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002855         证券简称：捷荣技术       公告编号：2019-031 

 

东莞捷荣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公司 2018 年年报的问询函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东莞捷荣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近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

中小板公司管理部《关于对东莞捷荣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报的问询函》

（中小板年报问询函【2019】第 333 号），公司董事会高度重视，对问询函中所

提问题进行了认真核查和分析，现将有关问题及回复公告如下： 

1、报告期内，你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2.03 亿元，同比增长 44.97%；实现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以下简称“净利润”）0.29 亿元，同比减少 43.37%；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以下简称“扣非后净

利润”）0.29 亿元，同比减少 38.28%。同时，你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为 2.02 亿元，同比增长 245.95%。 

（1）请结合营业收入结构变化、成本费用变动情况、盈利能力、同行业可

比公司情况等因素，详细说明公司营业收入、净利润和扣非后净利润变动幅度

不匹配的原因及合理性。 

【回复】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产品的订单和需求增长较大，营业收入增长明显；但由

于公司整体毛利率下滑、营业成本增长幅度高于收入增幅，且费用也有不同幅度

增长，导致公司营业收入、净利润和扣非后净利润变动幅度不匹配。具体如下： 

（一）公司营业收入结构变化情况 



 

 

公司 2017 年、2018 年营业收入结构变化、毛利率对比如下： 

  单位：元 

分类 明细 

2018 年 2017 年 同比变动 

毛利率

（%） 

占营业收入

比 （%） 

毛利率

（%） 

占营业收

入比 （%） 

毛利率 

（%） 

占营业收

入比（%） 

分产品 

精密结构件 15.35 90.94 18.60 87.82 -3.25 3.12 

精密模具 13.62 3.61 23.09 3.86 -9.47 -0.25 

手机电脑配

件代理 
20.52 5.08 18.90 7.90 1.62 -2.82 

其他 64.47 0.38 100.00 0.42 -35.53 -0.04 

分地区 
国内 13.34 79.11 16.72 67.51 -3.37 11.60 

国外 24.77 20.89 24.15 32.49 0.62 -11.60 

本报告期内，营业收入按产品分类主要分为精密结构件、精密模具、手机电

脑配件代理及其他。其中，精密结构件占营业收入比为 90.94%，虽与去年同比

略有上升，但公司产品结构没有太大变化，仍以精密结构件为主。由于市场环境

变化，行业竞争加剧，成本因素中的材料成本、人工成本及制造费用都有不同程

度的上涨，导致公司精密结构件毛利率下滑（具体数据分析参见下文 “成本费用

变动情况”分析）。因此，受主要产品精密结构件毛利率下滑的影响，公司整体毛

利率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滑。 

本报告期内，营业收入按地区分为国内销售和国外销售。虽然，外销订单的

机型生命周期相对较长，有利于相关产品加工工艺的提升以及产品良率的提高，

从而保持较高的毛利水平，但是由于国内销售收入增长较快，而国外客户的需求

量比较稳定，没有出现大幅增长，导致其占营业收入比例较上年同期下降，故而

国内销售毛利率对公司整体毛利率的影响增大。因此，当国内销售毛利率因成本

和费用上升而下降，公司整体毛利率也出现了下降。 

（二）公司主要成本费用变动情况 

公司 2017 年、2018 年主要成本费用变动情况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18 年 2017 年 同比增减 

营业成本 1,856,420,745.61 1,228,914,038.82 51.06% 



 

 

管理费用 175,468,762.93 142,017,141.10 23.55% 

财务费用 12,622,353.42 1,786,537.72 606.53% 

研发费用 71,227,485.61 47,426,609.34 50.18%  

本报告期内，营业成本同上年同期增长了 51.06%，主要原因系成本因素中

的材料成本、人工成本及制造费用上涨所致，具体如下：a、报告期内，由于环

保及供给侧改革导致主要原材料塑胶粒子以及金属项目半成品的单价较上年度

都有不同程度的上涨；b、因为公司为了维持生产工人的稳定性，在 2018 年 7

月将生产工人的基本工资做了调增，调增幅度达到 5%以上，造成营业成本中的

人工成本上涨；c、制造费用上涨原因详见下文问题 10 回复；d、报告期内，公

司为了保持内部竞争力，淘汰了部分考核不合格员工，支付了优化人员离职补偿

金约 800 万元；加之无形资产摊销（重庆购入土地）增加以及股份支付等原因，

公司管理费用较上年同期增长了 23.55%；e、公司为了满足工业园建设以及固定

资产采购等资金需求增加了短期借款和固定资产融资租赁，导致本报告期利息支

出大幅增长，因而财务费用上涨；f、在本报告期内，为了不断强化公司的核心

竞争力，加深和核心客户之间的长期战略合作关系，公司大力投入研发支出，导

致研发支出金额大幅增长。 

（三）公司盈利能力与同行业可比企业的对比情况 

明细项目  劲胜精密   长盈精密   胜利精密   立讯精密   行业平均   本公司  

毛利率 12.54% 19.94% 10.02% 21.05% 15.89% 15.73% 

净利率 -52.04% 0.45% -4.16% 7.59% -12.04% 1.16% 

依据上表，公司毛利率水平与行业平均水平基本持平，且净利率水平略高于

行业平均水平，主要原因系同行业可比企业，如劲胜精密、胜利精密和长盈精密

等都计提了大额的资产减值准备并进行商誉减值，导致行业整体净利率偏低。 

（2）请结合各类业务收款模式、应收应付款项变化情况和收入确认政策等

因素，说明净利润和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差异较大的原因及合理性；

说明本期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期增幅较大的原因及合理性。 

【回复】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产品精密结构件收入确认时点为双方对账确认后开具发



 

 

票或完成报关出口手续；公司主要产品业务收款模式主要为月结+账期，由于国

内销售收入占比高于上年同期，加之，国内主要客户账期一般短于国外客户账期

（三星除外），因而应收账款周转率高于上年同期。 

净利润和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差异的主要原因为：经营性应付项目

的增加高于经营性应收项目的增加。虽然公司报告期内营业收入大幅度增长，且

主要来源于付款周期相对较短的国内业务，导致经营性应收项目增加；但是由于

公司改善存货管理，存货周转率有所提升且公司通常对供应商的付款周期会略长

于客户对公司的付款周期，因此经营性应付项目的增长幅度要高于应收项目，故

本期经营活动现金流状况较上期有较明显改善。 

 2、报告期内，你公司各季度营业收入分别为 3.69 亿元、6.39 亿元、6.18

亿元和 5.77 亿元。第二季度营业收入相对较高，第三、第四季度营业收入较第

二季度有小幅度下降，但第三、第四季度净利润、扣非后净利润变动幅度与当

季度营业收入变动幅度不一致，且第四季度净利润（-0.02 亿元）、扣非后净利润

（-0.03 亿元）均为负。同时，你公司各季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波动

较大。 

（1）请说明你公司第一季度营业收入较低的原因，同时请说明各季度净利

润、扣非后净利润变化趋势与营业收入变化趋势不一致的原因及合理性。 

【回复】 

公司第一季度营业收入较低主要因为第一季度因春节放假工厂停工约半个

月，导致 2 月当月的产能减少，且第一季度大部分项目还属于前期开发阶段，量

产的项目不多造成第一季度营业收入较低。 

各季度净利润、扣非后净利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毛利率和净利率列

示如下： 

单位：元 

 项目明细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368,572,039.91 638,755,992.12 618,409,192.86 577,214,487.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8,135,646.92 17,356,609.49 5,861,546.48 -2,026,037.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8,536,479.63 19,230,528.69 4,046,688.46 -3,004,177.1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22,135,878.77 -4,137,361.27 174,160,434.41 10,134,578.31 

毛利率 19.29% 17.21% 11.47% 16.39% 

净利率 2.21% 2.72% 0.95% -0.35% 

从各季度毛利率指标来看，公司第三季度毛利率偏低，导致净利润、扣非后

净利润变化趋势与营业收入变化趋势不一致。第三季度毛利率偏低主要由以下因

素造成：a、公司在 2018 年 7 月将生产工人的基本工资调增，调增幅度达 5%以

上，造成营业成本中的人工成本上涨，毛利率下降；b、公司为了顺利导入大客

户并在该客户的供应商体系中保持较高的份额，承接了个别利润率比较低的项目，

该项目的量产出货集中在第三季度，导致该季度整体毛利率偏低。 

从各季度净利率指标来看，公司第四季度净利率偏低导致净利润、扣非后净

利润变化趋势与营业收入变化趋势不一致，四季度净利率偏低主要由以下因素造

成：a、公司为了保持内部竞争力，在 2018 年 11 月份和 12 月份淘汰了部分业绩

考核不合格员工，支付了优化人员离职补偿金约 800 万元；b、公司在 2018 年

12 月公布员工股权激励计划，产生了股份支付金额约 250 万元，以上导致第四

季度净利率偏低。 

（2）请结合业务特点、行业季节性等因素说明公司各季度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波动较大的原因及合理性。 

【回复】 

本公司属于精密模具及结构件制造行业，下游行业为消费电子产品行业。消

费电子产品具有时尚性强，生命周期短，更新速度快的特点，不同品牌产品市场

占有率结构的变化周期相对短于其他传统行业。从消费电子品的淡旺季角度分析，

由于每年“春节”、“五一”、“十一”等节日前后，市场上手机、平板电脑等产品

消费量会明显增加，消费电子品制造商会在这段时间前大量备货，通常这时候也

是结构件厂商的生产旺季。另外，随着电商行业近年来的兴起，诸如天猫“双十



 

 

一”等促销季前几周也逐渐成为结构件行业的销售旺季。春节的备货一般会提前

到元旦节前后，所以除了第一季度销量会有所下滑，其他季度不会存在很明显的

淡旺季之分。 

报告期内，由于客户和供应商存在一定的账期，当季度的销售金额会影响下

个季度的现金流，第一季度销售额较少，但第二季度的付现成本比如人工工资及

费用类会随着第二季度的销售额增加而增加，导致第二季度的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为负数；第三季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偏高主要因为某客户

正常情况下在月初 5 日支付货款，由于国庆节放假 7 天提前到 9 月 30 日支付货

款 5000 多万，造成第三季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偏高而第四季度偏低。 

3、报告期末，你公司流动负债合计 12.53 亿元，占负债总额的 93.26%，其

中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余额 8.67 亿元，较期初增长 45.44%，短期借款余额 1.77

亿元，较期初增长 76.80%，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0.76 亿元，较期初增长

1,350.45%,其他应付款余额 0.69 亿元，较期初增长 383.70%。此外，你公司 2018

年末货币资金余额 2.30 亿元，其中受限制的货币资金 0.31 亿元。报告期内，你

公司财务费用发生额 0.13 亿元，同比增长 606.53%。 

（1）请补充披露截至本问询函发出日，你公司短期负债的偿还情况，并结

合行业特征和同行业可比公司的基本情况，说明公司短期债务规模占比较大的

原因及合理性。 

【回复】 

截止 2019 年 5 月 31 日，短期借款 1.77 亿元已偿还约 7000 万元，剩余的 1

亿元借款尚未到期；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截止到目前已支付约 8 亿元，按照正常

的账期及时支付；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主要系融资租赁款，截止到目前已支

付 3400 万元，按照每月或每季度正常支付；其他应付款较年初增长 383.70%，

主要系本期确认限制性股票回购义务产生的其他应付款 5188 万元。 

公司短期债务规模占比与同行业可比企业对比情况如下： 

明细项目 劲胜精密 长盈精密 胜利精密  立讯精密   行业平均   本公司  

短期负债占比 90.55% 92.44% 92.63% 86.91% 90.63% 93.26% 



 

 

短期债务规模占比大主要由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期末余额大造成，而该科目

的期末余额大小随着供应商的账期长短变化。行业平均短期债务规模占比为

90.63%，本公司为 93.26%，略高于行业平均水平，主要系本期确认限制性股票

回购义务产生的其他应付款 5188 万元以及公司新工业园区仍处于建设期，应付

账款中包含了应付工业园区的工程建设款所致。 

（2）量化分析你公司目前的货币资金状况对公司的偿债能力和正常运营能

力是否存在影响，说明是否存在偿债风险，是否将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产生影

响，如是，请进行必要的风险提示。 

【回复】 

截止 2019 年 5 月 30 日，公司目前的货币资金为 2.83 亿元，流动资产 18.8

亿元，流动负债 14.48 亿元，流动比率为 1.30，速冻比例为 0.80。货币资金期末

余额远高于短期有息负债，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由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入正常

支付，不存在短期偿债风险，不影响公司持续生产运营。 

4、根据你公司披露的《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的专项审计说

明》，报告期内公司与公司第三大股东之关联公司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

司非经营性往来累计发生额 3.80 万元，期末应收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

司非经营性往来款余额 26.71 万元。请你公司详细说明上述款项形成的原因、性

质、截至目前上述占用款结算进展情况，是否属于财务资助、是否履行了相应

的审批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是否违反《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的相关规定。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款项形成的原因、性质、截至目前上述占用款结算进展情况 

公司与公司第三大股东之关联公司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非经营

性往来累计发生额为 3.80 万元，期末应收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非经

营性往来款余额为 26.71 万元，前述款项为深圳分公司办公地点租赁物业的租赁

押金，物业位于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园长城计算机大厦。2018 年公司根据双方于

2018 年 4 月签订的合同要求补交 3.80 万元押金。 



 

 

根据当前有效的租赁合同，租赁期从 2018 年 4 月 1 日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由于目前仍处于租期内，因此租赁押金尚未结算。 

该款项不属于财务资助、公司已履行了相应的审批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未

有违反《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相关规定。 

二、年审会计师核查程序及意见 

（一）核查程序 

1、获取租赁合同，查阅关于租赁押金约定的条款，并与账面金额核对，核

查是否与合同约定一致。 

2、获取租赁押金支付的会计凭证、审批单及银行回单，核查所支付款项是

否经过恰当审批。 

3、查阅《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核查公司款项是否符合相关

规定。 

（二）核查结论 

经核查，年审会计师认为，该项往来款属于租赁押金，不属于财务资助，公

司已根据公司《关联交易决策制度》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履行了

相应的审批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未有违反《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相关规定的情形。 

5、报告期末，你公司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余额为 1,500 万元，较期初

增长 392.60%。你公司在年报中解释称系上年预付投资款因为投资条款发生变

化，可能会收回投资款导致重分类至该科目所致。 

（1）请说明交易对手方是否与你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存在

关系；若存在，请说明具体情况。 

（2）请自查该预付投资款是否存在《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规定的对外提供财务资助、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的情形，以及是否履行了相关审

议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请年审会计师对上述事项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预付投资款具体情况 

报告期末，公司一年内到期的 1500 万元预付投资款由于双方尚未就投资协

议达成一致意见，导致款项可能会收回。该预付投资款主要由两项投资意向组成，

具体情况如下： 

（1）2017 年 8 月 18 日，公司和广东中科瑞龙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签订投资

意向协议。根据协议，公司拟认购中科瑞龙拟增发的新增注册资本，并于 2017

年度 8 月份预付 500 万元诚意金。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该增资事项尚未签

订正式交易文件，工商信息均未办理变更。 

（2）2017 年 9 月 21 日，公司、广州瑞峰新能源有限公司、东莞添财贝实

业投资有限公司三方签订投资意向协议。根据协议，东莞添财贝实业投资有限公

司拟向公司转让其持有的广州瑞峰新能源有限公司 10%的股权（价款为 1000 万）

（广州瑞峰由广东中科瑞龙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认缴 6000 万持股 60%、东莞添财

贝实业投资有限公司认缴 4000 万持股 40%设立。），公司于 2017 年 9 月份预付

1000 万诚意金。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该股权事项尚未办理股权转让，工商

信息均未办理变更。 

（3）交易对手方公司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法定代表人 股东人员 董事会人员 监事 

广东中科瑞龙科技

发展有限公司 
陈海峰 

陈海峰、东莞市琰瑞实业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东莞瑞国实业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陈路佳、司

徒惠文、杨逸景、高源、鲁彦 

陈海峰、陈

云峰、鲁明、

陈路佳、司

徒雄伟 

许婷婷 

广州瑞峰新能源有

限公司 
陈海峰 

广东中科瑞龙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广

东瑞锋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陈海峰 朱静 

东莞添财贝实业投

资有限公司 
陈海峰 陈海峰、陈云峰 陈海峰 陈云峰 

除上述交易外，公司与广东中科瑞龙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广州瑞峰新能源有

限公司、东莞添财贝事业有限公司无其他业务往来，与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



 

 

员等方面不存在关系。 

二、预付投资款不存在对外提供财务资助、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的情形 

经自查，该项预付投资款不存在《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规定

的对外提供财务资助、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的情形，由于交易金额较小，根据公司

《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述交易未达到披

露标准，也未达到公司董事会的审批权限。公司已根据《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履

行了相应的内部决策程序。  

三、年审会计师核查程序及意见 

（一）核查程序 

已查阅项目投资意向协议、银行付款单据，并获取了截至 2019 年 5 月 5 日

交易对手方提供的项目进展情况说明；已查阅交易对手方工商登记信息；已访谈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关于交易对手方的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

人员等方面是否存在关系。 

（二）核查意见 

公司与广东中科瑞龙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广州瑞峰新能源有限公司、东莞添

财贝事业有限公司无其他业务往来，与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

关系。 

公司预付投资款不存在《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规定的对外提

供财务资助、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的情形，由于交易金额较小，根据公司《对外投

资管理制度》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述交易未达到披露标准，

也未达到公司董事会的审批权限。公司已根据《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履行了相应

的内部决策程序。 

6、你公司合并现金流量表显示，报告期内“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

金本期发生额为 4,604.32 万元”，其中 “往来款项”99.69 万元，“其他”51.80

万元；“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本期发生额”为 13,620.29 万元，其中

“日常费用”12,885.44 万元，“其他”362.28 万元，“往来款项”163.77 万元。 



 

 

（1）请详细说明形成上述往来款项的具体原因、明细情况、涉及事项、款

项性质等；自查是否存在《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规定的对外提

供财务资助、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的情形，以及是否履行了相关审议程序及信息

披露义务。 

（2）请详细说明形成“日常费用”、“其他”的具体原因、期间具体发生额、

款项性质等情况。 

请年审会计师对上述事项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上述往来款项的具体原因、明细情况、涉及事项、款项性质等情况说明

及核查情况 

经自查，上述往来款项的具体原因、明细情况、涉及事项、款项性质不存在

《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规定的对外提供财务资助、非经营性资金

占用的情形。具体情况如下： 

（一）公司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中的“往来款项”具体情况 

公司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中的往来款项具体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款项性质 金额 

收到待支付员工的生育津贴或工伤险 27.57 

收到员工还借款 18.34 

预付款退回 24.73 

账户错付银行退回 29.05 

总计 99.69 

其中：预付款退回明细： 

单位：万元 

明细情况 金额 

长荣达货款退回 0.12 

肇庆新荣昌退回预付的危废处理费 10.00 

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退回税金款 12.94 

收回多付费用类退款 1.67 



 

 

明细情况 金额 

总计 24.73 

公司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中的“往来款项”主要为收到社保局发

放的待支付给职工的生育津贴或工伤医疗险、员工零星借支款还款以及预付给供

应商经结算后退回的货款或税金款。 

（二）公司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中的“往来款项”具体情况 

公司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中的“往来款项”具体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款项性质 金额 

代缴纳分红税金款 39.15 

代外部公司支付零星费用 0.46 

支付给员工的生育津贴或工伤险 24.24 

支付员工备用金 99.92 

总计 163.77 

公司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中的“往来款项”主要为公司代捷荣汇

盈投资管理（香港）有限公司缴纳分红税款 7.65 万元及代母公司捷荣科技集团

有限公司缴纳分红税款 31.50 万元、支付给职工社保局发放的生育津贴或工伤医

疗险、以及支付给员工的备用金。 

综上所述，公司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往来款项与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

有关的往来款项，均系公司正常经营所需，不属于《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指引》规定的对外提供财务资助、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的情形。 

二、形成“日常费用”、“其他”的具体原因、期间具体发生额、款项性质等

情况说明 

公司形成“日常费用”、“其他”的具体原因、期间具体发生额、款项性质的

具体情况如下： 

（一）“日常费用”的形成原因、款项性质及期间具体发生额 

公司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中的日常费用的形成主要为已支付的

日常管理费用、研发费用、销售费用及财务费用手续费。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



 

 

关的现金日常费用与利润表中付现类费用勾稽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费用类别 附注披露项目 金额 

销售费用 运输费 652.92 

销售费用 招待费 645.00 

销售费用 差旅费 304.52 

销售费用 市场开拓费 152.10 

销售费用 索赔扣款 141.49 

销售费用 其他 264.73 

销售费用小计 2,160.76 

管理费用 租赁物管费 1,276.58 

管理费用 清洁费 858.73 

管理费用 中介费 792.27 

管理费用 水电费 469.01 

管理费用 差旅费 375.50 

管理费用 办公费 356.04 

管理费用 招待费 310.28 

管理费用 物料消耗 281.17 

管理费用 车辆费 248.64 

管理费用 土地使用费 168.58 

管理费用 其他 1,519.83 

管理费用小计 6,656.63 

研发费用 物料消耗 3,182.51 

研发费用 租赁费 70.38 

研发费用 水电费 43.09 

研发费用 其他 253.04 

研发费用小计 3,549.02 

财务费用 其他 297.90 

总计 12,664.31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日常费用 12,885.44 

差额 -221.11 

依据上表，“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日常费用”与本期费用勾稽整

体差异不大。 

另外，现金流量表附注中“日常费用”金额，大于本期经营相关付现类费用，

主要是由于预付费用导致。 

（二）“其他”形成原因、款项性质及期间具体发生额 

公司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中的“其他”主要构成如下： 



 

 

款项性质 金额（万元） 占比（%） 

废料出售货款 36.40 70.27 

员工个人收入或补助 6.13 11.83 

代扣代缴三代税款手续费 2.48 4.79 

保证金退回 1.00 1.93 

总计 48.01 88.82 

上表中“员工个人收入或补助”系以公司名义代员工申请的人才补助，款项

由政府付款至公司，公司再支付给员工。 

公司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中的“其他”主要构成如下：  

款项性质 金额（万元） 占比（%） 

重庆汇盈缴纳重庆国土局购地事宜滞纳金 233.40 64.43 

支付残疾人就业保证金 105.06 29.00 

总计 338.46 93.43 

三、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意见如下：  

（一）核查程序 

1、获取公司现金流量表编制底稿，复核编制过程，查验包含内容、合理性

以及核查编制过程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 

2、核查“收到其它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支付其它与经营活动有关的

现金”具体形成原因、明细情况、涉及事项及款项性质，抽查相关审批单据。 

3、对披露项目“日常费用”、“其他”进行核查，了解其形成的具体原因、

发生额及款项性质。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年审会计师认为：公司“收到其它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及“支

付其它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主要是员工备用金、代扣代缴社保税费等经营相

关的项目，不存在《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规定的对外提供财务资

助、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的情形，已履行相关审议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公司 “日

常费用”形成原因主要是销售、管理、财务的付现费用，“其他”主要是废料出

售收入、重庆汇盈缴纳重庆国土局购地事宜滞纳金及支付残疾人就业保证金。 



 

 

7、报告期末，你公司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账面价值为 70,407.90 万元，较

期初余额增加 46.13%；其他应收款 3,504.02 万元，较期初余额增加 14.25%；长

期应收款 169.2 万元，期初余额为 0。本期，你公司计提 1,140.08 万元坏账损失，

同比增长 4,235.53%。请你公司结合本年度经营状况、业务开展情况及销售政策

说明应收款项余额大幅增加的原因及合理性。同时，请结合你公司各类应收款

项的信用政策、账龄、坏账准备计提政策、回款情况等，分析应收款项的可收

回性并说明坏账准备计提的合理性和充分性。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

见。 

【回复】 

报告期内，由于公司营业收入大幅增加，公司应收款余额大额增加，具体情

况如下： 

一、应收款项余额大幅增加的原因及合理性 

（一）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2018 年 12 月 31 日，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余额如下表所示： 

单位：元 

项目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应收票据 142,858,442.49 122,858,239.55 

应收账款 561,220,573.18 358,951,289.12 

合计 704,079,015.67 481,809,528.67 

1、经营状况及业务开展情况 

面对市场环境的变化，公司持续加大研发投入，鼓励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

积极引进高端人才，推动技术升级和管理水平不断提高，不断强化公司的核心竞

争力，加深了和核心客户之间的长期战略合作关系，与主要客户的合作关系稳固，

业务发展势头良好。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20,295.17 万元，较上年同期上升 44.97%。

业绩变化的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产品的订单和需求增长较大，销售收

入因此增长明显。 



 

 

2、销售政策 

公司主要客户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余额及信用政策列示如下： 

单位：万元 

客户名称 应收票据余额 应收账款余额 信用政策 

第一名 10,343.93 16,821.40 月结 60 天，付款方式银承 90 天 

第二名  18,788.03 自然月对账，月结 60 天 

第三名 3,365.48 2,798.46 月结 30 天，开 90 天商票保贴 

第四名  1,413.40 自然月对账，月结 60 天 

第五名  776.05 对账后，月结 30 天付款 

合计 13,709.41 39,183.94  

占原值比例 94.85% 66.23%  

2018 年度，公司主要产品的订单和需求增长较大，销售收入因此增长明显，

相比上年增长 44.97%。其中第四季度营业收入为 5.77 亿元，与上年同期 4.41 亿

元相比增长 30.84%，由于大客户账期多为 60 天-90 天，使得应收票据及应收账

期末余额出现大幅增长。 

（二）其他应收款 

1、2018 年 12 月 31 日，其他应收款余额如下表所示： 

单位：元 

项目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其他应收款 35,040,165.36 30,669,717.37 

合计 35,040,165.36 30,669,717.37 

报告期内其他应收款的增长，主要系本期新增的融资租赁机器设备或支付的

厂房租赁保证金所致。 

（三）长期应收款 

长期应收款系公司向东莞市建臻精密金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臻精密”）

融资租出的固定资产设备。 2018 年与 2017 年相比，长期应收款余额的主要变

化是由于 2017 年期末余额 304.51 万元重分类至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所致。



 

 

截止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建臻精密尚未付清款项，且尚未明确何时付清，因

而 2018 年未将其重分类至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且以长期应收款账面余额

与履约保证金的差额计提坏账准备。 

二、应收款项的可收回性及坏账准备计提的合理性和充分性 

（一）公司坏账准备计提政策： 

1、单项金额重大并单独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 

单项金额重大的判断依据或金额标准：本公司按照人民币单项金额超过

1,000 万元与超过净资产 0.5%孰低的原则确定单项金额重大的应收款项。 

单项金额重大并单独计提坏账准备的计提方法：单独进行减值测试，如有客

观证据表明其已发生减值，按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低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计提

坏账准备，计入当期损益。单独测试未发生减值的应收款项，将其归入相应组合

计提坏账准备。 

2、按信用风险特征组合计提坏账准备应收款项： 

按信用风险特征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计提方法（账龄分析法、余额百分比法、

其他方法） 

按信用风险特征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计提方法（账龄分析法、余额百分比法、其他方法） 

账龄组合 
无明显减值迹象的应收款项，相同账龄的应收款项具有类似信用

风险的特征，按账龄分析法计提坏账准备 

内部关联方组合 受本公司控制的子公司的应收款项不计提坏账准备 

组合中，采用账龄分析法计提坏账准备的： 

账龄 应收账款计提比例(%) 其他应收款计提比例(%) 

1 年以内（含 1 年） 5.00 5.00 

1－2 年（含 2 年） 10.00 10.00 

2－3 年（含 3 年） 50.00 50.00 

3 年以上 100.00 100.00 

3、单项金额不重大但单独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 

单独计提坏账准备的理由：有客观证据表明可能发生减值，如债务人出现撤



 

 

销、破产或死亡，以其破产财产或遗产清偿后仍不能收回，现金流量严重不足等

情况。 

坏账准备的计提方法：对有客观证据表明可能发生了减值的应收款项，将其

从相关组合中分离出来，单独进行减值测试，根据其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低于其账

面价值的差额，确认减值损失，计提坏账准备。 

（二）应收款项账龄及坏账计提情况 

1、应收票据 

2018 年 12 月 31 日应收票据账龄及坏账计提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元 

账龄 
期末余额 

应收票据 坏账准备 计提比例（%） 

1 年以内 33,683,560.93 1,684,178.05 5.00 

合计 33,683,560.93 1,684,178.05 5.00 

公司应收商业承兑汇票对应的应收账款账期均为一年以内，商业承兑汇票出

票人主要为公司前五大客户中“客户三”，该客户规模较大，信誉较好，不存在

减值迹象，故根据账龄分析法按照 5%的比例计提坏账准备。 

2、应收账款 

2018 年 12 月 31 日应收账款按账龄划分如下表所示： 

单位：元 

账龄 
期末余额 

应收账款 坏账准备 计提比例（%） 

1 年以内 584,634,893.38 29,231,744.67 5.00 

1 至 2 年 6,462,624.40 646,262.43 10.00 

2 至 3 年 2,125.00 1,062.50 50.00 

3 年以上 562,060.33 562,060.33 100.00 

合计 591,661,703.11 30,441,129.93 5.15 

公司应收账款账龄主要在 1 年以内，且期末余额较上期增长较大，系 2018

年度收入规模增长且第四季度收入较高所致，故应收账款账龄较短。报告期不存

在减值迹象需单独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 



 

 

3、其他应收款 

2018 年 12 月 31 日其他应收款按账龄划分如下表所示： 

  单位：元 

账龄 
期末余额 

其他应收款 坏账准备 计提比例（%） 

1 年以内 28,687,634.53 1,434,381.75 5.00 

1 至 2 年 8,343,387.43 834,338.74 10.00 

2 至 3 年 555,727.78 277,863.89 50.00 

3 年以上 3,801,055.13 3,801,055.13 100.00 

合计 41,387,804.87 6,347,639.51 15.34 

公司其他应收款中，押金及保证金是主要构成部分，主要来源为长期应付款

相关的租赁保证金及厂租保证金，与之相关的业务账龄较长，导致保证金账龄较

长。账龄具有合理性，本期不存在减值迹象需单独计提坏账准备的其他应收款。 

4、长期应收款 

截止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长期应收款对应客户尚未付清款项，且尚未明

确何时付清，2018 年以长期应收款账面余额与履约保证金的差额计提坏账准备。 

（三）应收款项期后回款情况 

1、应收票据 

截至 2019 年 5 月 31 日，应收票据报告期期末余额已全部兑付，期后兑付情

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期末余额 期后背书 期后承兑 期后贴现 

银行承兑汇票 11,085.91 292.67 7,793.24 3,000.00 

商业承兑汇票 3,368.36 1,140.06 2,228.30   

坏账准备-商业承兑汇票 -168.42       

合计 14,285.84 1,432.73 10,021.53 3,000.00 

2、应收账款及其他应收款 

截至 2019 年 5 月 31 日，应收账款及其他应收款期后回款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项目 期末原值 期后回款金额 回款比例 

应收帐款 59,166.17 57,251.48 96.76% 

其他应收款 4,138.78 661.79 15.99% 

合计 63,304.95 57,913.27 91.48% 

注：上述期后回款金额以期末原值为限。 

从上表可以看出，企业应收账款回款情况良好，主要是由于企业客户均为国

内知名企业，信誉较高，应收账款质量好；其他应收款回款比例较低，主要是由

于其他应收款中，押金及保证金金额为 3,089.09 万元，占其他应收款总额的

74.64%，期后回款金额为 4.73 万元，未到收回期限未回款所致。 

3、长期应收款 

截至 2019 年 5 月 31 日，长期应收款尚未收回，公司于报告期期末已针对该

项长期应收款计提足额坏账准备。 

三、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一）核查程序 

年审会计师对发行人报告期内应收款项进行了详细核查，具体核查程序的执

行情况如下： 

1、合同结算条款及信用期确认 

取得报告期内主要客户的销售合同，查阅并分析合同的主要结算条款，与实

际回款情况相比较。 

2、应收款项函证 

采取了积极式函证程序对报告期内公司主要客户期末应收款项余额执行了

函证程序。由项目组人员亲自填写快递单进行发函，并要求客户直接回寄至函证

注明的办公地点。 

通过函证确认的各报告期期末应收款项的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发函金额 回函金额 
应收账款期

末余额 

发函占比

（%） 

回函占比

（%） 



 

 

项目 发函金额 回函金额 
应收账款期

末余额 

发函占比

（%） 

回函占比

（%） 

应收票据 14,416.73 13,817.42 14,454.26 99.74 95.59 

应收账款 55,853.82 41,458.68 59,166.17 94.40 70.07 

其他应收款 3,258.10 2,885.10 4,138.78 78.72 69.71 

长期应收款 212.38 212.38 212.38 100.00 100.00 

3、报告期期末大额应收款项期后回款测试 

对报告期期末大额应收款项期后回款情况进行检查，核查了报告期期末大额

应收款项期后收回的银行流水。 

（二）核查结论 

经核查，年审会计师认为：应收款项余额大幅增加主要原因系公司规模增长

所致，具有合理性。应收款项期后回款情况良好，坏账准备计提合理、充分。 

8、报告期末，你公司存货账面余额为 59,662.27 万元，存货跌价准备余额

为 2,408.04 万元；存货账面净值为 57,254.24 万元，较期初增长 18.43%，占你公

司总资产比例的 22.77%。本期你公司计提 1,088.27 万元存货跌价损失，同比减

少 35.04%。请你公司结合存货构成及产销情况，说明存货增加的原因，计提存

货跌价准备的依据及充分性；请对比同行业公司情况说明公司存货跌价准备计

提比例是否处于较低水平。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本报告期内，存货随营业收入增长和经营规模扩大而增长，报告期末，

存货构成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增长额 增长率 
账面余额 跌价准备 账面价值 账面余额 跌价准备 账面价值 

原材料 2,462.63 497.27 1,965.36 2,374.09 256.82 2,117.27 -151.92 -7.18% 

库存商品 19,481.23 929.38 18,551.85 14,021.41 1,066.03 12,955.39 5,596.47 43.20% 

自制半成品 16,941.31 981.22 15,960.09 24,090.14 671.71 23,418.44 -7,458.35 -31.85% 

周转材料 81.96 0.17 81.79 12.72 0.03 12.68 69.11 544.86% 

委托加工物资 1,567.56 - 1,567.56 1,450.01 - 1,450.01 117.55 8.11% 

在产品 3,731.89 - 3,731.89 1,282.07 - 1,282.07 2,449.82 191.08% 

发出商品 15,395.70 - 15,395.70 7,107.03 - 7,107.03 8,288.67 116.63% 

合计 59,662.27 2,408.04 57,254.24 50,337.47 1,994.59 48,342.89 8,911.35 18.43% 



 

 

本报告期末，存货净值增长的主要原因系发出商品的增加，发出商品增加主

要原因系本报告期内，公司销售规模增大，销售订单增多，导致发出商品较多。 

二、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的依据及充分性 

（一）公司存货跌价准备计提的会计政策 

产成品、库存商品和用于出售的材料等直接用于出售的商品存货，在正常生

产经营过程中，以该存货的估计售价减去估计的销售费用和相关税费后的金额，

确定其可变现净值；需要经过加工的材料存货，在正常生产经营过程中，以所生

产的产成品的估计售价减去至完工时估计将要发生的成本、估计的销售费用和相

关税费后的金额，确定其可变现净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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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持有存货的数量多于销售合同订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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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末按照单个存货项目计提存货跌价准备；但对于数量繁多、单价较低的存

货，按照存货类别计提存货跌价准备；与在同一地区生产和销售的产品系列相关、

具有相同或类似最终用途或目的，且难以与其他项目分开计量的存货，则合并计

提存货跌价准备。 

（二）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的依据及充分性 

由于公司生产的各种精密结构件是手机等消费电子产品的重要部件，不同客

户、不同产品有不同的质量、性能以及结构配套要求，是一种定制化产品而非标

准件产品；同时公司生产所需的各种原材料除塑胶粒子和油漆外也不具有通用性。

由于手机更新换代较快，根据谨慎性原则，公司认为存货库龄超过一定期间，该

库存对应的机型可能难以继续实现销售，可变现净值很低，故在实际执行中，按

照库龄作为存货跌价准备的计提标准。 

公司存货跌价准备具体计提标准为：精密结构件相关的原材料及库存商品库

龄超过 90 天的即认定出现存货减值的迹象，将全额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工模成

品由于都是为客户需求所开发，工模量产经客户确认后确认收入结转成本，因此

在工模成品停产后全额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塑胶五金件库龄 2 年以上全额计提存

货跌价准备。 



 

 

发出商品通常当月发货，下个月对账结算，从出库到实现销售时间较短，不

存在减值迹象，公司未对其计提存货跌价准备，故报告期存在存货余额增长而存

货跌价准备减少的情况。 

综上所述，公司按照一贯会计政策计提存货跌价准备，计提充分。 

（三）存货跌价准备计提同行业对比分析 

公司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比例与同行业对比分析如下： 

公司简称 长盈精密 胜利精密 立讯精密 

跌价计提比例 3.59% 7.77% 1.70% 

平均值 4.35% 

公司跌价计提比例 4.04% 

注：数据来源可比上市公司披露的 2018 年年报数据 

通过对比同行业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比例，公司存货跌价计提比例处于平均水

平，跌价准备计提充分。 

三、年审会计师核查程序及意见 

（一）核查程序 

1、已获取公司存货收发存明细表，并于 2019年 1月 2日执行存货监盘程序，

现场监盘存货以证实真实性及存货存放状态，对委托加工物资及发出商品已执行

函证程序，函证结果与监盘结果相符。监盘结果及回函情况如下： 

单位：元 

可盘点存货范围 金额 盘点金额/回函金额 盘点比例 

库存商品 18,551.85 13,659.90 73.63% 

在产品 3,731.89 145.07 3.89% 

原材料 1,965.36 1,022.49 52.03% 

周转材料 81.79 44.98 54.99% 

半成品 15,960.09 6,978.90 43.73% 

委托加工物资 1,567.56 1,017.07 64.88% 

发出商品 15,395.70 13,207.35 85.79% 

合计 57,254.24 36,075.75 63.01% 

2、已获取公司关于存货跌价的会计政策及存货库龄表，并复核存货跌价准

备的准确性，核查是否已充分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3、查阅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已公告披露的 2018 年度财务报告，分析公司存

货跌价准备是否在合理范围。 

4、获取发出商品余额明细表及期后对账单，对发出商品的真实性和完整性

进行核查，检查其发出时间及结算时间是否处于合理期间，并与合同、订单相关

条款进行比对。 

（二）核查结论 

经核查，年审会计师认为： 

1、报告期内存货的增长主要是由于本报告期内公司销售订单较上年度增加

较多，导致发出商品增加幅度大，增长具有合理性。 

2、公司的存货跌价准备计提依据合理，在同行比较中处于平均水平，不存

在少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的情况。 

9、报告期内，你公司向前五名客户合计销售金额占年度销售总额比例为

71.24%。 

（1）请结合行业地位、销售政策等因素，说明你公司是否对特定客户存在重

大依赖； 

【回复】 

公司在精密模具和精密结构件领域具有丰富的行业经验，经过多年的市场开

拓和客户积累，目前已与多家全球知名品牌厂商形成稳定的合作关系。公司在产

品的交货速度、产品的质量以及大规模化的生产能力已得到客户的充分认可，具

有良好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同时，公司的生产工艺和技术水平均达到同行先进水

平、在模具制造、塑胶五金成型、表面处理等工艺上拥有多项发明专利。总体上，

公司属于国内结构件行业内生产与收入规模较大，排名较前的专业精密结构件生

产企业。 

精密模具和精密结构件所处行业的下游为消费电子行业，其是一个由几个核

心生产厂家占据大部分市场份额的市场结构，这些行业领导者对结构件供应商的

产品质量、技术水平、响应速度、交货期限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规模相当



 

 

的企业为其提供配套服务，提高自身产品竞争力。因此，一旦成为核心生产厂家

的合格供应商后，一般都会有较充足的订单量。 

一方面，基于行业特点，公司日常经营中始终与大客户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

系并形成了以大客户为核心、国内国外客户均衡发展的多层级客户体系：公司将

主要产能分配给毛利水平相对较高、回款速度快的优质订单，将部分产能分配给

成长型的优质品牌厂商，以培育未来的大型客户，再将少部分产能分配给技术难

度大，占用资源多的新型产品，如超高精度产品等。 

另一方面，在服务大客户的过程中，公司的研发能力、生产制造能力和内部

管理能力也随着客户的高要求而不断提升。目前，公司已完全具备服务行业内重

要客户的条件与实力，越来越多的知名品牌厂商选择与公司长期深入合作。 

综上所述，虽然公司客户集中度较高，但是公司并不对特定客户存在重大依

赖。后续，公司将在坚持持续稳健发展主营业务的前提下，紧跟行业发展趋势，

充分发挥公司的优势，提升公司竞争力，并不断挖掘新客户，迎接 5G 时代带来

的重大机遇和挑战。 

（2）请说明你公司销售集中度与同行业可比公司是否存在重大差异；若存在，

请说明具体原因与合理性； 

【回复】 

公司销售集中度与同行业可比公司对比： 

明细项目 劲胜精密 长盈精密 胜利精密 立讯精密 行业平均 本公司 

前5大客户销售

占比 
48.24% 72.97.% 34.45% 68.43% 56.02% 71.24% 

注：数据来源可比上市公司披露的 2018 年年报数据 

因消费电子终端零组件品类繁杂，各公司的产品结构也有所差异，所以同行

业类各公司的客户集中度不一样，因而公司的客户集中度与行业平均水平存在差

异是合理的。公司目前的产品主要以精密结构件业务为主，占营业收入 90.94%；

且主要集中在消费电子行业，占营业收入 100.00%。同行业内，长盈精密由于与

公司产品结构相似且也集中在消费电子行业，其销售集中度与公司相似。 



 

 

（3）请说明相关客户是否与你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存在关

联关系；若存在，请说明具体情况。 

【回复】 

经自查，相关客户与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关联关系。 

10、根据公司年报，本报告期营业成本构成中制造费用为 2.32 亿元，同比

增长 86.98%。请补充披露制造费用明细，并说明本期制造费用较上期大幅增长

的原因及合理性。 

【回复】 

公司 2018 年主营业务成本构成中制造费用为 2.32 亿元，占主营业务成本比

例为 12.52%； 2017 年主营业成本构成中制造费用为 1.24 亿元 ，占营业成本比

例为 10.11%；最近两年内，公司制造费用占营业成本比重都不大，且占营业成

本比的变化也不是太大。2018 年营业成本中的制造费用同比增长 86.98%，主要

因为 a、营业收入增长导致营业成本中的制造费用增长；b、制造费用中“外包

服务费”和“其他”增长幅度较大，超过了营业收入增长幅度；c、2017 年因期

末存货增长幅度大且在 2018年对外销售导致当期制造费用在 2018年的营业成本

中体现。 

制造费用主要明细及增长原因如下： 

单位：元 

制造费用明细 2018 年 2017 年 增长比例 

低值易耗品 41,535,631.09 27,048,081.59 53.56% 

租赁费 61,244,120.55 49,674,231.23 23.29% 

水电费 53,043,510.58 38,808,433.26 36.68% 

折旧费 72,130,348.49 61,762,875.39 16.79% 

外包加工费 35,259,891.39 -  100% 

其他 14,336,674.35 4,260,606.74 236.49% 

小计 277,550,176.44 181,554,228.22 52.87% 

本公司 2018 年共发生制造费用 27,755 万元，较上年同期上升了 52.87%，各



 

 

明细项目中增长幅度较大的主要是“外包加工费”和“其他”。其中，“外包加工

费”是 2018 年新增的制造费用明细，主要系境外孙公司越南捷荣将部分组装工

序外包给工艺比较娴熟的专业组装厂所致；“其他”增长幅度大主要系公司在

2018 年为了维持设备的高效运转，对机器设备进行集中检修，造成修理费和检

测费大幅上升，另应客户要求以及为了提高产品品质保持强有力的竞争力，大幅

增加驻客户厂区的品质人员，导致品质人员差旅费上涨。 

11、本报告期，公司 2018 年汇兑收益 106.15 万元，2017 年汇兑损失 467.47

万元。请结合外销收入占比、经营特点等，补充说明汇率变动对公司经营业绩

的具体影响、你公司为消除汇率波动影响而采取的应对措施，并对汇率变动对

公司未来经营业绩产生的影响进行敏感性分析。 

【回复】 

公司 2018 年外销收入占比 20.89%，2017 年外销收入占比 32.49%，外销收

入占比较上年同期有所下降。公司产品基本属于定制化产品，内外销金额取决于

内外销客户订单的需求。外销客户主要以美金结算，一定程度上受到汇率波动影

响，具体情况如下：2017 年美元兑人民币汇率由 6.9370 下降到 6.5342，呈下降

趋势，公司以美金结算的销售金额大于进口材料金额，所以 2017 年产生汇兑损

失 467.47 万，占当期净利润比例为 9.46%；2018 年美元兑人民币汇率由 6.5342

上升到 6.8632，呈上涨趋势，同样以美金结算的销售金额大于进口材料金额，产

生汇兑收益 106.15 万，占当期净利润比例为 4.16%。 

公司为消除汇率影响采取的主要应对措施为持续关注美元汇率价格的波动

趋势，再根据公司内部资金需求合理选择兑换时点来尽量规避汇兑波动产生的损

失。 

汇率变动对公司未来经营业绩产生的影响进行敏感性分析： 

公司面临的汇率风险主要来源于以美元计价的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外币金

融资产和外币金融负债折算成人民币的金额列示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18.12.31 



 

 

美元 其他外币 合计 

外币金融资产：       

货币资金 88,259,436.39 30,694,801.61 118,954,238.00 

应收账款 145,579,616.74 5,560,495.41 151,140,112.15 

预付账款 1,721,753.76 1,756,470.84 3,478,224.60 

其他应收款   738,414.11 738,414.11 

小计 235,560,806.89 38,750,181.97 274,310,988.86 

外币金融负债：       

短期借款 101,304,162.71   101,304,162.71 

预收账款 73,779.40 1,362,743.32 1,436,522.72 

应付账款 17,048,681.47 5,919,548.67 22,968,230.14 

其他应付款 13,302,481.76 824,076.26 14,126,558.02 

小计 131,729,105.34 8,106,368.25 139,835,473.59 

净额 103,831,701.55 30,643,813.72 134,475,515.27 

一般来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在 5%区间内波动合理反映了下一年度人民币

对美元可能发生变动的合理范围。于 2018 年 12 月 31 日，在所有其他变量保持

不变的情况下，如果人民币对美元升值或贬值 5%，对净利润的影响如下： 

变动 对净利润的影响 

升值 5% -5,191,585.07 

贬值 5% 5,191,585.07 

 

除美元外，其他外币主要是港币和越南盾，预计变动幅度较小对净利润影响

不大。 

 

特此公告。 

 

东莞捷荣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 年 6 月 22 日 

 


	东莞捷荣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近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关于对东莞捷荣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报的问询函》（中小板年报问询函【2019】第 333号），公司董事会高度重视，对问询函中所提问题进行了认真核查和分析，现将有关问题及回复公告如下：
	1、报告期内，你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2.03亿元，同比增长44.97%；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以下简称“净利润”）0.29亿元，同比减少43.37%；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以下简称“扣非后净利润”）0.29亿元，同比减少38.28%。同时，你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2.02亿元，同比增长245.95%。
	（1）请结合营业收入结构变化、成本费用变动情况、盈利能力、同行业可比公司情况等因素，详细说明公司营业收入、净利润和扣非后净利润变动幅度不匹配的原因及合理性。
	【回复】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产品的订单和需求增长较大，营业收入增长明显；但由于公司整体毛利率下滑、营业成本增长幅度高于收入增幅，且费用也有不同幅度增长，导致公司营业收入、净利润和扣非后净利润变动幅度不匹配。具体如下：
	（一）公司营业收入结构变化情况
	公司2017年、2018年营业收入结构变化、毛利率对比如下：
	本报告期内，营业收入按产品分类主要分为精密结构件、精密模具、手机电脑配件代理及其他。其中，精密结构件占营业收入比为90.94%，虽与去年同比略有上升，但公司产品结构没有太大变化，仍以精密结构件为主。由于市场环境变化，行业竞争加剧，成本因素中的材料成本、人工成本及制造费用都有不同程度的上涨，导致公司精密结构件毛利率下滑（具体数据分析参见下文 “成本费用变动情况”分析）。因此，受主要产品精密结构件毛利率下滑的影响，公司整体毛利率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滑。
	本报告期内，营业收入按地区分为国内销售和国外销售。虽然，外销订单的机型生命周期相对较长，有利于相关产品加工工艺的提升以及产品良率的提高，从而保持较高的毛利水平，但是由于国内销售收入增长较快，而国外客户的需求量比较稳定，没有出现大幅增长，导致其占营业收入比例较上年同期下降，故而国内销售毛利率对公司整体毛利率的影响增大。因此，当国内销售毛利率因成本和费用上升而下降，公司整体毛利率也出现了下降。
	（二）公司主要成本费用变动情况
	公司2017年、2018年主要成本费用变动情况如下：
	单位：元
	本报告期内，营业成本同上年同期增长了51.06%，主要原因系成本因素中的材料成本、人工成本及制造费用上涨所致，具体如下：a、报告期内，由于环保及供给侧改革导致主要原材料塑胶粒子以及金属项目半成品的单价较上年度都有不同程度的上涨；b、因为公司为了维持生产工人的稳定性，在2018年7月将生产工人的基本工资做了调增，调增幅度达到5%以上，造成营业成本中的人工成本上涨；c、制造费用上涨原因详见下文问题10回复；d、报告期内，公司为了保持内部竞争力，淘汰了部分考核不合格员工，支付了优化人员离职补偿金约800...
	（三）公司盈利能力与同行业可比企业的对比情况
	依据上表，公司毛利率水平与行业平均水平基本持平，且净利率水平略高于行业平均水平，主要原因系同行业可比企业，如劲胜精密、胜利精密和长盈精密等都计提了大额的资产减值准备并进行商誉减值，导致行业整体净利率偏低。
	（2）请结合各类业务收款模式、应收应付款项变化情况和收入确认政策等因素，说明净利润和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差异较大的原因及合理性；说明本期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期增幅较大的原因及合理性。
	【回复】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产品精密结构件收入确认时点为双方对账确认后开具发票或完成报关出口手续；公司主要产品业务收款模式主要为月结+账期，由于国内销售收入占比高于上年同期，加之，国内主要客户账期一般短于国外客户账期（三星除外），因而应收账款周转率高于上年同期。
	净利润和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差异的主要原因为：经营性应付项目的增加高于经营性应收项目的增加。虽然公司报告期内营业收入大幅度增长，且主要来源于付款周期相对较短的国内业务，导致经营性应收项目增加；但是由于公司改善存货管理，存货周转率有所提升且公司通常对供应商的付款周期会略长于客户对公司的付款周期，因此经营性应付项目的增长幅度要高于应收项目，故本期经营活动现金流状况较上期有较明显改善。
	2、报告期内，你公司各季度营业收入分别为3.69亿元、6.39亿元、6.18亿元和5.77亿元。第二季度营业收入相对较高，第三、第四季度营业收入较第二季度有小幅度下降，但第三、第四季度净利润、扣非后净利润变动幅度与当季度营业收入变动幅度不一致，且第四季度净利润（-0.02亿元）、扣非后净利润（-0.03亿元）均为负。同时，你公司各季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波动较大。
	（1）请说明你公司第一季度营业收入较低的原因，同时请说明各季度净利润、扣非后净利润变化趋势与营业收入变化趋势不一致的原因及合理性。
	【回复】
	公司第一季度营业收入较低主要因为第一季度因春节放假工厂停工约半个月，导致2月当月的产能减少，且第一季度大部分项目还属于前期开发阶段，量产的项目不多造成第一季度营业收入较低。
	各季度净利润、扣非后净利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毛利率和净利率列示如下：
	单位：元
	从各季度毛利率指标来看，公司第三季度毛利率偏低，导致净利润、扣非后净利润变化趋势与营业收入变化趋势不一致。第三季度毛利率偏低主要由以下因素造成：a、公司在2018年7月将生产工人的基本工资调增，调增幅度达5%以上，造成营业成本中的人工成本上涨，毛利率下降；b、公司为了顺利导入大客户并在该客户的供应商体系中保持较高的份额，承接了个别利润率比较低的项目，该项目的量产出货集中在第三季度，导致该季度整体毛利率偏低。
	从各季度净利率指标来看，公司第四季度净利率偏低导致净利润、扣非后净利润变化趋势与营业收入变化趋势不一致，四季度净利率偏低主要由以下因素造成：a、公司为了保持内部竞争力，在2018年11月份和12月份淘汰了部分业绩考核不合格员工，支付了优化人员离职补偿金约800万元；b、公司在2018年12月公布员工股权激励计划，产生了股份支付金额约250万元，以上导致第四季度净利率偏低。
	（2）请结合业务特点、行业季节性等因素说明公司各季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波动较大的原因及合理性。
	【回复】
	本公司属于精密模具及结构件制造行业，下游行业为消费电子产品行业。消费电子产品具有时尚性强，生命周期短，更新速度快的特点，不同品牌产品市场占有率结构的变化周期相对短于其他传统行业。从消费电子品的淡旺季角度分析，由于每年“春节”、“五一”、“十一”等节日前后，市场上手机、平板电脑等产品消费量会明显增加，消费电子品制造商会在这段时间前大量备货，通常这时候也是结构件厂商的生产旺季。另外，随着电商行业近年来的兴起，诸如天猫“双十一”等促销季前几周也逐渐成为结构件行业的销售旺季。春节的备货一般会提前到元旦节前...
	报告期内，由于客户和供应商存在一定的账期，当季度的销售金额会影响下个季度的现金流，第一季度销售额较少，但第二季度的付现成本比如人工工资及费用类会随着第二季度的销售额增加而增加，导致第二季度的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负数；第三季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偏高主要因为某客户正常情况下在月初5日支付货款，由于国庆节放假7天提前到9月30日支付货款5000多万，造成第三季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偏高而第四季度偏低。
	3、报告期末，你公司流动负债合计12.53亿元，占负债总额的93.26%，其中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余额8.67亿元，较期初增长45.44%，短期借款余额1.77亿元，较期初增长76.80%，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0.76亿元，较期初增长1,350.45%,其他应付款余额0.69亿元，较期初增长383.70%。此外，你公司2018年末货币资金余额2.30亿元，其中受限制的货币资金0.31亿元。报告期内，你公司财务费用发生额0.13亿元，同比增长606.53%。
	（1）请补充披露截至本问询函发出日，你公司短期负债的偿还情况，并结合行业特征和同行业可比公司的基本情况，说明公司短期债务规模占比较大的原因及合理性。
	【回复】
	截止2019年5月31日，短期借款1.77亿元已偿还约7000万元，剩余的1亿元借款尚未到期；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截止到目前已支付约8亿元，按照正常的账期及时支付；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主要系融资租赁款，截止到目前已支付3400万元，按照每月或每季度正常支付；其他应付款较年初增长383.70%，主要系本期确认限制性股票回购义务产生的其他应付款5188万元。
	公司短期债务规模占比与同行业可比企业对比情况如下：
	短期债务规模占比大主要由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期末余额大造成，而该科目的期末余额大小随着供应商的账期长短变化。行业平均短期债务规模占比为90.63%，本公司为93.26%，略高于行业平均水平，主要系本期确认限制性股票回购义务产生的其他应付款5188万元以及公司新工业园区仍处于建设期，应付账款中包含了应付工业园区的工程建设款所致。
	（2）量化分析你公司目前的货币资金状况对公司的偿债能力和正常运营能力是否存在影响，说明是否存在偿债风险，是否将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产生影响，如是，请进行必要的风险提示。
	【回复】
	截止2019年5月30日，公司目前的货币资金为2.83亿元，流动资产18.8亿元，流动负债14.48亿元，流动比率为1.30，速冻比例为0.80。货币资金期末余额远高于短期有息负债，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由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入正常支付，不存在短期偿债风险，不影响公司持续生产运营。
	4、根据你公司披露的《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的专项审计说明》，报告期内公司与公司第三大股东之关联公司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非经营性往来累计发生额3.80万元，期末应收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非经营性往来款余额26.71万元。请你公司详细说明上述款项形成的原因、性质、截至目前上述占用款结算进展情况，是否属于财务资助、是否履行了相应的审批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是否违反《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相关规定。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款项形成的原因、性质、截至目前上述占用款结算进展情况
	公司与公司第三大股东之关联公司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非经营性往来累计发生额为3.80万元，期末应收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非经营性往来款余额为26.71万元，前述款项为深圳分公司办公地点租赁物业的租赁押金，物业位于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园长城计算机大厦。2018年公司根据双方于2018年4月签订的合同要求补交3.80万元押金。
	根据当前有效的租赁合同，租赁期从2018年4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由于目前仍处于租期内，因此租赁押金尚未结算。
	该款项不属于财务资助、公司已履行了相应的审批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未有违反《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相关规定。
	二、年审会计师核查程序及意见
	（一）核查程序
	1、获取租赁合同，查阅关于租赁押金约定的条款，并与账面金额核对，核查是否与合同约定一致。
	2、获取租赁押金支付的会计凭证、审批单及银行回单，核查所支付款项是否经过恰当审批。
	3、查阅《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核查公司款项是否符合相关规定。
	（二）核查结论
	经核查，年审会计师认为，该项往来款属于租赁押金，不属于财务资助，公司已根据公司《关联交易决策制度》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履行了相应的审批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未有违反《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相关规定的情形。
	5、报告期末，你公司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余额为1,500万元，较期初增长392.60%。你公司在年报中解释称系上年预付投资款因为投资条款发生变化，可能会收回投资款导致重分类至该科目所致。
	（1）请说明交易对手方是否与你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存在关系；若存在，请说明具体情况。
	（2）请自查该预付投资款是否存在《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规定的对外提供财务资助、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的情形，以及是否履行了相关审议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请年审会计师对上述事项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预付投资款具体情况
	报告期末，公司一年内到期的1500万元预付投资款由于双方尚未就投资协议达成一致意见，导致款项可能会收回。该预付投资款主要由两项投资意向组成，具体情况如下：
	（1）2017年8月18日，公司和广东中科瑞龙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签订投资意向协议。根据协议，公司拟认购中科瑞龙拟增发的新增注册资本，并于2017年度8月份预付500万元诚意金。截至2018年12月31日，该增资事项尚未签订正式交易文件，工商信息均未办理变更。
	（2）2017年9月21日，公司、广州瑞峰新能源有限公司、东莞添财贝实业投资有限公司三方签订投资意向协议。根据协议，东莞添财贝实业投资有限公司拟向公司转让其持有的广州瑞峰新能源有限公司10%的股权（价款为1000万）（广州瑞峰由广东中科瑞龙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认缴6000万持股60%、东莞添财贝实业投资有限公司认缴4000万持股40%设立。），公司于2017年9月份预付1000万诚意金。截至2018年12月31日，该股权事项尚未办理股权转让，工商信息均未办理变更。
	（3）交易对手方公司情况如下：
	除上述交易外，公司与广东中科瑞龙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广州瑞峰新能源有限公司、东莞添财贝事业有限公司无其他业务往来，与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关系。
	二、预付投资款不存在对外提供财务资助、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的情形
	经自查，该项预付投资款不存在《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规定的对外提供财务资助、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的情形，由于交易金额较小，根据公司《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述交易未达到披露标准，也未达到公司董事会的审批权限。公司已根据《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履行了相应的内部决策程序。
	三、年审会计师核查程序及意见
	（一）核查程序
	已查阅项目投资意向协议、银行付款单据，并获取了截至2019年5月5日交易对手方提供的项目进展情况说明；已查阅交易对手方工商登记信息；已访谈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关于交易对手方的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是否存在关系。
	（二）核查意见
	公司与广东中科瑞龙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广州瑞峰新能源有限公司、东莞添财贝事业有限公司无其他业务往来，与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关系。
	公司预付投资款不存在《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规定的对外提供财务资助、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的情形，由于交易金额较小，根据公司《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述交易未达到披露标准，也未达到公司董事会的审批权限。公司已根据《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履行了相应的内部决策程序。
	6、你公司合并现金流量表显示，报告期内“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本期发生额为4,604.32万元”，其中 “往来款项”99.69万元，“其他”51.80万元；“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本期发生额”为13,620.29万元，其中“日常费用”12,885.44万元，“其他”362.28万元，“往来款项”163.77万元。
	（1）请详细说明形成上述往来款项的具体原因、明细情况、涉及事项、款项性质等；自查是否存在《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规定的对外提供财务资助、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的情形，以及是否履行了相关审议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2）请详细说明形成“日常费用”、“其他”的具体原因、期间具体发生额、款项性质等情况。
	请年审会计师对上述事项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上述往来款项的具体原因、明细情况、涉及事项、款项性质等情况说明及核查情况
	经自查，上述往来款项的具体原因、明细情况、涉及事项、款项性质不存在《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规定的对外提供财务资助、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的情形。具体情况如下：
	（一）公司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中的“往来款项”具体情况
	公司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中的往来款项具体明细如下：
	其中：预付款退回明细：
	公司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中的“往来款项”主要为收到社保局发放的待支付给职工的生育津贴或工伤医疗险、员工零星借支款还款以及预付给供应商经结算后退回的货款或税金款。
	（二）公司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中的“往来款项”具体情况
	公司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中的“往来款项”具体明细如下：
	公司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中的“往来款项”主要为公司代捷荣汇盈投资管理（香港）有限公司缴纳分红税款7.65万元及代母公司捷荣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缴纳分红税款31.50万元、支付给职工社保局发放的生育津贴或工伤医疗险、以及支付给员工的备用金。
	综上所述，公司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往来款项与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往来款项，均系公司正常经营所需，不属于《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规定的对外提供财务资助、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的情形。
	二、形成“日常费用”、“其他”的具体原因、期间具体发生额、款项性质等情况说明
	公司形成“日常费用”、“其他”的具体原因、期间具体发生额、款项性质的具体情况如下：
	（一）“日常费用”的形成原因、款项性质及期间具体发生额
	公司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中的日常费用的形成主要为已支付的日常管理费用、研发费用、销售费用及财务费用手续费。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日常费用与利润表中付现类费用勾稽具体如下：
	依据上表，“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日常费用”与本期费用勾稽整体差异不大。
	另外，现金流量表附注中“日常费用”金额，大于本期经营相关付现类费用，主要是由于预付费用导致。
	（二）“其他”形成原因、款项性质及期间具体发生额
	公司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中的“其他”主要构成如下：
	上表中“员工个人收入或补助”系以公司名义代员工申请的人才补助，款项由政府付款至公司，公司再支付给员工。
	公司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中的“其他”主要构成如下：
	三、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意见如下：
	（一）核查程序
	1、获取公司现金流量表编制底稿，复核编制过程，查验包含内容、合理性以及核查编制过程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
	2、核查“收到其它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支付其它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具体形成原因、明细情况、涉及事项及款项性质，抽查相关审批单据。
	3、对披露项目“日常费用”、“其他”进行核查，了解其形成的具体原因、发生额及款项性质。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年审会计师认为：公司“收到其它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及“支付其它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主要是员工备用金、代扣代缴社保税费等经营相关的项目，不存在《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规定的对外提供财务资助、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的情形，已履行相关审议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公司 “日常费用”形成原因主要是销售、管理、财务的付现费用，“其他”主要是废料出售收入、重庆汇盈缴纳重庆国土局购地事宜滞纳金及支付残疾人就业保证金。
	7、报告期末，你公司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账面价值为70,407.90万元，较期初余额增加46.13%；其他应收款3,504.02万元，较期初余额增加14.25%；长期应收款169.2万元，期初余额为0。本期，你公司计提1,140.08万元坏账损失，同比增长4,235.53%。请你公司结合本年度经营状况、业务开展情况及销售政策说明应收款项余额大幅增加的原因及合理性。同时，请结合你公司各类应收款项的信用政策、账龄、坏账准备计提政策、回款情况等，分析应收款项的可收回性并说明坏账准备计提的合理性和充分性。请...
	【回复】
	报告期内，由于公司营业收入大幅增加，公司应收款余额大额增加，具体情况如下：
	（1）请结合行业地位、销售政策等因素，说明你公司是否对特定客户存在重大依赖；
	公司在精密模具和精密结构件领域具有丰富的行业经验，经过多年的市场开拓和客户积累，目前已与多家全球知名品牌厂商形成稳定的合作关系。公司在产品的交货速度、产品的质量以及大规模化的生产能力已得到客户的充分认可，具有良好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同时，公司的生产工艺和技术水平均达到同行先进水平、在模具制造、塑胶五金成型、表面处理等工艺上拥有多项发明专利。总体上，公司属于国内结构件行业内生产与收入规模较大，排名较前的专业精密结构件生产企业。
	精密模具和精密结构件所处行业的下游为消费电子行业，其是一个由几个核心生产厂家占据大部分市场份额的市场结构，这些行业领导者对结构件供应商的产品质量、技术水平、响应速度、交货期限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规模相当的企业为其提供配套服务，提高自身产品竞争力。因此，一旦成为核心生产厂家的合格供应商后，一般都会有较充足的订单量。
	一方面，基于行业特点，公司日常经营中始终与大客户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并形成了以大客户为核心、国内国外客户均衡发展的多层级客户体系：公司将主要产能分配给毛利水平相对较高、回款速度快的优质订单，将部分产能分配给成长型的优质品牌厂商，以培育未来的大型客户，再将少部分产能分配给技术难度大，占用资源多的新型产品，如超高精度产品等。
	另一方面，在服务大客户的过程中，公司的研发能力、生产制造能力和内部管理能力也随着客户的高要求而不断提升。目前，公司已完全具备服务行业内重要客户的条件与实力，越来越多的知名品牌厂商选择与公司长期深入合作。
	综上所述，虽然公司客户集中度较高，但是公司并不对特定客户存在重大依赖。后续，公司将在坚持持续稳健发展主营业务的前提下，紧跟行业发展趋势，充分发挥公司的优势，提升公司竞争力，并不断挖掘新客户，迎接5G时代带来的重大机遇和挑战。
	（2）请说明你公司销售集中度与同行业可比公司是否存在重大差异；若存在，请说明具体原因与合理性；
	公司销售集中度与同行业可比公司对比：
	因消费电子终端零组件品类繁杂，各公司的产品结构也有所差异，所以同行业类各公司的客户集中度不一样，因而公司的客户集中度与行业平均水平存在差异是合理的。公司目前的产品主要以精密结构件业务为主，占营业收入90.94%；且主要集中在消费电子行业，占营业收入100.00%。同行业内，长盈精密由于与公司产品结构相似且也集中在消费电子行业，其销售集中度与公司相似。
	（3）请说明相关客户是否与你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存在关联关系；若存在，请说明具体情况。
	【回复】
	经自查，相关客户与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关联关系。
	10、根据公司年报，本报告期营业成本构成中制造费用为2.32亿元，同比增长86.98%。请补充披露制造费用明细，并说明本期制造费用较上期大幅增长的原因及合理性。
	【回复】
	公司2018年主营业务成本构成中制造费用为2.32亿元，占主营业务成本比例为12.52%； 2017年主营业成本构成中制造费用为1.24亿元 ，占营业成本比例为10.11%；最近两年内，公司制造费用占营业成本比重都不大，且占营业成本比的变化也不是太大。2018年营业成本中的制造费用同比增长86.98%，主要因为a、营业收入增长导致营业成本中的制造费用增长；b、制造费用中“外包服务费”和“其他”增长幅度较大，超过了营业收入增长幅度；c、2017年因期末存货增长幅度大且在2018年对外销售导致当期制造...
	制造费用主要明细及增长原因如下：
	单位：元
	本公司2018年共发生制造费用27,755万元，较上年同期上升了52.87%，各明细项目中增长幅度较大的主要是“外包加工费”和“其他”。其中，“外包加工费”是2018年新增的制造费用明细，主要系境外孙公司越南捷荣将部分组装工序外包给工艺比较娴熟的专业组装厂所致；“其他”增长幅度大主要系公司在2018年为了维持设备的高效运转，对机器设备进行集中检修，造成修理费和检测费大幅上升，另应客户要求以及为了提高产品品质保持强有力的竞争力，大幅增加驻客户厂区的品质人员，导致品质人员差旅费上涨。
	11、本报告期，公司2018年汇兑收益106.15万元，2017年汇兑损失467.47万元。请结合外销收入占比、经营特点等，补充说明汇率变动对公司经营业绩的具体影响、你公司为消除汇率波动影响而采取的应对措施，并对汇率变动对公司未来经营业绩产生的影响进行敏感性分析。
	【回复】
	公司2018年外销收入占比20.89%，2017年外销收入占比32.49%，外销收入占比较上年同期有所下降。公司产品基本属于定制化产品，内外销金额取决于内外销客户订单的需求。外销客户主要以美金结算，一定程度上受到汇率波动影响，具体情况如下：2017年美元兑人民币汇率由6.9370下降到6.5342，呈下降趋势，公司以美金结算的销售金额大于进口材料金额，所以2017年产生汇兑损失467.47万，占当期净利润比例为9.46%；2018年美元兑人民币汇率由6.5342上升到6.8632，呈上涨趋势，同样...
	公司为消除汇率影响采取的主要应对措施为持续关注美元汇率价格的波动趋势，再根据公司内部资金需求合理选择兑换时点来尽量规避汇兑波动产生的损失。
	汇率变动对公司未来经营业绩产生的影响进行敏感性分析：
	公司面临的汇率风险主要来源于以美元计价的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外币金融资产和外币金融负债折算成人民币的金额列示如下：
	单位：元
	一般来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在5%区间内波动合理反映了下一年度人民币对美元可能发生变动的合理范围。于2018年12月31日，在所有其他变量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如果人民币对美元升值或贬值5%，对净利润的影响如下：
	除美元外，其他外币主要是港币和越南盾，预计变动幅度较小对净利润影响不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