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股票代码：002454    公司简称：松芝股份   公告号： 2019-033 

 

上海加冷松芝汽车空调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8 年年报问询函相关问题的回复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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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加冷松芝汽车空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深圳证

券交易所下发的《关于对上海加冷松芝汽车空调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报的问

询函》（中小板年报问询函【2019】第 257 号），现对问询函中相关问题汇总回

复如下： 

    1、报告期内，你公司营业收入 36.88 亿元，同比下降 11.62%；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以下简称“净利润”）1.76 亿元，同比下降 51.94%，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516.17 万元（以下简称“扣非

后净利润”），同比下降 92.48%。请补充披露以下内容： 

    （1）请说明你公司营业收入、净利润和扣非后净利润均同比下降的原因及

合理性； 

回复如下： 

1、报告期内的行业特点及市场环境 

报告期内，汽车行业出现一定程度的下滑，2018 年全年汽车销量为 2,803.89

万辆，较 2017 年下滑 3.07%。其中，乘用车销量为 2,367.15 万辆，较 2017 年下

滑 4.33%；大中型客车销量为 15.20 万辆，较 2017 年下滑 12.62%。汽车行业的

下滑，直接导致公司产品销量、销售收入及净利润的下滑。 

2、公司主要产品销量情况 

由于下游汽车行业出现下滑，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产品销量较 2017 年有所

下滑，具体情况如下： 



主要产品 2018 年销量（台/件） 2017 年销量（台/件） 同比增减 

大中型客车空调 54,049 64,223 -15.48% 

小车空调箱 1,243,065 1,642,768 -24.33% 

小车冷凝器 1,525,642 986,042 54.72% 

轨道车空调 735 1,194 -38.44% 

冷藏车空调 2,114 1,537 37.54% 

 

因此，由于占公司销售收入比例较大以及产品单价较高的大中型客车空调及

小车空调箱产品销量较 2017 年有所下滑，公司报告期内销售收入较 2017 年同比

下滑 11.62%。 

3、净利润及扣非后净利润下滑原因 

报告期内，公司销售收入为 36.87 亿元，较 2017 年下滑 11.62%。净利润及

扣非后净利润下滑较多，主要由于以下原因： 

（1）报告期内，公司整体毛利率较 2017 年有所下滑，从 2017 年的 28.25%

下降到 2018 年的 24.92%，对利润影响较大。 

（2）报告期内，公司由于全额计提部分客户的应收账款及应收票据，以及

计提部分控股子公司的商誉减值，资产减值损失较 2017 年上升 1.01 亿元，增长

857.70% 

（3）报告期内，公司出让华漕地块所获得补偿收入及利润计入 2018 年营业

外收入，对当期利润产生正面影响，但该部分利润为非经常性损益，因此对扣非

后净利润无影响。 

（2）你公司各季度净利润分别为 3,940.33 万元、3,086.59 万元、-455.02 万

元和 1.11 亿元。请结合你公司各季度销售情况、行业季节性等因素，说明第三

季度、第四季度净利润存在波动的原因及合理性 

回复如下： 

1、报告期内的行业特点及市场环境： 

报告期内，汽车行业销量为 2,803.89 万辆，第一至第四季度销量分别为

718.31 万辆、687.99 万辆、638.65 万辆、758.94 万辆。其中，乘用车第一至第四

季度销量分别为 610.02 万辆，567.80 万辆，543.99 万辆，645.34 万辆，第三季



度销量较去年同期下滑 7.74%，第四季度销量较去年同期下滑 15.03%，占全年

销量的 27.26%。 

2018 年大中型客车第一至第四季度销量分别为 2.38 万辆，4.13 万辆，3.46

万辆，5.23 万辆，第四季度销量占全年销量的 34.39%。 

从以上数据中可以发现，虽然 2018 年汽车行业出现一定下滑，但汽车行业、

尤其是大中型客车的季节性特点还是较为明显。大中型客车行业第四季度行业销

量较前三个季度都大幅增长。 

2、报告期内公司的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发货量的变化趋势与行业销量的趋势变化相一致。其中大中

型客车空调第一至第四季度的销量分别为 13,462 台、12,996 台、11,272 台、16,319

台，第四季度的销量占全年销量的 30.19%，较前三个季度的销量有一定程度增

长。而大中型客车空调业务的收入占公司总收入的 38.39%。 

3、报告期内公司毛利率变动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第一至第四季度的毛利率分别为 26.31%，21.72%，23.74 %，

27.67%。第四季度的毛利率较前三季度有一定程度增长，其主要原因是公司大中

型客车空调的销量较前三季度有所增加，大中型客车空调业务销售收入较前三季

度也相应增加。大中型客车空调的毛利率为 39.51%，远高于其他产品的毛利率。 

4、公司业绩存在季节性波动情况 

从公司2016-2018年年报显示，公司业绩在过去年度均存在季节性波动情况，

具体情况如下： 

 一季度占比 二季度占比 三季度占比 四季度占比 

2016 24.51% 23.75% 19.65% 32.09% 

2017 20.29% 11.00% 13.41% 55.30% 

2018 22.33% 17.49% -2.58% 62.76% 

 

2、报告期内，你公司营业外收入 1.70 亿元，占利润总额比例为 71.50%，

系出让虹桥华漕地块所获得收入。2019 年 1 月 2 日，你公司披露《关于公司工

业用地的公告》，称你公司 2018 年 12 月 29 日与上海市闵行区规划和土地管理

局、上海市闵行区华漕镇人民政府签署《华漕镇闵北工业区工-78 号地块解约收



回及补偿协议书》。2019 年 2 月 13 日，你公司披露公告称收到上述工业用地被

收回的补偿款 2.21 亿元。 

（1）请结合上述工业用地的评估情况、周边可比土地价格等分析说明本次

交易价格的公允性，并请评估师发表专项意见； 

回复如下： 

该工业用地由上海市闵行区规划和土地管理局及公司共同委托上海百盛房

地产估价有限责任公司进行评估。根据浦新估字（2018）第 D0071 号《土地评

估报告》，该工业用地的评估值为 22,098.62 万元。目前该报告由上海市闵行区

规划和土地管理局持有。该报告参考相关法律法规、周边可比土地价格等各方面

因素完成，本次交易价格公允。 

（2）请你公司说明出售工业用地相关会计处理的合规性，将相关损益计入

2018 年的具体依据，并请发表年审会计师发表专项意见。 

回复如下： 

公司于 2018 年 12 月 29 日与上海市闵行区规划和土地管理局、上海市闵行

区华漕镇人民政府签署《华漕镇闵北工业区工-78 号地块解约收回及补偿协议书》，

协议书中的第三款“土地产证注销及实物交还”及第四款“其他”中的所述如下：1、

“该地块未办理不动产权证，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视为乙方已将目标地块交还

甲方。目标地块交还甲方后，由丙方进行管理”；2、“在丙方依本协议向乙方支

付前述 220986200.00 元补偿费用，乙方与甲方就目标地块解约收回及补偿不存

在争议。”；3、“本协议自三方盖章或签字之日起生效”。 

依据仍适用的原《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的收入确认原则：1、本公

司已将商品所有权上的主要风险和报酬转移给购货方；2、本公司既没有保留通

常与所有权相联系的继续管理权，也没有对已售出的商品实施有效控制；3、收

入的金额能够可靠地计量；4、相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本公司；5、相关的、

已发生或将发生的成本能够可靠地计量。同时，因该项交易不是公司经常性发生

的经营活动，故将该项交易确认为 2018 年度的营业外收入。 

该笔补偿费用已于 2019 年 2 月收到。 

    综上所述，公司认为公司出售工业用地的相关会计处理合规，将相关损益计

入 2018 年的依据充分。 



3、报告期内，你公司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期末余额 24.51 亿元，占总资产

比例为 41.54%。请补充披露以下内容： 

（1）你公司对上海恒音贸易有限公司、北汽银翔汽车有限公司和重庆北汽

幻速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的共计 5,471.65 万元的应收账款计提全额坏账准备。请

说明前述三家公司的经营状况、无法还款的证据，并说明你公司 2017 年度对前

述三家公司计提坏账准备的情况； 

回复如下： 

公司应收上海恒音贸易有限公司账款之账龄已超过 3 年以上，且多年无业务

往来，按照公司应收账款计提比例，公司需 100%计提该笔应收账款的坏账准备。 

北汽银翔汽车有限公司和重庆北汽幻速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均为银翔集团所

属公司。银翔集团经营不善、处于停产状态。公司判断已无还款可能，故全额计

提北汽银翔汽车有限公司和重庆北汽幻速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应收账款。 

2017 年度对上述三家公司计提的坏账准备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2017 年末应收

账款余额 

2017 年末坏账

准备余额 

计提

比例 

上海恒音贸易有限公司 1,480.00 1,480.00 100% 

北汽银翔汽车有限公司 1,582.97 158.30 10% 

重庆北汽幻速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1,600.08 240.01 15% 

合计 4,663.05 1,878.31 

  

（2）你公司本期因诉讼核销应收账款 265.09 万元，本期收回或转回坏账准

备金额 4,639.50 万元。请说明收回或转回的坏账具体情况，是否存在利润调节，

并请年审会计师发表专项意见； 

本期收回或转回的坏账准备均系应收款项收回后按账龄计提法计算的变动

额，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公司名称 
期初应收账款

余额 

期末应收账款

余额 

净变动额 

（减少“-”） 

坏账的影响额 

（转回“-”） 

1 
深圳市比亚迪供应

链管理有限公司 
11,257.12 6,018.37 -5,238.75 -487.08 

2 湖南中车时代电动 6,835.14 1,684.46 -5,150.68 -385.83 



序号 公司名称 
期初应收账款

余额 

期末应收账款

余额 

净变动额 

（减少“-”） 

坏账的影响额 

（转回“-”） 

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原名湖南南车时

代电动汽车股份有

限公司） 

3 
石家庄中博汽车有

限公司 
6,844.45 - -6,844.45 -342.22 

4 

北汽福田汽车股份

有限公司南海汽车

厂 

6,996.27 709.42 -6,286.85 -314.34 

5 
中国重汽集团济南

豪沃客车有限公司 
4,258.56 637.48 -3,621.08 -266.23 

6 
上海雷博新能源汽

车技术有限公司 
350.00 110.00 -240.00 -240.00 

7 
上海申沃客车有限

公司 
1,753.87 741.00 -1,012.87 -226.03 

8 
武汉爱普车用空调

有限公司 
5,461.55 5,439.73 -21.82 -190.81 

9 
中通客车控股股份

有限公司 
4,078.76 2,431.43 -1,647.33 -163.94 

10 
东南（福建）汽车

工业有限公司 
3,121.01 620.78 -2,500.23 -125.01 

11 
扬州亚星客车股份

有限公司 
1,964.54 383.65 -1,580.89 -118.34 

12 
鄂尔多斯市华泰汽

车车身有限公司 
112.87 - -112.87 -112.57 

13 
苏州吉姆西客车制

造有限公司 
112.56 - -112.56 -112.56 

14 

中车大连机车车辆

有限公司（原“中国

北车集团大连机车

车辆有限公司 ”公

司变更） 

1,827.25 26.09 -1,801.16 -105.88 

15 

华晨雷诺金杯汽车

有限公司（原沈阳

华晨金杯汽车有限

公司） 

1,212.23 381.36 -830.87 -102.15 

16 其他客户汇总 33,423.24 18,546.77 -14,876.47 -1,346.51 

 合计 89,609.42 37,730.54 -51,878.88 -4,639.50 

 



公司认为本期收回或转回的坏账准备是合理的，且不存在利润调节的情况。 

（3）你公司本期应收商业承兑汇票、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方法发生变更，

请说明变更的合理性、对比测算计提方法变更前后对你公司 2018 年度利润总额

和净利润的影响，并请年审会计师发表专项意见。 

回复如下： 

    1、应收商业承兑汇票坏账准备计提方法变更原因说明 

一方面，近年来随着各大汽车厂商支付结算方式的改变，各大汽车厂商更多

的使用商业承兑票与公司进行结算；另一方面，《电子商业汇票业务管理办法》

将电子商业汇票的最长付款期限延长到了 1 年，导致公司应收商业承兑汇票的余

额逐渐增加，公司 2016 年末、2017 年末、2018 年末应收商业承兑汇票的金额分

别为 128,244,366.04 元、351,228,002.57 元、264,991,199.78 元。为了能提供更真

实、更准确的会计信息，故对经单独进行减值测试未减值的应收商业承兑汇票进

一步参照应收账款之账龄风险组合计提坏账准备。 

2、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方法变更原因说明 

原方法 变更后的方法 

对单项金额重大（1,000 万元以上）的应收账款

单独进行以应收账款周转天数为标准的减值测

试，并计提坏账准备。 

对单项金额重大（1,000 万元以上）的应收账款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经测试无减值迹象后纳入

信用风险组合进行减值测试并计提坏账准备。 

随着越来越多的客户采用商业票据的方式进行结算，并且公司在对应收商业

承兑汇票按照应收账款之账龄风险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情况下，应收款项（应收

商业承兑汇票、应收账款）的风险特征没有发生明显的改变和不同，继续按照周

转天数和账龄段两个风险组合进行坏账的计提将会导致与实际经营情况不符，对

会计信息的可靠性、准确性造成一定的影响。 

依据《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第十二条：企业应当以实际发生的交易或

者事项为依据进行会计确认、计量和报告，如实反映符合确认和计量要求的各项

会计要素及其他相关信息，保证会计信息真实可靠、内容完整的相关规定，公司

对原单项重大的应收账款减值测试方式进行了变更。 

3、计提方法变更前后对 2018 年度利润总额和净利润的影响 

项目 
变更前应计提

金额 

变更后计提金

额 

坏账准备计提

方法对利润总

所得税费用影

响金额 

对净利润的影

响金额 



额变影响金额 

坏 账 准

备 
54,362,397.51 37,256,804.15 17,105,593.36 -2,565,839.00 14,539,754.36 

从上表可以看出，因为坏账准备计提方法的变更，会增加公司 2018 年度净

利润 14,539,754.36 元；占当年合并净利润的比例为 7.41%。 

综上所述，公司认为本期应收商业承兑汇票、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方法发

生变更符合公司业务实际，能更合理反映其相应风险组合应计提的坏账准备。因

该项会计估计变更导致的对 2018 年度净利润增加 14,539,754.36 元；占当年合并

净利润的比例为 7.41%，对 2018 年度净利润为造成重大影响。 

4、你公司商誉减值损失本期发生额 6,132.82 万元，其中对北京松芝汽车空

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松芝”）1,820.92 万元商誉全额计提减值准备，对

苏州新同创汽车空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州新同创”）计提商誉减值 4,311.90

万元。请结合北京松芝、苏州新同创的生产经营状况和财务状况，说明全额计

提商誉减值准备的原因及合理性，提供商誉减值测试的计算过程及关键参数的

取值，并请年审会计师发表专项意见。 

    回复如下： 

1、苏州新同创经营及商誉减值测试情况 

苏州新同创 2018 年度的生产经营状况和财务状况如下： 

项目 金额（万元） 

资产总额 30,124.79 

所有者权益 17,543.86 

营业收入 19,969.78 

利润总额 1,314.41 

净利润 1,098.23 

管理层认为包括商誉在内的资产组的预计未来现金流可能低于账面价值而

存在减值迹象，故进行减值测试，最终根据中京民信（北京）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京信评报字（2019）第 083 号《上海加冷松芝汽车空调股份有限公司收购苏州新

同创汽车空调有限公司而形成的商誉减值测试项目资产评估报告》的评估结果计

提减值准备，金额为 4,311.90 万元。 

商誉减值测试过程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序号 金额 备注 

商誉的账面余额 1 8,511.90  

母公司持股比例 2 60%  

以前已计提的商誉减值准

备 
3 - 

 

商誉的账面价值 4=1-3 8,511.90  

未确认归属于少数股东权

益的商誉价值 
5 5,674.59 

 

包含未确认归属于少数股

东权益的商誉价值 
6=1+5 14,186.49 

 

资产组账面价值 7 19,104.15 经审计公允价值调整后 

包含整体商誉的资产组的

公允价值 
8=6+7 33,290.64 

 

资产组预计未来现金流的

现值 
9 26,104.15 

 

应计提减值准备 10=8-9 7,186.49  

归属于母公司的商誉减值

准备 
11 4,311.90 

 

实际计提的商誉减值准备 12 4,311.90  

 

商誉减值测试的参数的确认方法如下： 

公司名称 

关键参数 

预测期 
预测期

增长率 

稳定期增长

率 
利润率 WACC 

苏州新同创 
2019 年 -2023

年 
注 1 持平 

根据预测的

收入、成本、 

费用等计算 

13.19% 

注 1：根据苏州新同创发展历史、客户定位、业绩增长数据的分析，以及对

期后苏州新同创发展规划、战略布局及市场需求的了解，2019 年销售增长率为

10%，2020 年-2021 年保持为 13%，2022 年-2023 年保持为 7%。 

2、北京松芝经营及商誉减值测试情况 

北京松芝（原北京首钢福田汽车空调器有限公司）位于华北地区，已拥有部

分较为成熟的客户资源、相对完善的管理和生产体系。与之可以从市场、技术、

生产等各个层面形成良好的互补及协同效应，这符合公司的战略发展方向，故公

司董事会决议收购北京松芝 67.39%的股权，并于 2017 年 6 月完成股权转让事项。 

北京松芝 2018 年度的生产经营状况和财务状况如下： 



项目 金额（万元） 

资产总额 6,332.81 

所有者权益 1,319.70 

营业收入 1,961.18 

利润总额（亏损“-”） -897.22 

净利润（亏损“-”） -873.53 

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北京松芝尚未盈利，故公司管理层谨慎估计包括

商誉在内的资产组存在减值迹象而进行减值测试，减值测试过程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序号 金额 备注 

商誉的账面余额 1 1,820.92  

母公司持股比例 2 67.39%  

以前已计提的商誉减值准

备 
3 - 

 

商誉的账面价值 4=1-3 1,820.92  

未确认归属于少数股东权

益的商誉价值 
5 881.14 

 

包含未确认归属于少数股

东权益的商誉价值 
6=1+5 2,702.06 

 

资产组账面价值 7 3,882.93 经审计公允价值调整后 

包含整体商誉的资产组的

公允价值 
8=6+7 6,584.99 

 

资产组预计未来现金流的

现值 
9 3,972.18 

 

应计提减值准备 10=8-9 2,612.81  

归属于母公司的商誉减值

准备 
11 1,760.78 

 

实际计提的商誉减值准备 12 1,820.92 

因减值测试结果与全部商誉差

异不大，对该项商誉全额计提

减值准备 

 

商誉减值测试的参数的确认方法如下： 

公司名称 

关键参数 

预测期 
预测期

增长率 

稳定期增长

率 
利润率 WACC 

北京松芝 
2019 年 -2023

年 
注 2 持平 注 2 13.19% 

注 2：公司根据北京松芝 2018 年度的经营业绩，给予的预测增长率为年度净利

润的增长，具体金额如下： 



2019 2020 2021 2022 2022 以后 

-800 万元 -400 万元 100 万元 600 万元 1100 万元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公司结合北京松芝、苏州新同创的生产经营状况和财务

状况的实际情况，对因非同一控制下合并产生的商誉进行减值测试，并根据测试

结果计提商誉减值准备，符合企业实际情况，具有合理性。 

    5、报告期内，你公司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期初余额 20.21 亿元，期末余额

18.53 亿元，一年以内应付账款期末余额 9.04 亿元，货币资金期末余额 4.95 亿

元。请补充披露以下内容： 

（1）请结合你公司现金流、资产负债率等情况，说明你公司是否存在流动

性风险； 

回复如下： 

公司过去三年的主要资产及相关指标情况如下： 

项目 2018 年 2017 年 2016 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万元） 
      50,464.68        34,763.32        21,759.22  

货币资金（万元）       49,548.54        46,655.11        47,968.41  

资产负债率 39.30% 45.27% 39.27%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万元）      185,307.22       202,134.50       151,502.46  

截止2019年3月31日，公司货币资金余额4.9399亿元，资产负债率37.49%，

应收账款及应收票据余额为 26.98 亿元，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余额 17.50 亿元。 

因此，综合以上，公司不存在流动性风险。 

（2）请说明你公司对一年以内应付账款的还款来源。 

回复如下： 

截止 2018 年末，公司主要流动资产及流动负债情况如下： 

项目 2018 年 

货币资金（万元） 49,548.54 

应收票据及应收帐款（万元） 245,145.86 

小计 294,694.41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万元） 185,307.22 



此外，截止 2018 年末，公司已获得各银行综合授信额度为 19.995 亿元，可

满足短期应付账款及其他流动资金需求。 

因此，公司认为一年以内应付账款的还款来源充分有效。 

 

 

    特此公告 

 

上海加冷松芝汽车空调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 年 6 月 6 日 


	（1）请结合上述工业用地的评估情况、周边可比土地价格等分析说明本次交易价格的公允性，并请评估师发表专项意见；
	3、报告期内，你公司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期末余额24.51亿元，占总资产比例为41.54%。请补充披露以下内容：
	（1）你公司对上海恒音贸易有限公司、北汽银翔汽车有限公司和重庆北汽幻速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的共计5,471.65万元的应收账款计提全额坏账准备。请说明前述三家公司的经营状况、无法还款的证据，并说明你公司2017年度对前述三家公司计提坏账准备的情况；
	回复如下：
	4、你公司商誉减值损失本期发生额6,132.82万元，其中对北京松芝汽车空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松芝”）1,820.92万元商誉全额计提减值准备，对苏州新同创汽车空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州新同创”）计提商誉减值4,311.90万元。请结合北京松芝、苏州新同创的生产经营状况和财务状况，说明全额计提商誉减值准备的原因及合理性，提供商誉减值测试的计算过程及关键参数的取值，并请年审会计师发表专项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