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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8年度报告问询函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于 2019 年 4 月 8 日，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悉深圳证券交

易所中小板管理部发来的中小板年报问询函【2019】第 40 号《关于对巨力索具股份有

限公司 2018 年年报的问询函》，公司现就该问询事项逐一回复如下： 

一、报告期内，你公司出口销售和国内销售的毛利率分别为 9.98%和 22.34%，请你公

司分别说明出口和国内销售的商品构成、采购及销售模式、收入确认方法，并分析出口

销售和国内销售毛利率差异的原因及合理性。 

报告期内，本公司出口销售和国内销售毛利率差异对比如下： 

单位：元 

项目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出口 263,408,243.51 237,108,252.15 9.98% 

内销 1,357,726,927.33 1,054,451,374.61 22.34% 

1、出口和国内销售的产品构成情况说明： 

公司出口产品主要为合成纤维吊装带索具，占总出口额的 80%以上，国内销售主要

有合成纤维吊装带索具、钢丝绳及钢丝绳索具、工程及金属索具、链条及链条索具。 

2、采购模式说明：公司采用多种采购方式进行采购，具体如下：  

公开招标采购：通过发布招标信息邀请不特定的供应商参加投标，通过评标产生供

应商的采购方式。 

邀请招标采购：公司以投标邀请书的方式，从符合相应资质条件的供应商中，邀请

其参加投标，通过评标产生供应商，邀请的商家不少于 3 家。 

竞争性谈判采购：通过与多家供应商进行谈判，从中确定成交供应商的一种采购方

式，被邀请参与谈判的供应商不少于 3 家，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可采取本采购办法： 



①、招标流标：招标后没有供应商投标或者没有合格标的； 

②、招标不能：重新招标未能成立； 

③、非标产品、制作产品、特定货物：技术复杂或者性质特殊，不能确定详细规格

或者具体要求； 

④、急购：采用招标所需时间不能满足紧急需要。 

单一来源采购：只能从唯一供应商处采购，必须保证原有采购项目一致性或者配套

要求，需要从原供应商处添购，且添购资金总额不超过原合同采购金额三分之二。 

询价采购：采购货物为规格、标准统一的标准产品，且供应商较多，均可采用本采

购方式。被询价的供应商不少于 3 家，询价应执行低价中标原则。 

3、销售模式： 

国内销售模式主要分为以下三种形式： 

①、行销。这是公司产品的主流销售方式，可以直接面对市场，接触客户，服务现

场。目前，在国内有 100 个分公司、办事处，服务半径缩短至 1 小时之内。行销销量约

为年销量的 98%。 

②、坐销。在总部设有座销部，方便客户上门采购，消除小众客户对于是否原厂生

产的焦虑。年销量约占 1.5%。 

③、电商销售。伴随科技进步和网购不断发展，公司自 2018 年开始筹划电商平台，

分别在阿里巴巴、慧聪网等平台注册搭建了店铺，紧跟时代发展，方便部分用户网上直

接选购。年销量约占 0.5%。 

国际销售模式主要为经销，通过经销商进行销售。 

4、公司收入确认的具体方法如下： 

①、对于一般的产品销售，在商品已经发出，或已按约定进行验收检验，相关收入

已经收到或取得了收款依据，与销售该商品相关的成本能够可靠地计量时确认销售收入

的实现。 

②、对附带安装和（或）检测条件的商品销售，待安装和（或）检测完毕时确认收

入的实现。 

③、单独提供检测劳务的，在劳务已经提供，相关收入已经收到或取得了收款依据，

与劳务相关的成本能够可靠地计量时确认收入的实现。 

④、单独提供安装劳务的，于期末根据完工进度确认收入。 

⑤、对出口产品的离岸业务，公司已办妥出口手续且已确保货物离境并取得收款权



利时，确认销售收入；对出口产品的到岸业务，公司收到客户的收货通知并取得收款权

利时，确认销售收入。 

5、出口销售和国内销售毛利率差异的原因说明： 

公司国内市场比较成熟，有较高的知名度，参与了较多的精品工程。产品广泛应用

于钢铁、桥梁、码头、船舶、海洋海事、军工等不同的行业领域，多年的品牌及产品的

多样化，在销售价格方面占有一定优势。 

公司出口产品主要为合成纤维吊装带索具，占总出口额的 80%以上，为提高国际品

牌知名度，通过与经销商合作进一步扩大国际市场，在价格上存在短期让利的情况，导

致出口产品毛利率偏低。 

近年来，随着我国产能输出、“一带一路”的持续推进以及我国政府鼓励出口政策

的实施，“一带一路”周边及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为索具产品走出去提供了更为广阔

的空间和空前的机遇。公司多次参与国际重点工程项目的建设，如：卡塔尔世界杯主体

育场、巴基斯坦卡拉奇港口、印尼沙特海洋物探项目等，通过参与国际重点工程项目的

建设，增强了公司品牌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已经成长为中国索具行业知名品牌并在国外

享有较高声誉。2019 年，公司会逐步转变销售策略，提高议价能力，扩大公司盈利空间。 

二、2018 年末，你公司存货账面余额为 8.58 亿元，较上年末增长 23.7%，2018 年计提

存货跌价损失 189.66 万元，较上年下降 58.66%。请你公司结合各类存货的性质特点、

周转天数、可变现净值确认依据等因素，分析计提存货跌价损失下降的原因，并说明

2018 年存货跌价损失计提是否充分。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公司存货 2018 年末分类如下：                      

 单位：元 

项目 
年末余额 

账面余额 跌价准备 账面价值 

原材料 130,797,925.18    130,797,925.18  

在产品 133,483,645.43    133,483,645.43  

库存商品 270,434,922.02   2,196,603.38   268,238,318.64  

建造合同形成的已完工未结算资产 64,260,000.00   64,260,000.00  

包装物和低值易耗品 25,597,605.91   25,597,605.91  

半成品 36,464,462.21   36,464,462.21  

发出商品 196,805,640.74   196,805,640.74  

合计 857,844,201.49   2,196,603.38   855,647,598.11  

公司的生产模式为订单式生产：（1）期末原材料主要为销售订单所储备的材料，仅



有部分常用材料为备货；（2）在产品及半成品均为按客户订单计划安排生产的在产品；

（3）库存商品主要为按照客户生产完成的产成品，存在少量通用产品没有销售订单；（4）

包装物和低值易耗品主要为产品包装物以及生产设备用的备品备件；（5）发出商品均为

按照客户订单发出的产成品；（6）建造合同形成的已完工未结算资产为公司承建的保定

桥项目，该项目已完工但尚未全部结算，预计合同价款可以全部收回。 

公司生产模式为订单式生产，客户订单多为异型非标产品，加工周期较长，最短两

三月，长则半年以上，个别产品加工周期在 1 年以上。此外，公司部分客户为工程类客

户，公司根据项目工期交付产品，导致交货周期较长，因此公司实际存货周转天数较长。

公司报告期内存货平均周转天数为 210 天，2017 年公司存货周转天数为 207 天，2018

年较 2017 年存货周转天数增加 3 天。 

公司以存货的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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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账面余额高于可变现净额的部分计提跌价准备。可变现净值按照以下原则确定：

（1）有销售订单的在产品、库存商品和发出商品以销售订单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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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没有销售订单的存货以公司同类产品最

近期可比销售价格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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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单独销售的原材料以市场价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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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建造合同形成的已完工未结算资产的可变性净值根据预计结算金额

确定可变现净值。 

2018 年，存货跌价准备的增减变动情况如下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余额 
本年增加金额 本年减少金额 

年末余额 
计提 其他 转回或转销 其他 

在产品 1,727,021.86    1,727,021.86    

库存商品 3,744,540.70 1,896,593.96  3,444,531.28    2,196,603.38 

合计 5,471,562.56 1,896,593.96  5,171,553.14  2,196,603.38 

公司于报告期期末，根据公司存货的特点，对报告期期末公司的存货 62.83%进行

了减值测试，减值测试比例为期末存货余额的 62.83%。按照会计政策充分计提了各类

存货的跌价准备。 

2017 年度已经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的部分存货在 2018 年度实现对外销售，存货跌价

准备 2018 年度转销 517.16 万元，该部分存货包括在产品及库存商品，分别为库存商品

344.45 万元、在产品 172.70 万元。针对其他存在跌价损失迹象的库存商品计提存货跌价



准备 189.66 万元。 

综上所述，公司存货跌价准备下降主要系 2017 年末根据存货的成本与可变现净值

孰低的原则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的存货于 2018 年实现对外销售。2018 年末经过减值测试，

按照期末存货的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的原则进行了减值测试并充分计提。 

结合存货跌价准备确认标准及计提方式、原材料价格、市场需求及产品销售价格等

因素，报告期内计提减值准备充分、合理。 

三、2018 年末，你公司应收账款账面余额为 8.05 亿元，较上年末下降 8.64%。2018 年

计入资产减值损失科目的坏账损失金额为 65 万元，同比下降 97.32%。2018 年，你公

司转回坏账准备 582.05 万元。请你公司补充说明以下事项： 

（1）以列表形式披露上述坏账准备转回的明细，包括其对应的应收账款余额、已计提

坏账损失金额、已回收金额，并逐条说明以前年度对其计提坏账损失的依据及是否符合

企业会计准则要求。 

（2）2018 年坏账损失计提大幅下降的原因及合理性。 

请年审会计师就上述问题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1、2018 年度坏账准备转回明细如下表所示： 

单位：元 

客户名称 
2017 年末应收账

款余额 

已计提坏账损失

金额 

2018 年度回收

金额 

2017 年度计提坏账

的依据 

吉林建工集团有限公司（长春东

收费站雨棚改扩建工程项目部） 
5,296,099.80  5,296,099.80  400,000.00  注释① 

武桥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866,608.31 2,866,608.31 837,692.31 注释② 

沈阳焦煤鸡西盛隆矿业有限责任

公司 
2,306,469.98  2,306,469.98  1,002,256.26   注释③ 

河北新中联特种钢管股份有限公

司 
1,460,000.00  1,460,000.00  1,000,000.00  注释④ 

葛洲坝机械工业有限公司 1,388,642.91  1,388,642.91  1,388,642.91  注释⑤ 

久益环球（淮南）采矿设备有限

公司 
1,191,905.71  1,191,905.71  1,191,905.71  注释⑥ 

合计 14,509,726.71 14,509,726.71 5,820,497.19  

公司在 2017 年度财务报表决算期间，根据公司的会计政策，对单项金额重大的应

收账款单独进行减值测试，通过公开信息查询，对以下客户进行单项计提坏账准备。 

注释：①、经公开信息查询，吉林建工集团有限公司，2017 年 8 月至 12 月有 2 笔

被执行案件，金额合计为 132.00 万元；2018 年 2 月至 4 月出现大额被执行案件，执行



金额合计 3,520.00 万元。吉林建工集团有限公司信用状况恶化，预计应收款项很可能无

法收回，全额计提坏账准备，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 

2018 年，经过公司多次努力工作，公司与吉林建工集团有限公司签订债务重组协议，

收回应收款项 40.00 万元，核销坏账准备 414.08 万元。 

②、经公开信息查询，武桥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7 年 7 月出现大额被执行案

件，被执行金额为 24,350.00 万元，被法院判定为失信公司，信用状况严重恶化，预计

应收款项很可能无法收回，全额计提坏账准备，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 

2018 年，经过公司多次反复催收，武桥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部分回款。2018 年

12 月 28 日，武桥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出具还款承诺函，承诺在 2019 年 1 月至 6 月支

付剩余应收款项，截至本回复出具日，武桥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尚未回款。 

③、经公开信息查询，沈阳焦煤鸡西盛隆矿业有限责任公司，2017 年 8 月开始出现

被执行人信息，2017 年度后半年陆续有裁判文书下达。诉讼缠身，涉案文书 843 起，被

执行案件 12 起，2 起判决全部未履行，动产抵押被担保金额 5.6 亿元。沈阳焦煤鸡西盛

隆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经营异常，信用状况恶化，预计款项很可能无法收回，全额计提坏

账准备，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 

2018 年度，经公司清算组成员多次进行催收，收回应收款项 28.78 万元，收回钢丝

绳 71.44 万元，钢丝绳产品为通用产品，可实现再次销售。 

④、经公开信息查询，河北新中联特种钢管股份有限公司，2017 年 10 月开始出现

被执行人信息，2018 年 1 月至 2 月被执行金额合计为 1,234.84 万元。诉讼缠身，被执行

案件 7 起，2 起判决全部未履行，股权出质 1,500.00 万元。涉及民间借贷案，2017 年 12

月 12 日其厂房车间办公楼已被查封，且暂无其他财产可供执行。该公司经营存在异常，

信用状况严重恶化，预计应收款项很可能无法收回，全额计提坏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

的要求。 

2018 年，经公司清算组成员多次进行催收，公司于 2018 年 12 月 22 日收回 34.00

万元和 30.00 万元、2018 年 12 月 29 日收回 36.00 万元，回款共计 100.00 万元。 

⑤、经公开信息查询，葛洲坝机械工业有限公司于 2017 年 12 月注销，根据已获取

信息判断，预计应收款项很可能无法收回，全额计提坏账准备，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要

求。 

2018 年度公司经过多次沟通及催收，葛洲坝机械工业有限公司所欠款项由葛洲坝集

团机械船舶有限公司支付，金额 138.86 万元。 



⑥、经公开信息查询，久益环球（淮南）采矿设备有限公司，2017 年 1 月出现第一

笔被执行人信息，执行金额 450.00 万元，4 月执行金额 310.58 万元，6 月执行金额 415.90

万元，2018 年 1 月执行金额为 169.65 万元，其被法院判定为失信执行人，其股东持有

该公司股权被冻结金额 22,300.00 万人民币，经营存在异常，且信用状况恶化，预计应

收款项很可能无法收回，全额计提坏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 

2018 年度公司经过多次沟通及催收，在 2018 年 7 月与久益环球（淮南）采矿设备

有限公司执行和解协议并签订三方抹账协议，由久益环球（佳木斯）采矿设备有限公司

代付应收款项 118.15 万元，另通过大同法院强制执行收回 1.05 万元，合计收回应收款

项 119.20 万元。 

2、2018 年坏账损失计提大幅下降的原因： 

公司2018年度应收账款账面余额及坏账损失减少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1）

公司在 2018 年度下发关于欠款清收的补充规定（索具全球销售 [2018]第 013 号文），根

据应收账款金额进行明确细分：50 万以上，副总裁亲自负责催收；30 万-50 万，总经理

亲自催收；30 万以下，副总、业务组长亲自催收。将应 

收账款回款作为销售人员的业绩考核指标；（2）公司成立应收账款清欠组，对长账龄、

大额应收账款作为重点催收对象，加大应收账款的催回款力度。 

①、经公司 2018 年末应收账款余额较 2017 年减少 7,388.80 万元，同比下降 8.64%；

账龄 1 年以上的应收账款占比由 2017 年末的 25.57%下降至 18.36%；公司经过努力催收

回款，应收账款坏账准备金额 2018 年较 2017 年减少 471.07 万元。 

②、公司2017年度对单项金额重大的应收账款单独进行减值测试后计提坏账准备，

合计金额为 22,176,780.36 元，2018 年末，公司针对上述客户的信用状况重新进了评估，

较 2017 年度未发生重大变化。2018 年末公司对单项金额重大的应收账款按照 2017 年应

收账款的减值测试标准对重新进行识别评估，针对信用风险恶化、货款回收困难的客户

补计提坏账准备金额 179.25 万元。 

2017 年、2018 年按账龄分析法计提坏账损失的应收账款对比分析如下：  

单位：元 

账龄 
2018 年度应收账

款 

占比（%） 坏账准备 

金额 

2017 年度应收账

款 

占比（%） 
坏账准备金额 

1 年以内 647,158,788.70  81.64   32,357,939.43  638,725,674.67  74.43  31,936,283.74 

1 至 2 年 75,126,310.37  9.48  7,512,631.03 160,963,506.77  18.76  16,096,350.67 



2 至 3 年 53,158,687.15  6.71   15,947,606.15  29,572,115.20  3.45  8,871,634.56 

3 至 4 年 8,795,519.71  1.11   4,397,759.86  27,410,221.44  3.19  13,705,110.72 

4 至 5 年 7,048,160.16  0.89   5,638,528.13  575,265.97  0.07  460,212.78 

5 年以上 1,386,461.53  0.17   1,386,461.53  882,034.07  0.10  882,034.07 

合计 792,673,927.62  100.00   67,240,926.13  858,128,818.12  100.00  71,951,626.54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公司 2018 年坏账损失计提大幅下降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两方面

原因：（1）应收账款的催收回款导致应收账款余额大幅减少，减少了 2-3 年、3-4 年应

收账款占比，因此按信用风险 2018 年坏账损失计提大幅下降；（2）单项金额重大的应

收账款 2018 年出现减值迹象的情况有所减少。2018 年坏账损失计提合理。 

四、报告期内，你公司计入管理费用和研发费用的“检测费”分别为 144.36 万元和

190.85 万元，同比增长 172.89%和 131.95%。请你公司说明相关费用项目的性质，并分

析其增长的原因。 

1、报告期内，计入管理费用的“检测费”费用项目主要包括：设备检测中一般常规计

量检测，品牌认证检测。 

费用增长原因说明：报告期内，公司承接了诸多精品工程，为进一步凭借先进的检

测设备、精密的检测技术、权威的检测手段，出具更具有权威的检测结果，从而提高产

品检测精准度，确保产品质量，对现有检测设备进行了精度、安全性能检测，致使费用

同期比增幅较大。 

2、报告期内，计入研发费用的“检测费”费用项目主要包括：研发产品的承载力检测、

疲劳性能检测、无损检测、破断检测、原材料成分检测及零部件尺寸的精度检测等。 

费用增长原因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完成多项研发创新，公司研发的新产品可广

泛应用于风电、核电、桥梁、码头、船舶、铁路、公路、航空航天、海工等领域。研发

产品的检测精准度要求极高，其中： 

华龙一号穹顶吊装：我国自主研发的三代核电技术“华龙一号”防城港核电机组成

功完成穹顶吊装。该穹顶重达 200 多吨，而吊装精度要达到毫米级，公司以过硬的产品

质量和检测水平，保障了穹顶的精准吊装。 

国内首次实现国产替代化密闭索生产制造：国家速滑馆项目是 2022 年北京冬奥会

主体育场，预应力结构拉索采用密闭索型式。公司研发团队刻苦攻坚完成了研发任务，

实现了密闭索的国产替代化。2018 年 10 月在监理、监造、第三方检测单位共同见证下

完成了密闭索的弹性模量试验、索夹滑移试验、静载破断试验等型式试验，所有指标均



满足设计规范要求。目前公司的密闭索产品顺利应用在国家速滑馆项目上。 

亚洲最大的合绳机研发：公司成功下线一条直径 316mm 的钢丝绳缆。该绳缆强度

检测级别为 1770 级，此产品将用于卡塔尔海工项目。 

以上诸多精品工程中研发产品的检测费用增加，致使研发费用的“检测费”同期比

增幅较大。 

五、报告期内，你公司主要 7 家子公司中有 4 家处于亏损状态。请结合亏损子公司的业

务开展情况、功能定位以及历史经营业绩等情况，说明其报告期内亏损的具体原因、未

来发展战略和经营计划及对公司业绩可能产生的影响。 

2018 年末公司主要控股子公司分析 

                                                  单位：元 

公司名称 主要业务 净资产 净利润 

巨力索具上

海有限公司 

吊索具、机械设备及配件、超重工具生产、加工、销售；建筑钢结构及板

材设计、生产、安装、销售；金属材料、建筑材料、五金交电、橡塑制品、

纺织品、日用百货、服装、电子产品、批发零售。 

27,693,421.27 -423,795.98 

巨力索具美

国有限公司 
石油行业产品生产及销售 5,805,301.34 20,598.46 

巨力索具欧

洲有限公司 
吊装和搬运工具的生产、销售、检测、买卖和进出口业务。 -15,232,746.19 -918,750.38 

上海浦江缆

索工程有限

公司 

起重设备安装工程专业承包叁级；预应力工程、预应力锚具、夹具及设备

领域内的科技咨询、技术开发、转让、服务、设计；销售日用百货，机电

产品。 

247,980.08 -1,333,575.68 

徐水县巨力

钢结构工程

有限公司 

钢结构工程施工；彩钢压型板、夹心复合板、镀锌压型板、C 型钢、H 型

钢、Z 型钢制造销售；起重机设备、钢构机械设备以及金属加工机械设备

制造销售;涤纶纤维、芳纶纤维、丙纶纤维、化纤材料及钢材的销售；太阳

能设备和元器件、硅料、单晶硅、多晶硅、硅片、电池片及组件、太阳能

光伏组件、太阳能光伏组件支架、包装材料的销售。 

43,355,416.10 -498,201.89 

保定巨力供

热有限公司 

热力生产和供应；热力工程设计施工及设备维护；灰渣销售；五金产品\

电子器件、电子元件、仪器仪表、通用设备销售批发零售 
42,436,026.61 1,802,271.95 

河北巨力应

急装备科技

有限公司 

应急装备及相关产品的生产、销售 1,671,674.85 671,674.85 

公司成立子公司的功能定位：为公司索具产品销售提供业务支持。 

公司报告期内四家子公司亏损的具体原因、未来发展战略和经营计划及对公司业绩

可能产生的影响逐一说明如下： 

    ①、巨力索具欧洲有限公司报告期内净利润为-91.88 万元，其亏损原因为该公司为

供销模式，因其销售模式及市场需求等因素，致使产品销售利润不足以消化其固定费用，

如房租、雇员工资等。报告期内经营业务主要是对现有库存商品的销售。基于目前的运



营状况，公司管理层计划关闭境外公司销售业务，保留机构。   

 ②、巨力索具上海有限公司报告期内净利润为-42.38 万元，其亏损主要原因为受主

材市场价格波动影响，基于当前材料市场价格变动趋势及市场需求状况，公司会同时加

大对新市场的开拓力度，以确保公司盈利运行。 

    ③、上海浦江缆索工程有限公司报告期内净利润为-133.36 万元。其亏损原因为公

司承接的预应力安装服务项目，基于行业特性劳务利润率低，其项目利润不足以消化固

定费用。基于当前现状，公司将进一步加大业务拓展及承接，并做好前期项目预算管理，

加强过程中的投入及期间费用的控制，降本增效。 

 ④、徐水县巨力钢结构工程有限公司报告期内净利润为-49.82 万元。其亏损原因为

受经营项目限制，周边钢结构厂房项目市场需求量较前期下降，其固定费用摊销致使报

告期出现亏损。基于当前现状，2019 年，公司了立足于京津冀一体化及雄安新区的发展，

已承接雄安新区京雄高铁桥梁项目，之后还会陆续承接国内重大钢结构桥梁项目，以确

保公司盈利运行。 

六、2018 年，你公司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4337.81 万元，同比下降 134.66%。

请你公司分析报告期内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大幅下降的原因及合理性。 

报告期内，公司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同比变动情况对比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18 年 2017 年 同比增减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

产收回的现金净额 
3,725,973.00 179,525,154.54 -97.92%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3,725,973.00 179,525,154.54 -97.92%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

产支付的现金 
47,104,120.54 54,381,441.46 -13.38%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47,104,120.54 54,381,441.46 -13.38%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3,378,147.54 125,143,713.08 -134.66% 

公司 2018 年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4337.81 万元,同比下降 134.66%，主

要原因为： 

2017 年，经公司 2017 年 12 月 1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公司向关

联方河北巨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出让位于徐水区南环路南侧的部分闲置办公场所及

项下土地使用权，其中房屋建筑物所有权市场价值 30,226,800.00 元，土地使用权估总地



价 16,5401,00.00 元，转让总价款合计人民币 46,766,900.00 元。2017 年度公司已全额收

到上述转让价款。 

经本公司 2016 年 3 月 18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徐水区人民政

府收回公司位于盛源大街东侧、刘伶路北侧 14,327.80 平方米（合 21.49 亩）及 31,492.32

平方米（合 47.24 亩）国有建设用地，地上附着物随土地一并收回挂牌出让，土地使用

权价格为：第一宗徐国用（2014）第 53号 21.49亩价格 1,050.23万元；第二宗徐国用（2014）

第 52 号 47.24 亩价格 2,295.79 万元；宗地内地上附着物评估价值为 4,679.30 万元。2017

年度，上述土地使用权出让价格由徐水区人民政府支付给原产权人，地上附着物由竞得

人竞得后按评估价格支付给原产权人。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处置一些小型资产，未发生处置房屋、土地使用权的情况，故

公司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同比减少 97.92%，导致投资

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大幅下降。 

 

特此公告。 

 

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 年 4 月 19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