”1.“稳生产促经

营保市场，创新挖潜提升盈利能力” 

补充前： 

一是光伏板块，保持现有生产线稳定，继续提高生产效率，提升原片及加工生产

线综合良品率。充分与同行对标，加大推进自产镀膜液研发力度，通过设备改造、引

入低价气源、使用直购电等措施，进一步降低生产成本，提升光伏玻璃产品毛利率。

提升营销能力，做好现有项目和退城进园项目市场衔接，维护用户稳定，防范市场风

险。二是天然气业务板块。继续巩固、优化和调整由中石油、煤层气、煤制气等组成

的多元化气源结构，深挖安彩能源在保供方面的潜力和优势。认真分析各个气源的特

点及执行的量价政策，优化不同时段用气比例，最大限度降低整体用气价格，增强安

彩能源在豫北区域的市场竞争能力，实现巩固和发展下游用气市场，增加市场份额的

经营目标。三是提升加大压延辊研发与客户开发力度，研究压延辊不同花型对玻璃透

光率的影响，不断推出新花型压延辊，扩大对外加工业务。 

补充后： 

一是光伏板块，保持现有生产线稳定，继续提高生产效率，提升原片及加工生产

线综合良品率。充分与同行对标，加大推进自产镀膜液研发力度，通过设备改造、引

入低价气源、使用直购电等措施，进一步降低生产成本，提升光伏玻璃产品毛利率。

提升营销能力，做好现有项目和退城进园项目市场衔接，维护用户稳定，防范市场风

险。二是天然气业务板块。管道天然气业务：继续巩固、优化和调整由中石油、煤层

气、中石化等组成的多元化气源结构，深挖安彩能源在保供方面的潜力和优势。认真

分析各个气源的特点及执行的量价政策，优化不同时段用气比例，最大限度降低整体

购气成本，增强安彩能源在豫北区域的市场竞争能力，实现巩固和发展下游用气市场，

增加市场份额的经营目标。LNG和 CNG业务：通过引进低价气源和内部挖潜，降低经

营成本，增强 10 万方 LNG 液化工厂市场竞争力；针对海气价格优势凸显，开拓我公

司自有槽车海气自提业务，充分降低液源采购成本，并通过积极与大型一级贸易商合

作等方式，做大 LNG贸易配送业务；持续稳定安阳及周边区域批发销售，保持与大客

户的深度合作，加大 CNG 工业点供客户开发力度，创新营销方式，提升 CNG业务营销

能力。三是提升加大压延辊研发与客户开发力度，研究压延辊不同花型对玻璃透光率

的影响，不断推出新花型压延辊，扩大对外加工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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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第十一节“财务报告”七、“合并财务报表注释”22、商誉  

补充内容： 

（3）商誉所在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的相关信息 

安阳鼎燃气体有限公司 

（4）说明商誉减值测试过程、关键参数（例如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时的预测

期增长率、稳定期增长率、利润率、折现率、预测期等，如适用）及商誉减值损失的

确认方法 

2018 年 12月 31 日，商誉的账面价值如下： 

公司名称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

商誉账面价值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商誉

账面价值 
全部商誉账面价值 

安阳鼎燃气体有

限公司 
3,049,324.18 1,511,435.89 4,560,760.07 

结合与安阳鼎燃气体有限公司相关的资产组进行，将归属于少数股东权益的商

誉包括在内，调整资产组的账面价值，然后根据调整后的资产组账面价值与其可收回

金额进行比较，该资产组的可收回金额按照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确定。未来现金

流量基于公司天然气业务发展战略及未来 6年的财务预算为基础确定，并采用 10%的

折现率。经测试发现安阳鼎燃气体有限公司可收回金额高于调整后的账面价值，不存

在减值。 

计算以上资产组于 2018年 12月 31日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关键假设如下： 

关键假设 说明 

预算毛利 基于公司天然气业务发展战略及未来 6年的财务预算为基础的平均毛利率。 

折现率 采用的折现率是反映相关资产组特定风险的加权平均资本成本。 

 

（六）第十一节“财务报告”七、“合并财务报表注释”24、（4）“未确认递延

所得税资产明细” 

更正前：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资产类账面价值与计税基础

产生的递延所得税资产 
466,186,945.93 66,956,323.92 

合计 466,186,945.93 66,956,323.92 

更正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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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资产类账面价值与计税基础

产生的递延所得税资产 
448,487,922.12 66,956,323.92 

合计 448,487,922.12 66,956,323.92 

 

三、安彩高科 2018 年度审计报告需更正内容 

（一）《2018 年度审计报告》正文 三、“关键审计事项”（一）1、“事项描述”

（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引用内容同步更正） 

更正前： 

应收类款项于 2018 年 12 月 31 日的资产减值准备共计 78,719,744.80 元，占财

务报表资产总额的 3.99%。 

更正后： 

应收类款项于 2018 年 12 月 31 日的资产减值准备共计 78,865,837.84 元，占财

务报表资产总额的 4.00%。 

（二）《2018 年度审计报告》财务报表附注 六、“合并财务报表项目注释”（三）

1、“预付款项按账龄列示” 

更正前： 

账龄 年末余额 比例（%） 坏账准备 比例（%） 

1 年以内（含 1年） 90,598,662.77 77.61 4,529,933.14 5.00 

1-2 年（含 2年） 1,277,605.01 1.09 127,760.51 10.00 

2-3 年（含 3年） 212,590.87 0.18 42,518.17 20.00 

3 年以上  24,655,033.76 21.12 24,393,695.91 98.94 

合计 116,743,892.41 100.00 29,093,907.73 / 

更正后： 

账龄 年末余额 比例（%） 坏账准备 比例（%） 

1 年以内（含 1年） 90,598,662.77 77.51 4,529,933.14 5.00 

1-2 年（含 2年） 1,277,605.01 1.09 127,760.51 10.00 

2-3 年（含 3年） 212,590.87 0.18 42,518.17 20.00 

3 年以上  24,801,126.80 21.22 24,539,788.95 98.95 

合计 116,889,985.45 100.00 29,240,000.77 / 

（三）《2018 年度审计报告》财务报表附注 六、“合并财务报表项目注释”（十

三）“递延所得税资产”2、“未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明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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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正前： 

项目 年末余额 年初余额 

资产类账面价值与计税基础产生

的递延所得税资产 
421,950,459.87 66,956,323.92 

合计 421,950,459.87 66,956,323.92 

更正后： 

项目 年末余额 年初余额 

资产类账面价值与计税基础产生

的递延所得税资产 
448,487,922.12 66,956,323.92 

合计 448,487,922.12 66,956,323.92 

 

本公告第二项内容将对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同步补充更正，第三项内

容将对公司 2018年年度审计报告予以更正。除上述补充说明及更正内容外，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2018 年年度审计报告其他内容未发生变化，补充、更正后的

《安彩高科 2018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详见指定信息披露网站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公司董事会因上述补充说明及更正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深表歉

意，今后将加强公告编制过程中的审核工作，提高信息披露的质量。敬请广大投资者

谅解。 

 

特此公告。 

 

                                河南安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 4月 17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