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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699          证券简称：均胜电子        公告编号：临 2019-018 

 

宁波均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 

事后审核问询函的回复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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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5 月 17 日，宁波均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均胜”

或“均胜电子”）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关于对宁波均胜电

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的事后审核问询函》（上证公函【2019】0694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根据《问询函》的要求，公司就相关问题进行了认

真分析，现就《问询函》提及的问题答复如下： 

2018 年 4 月，公司完成收购高田全球优质资产，并将其与均胜原有的汽车

安全业务合并成为全新的均胜安全系统公司，由于本次收购高田全球优质资产的

规模较大以及资产收购过程中产生了负商誉，导致公司 2018 年相关数据与 2017

年同期相比有一定的波动。 

一、行业和公司经营情况 

1.关于汽车安全业务。年报显示，公司 2018 年汽车安全业务实现营业收入

428.8 亿元，同比增长 210.84%，毛利率 15.7%，增加 2.05 个百分点。公司表

示，目前在全球汽车安全领域拥有约 30%的市场份额，是全球第二大的汽车安

全产品供应商。请公司：（1）区分主动安全业务与被动安全业务，补充披露各

自的营业收入、营业成本、毛利率、主要客户等及其变化情况的原因；（2）结

合汽车安全业务的行业发展现状、公司的行业地位、主要竞争对手等，从收入

端与成本端分析毛利率变动的原因；（3）补充披露相关市场占有率的统计口径

及数据来源，是否准确可靠。 

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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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均胜作为全球领先的汽车安全系统供应商，主要产品分为主动安全和

被动安全两大类。 

主动安全业务相关产品能够在事故发生前，提示、警告、消灭潜在安全事

故的发生，能够在事故发生后进行主动防护和处理，防止二次事故（如火灾）。

具体产品包括：无人驾驶辅助系统（ADAS）、主动安全防护、主动化的被动安

全产品（主动防护式安全带、带提醒警告功能方向盘等产品）、电池电路保护系

统、火灾防护和部分特殊类产品等。 

被动安全业务相关产品主要用于加强交通事故发生后对驾驶员和乘客以及

车辆外部行人的保护。产品包括但不限于：前部气囊、侧面气囊、帘式气囊、

膝盖气囊、头部气囊等各式气囊产品、气体发生器、安全带和安全带卡扣、方

向盘和行人保护系统。 

公司 2018 年主、被动安全业务板块营业收入，营业成本与毛利率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业务类别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主动安全业务 29,843.79 24,607.21 17.55 

被动安全业务 4,258,159.64 3,590,076.11 15.69 

合计 4,288,003.43 3,614,683.32 15.70 

公司主、被动安全业务涉及技术和产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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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在主动安全领域是全球领先的系统级供应商。在由日本 Nikkei 日经新

闻于 2018 年委托专利分析公司 Patent Result 做出的针对全球无人驾驶专利竞争

力 top50 的排名中，均胜安全系统公司排名全球 32 名（其中前三名为谷歌旗下

子公司 Waymo，丰田 Toyota Motor，通用 GM）。公司最具代表性技术如立体式

车内驾乘者监视系统、方向盘生命体征感知系统、主动转向方向盘、方向盘智

能感应技术、方向盘三维多功能开关、碰撞后断路保护系统等已应用于如通用

（凯迪拉克）等整车企业的车型中。均胜安全系统公司凭借驾乘者监视系统于

2018 年荣获美国《汽车新闻》所颁发的“汽车供应商杰出贡献奖”（PACE 大奖）

和创新伙伴奖。 

公司的主动安全业务量产的多为高端车型，产品价格相对较高，作为未来

汽车产业发展的主要方向之一，公司仍将保持在主动安全领域持续投入，以保

证技术和产品的领先性。未来，随着市场的不断成熟，公司在该领域的营收和

毛利率将逐步提升。 

在被动安全领域，公司一直是全球领先的供应商，主要客户为通用、大众、

本田、丰田、福特、宝马、戴姆勒和日产等整车企业。随着 2018 年 4 月公司完

成对于高田全球优质资产的收购后，被动安全产品的销售收入特别是日系客户的

销售收入比例与 2017 年相比有较大提升。 

 

（2）2018 年 4 月，公司完成收购高田全球优质资产，将其与均胜原有的汽

车安全业务合并成为全新的均胜安全系统公司。2018 年公司汽车安全业务的毛

利率由 2017 年的 13.6%上升至 15.7%，毛利率增加 2.1 个百分点，汽车安全业务

毛利率变动的主要原因如下： 

1）汽车安全市场稳定增长，带动公司汽车安全业务收入增长 

汽车被动安全市场的增长主要来自于汽车销量的增长和安全产品单车价值

的增长。根据同行业上市公司的年报和 IHS 相关行业数据的统计，全球轻型车辆

生产（LVP）有望从 2018 年的 9,100 万台增加至 2021 年的 9,700 万台。安全类

产品的单车价值（CPV）增速将高于 LVP 的增长速度。在部分发达国家和地区

（北美、欧洲、日本、韩国等），被动安全产品的 CPV 达到 280 美元，在部分发

展中国家和地区（中国、印度、东南亚以及南美地区），被动安全产品的 CPV 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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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170 美元，增长潜力较大。 

因此，在 LVP 等汽车销量增长以及单车价值提升的市场情况下，公司汽车

安全业务收入得到了一定的保证，有利于公司保持该类业务毛利率的稳定性。 

2）公司主要竞争对手及其毛利率情况 

在完成对高田优质资产的交割后，公司汽车安全业务目前占全球汽车被动安

全市场约 30%的市场份额，在 2018 年又获得了日系客户的认可。公司汽车安全

业务目前的主要的竞争对手为奥托立夫（Autoliv）（约 40%的市场份额），采埃

孚 TRW（约 17%的市场份额）以及部分区域型的供应商。汽车安全整体行业格

局较为稳定。 

公司主要竞争对手奥托立夫在 2018 年毛利率为 19.7%。与主要竞争对手相

比，公司汽车安全业务毛利率相对较低的主要原因是 2018 年以前公司汽车安全

业务的规模相对较低，2018 年公司完成对高田优质资产的并购，持续进行业务

整合，公司汽车安全业务的毛利率由 2017 年的 13.6%上升至 15.7%，与主要竞

争对手毛利率水平逐步接近，毛利率变动具有合理性。 

3）采取积极措施，提升汽车安全业务毛利率 

均胜致力于成为全球顶尖的汽车被动安全产品供应商，通过持续的研发投入，

不断开发具有更高价值的主、被动安全产品。随着高田业务整合的顺利推进，公

司成本结构的逐步优化，公司毛利水平得到进一步改善，公司主要采取以下方式

对成本结构进行优化：①优化重复产能，提高产能利用率；②新增订单带来的产

能利用率的提高；③自动化生产线比例提高，降低人工成本；④优化供应链管理，

降低原材料采购成本。 

综上，汽车安全市场稳定增长，带动公司汽车安全业务收入的增长；公司通

过收购高田优质资产，并进行成本优化和业务整合，使得汽车安全业务毛利率逐

步提升，与主要竞争对手毛利率水平逐步接近，毛利率变动具有合理性。 

 

（3）根据 IHS 相关行业报告和同行业上市公司的年报数据的信息，2018 年

全球汽车被动安全产品市场的规模约为 210 亿美元。2018 年均胜安全系统公司

实现销售金额折合美元约为 64 亿元，约占同期全球市场份额的 30%。此外，均

胜安全系统公司于 2018 年新增订单 82 亿美元（全生命周期），占全市场同期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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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订单总数约 33%-35%。未来，公司将在稳步提升产品盈利能力的同时，力争

在 3 到 5 年内，将汽车安全业务的市场占有率提升至 35%左右。 

会计师意见：我们没有发现上述说明中与财务报告相关的信息与我们在审计

中获取的相关资料在所有重大方面存在不一致之处。 

 

2.关于汽车电子业务。年报显示，公司 2018 年汽车电子业务实现营业收入

92.31 亿元，同比增长 1.84%，营业成本 72.87 亿元，同比下降 1.69%，其中制

造费用 14.56 亿元，同比下降 16.05%。请公司：（1）补充披露 HMI 业务、智

能车联业务以及 E-mobility 各项业务的具体经营情况，包括但不限于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毛利率、主要客户等及其变化情况的原因；（2）说明公司在汽车电

子业务相关细分领域的主要竞争对手及市场地位等情况；（3）结合营业收入增

长的情况，分析说明制造费用大幅下降的原因。 

答复： 

（1）2018 年，公司汽车电子业务总体维持稳定增长，产品规模效应逐渐形

成，同时，随着公司智能制造工艺逐步推广应用以及人工成本的不断优化，制造

费用也随之下降，2018 年该类业务毛利率提升 2.67 个百分点。各业务板块营业

收入、营业成本、毛利率、主要客户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业务类别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营业收入

比上年增

减（%） 

营业成本

比上年增

减（%） 

毛利率比

上年增减 

HMI 业务 

（人机交互产品） 
567,195.07 429,783.55 24.23 4.93 2.65 

增加 1.68

个百分点 

智能车联业务 305,367.90 255,606.93 16.30 -8.27 -13.07 
增加 4.63

个百分点 

E-mobility 业务 50,531.46 43,355.99 14.20 53.46 53.10 
增加 0.20

个百分点 

合计 923,094.43 728,746.47 21.05 1.84 -1.69 
增加 2.67

个百分点 

 

1）HMI 业务（人机交互产品）-主要客户为宝马、大众/奥迪、戴姆勒、福

特、通用 

2018 年度，作为公司汽车电子业务的核心板块，HMI 业务营收实现了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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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同时，随着产品和客户结构的持续优化，公司将制造成本控制在更合理的

水平，实现了毛利较去年同期上升 1.68 个百分点。未来，中国市场汽车电子化

程度的提高将成为该业务主要的增长点，公司预计 HMI 业务将持续稳定增长。 

2）智能车联业务-主要客户为德国大众集团旗下的大众、奥迪和斯柯达品牌

与部分国内自主品牌。 

虽然智能车联业务部分重要客户在 2018 年度因自身和市场原因，下半年销

量出现一定下滑，导致该业务营收不及预期，但在毛利率方面，随着量产爬坡阶

段结束，2018 年智能车联业务的制造成本得到有效控制，使该业务毛利率水平

较去年提升 4.63 个百分点。智能车联业务仅在中国区新增订单超百亿元人民币

（全生命周期）。 

3）E-mobility 业务-主要客户为宝马、大众、戴姆勒和特斯拉 

E-mobility 多个项目在 2018 年实现量产，客户结构也更加多元化。该业务营

业收入增长超 50%，毛利率与去年基本持平。未来，随着新产品的量产，公司预

计该业务仍将保持快速增长。 

 

（2）汽车电子业务各细分业务领域主要竞争对手及市场地位等情况如下： 

1）HMI 业务（人机交互产品） 

公司 HMI 业务（人机交互产品）主要包括空调控制系统和驾驶员控制系统

（含中央控制系统以及方向盘控制系统）。其中，在空调控制系统领域，公司的

主要客户为宝马、大众/奥迪、福特、通用和戴姆勒等全球知名品牌。公司在主

要市场（欧洲、北美和中国）都具有较强的竞争力，根据 IHS 相关行业数据，公

司汽车电子业务处于前五的市场地位，主要的竞争对手包括电装 Denso、法雷奥

Valeo、德国大陆 Continental 和贝尔海拉 BHTC 等。在驾驶员控制系统上，公司

拥有多项专利产品，在行业中率先推出的集成控制系统已广泛应用在宝马 iDrive

和奥迪 MMI 上，近年来推出的触控反馈系统、手势识别系统也已大规模量产,

被应用于各豪华品牌车型上。在该领域公司前五大客户为大众/奥迪、宝马、福

特、通用和戴姆勒，主要竞争对手包括日本阿尔卑斯 Alps、科世达 Kostal、马夸

特 Marquardt 和德尔福 Delphi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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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智能车联业务 

目前，公司智能车联业务的主要客户为德国大众集团旗下的大众、奥迪和斯

柯达品牌。在国内，负责智能车联业务的子公司 JPCC 在成立不到 2 年的时间内

完成了对全球先进技术的本地化并有了进一步提升，迅速进入大众中国的供应体

系,获得了上汽大众和一汽大众 MQB 平台和全新电动平台 MEB 平台的相关订单；

JPCC 在中国自主研发的第一代 V2X 车端产品也即将于 2021 年量产，该产品有

望成为全球首个 V2X 量产项目。现阶段,智能车联市场格局比较分散，行业整体

集中度相对较低,公司在该业务领域的主要竞争对手为韩国 LG、哈曼 Harman、

德尔福 Delphi 和德国大陆 Continental 等。 

3）E-mobility 业务 

 公司的 E-mobility 业务主要包括 BMS 电池管理系统、48V 微混电池管理系

统和 OBC（车载充电）几大类产品系。主要客户和产品如为宝马全球新能源车

的 BMS、奔驰全球 48V 系统电池管理系统、大众中国 MEB 平台 BMS、北京奔

驰 MFA2 平台 BMS 的独家供应商、特斯拉 BMS 中的重要传感器等。在 OBC 业

务上，公司目前为沃尔沃商用车、法拉利等提供产品。公司在 BMS 市场上的主

要竞争对手包括德国博世 Bosch、德国大陆 Continental 和马夸特 Marquardt 等国

际零部件供应商。除此之外，公司还不断加大投入、布局新能源汽车无线充电类

产品、PACK 类产品以及电池智能充电、配电、放电等领域的相关产品，并已获

得量产客户，致力于打造完整的新能源充放电产品链。 

 

（3）2018 年，公司汽车电子业务营业收入总体维持稳定增长态势，毛利率

同比增加 2.67 个百分点，主要为制造费用下降的结果。制造费用包含人工成本

和其他制造费用，下降的主要原因为公司优化了全球工厂配置，将部分原本集中

在高人力成本区域的生产调整至低人力成本区域，降低了总体人工成本约人民币

0.51 亿元。同时，汽车电子业务中高端电子件产品的生产有效利用了智能制造设

备和工艺，从而提高了生产效率，降低了其他制造费用约人民币 1.45 亿元。 

会计师意见：我们没有发现上述说明中与财务报告相关的信息与我们在审计

中获取的相关资料在所有重大方面存在不一致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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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关于功能件业务。年报显示，公司功能件业务 2018 年实现营业收入 35.87

亿元，同比增长 22.8%。公司表示功能件业务在国内保持细分领域的领先地位，

在海外为奔驰、宾利、劳斯莱斯等豪华品牌提供高端智能内饰件。与此同时，

公司功能件业务 2016 年—2018 年毛利率分别为 24.45%、23.4%、23.25%，逐

年下降。请公司补充披露：（1）功能件业务报告期内前五大客户及金额情况；

（2）结合功能件业务各主要细分领域的竞争态势、原材料价格波动等等，分

析说明公司毛利率逐年下滑的原因。 

答复： 

（1）功能件业务报告期内全球前五大客户及金额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客户名称 金额 

1 大众 VW         117,715.08  

2 戴姆勒 DAG          70,030.41  

3 延锋 YF          49,283.80  

4 通用 GM          37,048.83  

5 宝马 BMW          24,692.32  

 

（2）公司功能件业务产品主要包括发动机进气管路系统、车身清洗系统、

空气管理系统和高端内饰总成。其中，在发动机进气管路系统、车身清洗系统、

空气管理系统，公司都是领先供应商。在高端内饰总成业务上，主要在国外为奔

驰、宾利、劳斯莱斯等豪华品牌提供高端智能内饰件。此外，不同业务部门还协

同开发了手势控制的出风系统、光电化内饰（实木触控风道）等电子化内外饰件。 

2018 年公司功能件业务毛利率略有下滑一方面是由于部分产品受到整车厂

年降要求的影响，以及中国汽车产销量下滑带来的向上游零部件公司的价格压力

传导；另一方面，公司产品结构升级，功能件业务的原材料从木饰件，塑料件为

主转型为铝制件及其他高新技术混合材料，导致材料成本同比上升约 0.2 亿元。

虽然由于产品转型升级新的原材料较前几年的原材料成本略有上升，但新产品市

场容量更大，有利于公司在该领域的持续开拓。在欧洲，公司积极开拓新的客户

和项目，已从原本的戴姆勒扩展了如大众、宝马等新的客户，使营收保持了持续

增长。在 2018 年，功能件业务获新订单近人民币 70 亿元（全生命周期）。 

近期，中国汽车工业协会预计中国汽车市场将触底企稳，全年有望恢复零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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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公司认为，随着车市景气度的企稳回升和产品新周期的启动，功能件业务的

毛利率也将同比有所回暖。 

会计师意见：没有发现上述说明中与财务报告相关的信息与我们在审计中

获取的相关资料在所有重大方面存在不一致之处。 

 

4.关于固定资产情况。年报显示，公司报告期末固定资产原值约 199.85 亿

元，账面价值约 128.24 亿元。其中，机器设备 51.29 亿元，房屋及建筑物 38.17

亿元。请公司：（1）区分汽车安全、汽车电子及功能件等各业务板块，补充披

露各项业务对应的固定资产分布区域和配置情况，包括但不限于投资总额、资

产的原值和净值、设计产能、实际产能等；（2）结合公司的产能设计和利用情

况等，分析说明公司各业务板块的固定资产与产生收入的匹配情况。 

答复： 

（1）公司各业务板块的固定资产分布区域和配置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业务板块 汽车安全业务 汽车电子业务 功能件业务 

区域 国内 国外 国内 国外 国内 国外 

投资总额* 250,352.20 982,379.09 65,941.35 547,907.95 124,667.52 121,589.22 

固定资产原值 228,782.53 884,552.11 64,323.44 533,793.35 118,193.13 113,087.95 

固定资产净值 141,646.37 658,522.03 44,680.47 249,589.68 72,253.46 71,060.58 

设计产能（万件） 232,000 547,000 1,000 3,200 1,600 1,200 

实际产能（万件） 192,777 418,434 937 3,050 1,496 1,088 

*投资总额定义为固定资产原值和在建工程金额总和 

 

（2）公司每年会根据各业务板块的营收规模以及增长情况、已在手订单和

新订单获取情况、产能利用率、相关的成本以及客户对相关产能的要求等因素，

结合全球以及国内汽车行业情况，来设计和规划公司的产能，计划固定资产等的

投入，保证公司的产能规划能够及时满足公司客户的需求，使公司各业务板块的

营业收入能够保持稳定持续地增长。2018 年，公司总体产能利用率约为 80%，

公司固定资产投入与未来经营计划、在手订单等相匹配，最近两年，公司固定资

产与营业收入匹配情况具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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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人民币万元 

业务板块 
2018 年末固

定资产净值 

2018 年度营

业收入 

2018 年固

定资产占营

业收入比例 

2017 年末

固定资产

净值 

2017 年度营

业收入 

2017 年固

定资产占

营业收入

比例 

汽车安全业务 800,168.40 4,288,003.43 18.66% 237,349.22 1,379,495.39 17.21% 

汽车电子业务 294,270.15 923,094.43 31.88% 257,607.63 932,584.30 27.62% 

功能件业务 143,314.04 358,655.65 39.96% 119,477.55 265,875.37 44.94% 

合计 1,237,752.59 5,569,753.51 22.22% 614,434.40 2,577,955.06 23.83% 

如上表所示，公司最近两年，各业务板块固定资产占营业收入的比例变化不

大。各业务板块之间固定资产占营业收入的比例存在差异的原因是：1）各业务

板块之间产品生产工艺以及产品价格等存在一定的差异；2）汽车电子业务采用

垂直一体化经营方式，导致其固定资产占营业收入比例较高；3）功能件业务，

主要是由于 2017 年德国群英研发中心大楼建设而增加了固定资产的整体规模，

所以其固定资产占营业收入比例较高。 

会计师意见：我们没有发现上述说明中与财务报告相关的信息与我们在审计

中获取的相关资料在所有重大方面存在不一致之处。 

 

5.关于国外业务收入。年报显示，公司 2018 年实现国外业务收入 424.77

亿元，占年度营业收入的 75.6%，海外业务收入占比较高，毛利率 16.85%，低

于国内业务 17.8%的毛利率。请公司补充披露国外销售的主要地区、产品类型、

主要客户以及毛利率低于国内市场的原因。 

答复： 

公司近年来通过“内生增长+外延并购”的双轮驱动战略在收入和利润上取得

了较大规模增长。公司主要资产和经营根据整车厂的要求在全球各个区域均衡分

布，公司销售收入主要来自于欧洲、亚洲和美洲三大地区。近三年来公司海外收

入占主营业务收入比重分别为 68.10%、65.16%和 76.26%。 

从产品类型来看，国外销售产品类型包括汽车安全、汽车电子和功能件产品，

与国内基本一致。从全球客户结构来看，公司的主要客户包括大众、通用、宝马、

本田、戴姆勒、福特、丰田、日产、现代和马自达等，国内业务大部分来自于上

述公司在国内设立的合资公司和部分国内自主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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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际汽车零部件产业分工来看，中国在原材料和人工成本等方面仍然具有

一定优势，使得国内业务的毛利率高于国外业务。 

与国内部分同业公司海外收入主要来自于产品出口不同，公司在欧洲、美洲

和亚洲等都拥有完整的生产经营体系，其中海外业务主要以“就近生产、就近供

应”原则为主。例如，中国境内生产的产品都基本供应给国内客户，出口至美国

的产品收入占公司总收入金额比重约为 1%，受全球贸易摩擦影响较小。 

会计师意见：我们没有发现上述说明中与财务报告相关的信息与我们在审计

中获取的相关资料在所有重大方面存在不一致之处。 

 

6.关于分季度财务数据。年报显示，报告期内，公司各季度分别实现营业

收入 69.85 亿元、156.49 亿元、167.87 亿元、167.6 亿元，归母净利润 0.3 亿元、

7.9 亿元、2.37 亿元、2.6 亿元，经营活动现金流净额-1.03 亿元、12.54 亿元、

2.08 亿元、16.15 亿元。请公司：（1）结合各季度业务开展、毛利率变化等情况，

分析说明二季度利润大幅增加的原因；（2）补充披露在第二季度至第四季度营

业收入基本一致的情况下，各季度经营活动现金流波动较大的合理性。 

答复： 

（1）公司二季度利润大幅增加的主要原因如下： 

    2018 年 4 月由于收购高田资产完成交割对应产能释放，二季度毛利人民币

22.27 亿元与一季度人民币 11.97 亿元相比大幅增加。二季度至四季度，营业收

入和毛利率基本保持稳定，但由于二季度因收购高田资产对价小于可辨认的净资

产确认的负商誉约为人民币 9.44 亿元，使得二季度净利润大幅增加。与此同时，

二季度亦发生与并购交易相关的费用约人民币 3.2 亿元，如果扣除二季度的并购

交易对于利润表的影响，二季度净利润约为人民币 1.66 亿元。 

（2）公司第二季度至第四季度经营活动现金流波动较大原因如下： 

第一季度部分时间仍属于新年假期及冬季销售淡季，营业收入处于相对低位，

毛利相对较少，净利润较低，导致第一季度的经营性现金流较低。虽然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第四季度营业收入和经营活动现金流入没有较大波动，但是三季度因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金额显著高于第二季度，造成第三季度经营活动

现金流净额下降；第四季度，公司与原高田的部分主要供应商重新协商和确认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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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付款周期，使第四季度因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金额比第三季度减少。

综上，公司经营性活动现金流出现的波动具有合理性。 

 

二、公司并购情况 

7.关于负商誉。年报显示，公司于 2018 年 4 月 12 日完成高田除 PSAN 以

外资产的收购，并因此确认负商誉 19.85 亿元，相关影响直接计入当期营业外

收入。而公司此前在半年报中披露，将购买日认定为 4 月 10 日，并因此确认

的负商誉金额为 9.44 亿元。请公司补充披露：（1）购买日的认定存在差异的原

因；（2）结合合并成本与取得的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认定的依据，说明公司

前后确认的负商誉存在较大差异的具体原因及合理性。请会计师发表意见。 

答复： 

（1）根据资产购买系列协议约定，购买高田除 PSAN 业务以外主要资产的

交割日期为 2018 年 4 月 10 日。实际上，公司于 4 月 10 日开始交割程序，但由

于交易所涉及的标的资产遍布在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交割的资产体量大范围

广，且资产交割还涉及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司法程序，交割程序相对复杂，相关

资产的交割持续到 2018 年 4 月 12 日才全部完成。公司于 2018 年 4 月 12 日披

露了《均胜电子关于购买高田公司主要资产完成交割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8-011）。 

公司在 2018 年半年度报告中所使用的 2018 年 4 月 10 日为相关资产购买协

议约定的交割日期。而在 2018 年年度报告中，公司将购买日确定为全部资产实

际完成交割的日期，即 2018 年 4 月 12 日。 

 

（2）公司 2018 年年报与半年报中确认的负商誉金额差异为人民币 10.41

亿元，存在差异的主要原因：1）依据资产购买协议，最终的交易对价将在交割

完成后，就交割日实际保有现金与资产购买协议约定的最低现金金额之差额，

以及对在交割日前提前收到并用于偿付高田债务的应收款项等作出调整。由于

披露半年报时，计算相关调整数的工作尚未完成，以暂估数入账，最终确定的

对价与半年报中采用的调整前金额相比相差人民币 3.36 亿元；2）截至 2018 年

半年报公告日，与资产收购相关的评估和审计工作尚在进行中，可辨识净资产



 

13 

 

的公允价值根据暂估金额列示。而披露 2018 年年度报告时，与资产交割相关的

全球评估工作已经完成，公司根据最终的交割评估的结果对于收购取得可辨认

净资产的公允价值进行披露，净资产的公允价值年报与半年报相比增加人民币

约 7.04 亿元。涉及金额变动较大的科目主要为应收账款、存货、固定资产、无

形资产和预计负债等，因为高田全球应收账款、存货、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的

规模很大，对于相关资产公允价值的评估工作花费了较多的时间和精力。另外

对于交割日负债的识别，特别是潜在的风险的识别，也需要较长的时间与公司

内部和外部律师和业务部门反复沟通确认而最终确认和计量。 

会计师意见：我们对公司 2018 年度财务报表收购高田交易事项执行的主要

审计程序包括但不限于： 

- 获取均胜安全系统公司与高田及其各区域子公司所签署的资产购买系列

协议，检查协议中的条款； 

- 检查交割文件及其他支持性文件，以复核公司认定的购买日是否正确； 

- 复核管理层识别可辨认资产与负债的方法与过程； 

- 评价评估师的胜任能力、专业素质和客观性，以及其工作用作审计证据

的适当性； 

- 在抽样的基础上，核实被收购资产的存在性和准确性，所承担的负债的

完整性和准确性； 

- 就基于收益法计算无形资产公允价值，将计算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中

使用的关键指标与历史情况进行比较，与已获董事会批准的财务预算，以及所

处汽车安全行业的发展趋势进行比较； 

- 利用本所估值专家的工作，通过比较行业内其他公司，评价预计未来现

金流量现值中所使用的折现率的合理性等。 

基于上述审计工作，我们认为，公司对收购高田交易事项的会计处理在所

有重大方面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8.关于商誉减值。年报显示，公司报告期末商誉账面金额为 81.82 亿元，

占净资产的比重为 65.8%。公司商誉主要因并购 3 家公司形成，其中，并购

KSS、Preh、QUIN 分别形成商誉 71.17 亿元、8.28 亿元、2.05 亿元。公司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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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期内未计提商誉减值准备。请公司补充披露：（1）自收购 KSS、Preh、QUIN

产生商誉以来，各报告期末商誉减值测试的方法，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认定的

标准、依据和结果，商誉减值测试具体步骤和详细计算过程，具体指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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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商誉减值损失的确认方法；（2）说明报告期各期商誉减

值计提是否具有充分性和准确性，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是

否符合谨慎性要求，是否存在前期商誉减值计提不充分的情形。 

答复： 

（1）公司各报告期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8 号——资产减值》等相关会计

准则的要求进行期末商誉减值测试。特别是 2018 年，证监会发布的《会计监管

风险提示第 8 号——商誉减值》对于企业进行期末商誉减值测试进一步明确了要

求，公司亦仔细研读相关规定以确保相关减值测试的步骤和方法符合相关规定的

要求。在进行相关减值测试时，公司聘请了第三方的评估机构北京中企华资产评

估有限责任公司协助公司管理层执行以财务报告为目的评估工作，并和执行审计

业务的注册会计师进行必要的沟通，明确评估业务基本事项并充分理解会计准则

或者相关会计核算、披露的具体要求。在减值测试时，管理层通过预计被分摊商

誉的资产组及资产组组合的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估计可以收回金额，并将可收回金

额与资产及资产组组合（含有分摊商誉）的账面价值进行比较，以确定是否出现

减值。 

1）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认定的标准、依据和结果 

公司依据能够从企业合并的协同效应中受益的资产组或者资产组组合的分

析，将商誉按照业务板块进行分摊，主要包括汽车安全业务板块，汽车电子业务

板块（又称为“人机交互产品及智能车联业务”），国外功能件业务板块等。这

些构成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的业务板块为本公司基于内部管理目的对商誉进行

监控的最低水平。 

2）商誉减值测试具体步骤和详细计算过程 

本公司将上述收购按业务确认资产组并进行商誉分摊。各资产组的可收回金

额以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的方法确定。本公司根据管理层批准的最近未来3至5

年财务预算和相应的税前折现率分别预计各资产组的未来现金流量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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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汽车安全业务板块 

2018年，由于完成对高田资产的收购，业务更具有区域化特征，故按照不同

区域对未来现金流量进行预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中国 其他亚洲地区 欧洲、中东和非洲 美洲地区 

资产组的账面价值① 264,390 175,361 315,240 368,073 

资产组分摊的商誉② 288,847 270,201 128,198 105,167 

商誉相关资产组的账面价值③=①+② 553,237 445,562 443,438 473,240 

 
    

资产组预计未来现金流折现值④ 715,743 698,053 719,032 575,002 

减：期初运营资金⑤ 106,253 157,982 199,047 89,646 

资产组价值⑥=④-⑤ 609,490 540,071 519,985 485,356 

 
    

整体商誉减值损失⑦=(③-⑥)（大于 0 时） - - - - 

 

②汽车电子业务板块 

单位：人民币万元 

资产组的账面价值① 575,012 

资产组分摊的商誉② 85,963 

商誉相关资产组的账面价值③=①+② 660,975 

  资产组预计未来现金流折现值④ 830,573 

减：期初运营资金⑤ (244,003) 

资产组价值⑥=④-⑤ 1,074,576 

  整体商誉减值损失⑦=(③-⑥)（大于 0 时） - 

 

③国外功能件业务板块 

 单位：人民币万元 

资产组的账面价值① 99,494 

资产组分摊的商誉② 20,465 

商誉相关资产组的账面价值③=①+② 119,959 

  资产组预计未来现金流折现值④ 145,946 

减：期初运营资金⑤ 23,880 

资产组价值⑥=④-⑤ 122,066 

  整体商誉减值损失⑦=(③-⑥)（大于 0 时） - 

*资产组的范围包括固定资产、在建工程、无形资产、开发支出等长期资产 

 

 

 



 

16 

 

预计各资产组未来现金流量现值所依据的关键假设如下： 

关键参数 

收入增长率 

收入的预测主要基于各区域对于客户各类车型生产计划所需汽车部件的订

单可实现性的基础上进行预测，永续期业务规模按预测期最后一年确定，

不再考虑增长。 

运营成本变动

和资本支出 

运营成本变动及资本支出的预测，管理层均根据各区域历史统计数据和运

营经验，结合业务重组和未来商业规划，综合考虑了相关整合效益。 

折现率 
折现率采用加权平均资本成本进行确定，加权平均资本成本是按各类资本

所占总资本来源的权重加权平均计算公司资本成本的方法。 

各板块减值测试具体使用的参数如下： 

①汽车安全业务板块 

本公司汽车安全业务板块商誉主要为收购KSS形成。2017年与2018年，均根

据管理层批准的最近未来5年财务预算，超过5年财务预算之后年份的现金流量均

保持稳定。预测期内营业收入的增长率为-1.6% - 2.6%，利润率为2.4% - 14.1%，

稳定期的利润率为6.1% - 13%（由于统计口径的原因，净利润为息税折旧摊销前

利润）。2017年，由于汽车安全业务相对集中，故使用的税前折现率为13.54%，

2018年，由于完成对高田资产的收购，汽车安全业务更具有区域化特征，故不同

区域的未来现金流使用其对应的税前折现率进行折现（其中：美洲区为13.95%，

欧洲区为11.32%，中国区为13.70%与14.65%，其他亚洲区为10.08%）。 

②汽车电子业务板块 

汽车电子业务板块的商誉主要为收购TechniSat汽车信息板块业务形成。2017

年与2018年，均根据管理层批准的最近未来3年财务预算，超过3年财务预算之后

年份的现金流量均保持稳定。预测期内营业收入的增长率为13.7% - 21.6%，利润

率为12.57% - 14.43%，稳定期的利润率为14.58%（由于统计口径的原因，净利润

为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2017年和2018年所使用的税前折现率分别为12.17%

和12.26%。 

③国外功能件业务板块 

本公司国外功能件业务板块商誉主要为收购群英（QUIN）形成。2017年与

2018年，均根据其管理层批准的最近未来5年财务预算，超过5年财务预算之后年

份的现金流量均保持稳定。预测期内营业收入的增长率为3.64%，利润率为

12.31%-15.50%，稳定期的利润率为15.58%（由于统计口径的原因，净利润为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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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折旧摊销前利润）。2017年和2018年所使用的税前折现率分别为12.79%和

11.46%。 

根据上述减值测试的结果，各报告期间，相关业务板块资产组（组合）的可

回收金额大于账面价值，商誉未发生减值。 

 

（2）公司认为报告期各期商誉减值计提严格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

定，满足充分性、准确性和谨慎性要求，不存在前期商誉减值计提不充分的情

形。 

会计师意见：本所自 2017 年 11 月承接公司审计业务，在 2017 年度和 2018

年度财务报表审计过程中，我们对商誉减值事项执行的主要审计程序包括但不

限于： 

- 了解和评价与商誉减值相关的关键内部控制的设计和运行有效性； 

- 复核公司对商誉减值迹象的判断是否合理； 

- 评价管理层在编制减值测试模型时采用的方法以及将商誉分摊至相关的

资产组 (即独立产生现金流入的可认定最小资产组合) 及资产组组合的方法，

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 

- 将计算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时采用的关键假设与相关资产组及资产组

组合的历史情况进行比较； 

- 将计算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中使用的关键假设与已获董事会批准的财

务预算进行比较； 

- 将预测销售量和整车厂未来的预计生产供货计划进行比较，同时参考售

价和其他成本，评价预期- 的资本支出是否符合管理层在预测期内的资产报废

和重置计划； 

- 利用本所估值专家的工作，通过比较行业内其他公司，评价预计未来现

金流量现值中所之用的折现率的合理性； 

- 获取管理层就关键假设的敏感性分析，并评价关键假设的变化对减值测

试的可能影响以及是否存在管理层偏向的迹象； 

- 比较前期商誉减值测试预测参数和本期实际情况，并判断其对当期商誉

减值测试结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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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注期后事项，考虑其对商誉减值测试的影响； 

- 评价在财务报表中对商誉减值评估以及所采用的关键假设的披露是否符

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等。 

基于上述审计工作，我们认为，公司对商誉减值事项的会计处理在所有重

大方面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另外，我们已在 2017 年度和 2018 年度审计

中将商誉确定为关键审计事项，按照审计准则的规定在审计报告中进行了相应

披露。 

 

9.关于并购后的整合。年报显示，公司于报告期内将高田除 PSAN 以外资

产与 KSS 公司整合为均胜安全控股，并引入战略投资者国投创新管理的先进基

金和 PAG，截至目前，公司持有均胜安全控股 69.22%股权，先进基金和 PAG

合计持有均胜安全控股 30.78%股权。请公司结合持股比例、董事会安排、经

营内控措施等，补充说明公司能否有效参与并控制均胜安全控股的日常经营决

策。 

答复： 

公司子公司均胜安全控股是一家在卢森堡依法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公司

持有其 69.22%的股权，战略投资者国投创新管理的先进基金和 PAG 合计持有

其 30.78%的股权，公司为拥有绝对控制权的大股东。根据均胜安全控股公司章

程的规定，公司由董事会管理，董事会被授权履行或促使履行公司利益配置和

管理的所有活动的广义上的权利。目前均胜安全控股董事会共有 10 名成员组成，

其中 6 名成员由均胜委派产生，2 名成员由 PAG 委派产生，1 名成员由先进基

金委派产生，另外 1 名成员为独立董事，均胜安全控股的所有董事会决定都以

简单多数票通过，除 PAG 委派的 2 名董事拥有 1 票投票表决权以外，其他董事

每人拥有 1 票投票表决权，均胜委派的董事持有的投票表决权占董事会表决票

总数的 2/3,拥有董事会的绝对控制权。均胜安全控股的董事长由均胜委派来担

任并主持董事会会议的召开，均胜安全控股的 CEO 和 CFO 由均胜提名，并由

董事会任命产生，且均胜有权决定均胜安全控股各子公司董事会或其他管理机

构的组成。因此公司能够有效参与并控制均胜安全控股的日常经营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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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关于并购整合费用。年报显示，公司非经常性损益中企业重组费用 7.94

亿元，主要是因收购高田除 PSAN 以外资产而发生的整合等相关费用，而公司

三季报显示，截至三季度末相关重组费用仅为 1.19 亿元。请公司结合整合进度、

整合费用的主要用途等，补充披露整合费用金额在四季度大幅增长的原因及合

理性。 

答复： 

重组整合费用主要由于完成收购高田全球优质资产后，公司对汽车安全业

务板块人力资源的优化和全球生产网点的重新布局而发生的相关费用和生产线

迁移成本。由于大部分的重组整合方案在 2018 年度第四季度经均胜安全系统公

司董事会批准并实施，公司依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3 号-或有负债》中对于重

组费用确认时点和金额的相关要求，在第四季度对相关重组费用进行了确认，

从而导致重组整合费用金额在四季度大幅增长。 

在收购高田全球优质资产的过程中，公司结合相关的尽职调查，持续识别

在生产、研发、销售、采购、管理等各领域存在的原汽车安全业务与高田相关

资产的协同效应，并制定了整合方案。资产交割完成后，公司将高田全球优质

资产与公司原有安全业务整合为均胜安全系统公司，并着手组建了新的管理团

队，同时建立全球总部和四大区域总部（中国，亚洲除中国以外地区，美洲，

欧洲、中东及非洲）的两级管理体系，既保证各地区业务的开展的效率性，也

保证总部在职能领域的管理。 

均胜安全系统公司新的管理团队根据其董事会批准的整合方案完成了对研

发场地的协同合并，并开始开展全球生产研发系统的融合，逐步搭建全球核心

研发软件及平台，使公司在新产品开发方面实现巨大协同。同时公司与全球主

要客户都建立了紧密合作与信任关系，进一步加深客户合作基础；通过优化供

应商结构，缩减采购费用，实现更多的采购协同效应。在生产制造方面，2018

年均胜安全系统公司通过优化全球布局，提高产能利用率，合理利用管理与制

造资源，提升生产运营效率，新增自动化投资等混合手段，实现全公司各区域

的布局及员工优化，最终达到全球范围内生产制造系统统一、质量提升、利润

率改善。 

会计师意见：我们对公司 2018 年度财务报表重组整合费用执行的主要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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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包括但不限于： 

- 检查均胜安全董事会就重组整合方案的批准文件； 

- 将检查重组整合费用的明细账与总账进行核对； 

- 在抽样的基础上将重组整合费用核对至支持性文件，检查发生的金额及

时间等。 

基于上述审计工作，我们认为，公司对重组整合费用的会计处理在所有重

大方面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三、关于研发投入 

公司近年来研发投入增长较快，2015—2018 年研发投入分别约为 5.31 亿元、

11.6 亿元、19.8 亿元、39 亿元，其中，资本化研发投入分别为 1.53 亿元、4.58

亿元、9.47 亿元、9.72 亿元，当期确认为无形资产的金额分别为 1.53 亿元、2.07

亿元、3.9 亿元、4.9 亿元，呈逐年增加趋势。请公司结合研发相关政策补充披

露下列事项。 

11.关于研发投入资本化。请公司补充披露：（1）近年来研发投入大幅增长

的原因，具体的研发内容，是否有相应的研发成果；（2）结合产品研发过程及

目的，说明研发投入费用化和资本化的区分时点及会计准则依据；（3）结合同

行业可比公司开发支出的资本化政策等，说明公司资本化率是否与同行业公司

相一致。 

答复： 

（1）均胜是全球领先的汽车电子和安全系统供应商，公司拥有完整的驾驶

舱电子和安全产品解决方案，处于全球领先水平，具备完整的硬件设计、软件开

发和数据处理能力，在亚洲、欧洲和美洲设有三大研发中心，工程技术和研发人

员总数超过 5,000 人，近三年在全球拥有的专利数从 2016 年约 1,300 项，2017

年约 1,500 项，增长到 2018 年超 5,000 项专利。这些都得益于公司多年来的持续

研发投入，近三年公司各业务板块研发投入具体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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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人民币万元 

业务 

板块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研发 

投入 

营业 

收入 

研发投入

占营业收

入比例（%） 

研发 

投入 

营业 

收入 

研发投入

占营业收

入比例（%） 

研发 

投入 

营业 

收入 

研发投入

占营业收

入比例（%） 

汽车安

全业务 
204,907 4,288,003 4.78 60,328 1,379,495 4.37 33,402 726,979 4.59 

汽车电

子业务 
160,616 923,094 17.40 129,636 932,584 13.90 68,181 855,012 7.97 

功能件

业务 
24,431 358,656 6.81 8,050 265,875 3.03 14,380 244,624 5.88 

据 Wind 数据统计，2018 年 A 股上市公司研发投入金额排名中，均胜电子

在所有 A 股的民营企业中排名第四。 

近年来随着营业收入规模的不断增长，公司持续加大在各业务板块的研发

投入，特别是汽车电子业务的智能车载互联产品和 E-mobility 产品的开发上，

例如，公司汽车电子业务在国内大众 MQB 等平台智能车载互联项目和保时捷

全新电动车高压快速充电项目的研发上，近三年累计投入超人民币 7 亿元的；

客户订单方面，在欧洲获得德系高端品牌大众和奥迪基于谷歌 Android Auto 的

车载信息系统订单，将在 2020 年进入量产阶段。在国内，均胜获得上汽大众和

一汽大众 MQB 平台和全新的电动平台 MEB 平台的订单，该订单将使用最前沿

的单 SOC（系统级芯片）支持双系统的技术，为客户提供优质的车载互联解决

方案，该订单将于 2019 年进入量产阶段；同时，均胜自主研发的第一代 V2X

车端产品即将于 2021 年量产，该产品有望成为全球首个 V2X 量产项目。 

受益于持续的研发投入，在 2018 年公司旗下的三大业务板块（汽车电子业

务、汽车安全业务及功能件业务）分别新获得了全球主要整车厂商约人民币 170

亿元、人民币 550 亿元及人民币 70 亿元的在手订单（全生命周期）。近年来，

均胜电子在三大业务板块主要研发内容和成果如下： 

1）汽车安全业务： 

 为保持该细分领域的领先性，公司汽车安全业务保持研发投入占销售比例

相对稳定，研发投入金额持续增加，近年来主要的研发成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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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驾驶员监控系统（Driving Monitoring System）：通过内置摄像头实现驾驶

者的身份辨别（人脸识别）、头部姿势监测和眼珠注视追踪，精确地监控驾驶者

的行车注意力状态； 

②可感应生命体征的方向盘：主要包含集成性方向盘视觉提醒系统、手持

感应警示系统、触觉反馈系统、心率监控系统等。此产品能够精准地监控驾驶

员左右手的位置及触摸力度，并通过内嵌式灯带的不同颜色状态及震动反馈及

时警示驾驶者不良的驾驶行为；此外，若驾驶者出现心脏病类突发事项，心率

监控系统也会自动减速并停车。 

③主动转向方向盘、方向盘三维多功能开关、侧气囊及气囊式安全带：主

动转向方向盘根据车速和驾驶状态，基于方向盘的输入提供不同的轮胎转动，

以提高车辆响应度和驾驶员的舒适性；三维多功能方向盘有机融合了汽车安全

件、电子件和高端功能件产品的功能，均胜是行业内为数不多的具备独立开发

能力提供此类完整解决方案的零部件供应商。该类产品已成功在部分高端品牌

（如法拉利、布加迪等）车型上实现量产；侧气囊在未触发情况下位于前排座

椅的外侧，能够进一步减缓来自侧面撞击造成的伤害。气囊式安全带能够有效

地进一步降低驾驶者在碰撞时受到的压强，并防止安全带造成束缚中产生的二

次伤害。该类产品均已成功在全球主流品牌的中高端车型上实现量产。 

公司研发的结合主动安全和车联网的全新系统于 2016 年 11 月荣获国际消

费类电子产品展览会（CES）年度创新大奖；均胜安全系统公司于 2018 年荣获

美国《汽车新闻》所颁发的“汽车供应商杰出贡献奖”（PACE 大奖）和创新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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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奖。 

 

2）汽车电子业务： 

为保持汽车电子业务各细分领域的竞争力和领先性，近年来，公司汽车电

子业务持续加大在各细分业务领域前瞻性产品和其他产品的研发投入，研发投

入占销售比例逐年增长。 

①人机交互业务 

传统人机交互系统（HMI）从按钮、旋钮式逐渐转变为屏幕触控式，均胜

电子通过多年的技术积累，现已具备为客户提供一体化智能座舱系统的能力。

近年来的主要研发内容列示如下： 

 

2016 年 4 月，公司研发制造的触控式方向盘控制系统获戴姆勒 Special 

Award；2018 年 11 月，公司的中央控制的产品在宝马全球供应商大会上，荣获

宝马颁发的年度创新大奖；2019 年 4 月，公司子公司德国普瑞获得通用最佳供

应商奖，此次获奖为普瑞第六次获得通用最佳供应商奖； 

在国内市场，公司获得上汽大众 2018 年度优秀合作表现奖和一汽大众 2018

年优秀开发供应商奖。 

②智能车联业务 

自 2016 年 4 月均胜完成了对 TS 汽车信息板块业务（现更名 PCC）的交割

后，均胜依托普瑞对 PCC 开始了大范围的整合，包括人事、产能、业务、财务

和 IT 系统等方面，将其并入普瑞成为其全资子公司。此外，增加投入在中国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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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子公司 JPCC（Joyson-PCC）专注于中国市场，并且已开始本地化研发、生产

规划和客户拓展。 

作为工信部下属 C-V2X 工作组成员，JPCC 持续积极参与 5G-V2X 行业标

准的制定及下一代应用场景的定义。2018 年以来，公司陆续和大唐电信、阿里

系的斑马网络等业态相关企业开展战略合作。2018 年底，公司又先后加入两个

国家级 C-V2X 工作组，与跨汽车、通讯、互联网等多行业企业紧密合作，共同

参与 V2X 多项行业标准的研究与制定。今年的上海车展上，公司与奇瑞、华人

运通、辰芯科技、Savari 中国、星云互联、同济大学和淞泓智能汽车科技等，

共同创立一个专注于车联网构建的 V2X 生态圈战略联盟，推进车联网产业持续

健康发展。 

近年来，均胜的智能车联业务的主要研发成果如下： 

 

客户订单方面，在欧洲获得德系高端品牌大众和奥迪基于谷歌 Android 

Auto 的车载信息系统订单，将在 2020 年进入量产阶段。在国内，均胜获得上

汽大众和一汽大众 MQB 平台和全新的电动平台 MEB 平台的订单，该订单将使

用最前沿的单 SOC（系统级芯片）支持双系统的技术，为客户提供优质的车载

互联解决方案，该订单将于 2019 年进入量产阶段；同时，均胜自主研发的第一

代 V2X 车端产品即将于 2021 年量产，该产品有望成为全球首个 V2X 量产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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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E-mobility 业务 

 

近几年来，均胜一直是宝马的新能源汽车 BMS 的全球独家供应商。此外，

公司和奔驰合作，开发的 48V 混合动力系统于 2017 年第三季度量产供货，在

节能减排、提高燃油经济性、提高性能、降低成本等方面较纯电动车更具明显

优势，此联合供电方案不仅是公司在双电压电气系统架构上的创新，也是在

BMS 软件方面所取得的重大成就，巩固了公司在电动汽车电池管理领域上的领

先地位。 

除国际知名品牌外，公司实现为奇瑞、吉利等自主品牌的量产供货，并陆

续获得了大众 MQB 及 MEB 平台、奔驰新一代电动化平台、日产、福特、上汽

通用五菱等客户的新能源汽车管理系统相关的订单。此外，公司采用高通芯片

开发的无线充电系统，于 2017 年完成了其在保时捷 Mission E 上的研发。 

同时，公司的车载充电器（OBC）产品已获得吉利、沃尔沃、法拉利等全

球整车厂商多项订单。除此之外，均胜不断加码、布局新能源汽车电池智能充

电、配电、放电等领域的相关产品，并已获得量产客户，公司致力于打造完整

的新能源充放电生态链。 

 

3）功能件业务 

功能件业务方面，在国内均胜不断保持着细分领域的市场领先地位，在海

外为奔驰、宾利、劳斯莱斯等豪华品牌提供高端智能内饰件。在前瞻产品上，

均胜旗下的均胜群英和普瑞协同开发了手势控制的出风系统、光电化内饰（实

木触控风道）等电子化内外饰件，不断推动着行业的变革和升级。 

 

（2）公司的产品研发过程通常分为研究阶段和开发阶段，整个项目的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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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周期内由工程和项目管理部门跟踪研究和开发的过程。研究和开发活动按照

项目进行管理，通常由五个阶段组成（阶段 0-阶段 4），每个阶段结束时点称为

关键节点。由工程和项目管理部门对于工程项目进行定期复核，并签署确认工程

项目的关键节点。 

 

研究活动 

研究活动通常在阶段 0 和阶段 1 发生。主要是内部研究开发而进行的市场调

研、对技术进行前期分析以及立项可行性分析阶段。阶段 0 包括启动会议，该会

议在研究活动获得批准后举行；然后根据阶段 0 的初步设计要求开始启动研究活

动。在阶段 0 之后，将进行产品概念验证活动，即阶段 1。 

开发活动 

在车型量产之前，公司已获得来自整车厂授予的对其销售某一特定产品的订

单，且经管理层审批通过新产品开发可行性评审后，进入项目开发阶段。 

开发活动通常发生在阶段 2（“设计验证”），该阶段需要完成产品的设计、

车内互联系统的设计以及制造过程的设计。如果在第一阶段不存在技术知识，则

开发过程与研究过程重叠，直到获得技术知识。如果技术知识已经存在，或一旦

在第一阶段获得，程序应直接进入第二阶段。 

阶段 3 的活动重点是完成产品的制造工艺流程的验证，该流程由专业机构和

第三方客户批准。通过关键节点 2 后，开发过程继续进入阶段 3（“生产验证 PV”）。

关键节点 3 非常重要，因为只有从第三方客户处收到生产件批准流程（“PP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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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节点 3 才能完成。PPAP 是第三方客户对产品满足其要求和已准备好批量生

产的批准。通常产品的量产开始日（“SOP”）日期大约在关键节点 3 号之后的 30

天内。 

阶段 4（“生产”）中的工程活动主要是根据第三方客户的要求对最终产品和

制造工艺进行最后修改，并完成相关的如技术文件归档等管理活动。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无形资产》的相关规定并结合公司的具体实践，公

司制定了如下内部研究开发支出会计政策。 

内部研究开发项目的支出分为研究阶段支出和开发阶段支出。为内部研究开

发而进行的市场调研、对技术进行前期分析以及立项可行性分析阶段的支出为研

究阶段的支出，于发生时计入当期损益。在车型量产之前，本公司已获得来自整

车厂授予的对其销售某一特定产品的订单，且经管理层审批通过新产品开发可行

性评审后，与开发项目相关的设计、测试阶段的支出为开发阶段的支出，且同时

满足下列条件的，予以资本化： 

- 完成该无形资产以使其能够使用或出售在技术上具有可行性；（分析依据：

确定专利许可和确定生产可行性是决定项目是否在技术上具有可行性的关键条

件。工程和项目管理部门签署确认表明对于专利许可和生产可行性的确认，也意

味着满足在技术上具有可行性的关键条件。当一个项目通过了相关评审，项目的

技术信息将进行存档以备未来的应用使用。） 

- 具有完成该无形资产并使用或出售的意图；（分析依据：工程活动在研究

阶段开始。在从阶段 0 过渡到阶段 1 期间，工程和项目管理部门签署确认，并要

求进一步开发。工程和项目管理部门的签署确认表明了完成无形资产的意图。） 

- 无形资产产生经济利益的方式，包括能够证明运用该无形资产生产的产品

存在市场或无形资产自身存在市场，无形资产将在内部使用的，能够证明其有用

性；（分析依据：为了证明未来可能的经济效益，公司准备了有关产品预期盈利

能力的各种报告。开发过程是在公司从客户收到采购订单、合同授予或预授予开

始的。这证明了公司运用该无形资产生产的产品存在市场或无形资产自身能力。） 

- 有足够的技术、财务资源和其他资源支持，以完成该无形资产的开发，并

有能力使用或出售该无形资产；（分析依据：公司获取客户和资源的历史证明几

乎所有在开发阶段的产品最终都可以生产和销售，这个标准在开发过程启动会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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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足。） 

- 归属于该无形资产开发阶段的支出能够可靠地计量。（分析依据：公司研

发流程的支出是用项目编号来追踪，方便提供给财务部门使用。） 

不满足上述条件的开发阶段的支出，于发生时计入当期损益。其他开发费用

则在其产生的期间内确认为费用。无法区分研究阶段支出和开发阶段支出的，将

发生的研发支出全部计入当期损益。 

 

（3）公司 2018 年研发投入资本化比例为 24.93%，其中汽车安全业务研发

投入资本化比例为 12.08%，汽车电子业务研发投入资本化比例为 39.54%，功能

件业务研发投入资本化比例为 36.66%。A 股同行业上市公司研发支出资本化比

例变动区间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研发支出 资本化金额 
研发支出资本

化占比 

000338.SZ 潍柴动力 649,362.05 88,997.95 13.71% 

000980.SZ 众泰汽车 71,203.08 20,650.66 29.00% 

600480.SH 凌云股份 46,765.26 5,178.05 11.07% 

600718.SH 东软集团 104,867.70 13,852.85 13.21% 

002611.SZ 东方精工 22,906.73 1,059.08 4.62% 

000903.SZ 云内动力 28,694.12 24,638.93 85.87% 

001696.SZ 宗申动力 15,508.12 1,671.77 10.78% 

002920.SZ 德赛西威 54,321.12 1,703.27 3.14% 

002434.SZ 万里扬 31,817.84 6,058.66 19.04% 

002239.SZ 奥特佳 22,794.18 13,963.29 61.26% 

603358.SH 华达科技 15,058.40 73.12 0.49% 

002488.SZ 金固股份 9,110.69 2,697.99 29.61% 

603997.SH 继峰股份 7,304.66 678.11 9.28% 

002405.SZ 四维图新 116,609.47 7,451.54 6.39% 

002355.SZ 兴民智通 5,876.94 109.09 1.86% 

603178.SH 圣龙股份 9,176.10 1,577.34 17.19% 

600178.SH 东安动力 7,350.85 5,262.45 71.59% 

600699.SH 均胜电子 389,953.66 97,220.17 24.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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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表可知，同行业上市公司研发费用资本化率变动区间在 0.49%-85.87%

之间，公司各业务板块研发费用资本化率处于合理水平。 

上表同行业上市公司的年报中有关“内部研究开发支出会计政策”主要有如

下几种区分时点作为研究阶段和开发阶段的划分： 

1）通过技术可行性及经济可行性研究，形成项目立项后，进入开发阶段（引

自众泰汽车会计政策）； 

2）在进行商业性生产或使用前，将研究成果或其他知识应用于某项计划或

设计，以生产出新的或具有实质性改进的材料、装置、产品等活动的阶段，作为

开发阶段（引自东安动力、奥特佳会计政策）； 

3）大规模生产之前，针对内部研究开发项目最终应用的相关设计、测试阶

段的支出为开发阶段的支出（引自圣龙股份会计政策）； 

4）对变速箱等完成数字样箱工作，识别出后续的主要风险，并有相应的应

对措施后进入开发阶段（引自万里扬会计政策）。 

公司研究阶段和开发阶段的划分时点和同行业上市公司比较，不存在重大差

异。 

会计师意见：我们对公司 2018 年度财务报表开发支出资本化事项执行的主

要审计程序包括但不限于： 

- 了解和评价与开发支出的资本化相关的关键内部控制的设计和运行有效

性； 

-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评价管理层采用的开发支出资本化政策； 

- 选取样本询问研发人员，了解完成有关项目开发是否能够使其使用或出售

在技术上具有可行性，同时了解是否有开发项目中止，而使该项目不再满足开发

支出资本化条件； 

- 选取样本，查阅并核对管理层准备的与研发项目相关的商业和技术可行性

报告； 

- 选取样本将资本化的项目与支持性文件进行核对，检查该等开发支出是否

与支持性文件一致，以评价其是否满足企业会计准则规定的资本化条件等。 

基于上述审计工作，我们认为，公司对开发支出资本化事项的会计处理在所

有重大方面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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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关于研发费用。年报显示，公司2018年研发费用中职工薪酬14.99亿元，

同比增长 240.7%；外包服务费 6.03 亿元，同比增长 313%；其他项目 1.51 亿

元。请公司补充披露：（1）职工薪酬大幅增长的原因及合理性；（2）“外包服

务费”、“其他”项目的具体构成及背景，报告期内大幅增长的原因。 

答复：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18 年 2017 年 变动 

营业收入 5,618,093 2,660,560 111.16% 

研发费用-费用化 292,733 103,273 183.46% 

其中：职工薪酬 149,924 44,020 240.58% 

        外包服务费 60,272 14,640 311.69% 

        其他 15,070 16,250 -7.26% 

（1）职工薪酬大幅增长的原因是由于公司完成对高田全球优质资产的并购

后，全球约有 1,000 多名研发人员新并入公司，从事现有订单的优化和新项目的

研究工作，这些研发费用不满足研发费用资本化的条件，因此造成本年度研发费

用的职工薪酬大幅增加。上述研发人员大多位于境外的研发中心，与境内研发人

员的平均薪酬水平相比，境外研发人员的平均工资较高，也造成了研发费用的职

工薪酬大幅增加。 

（2）研发费用下“外包服务费”主要系公司当期发生的相关委外研发费用及

委外测试费用。汽车电子业务在近年来获取了大量的新订单，为了满足新订单的

需求，公司发生了联合研发费用。此外，公司在完成高田优质资产交割后，为了

满足客户的要求，公司加强了对质量层面的严格管控，因此相应地强化了研发和

测试的投入与成本。 

“其他”主要是研发相关的专利使用费用、运输费用和水电费用等，2018 年

和 2017 年相比没有发生较大的变化。 

会计师意见：我们对公司 2018 年度财务报表研发费用执行的主要审计程序

包括但不限于： 

- 检查研发费用的明细账至总账； 

- 在抽样的基础上将研发费用核对至支持性文件； 

- 访谈管理层关于研发费用变动的原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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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上述审计工作，我们认为，公司对研发费用的会计处理在所有重大方

面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四、财务会计信息 

13.关于货币资金。年报显示，公司报告期末货币资金余额 78.17 亿元，同

比增长 86.79%，其中，保证金 5.08 亿元，同比增长 55.4%，公司解释货币资

金增长主要是本期收购高田相关资产所致。请公司补充披露：（1）保证金大幅

增加的原因及合理性；（2）除已披露的受限制性货币资金外，是否存在其他潜

在的限制性安排；（3）是否存在与控股股东或其他关联方联合或共管账户的情

况。 

答复： 

（1）公司 2018 年末保证金人民币 5.08 亿元主要是用于公司日常生产经营

活动的贷款保证金约人民币 3.50 亿元，信用证保证金和在建工程相关的工程款

保证金约人民币 1.58 亿元。保证金金额的增加与收购高田全球优质资产后公司

业务规模增加相关，保证金的金额占营业收入的比例为 0.9%（2017年为 1.2%），

未发生较大波动。 

（2）除已披露的受限制性货币资金外，公司不存在其他潜在的限制性安排。 

（3）公司不存在与控股股东或其他关联方联合或共管账户的情况。 

会计师意见：我们对公司 2018 年度财务报表货币资金执行的主要审计程序

包括但不限于： 

- 对相关内部控制进行了解、评估和测试； 

- 检查货币资金的明细账至总账； 

- 对包括保证金、银行存款等在内的货币资金执行函证程序； 

- 检查公司境内主要经营实体的由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出具的企业信用

报告等。 

基于上述审计工作，我们认为，公司对货币资金的会计处理和披露在所有

重大方面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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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关于资产负债率。年报显示，公司报告期末短期借款、短期应付债券、

长期借款余额、应付债券合计约 199.29 亿元，同比增长约 76.9%，公司解释主

要为并购高田资产而产生的借款。截至 2018 年底，公司资产负债率已达 69.35%，

报告期内财务费用 10.72 亿元，占当期归母净利润的 81.3%。请公司：（1）补

充披露相关并购贷款的金额、利率成本、偿还期限等相关安排；（2）结合业务

模式、同行业可比公司负债水平等，说明公司资产负债率水平的合理性；（3）

结合公司在手货币资金、现金流水平等，说明后续是否存在偿债压力及相关偿

债安排、资金来源。 

答复： 

（1）2018 年公司因收购高田全球优质资产分别向中国银行和德意志银行

借入折合约人民币 33.55 亿元和人民币 27.66 亿元的并购贷款（因为公司收购的

高田优质资产主要遍布北美、欧洲、亚太和中国四大区域，未来经营性现金流

主要币种为美元、欧元、日元和人民币。因此公司采用不同币种的贷款配置方

案进行贷款安排，以减少财务费用和自然对冲外汇汇率风险。），贷款利率为伦

敦同业拆借利率或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上浮一定比例（于 2018 年 12 月

31 日，借款的加权平均年利率为 4.51%），该等并购贷款将于 5 年内逐年偿还。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已归还部分高田项目的并购贷款的借款本金及利

息折合约人民币 3.63 亿元。 

 

（2）公司2018年末资产负债率为69.35%，资产负债率相对较高主要系2018

年公司因收购高田优质资产产生约人民币 61.21 亿元的并购借款所致。此外，

公司作为技术驱动的汽车零部件企业，始终坚持技术优先的原则，近几年持续

在主动安全、车联网（V2X）和新能源汽车的充放电系统等新兴业务领域保持

较高的工程技术和研发投入，保证未来公司业务在行业中处于领先地位。 

A 股可比上市公司的资产负债率情况如下：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资产负债率（%） 

000338.SZ 潍柴动力 69.67 

000980.SZ 众泰汽车 45.88 

600480.SH 凌云股份 56.45 

600718.SH 东软集团 3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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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611.SZ 东方精工 55.13 

000903.SZ 云内动力 54.88 

001696.SZ 宗申动力 44.89 

002920.SZ 德赛西威 30.02 

002434.SZ 万里扬 38.24 

002239.SZ 奥特佳 37.97 

603358.SH 华达科技 41.66 

002488.SZ 金固股份 44.79 

603997.SH 继峰股份 24.57 

002405.SZ 四维图新 19.67 

002355.SZ 兴民智通 40.38 

603178.SH 圣龙股份 57.66 

600178.SH 东安动力 45.87 

资产负债率区间 19.67～69.67 

公司作为一家全球化的汽车零部件公司，虽然与 A 股同行业上市公司相比，

公司 2018 年末资产负债率水平相对较高，但与国际同行业公司相比，公司资产

负债率处于正常的水平，国际同行业公司近三年资产负债率水平如下： 

序号 公司名称 
2018年末资产

负债率（%） 

2017年末资产

负债率（%） 

2016年末资产

负债率（%） 

1 奥托立夫（AUTOLIV INC.） 71.78 51.23 52.32 

2 伟世通（VISTEON CORP.） 71.00 66.97 69.49 

3 法雷奥（VALEO ORD） 70.89 70.93 69.72 

4 安波福（APTIV PLC） 70.59 71.10 77.52 

5 李尔（LEAR CORP.） 61.05 62.78 67.75 

资产负债率区间 61.05～71.78 51.23～71.10 52.32～77.52 

均胜电子 69.35 61.24 62.82 

未来，公司将通过偿还借款和债券等方式来逐步降低资产负债率，截止 2019

年 3 月 31 日，公司资产负债率已降至 67.97%（未经审计）。 

 

（3）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库存现金余额为人民币 78.17 亿元。于

2018 年公司产生经营活动的现金流量为人民币 29.74 亿元。根据公司和中国银行

和德意志银行签署的贷款协议，并购贷款（2018 年 12 月 31 日余额约为人民币

59.60 亿元）将于 5 年内逐年偿还，其中将于 2019 年到期需偿还的借款本金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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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为人民币 6.00 亿元。公司有足够的现金和未来经营性现金流来偿付借款。 

会计师意见：我们对公司 2018 年度财务报表货币资金、借款及财务费用执

行的主要审计程序包括但不限于： 

- 对相关内部控制进行了解、评估和测试； 

- 获取借款合同，查看借款条款并检查至借款和还款水单； 

- 对财务费用按照合同条款执行合理性测试； 

- 对除现金以外的货币资金、借款执行函证程序； 

- 检查公司的还款计划，并关注公司的流动性风险和持续经营假设的合理性

等。 

基于上述审计工作，我们认为，公司对货币资金、借款及财务费用的会计处

理在所有重大方面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15.关于存货。年报显示，公司报告期末存货账面余额 78.72 亿元，同比增

长 95.4%，其中原材料账面余额 40.66 亿元，在产品 14.35 亿元，库存商品 23.5

亿元。报告期内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0.91 亿元，主要是针对原材料计提存货跌价

准备 0.88 亿元，针对库存商品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0.1 亿元。请公司：（1）按照

主要产品对应的原材料类型补充原材料的构成情况；（2）结合各类存货的价格

变化、库龄、用途等因素，综合分析存货跌价准备计提的充分性及是否存在减

值风险。 

答复： 

（1）公司各业务板块主要产品对应的原材料类型构成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汽车安全业务 汽车电子业务 功能件业务 合计 

原材料净值 290,276.48 67,932.03 20,671.84 378,880.35 

存货占比 76.61% 17.93% 5.46% 100.00% 

1）汽车安全业务 

方向盘：镁铝合金、发泡材料、皮革、线束、开关 

安全带：织带、锁舌、锁扣、卷收器 

安全气囊：囊袋布、气体发生器 

2）汽车电子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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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MI 产品原材料组成：电子元器件，芯片，塑料件，分立半导体 

车载互联系统原材料组成：芯片，电子元器件，塑料件 

新能源汽车电子：电子元器件，高压直流转换器，陶瓷电容，塑料件 

3）功能件业务 

内饰件原材料：木皮，铝片，塑料粒子及塑料件，五金件，卡箍，洗涤泵，

橡胶管 

方向盘原材料：镁铝合金、皮革、线束、开关 

 

（2）公司在资产负债表日，将存货按照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计量。当其

可变现净值低于成本时，提取存货跌价准备。存货跌价准备按单个存货项目的

成本高于其可变现净值的差额提取。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后，如果以前减记存货

价值的影响因素已经消失，导致存货的可变现净值高于其账面价值的，在原已

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金额内予以转回，转回的金额计入当期损益。可变现净值

是指在日常活动中，存货的估计售价减去至完工时估计将要发生的成本、估计

的销售费用以及相关税费后的金额。为生产而持有的原材料，其可变现净值根

据其生产的产成品的可变现净值为基础确定。为执行销售合同或者劳务合同而

持有的存货，其可变现净值以合同价格为基础计算。当持有存货的数量多于相

关合同订购数量的，超出部分的存货的可变现净值以一般销售价格为基础计算。

在确定存货的可变现净值时，以取得的确凿证据为基础，同时考虑持有存货的

目的以及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的影响。 

由于汽车行业的生产特性，是根据客户的订单来安排产品的生产，因此存

货的周转速度较高，产成品存货的存货跌价准备金额和占存货的比例较低。 

原材料跌价准备主要是对于残次冷备的原材料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一般

来说如方向盘的皮革，容易出现残次不良，属于自然现象，以及季节的变化，

拉伸力会有变化，这类库存的周转天数在 20 天左右，但是如果存在皮革没有及

时使用，可能因为拉伸力不够无法完成包覆，公司就会对这种残次冷备的原材

料计提相应的存货跌价准备。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汽车安全业务 汽车电子业务 功能件业务 合计 

原材料 308,653.84 76,434.04 21,540.45 406,62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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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材料跌价准备 (18,377.36) (8,502.01) (868.61) (27,747.98) 

原材料净值 290,276.48 67,932.03 20,671.84 378,880.35 

存货跌价准备比例 5.95% 11.12% 4.03% 6.82% 

主营业务成本数 3,614,683.32 728,746.47 275,264.13 4,618,693.92 

原材料周转天数 29 34 27 30 

*原材料周转天数=原材料净值*360/主营业务成本 

 

根据以上分板块原材料存货跌价准备分析，公司汽车安全业务板块、汽车

电子业务板块和功能件业务板块的原材料的存货周转天数分别约为 29 天、34

天和 27 天，原材料跌价准备的金额各占原材料余额的 5.95%、11.12%和 4.03%。

汽车电子业务的原材料构成主要是电子元器件，电子元器件的技术更新较快，

行业存在一定波动，因此对于该类别的存货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的比例较高。但

是由于汽车电子业务的原材料在公司原材料总额的比例低于 20%,该类存货的

跌价准备的金额对于存货跌价准备总体金额影响较小。2018 年公司全球收购高

田的优质资产，汽车安全业务的存货余额较 2017 年大幅增加，而在对收购资产

验收盘点、评估和审计过程中，公司已经对其中残次冷备的库存进行了处置，

因此存货跌价准备的余额没有随存货增加而同比例增加，存货跌价准备的比例

也接近同行业的合理水平。公司管理层认为于 2018 年 12 月 31 日所计提的存货

跌价准备是充分的。 

会计师意见：我们对公司 2018 年度财务报表存货计提的减值准备执行的主

要审计程序包括但不限于： 

- 对相关内部控制进行了解、评估和测试； 

- 检查存货减值准备至支持性文件； 

- 检查存货账龄的准确性，结合账龄分析存货减值准备； 

- 对存货的可变现净值进行重新计算； 

- 在监盘过程中关注存货的减值迹象等。 

基于上述审计工作，我们认为，公司对存货减值准备的会计处理在所有重

大方面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16.关于应收账款。年报显示，公司报告期末应收账款账面余额 102.48 亿

元，同比增长 130.81%。坏账准备计提方面，公司对人机交互产品及智能车联

业务采取余额百分比法，计提比例 1.16%。请公司：（1）区分业务板块，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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披露余额前五名应收账款的客户名称、形成原因、是否涉及关联方、账龄、款

项回收进展；（2）补充披露公司对人机交互产品及智能车联业务采取余额百分

比法计提坏账准备的原因，坏账准备计提是否充分。 

答复： 

（1）公司分业务板块补充披露如下（单位：人民币万元）： 

汽车安全业务： 

客户名称 期末余额 形成原因 是否涉及关联方 账龄 款项回收进展 

本田 Honda 24,497 

销售商品和提供劳务 否 0-90 天 
在信用期内正常回收，

未见异常。 

通用 GM 15,516 

宝马 BMW 13,006 

福特 Ford 11,131 

捷豹路虎 Jaguar Land Rover 11,707 

汽车电子业务： 

客户名称 期末余额 形成原因 是否涉及关联方 账龄 款项回收进展 

宝马 BMW 10,305 

销售商品和提供劳务 否 0-90 天 
在信用期内正常回收，

未见异常。 

福特 Ford 10,291 

奥托立夫 Autoliv 5,677 

大众 GM 4,528 

西班牙 SMP Barcelona S.L.U. 3,561 

功能件业务： 

客户名称 期末余额 形成原因 是否涉及关联方 账龄 款项回收进展 

戴姆勒 DAG 8,763 

销售商品和提供劳务 否 0-90 天 
在信用期内正常回收，

未见异常。 

大众 VW 7,148 

宝马 BMW 5,874 

延锋 YF 4,497 

德国 KTW 公司 2,661 

 

（2）HMI 和智能车联业务采用余额百分比法计提坏账的原因是：考虑到

相关应收账款的账龄较短，报告期客户信用评级没有重大变化，因此公司根据

HMI 和智能车联业务历史坏账比例，按照应收账款余额的 1%-1.5%计提坏账准

备。 

会计师意见：我们对公司 2018 年度财务报表应收账款计提的减值准备执行

的主要审计程序包括但不限于： 

- 对相关内部控制进行了解、评估和测试； 

- 抽取样本向客户函证应收账款余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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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查应收账款账龄的准确性，结合账龄分析应收账款坏账准备金额； 

- 抽样检查期后回款情况等。 

基于上述审计工作，我们认为，公司对应收账款坏账准备的会计处理在所

有重大方面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17.关于预付账款。年报显示，公司报告期末预付账款账面余额 7.13 亿元，

同比增长 334.76%。请公司：（1）结合所涉及的业务和产品、款项具体内容，

分析说明预付账款大幅增加的原因；（2）补充披露余额前五名预付账款的供应

商名称、形成原因、是否涉及关联方、账龄。 

答复： 

（1）由于公司于 2018 年 4 月完成了对高田全球优质资产的收购，由于其规

模和体量远超过于公司原有业务，导致预付账款余额与 2017 年同期相比有较大

幅度的变化。与 A 股汽车零部件同行业公司相比，公司预付账款占营业收入比

重为 1.27%，在同行业中处于中等水平；从公司近三年预付账款占营业收入比重

来看，过去三年该比例分别为 1.53%，0.62%和 1.27%，均处于行业正常水平。 

 

（2）前五名预付账款的供应商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供应商 期末余额 账龄 

供应商一 3,822 一年以内 

供应商二 2,104 一年以内 

供应商三 1,555 一年以内 

供应商四 1,106 一年以内 

供应商五 962 一年以内 

均胜支付的预付账款主要形成原因是支付供应商的原材料及模具预付款。其

中，与模具相关的预付款增加主要是 2018 年新产品比较多而导致的。余额前五

名预付账款供应商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会计师意见：我们对公司 2018 年度财务报表预付账款执行的主要审计程序

包括但不限于： 

- 检查预付账款的明细账至总账； 

- 抽样检查预付账款相对应的采购合同条款，支付凭证及其他支持性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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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抽样检查预付账款所对应的期后收货或接受服务的情况等。 

基于上述审计工作，我们认为，公司对预付账款的会计处理在所有重大方

面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18.关于其他应收款。年报显示，公司报告期末其他应收款账面余额 6.21

亿元，其中，保证金及押金 2.15 亿元，同比增长 123.96%。请公司结合经营情

况，分析说明保证金及押金大幅增长的原因及合理性。 

答复： 

公司于 2018 年 4 月收购高田优质资产后，营业收入由 2017 年的人民币

266.05 亿元增长至人民币 561.81 亿元，增幅达 111.17%。其他应收款中的保证金

及押金的增长主要由并购高田优质资产形成的日常经营活动所产生，主要包括仓

库和办公室租赁保证金，海关保证金，支付给供应商的押金和保证金，水利和电

力保证金等，其增幅基本与营业收入的增长一致。 

会计师意见：我们对公司 2018 年度财务报表其他应收款执行的主要审计程

序包括但不限于： 

- 检查其他应收款的明细账至总账； 

- 抽样检查其他应收款相对应的合同条款，支付凭证及其他支持性文件； 

- 抽样检查期后回款情况等。 

基于上述审计工作，我们认为，公司对其他应收账款的会计处理在所有重大

方面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19.关于亏损合同。年报显示，公司报告期末预计负债中亏损合同余额为

15.5 亿元，公司解释是在收购高田除 PSAN 以外资产中，作为合并中取得的负

债确认而形成。请公司补充披露：（1）相关亏损合同对应的交易背景、金额、

客户及主要销售产品；（2）构成亏损合同的具体原因。 

答复： 

亏损合同主要与公司所承接的原高田已有业务相关。于 2008 年，高田发生

了若干由硝酸铵气体发生器导致的召回事件，对其公司和产品声誉产生了重大影

响。为了维持企业运作，高田在获取后续订单的过程中不得不做出一定价格让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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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形成了亏损合同，涉及的客户有通用、大众、本田、日产和宝马等；涵盖的

产品包括安全带、安全气囊、方向盘等。在收购高田相关业务购买对价分摊过程

中，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0 号——企业合并》的要求，对其所承担的负

债进行评估和计量。由于执行该等在并购日前签订的合同会导致购买日后履行的

合同义务不可避免会发生成本超过预期经济利益的情况，因此公司对这些合同的

公允价值进行评估，按照未来 3 至 5 年的销售预测，估算履行合同义务不可避免

会发生的成本超过预期经济利益的部分，并进行折现而得，记录为并购过程中识

别的负债，未来将随着产品依照合同交付冲减营业成本，或者当整车厂取消或者

调整合同时，转入利润表。上述亏损合同与本次收购所取得的 230 亿美元的订单

相比，影响并不重大。收购高田业务后，公司对于新业务承接执行严格的筛选和

内部审核与批准程序，保证新承接业务的必须满足一定的盈利水平。 

会计师意见：我们对公司 2018 年度财务报表亏损合同事项执行的主要审计

程序包括但不限于： 

- 了解评估与计算亏损合同的方法，评价其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 

- 检查销售价格、数量等至签订的销售合同、订单、产量预算； 

- 检查成本计算至物料清单； 

- 评估公司对折现率的选取和使用； 

- 复核亏损合同负债计算的准确性等。 

基于上述审计工作，我们认为，公司对亏损合同的会计处理在所有重大方面

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20.关于预提销售折扣。年报显示，公司报告期内预提销售折扣 2.71 亿元，

同比增长 401.9%。请公司结合销售产品、客户及是否存在关联关系、销售政

策等，分析说明预提销售折扣大幅增加的原因及合理性。 

答复： 

公司与整车厂议定的某些供货协议中约定，当销量达到一定的比例后，公

司将以折扣、返利等形式向整车厂提供价格折让。该等方式是汽车行业普遍存

在的行业惯例。公司依据实际销量和预计最可能适用的折扣比例，对未来将要

支付的销售返利作出最佳估计。公司与世界各大整车厂关系稳定，亦无重大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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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销售。2018 年度预提销售折扣同比大幅增长的原因主要是收购高田优质资产

后业务扩大造成的。2017 年、2018 年预提销售折扣余额占销售收入的比重分别

为 0.20%和 0.48%，未对公司日常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会计师意见：我们对公司 2018 年度财务报表预提销售折扣执行的主要审计

程序包括但不限于： 

- 检查预提销售折扣的明细账至总账； 

- 抽样检查预提销售折扣相对应的合同条款及其他支持性文件； 

- 复核预提销售折扣计算的合理性； 

- 抽样检查期后预提销售折扣的支付情况等。 

基于上述审计工作，我们认为，公司对预提销售折扣的会计处理在所有重

大方面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21.年报显示，公司非经常性损益中“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

计提的各项资产减值准备”0.65 亿元，同比增长 38.3%。请公司补充披露相关资

产减值准备的对应事项、计提依据及合理性。 

答复： 

2018 年夏秋两季，日本以及美国南部先后遭受几十年难遇的特大暴雨洪水

灾害，造成部分工厂的库存材料发生毁损。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

露规范问答第一号——非经常性损益》的规定，该费用具有非正常的性质，在

发生频率上具有偶发性，因此作为非经常性损益在“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

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产减值准备“中列示。 

会计师意见：我们对公司 2018 年度财务报表非经常性损益中“因不可抗力

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产减值准备”项目执行的主要审计程序

包括但不限于： 

- 核对“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产减值准备“至

相关科目的明细账； 

- 检查“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产减值准备”

至支持性文件； 

- 评价公司就“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产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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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的列报和披露是否符合《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2008）》的要求等。 

基于上述审计工作，我们认为，公司对非经常性损益中“因不可抗力因素，

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产减值准备”的披露在所有重大方面符合企业

会计准则的规定。 

 

22.年报显示，公司非经常性损益中“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为-1.99 亿元，

去年同期为 7.9 万元。请公司结合业务开展、子公司业绩情况、持股比例等，

分析说明相关少数股东权益金额大幅变动的原因。 

答复： 

2018 年，公司非经常性损益中“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主要归属于均胜安全

控股的少数股东，为于 2018 年上半年引进的汽车安全业务的战略投资者——国

投创新管理的先进基金和 PAG，合计持有均胜安全控股 30.78%股权。“少数股

东权益影响额”主要来自于 1）本年度收购高田相关资产所形成的负商誉，其中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为人民币-4.87 亿元；2）企业重组费用，其中“少数股东

权益影响额”为人民币 1.95 亿元；3）购买高田公司优质资产发生的交易相关费

用，其中“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为人民币 0.90 亿元等。 

会计师意见：我们对公司 2018 年度财务报表少数股东权益和损益执行的主

要审计程序包括但不限于： 

- 识别集团内的少数股东关系； 

- 检查少数股东权益、持股比例等信息至公司章程、合资协议等； 

- 结合被投资公司的情况，检查少数股东权益余额及其变动的计算过程； 

- 检查非经常性损益中“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的计算，并交叉核对至相

关支持性文件等。 

基于上述审计工作，我们认为，公司对少数股东权益和损益的会计处理在

所有重大方面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23.年报显示，公司现金流量表中“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中

“收到利息”121 万元，去年同期为 1427 万元，同比大幅下滑。请公司补充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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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将上述利息收入划分为“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的考虑；（2）报告期内

利息收入大幅下滑的原因。 

答复： 

“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中“收到利息”为核算存放于银行所

产生的活期存款利息，2018 年该类利息收入约为人民币 121 万元。此外，针对

短时间未使用而存为协定存款、7 天通知存款、短期银行存单等方式取得的利息

收入，归集在“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中“其他”项下，2018 年

该类利息收入约为人民币 4,811 万元。考虑到这些利息收入都是在公司正常的经

营活动中取得并使用，按照日常经营现金头寸进行管理，而非以获取利息为其主

要目的，因此划分为“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2017 年同口径收到的利息收入

总计人民币 2,098 万元。2018 年较 2017 年同口径上升主要为公司提高了短期内

闲置资金的使用效率所致。 

会计师意见：我们对公司 2018 年度财务报表现金流量表中“收到的其他与

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项目执行的主要审计程序包括但不限于： 

- 就“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项目与相关资产负债表项目的变

动和相关利润表项目的发生额进行勾稽核对； 

- 评估其交易性质是否属于经营活动； 

- 结合银行日记账、银行对账单、银行水单等的检查，核对“收到的其他与

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项目等。 

基于上述审计工作，我们认为，公司对现金流量表中“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

动有关的现金”的披露在所有重大方面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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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其他 

24.请公司根据《格式准则第 2 号》中主要控股参股公司分析的相关要求，补充披露公司主要子公司的净资产、净利润等财务数

据。 

答复： 

根据《格式准则第 2 号》中关于主要控股参股公司分析的相关要求，公司主要子公司、参股公司情况分析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公司名称 所处行业 主要产品或服务 注册资本 持股比例（%） 总资产 营业收入 净资产 净利润 

宁波均胜群英汽车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汽车零部件 汽车零部件制造 95,100.00 

75.00（直接） 

468,077.73 369,092.75 179,085.91 11,363.19 

25.00（间接） 

Preh GmbH 汽车零部件 汽车零部件制造 1,000.00 万欧元 100.00 826,096.50 1,030,614.22 284,211.95 20,518.09 

Joyson Auto Safety Holdings S.A. 汽车零部件 汽车零部件制造 3.00 万欧元 69.22 4,205,953.61 4,222,217.95 1,540,990.90 205,342.83 

 

25.请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5 号——财务报告的一般规定》的相关要求，补充披露各主要在建工

程的工程累计投入占预算的比例、工程进度。 

答复： 

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5 号——财务报告的一般规定》的相关要求，公司各主要在建工程的工程累计

投入占预算的比例、工程进度等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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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名称 预算数 期初余额 
本期增加金

额 

本期转入固

定资产金额 

本

期

其

他

减

少

金

额 

期末余额 

工程

累计

投入

占预

算比

例（%） 

工程

进度 

利息资本

化累计金

额 

其中：本

期利息资

本化金额 

本期利息

资本化率

（%） 

资金来源 

均胜新工业城基建项目 65,000.00 34,588.48 10,459.91 40,868.56 - 4,179.83 93% 93% 3,897.18 1,710.93 4.90 自有资金、借款 

汽车安全产能升级和扩建项目 154,122.80 68,899.66 133,458.78 82,961.79 - 119,396.65 87% 87% - - - 自有资金 

汽车电子产能升级和扩建项目 32,750.49 11,669.68 13,978.15 9,915.33 - 15,732.50 43% 43% - - - 自有资金 

功能件产能升级和扩建项目 41,331.06 21,103.36 19,572.96 19,677.74 - 20,998.58 47% 47% - - - 自有资金 

合计 293,204.35 136,261.18 177,469.80 153,423.42 - 160,307.56 / / - - / / 

 

特此公告。 

 

 

 

宁波均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5 月 24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