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濮阳濮耐高温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 2018 年年报问询函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濮阳濮耐高温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9 年 4

月 19 日收到了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濮阳濮耐高温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2018 年年报的问询函》（中小板年报问询函【2019】第 72 号），现将回复内容

公告如下： 

1、报告期末，你公司应收账款账面余额为18.98亿元，坏账准备余额4.31亿

元，本期针对应收账款确认的资产减值损失金额为0.86亿元，占利润总额的比例

32.12%。 

（1）报告期末，你公司“单项金额重大并单独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

中有12家单位应收账款收回困难，其中，除对山钢集团莱芜钢铁新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山钢集团”）坏账计提比例为75%外，对其他债务单位收回困难

的应收账款坏账计提比例均为100%。请结合山钢集团的财务状况、应收账款账

龄、还款安排等，补充说明对其坏账计提比例设定为75%的原因及合理性。 

回复： 

山钢集团莱芜钢铁新疆有限公司为公司客户，公司双方在业务往来和货款回

收方面一直保持着良好关系，在一定信用范围内公司给予其赊销开展相关业务。

近年该客户经营困难，并于2018年10月申请破产清算。因该应收账款的回收具有

较大不确定性，公司将其货款确定为单项金额重大并单独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

款。 

山钢集团莱芜钢铁新疆有限公司已对核心资产进行了拍卖，获得了部分清偿

现金，目前最终的清偿方案还没有确定。根据以往经历的债务重组偿还情况和该

客户可支配现金流状况，公司预计可收回部分货款。结合应收账款账龄情况（截

止2018年9月末，该客户应收账款账龄主要集中在3-4年，综合计提比例57.8%）

，依据谨慎性原则设定其坏账计提比例为75%。该计提比例是在充分考虑未来可

收回现金流量的现值情况设定的，符合公司该应收债权的实际情况。 

（2）报告期末，你公司“单项金额重大并单独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



账面余额为1.39亿元，坏账准备余额为1.22亿元，其中，对破产重整的债务单位

坏账计提比例为75%。请结合交易对方的重整方案、债务偿还计划、还款保障

措施等因素，说明你公司对其债务的坏账计提比例设定为75%的原因及合理性

。 

回复： 

2018年9月13日，公司披露了天津钢铁集团有限公司等5家公司客户进行破产

重整的提示性公告，公司将其确定为单项金额重大并单独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

款。2019年1月31日，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和天津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裁定批准渤

钢系企业《重整计划》，同时终止渤海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天津冶金集团有限公

司等48家企业重整程序。根据裁定的《重整计划》，渤钢系企业采用“出售式重

整”模式，重整后渤钢系企业将一分为二，分别重组为“钢铁资产平台（新渤钢

）”和“非钢资产平台（老渤钢）”。公司对5家客户的债权均为普通债权，本

次经裁定的重整计划中关于普通债权的受偿方案如下： 

（1）每一家普通债权中50万元以下（含50万元）债权部分由钢铁资产平台

（新渤钢）在重整计划获得法院裁定批准之日起6个月内以现金方式一次性全额

清偿。  

（2）普通债权超过50万元以上的债权部分将按照52%：48%的比例分别在

钢铁资产平台通过债转股予以清偿、在非钢资产平台通过信托收益权份额予以清

偿。具体详见公司2019年2月21日披露的《关于客户被申请破产重整的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2019-009）。 

由于上述普通债权清偿方案中部分数据需等钢铁资产平台和非钢资产平台

搭建完成后才能获取，此过程预计需要较长时间，因此暂无法计算公司在本次渤

钢系企业重整中受偿的具体金额及清偿率。公司对交易对方单家应收债权基本均

超过50万元，根据以往债务重组偿还情况和此次交易对方普通债权清偿方案，结

合交易对方应收账款账龄情况，公司根据谨慎性原则设定其坏账计提比例为75%

，该计提比例大于按账龄分析法综合计提的比例并考虑了未来可收回现金流量现

值，与公司该应收债权实际情况一致。 

（3）报告期内，你公司的多笔重大诉讼、仲裁事项均与客户拖欠货款相关

。请结合公司销售模式、信用政策、期后收款情况等因素，说明对应收账款回

收的监督是否充分，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是否充分，并说明是否符合《企业

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回复： 

1、公司对应收账款回收的监督情况 

一般情况下，公司财务部门加强与客户核对往来账目，确保账务清晰，余额

准确；对账龄拉长的客户，及时通知业务部门，催收账款；根据客户信用风险等

级评价，将客户信用风险等级与发货相结合，提高客户信用风险评价条件，从而



提高客户质量，降低应收账款货款回笼风险。针对信用风险等级高、欠款金额较

大、账龄较长的客户，公司高管也会参与该应收账款的回收事宜，以加强对应收

账款回收的监督和管理。 

近年来，公司高层为进一步加快应收账款的回笼，特别是账龄较长客户的货

款收回，加大了通过法律途径追款的力度，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2、公司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充分性及合理性         

公司应收账款计提坏账准备政策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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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金额 100 万元以上（含）为标准。 

单项金额重大并单

项计提坏账准备的

计提方法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有客观证据表明其发生了减值的，应当根据其未来

现金流量现值低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确认减值损失，个别认定计提坏账

准备，经减值测试后不存在减值的，应当包括在具有类似风险组合特征

的应收款项中计提坏账准备。 

（2）按信用风险特征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 

组合名称 坏账准备计提方法 

账龄分析法组合 账龄分析法 

账龄分析法计提比例 

年限 1年以内 1～2年 2～3年 3～4年 4～5年 5年以上 

计提比例 5% 10% 20% 50% 80% 100% 

（3）单项金额不重大但单独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 

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理由 有客观证据表明其发生减值的 

坏账准备的计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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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应收账款计提坏账准备比例与同行业基本保持一致。应收账款计提坏账

准备第（1）和（3）两种方法，综合计提比例大于等于账龄分析法，公司认为应

收账款采取按单项金额重大或不重大并单独计提坏账准备及按账龄分析法计提

坏账准备，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会计制度的规定。 

本报告期末，公司应收账款原值189,839.85万元，累计计提坏账准备43,094.08

万元，累计计提坏账准备比例22.7%，公司认为应收账款已按上述会计政策充分

计提了相关减值准备。 

 

2、2017年，你公司与客户重庆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钢铁”

）进行了债务重组，于2017年12月26日收到重庆钢铁清偿的股票9,984,901股，并

将其划入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初始成本为

2,146.75万元。本期，你公司对上述金融资产确认公允价值变动损益-209.68万元



。请结合公司风险投资的内控制度、风险控制措施等因素，补充说明你公司对

上述金融资产的持有安排及处置计划。 

回复： 

因公司客户重庆钢铁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进行了重整，根据法院裁定的重整

方案，公司于2017年12月26日收到清偿的重庆钢铁A股股票9,984,901股，根据前

一交易日收盘价2.15元/股，确定初始成本为2,146.75万元。 

在获得清偿股票后，公司高层对重庆钢铁重整后的主营业务持乐观态度，去

年一季度重庆钢铁自身的经营状况也在重整后有显著提升，故未及时就处置该笔

证券投资制订单独的风险投资相关内控制度。 

2018年下半年以来，重庆钢铁A股股价波动较大，尽管重庆钢铁的经营业绩

基本符合预期，但为更好的保障公司和股东的权益，公司于2018年10月22日召开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证券投资管理制度>的议

案》，并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证券投资管理制度》明确公司成立证券投资小

组，由董事长决定、实施具体的证券投资行为，董事会秘书和董事会办公室负责

证券投资的直接管理和具体实施。 

在完善证券投资管理制度后，公司根据今年以来市场行情的变化，灵活对该

股票做出了处置安排，2019年一季度，公司已经累计卖出重庆钢铁A股8,777,400

股，卖出均价2.33元，截至2019年4月22日收盘后仍持有该股1,207,501股。后续

，公司将在合适的情况下，继续择机对该股票进行处置。 

 

3、报告期内，你公司营业外支出中赔付款支出1,263.34万元，上期发生额

为44.17万元。请补充说明公司赔付款大幅增加的原因，是否存在对公司生产经

营构成重大影响的违约或纠纷事项。 

回复： 

（1）报告期，公司赔付款支出1,263.34万元，同比增加1,219.17万元，主要

原因是，由于提供给少量客户的部分产品未达到合同约定的使用质量要求，支付

了相应质量赔偿款项。 

公司已组织质量、销售等部门对相关事项进行分析、调查，相关事项已得到

妥善解决。事后，公司对发现的问题及时进行整改、跟踪和监控，在业务实际开

展过程中，严格按照公司相关规章制度执行，避免相关事项再次发生。 

（2）报告期公司赔付款占利润总额比重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金额/比率 

赔付款支出 1,263.34 

利润总额 26,729.02 

比重 4.73% 

综上所述，报告期公司赔付款主要是由于支付少量客户质量损失所致，同时



该部分支出款占公司利润比重较低，公司认为其属于对生产经营不会构成重大影

响的违约或纠纷事项。 

 

4、报告期内，你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8.63亿元，同比增长37.25%；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以下简称“净利润”）2.25亿元，同比增长915.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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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2.35亿元，同比增长403.20%，年报显示，你公司主要产品的毛利率均有

所下降。请结合公司产品类别、价格走势、成本构成、费用等因素，分析公司

主要产品毛利率下降但净利润和扣非后净利润大幅上升的原因及合理性。 

回复： 

报告期，公司利润指标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年 2017年 同比增加 同比增长 

营业收入 386,309.55  281,462.67  104,846.88  37.25% 

营业成本和税金及附加 276,675.66  200,442.70  76,232.96  38.03% 

毛利润 109,633.89  81,019.97  28,613.92  35.32% 

毛利率 29.22% 29.70%   -0.48% 

销售、管理及研发费用 69,876.78  59,172.09  10,704.69  18.09% 

财务费用 1,891.17  9,177.64  -7,286.47  -79.39% 

影响利润的其他项目 11,219.74  11,395.70  -175.97  -1.54% 

净利润 22,538.97  2,218.85  20,320.12  915.79% 

扣非后净利润 23,466.08  4,663.41  18,802.67  403.20% 

报告期，公司净利润大幅上升，主要是公司毛利润大幅上升和财务费用大幅

下降所致。 

（1）从公司毛利润大幅上升情况来看 

报告期内，公司各大类产品及整体毛利率同比皆呈下降趋势，但毛利率下降

均未超过1%；近年，随着原料市场环保、安全压力的增加，原料价格大幅上升

，公司产品价格随同呈上升趋势，本报告期，公司销量同比上升4.03%，价格上

涨是营业收入上升的主要原因；同时，在公司成本结构中，本报告期，原料成本

比重80.21%，同比上升2.9%，公司原料和产品价格皆呈上升趋势，原料价格涨

幅稍高于产品价格涨幅，公司毛利率稍呈下降趋势，因此，公司销售收入规模的

增加是毛利润增长的主要原因。 

（2）从财务费用下降情况来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年 2017年 同比增加 同比增长 

利息支出 4,449.41 5,370.50 -921.09 -17.15% 

汇兑损益 -2,558.24 3,794.46 -6,352.70 -167.42% 

其他项目 0.00 12.68 -12.68 -100.01% 

合计 1,891.17 9,177.64 -7,286.47 -79.39% 

本报告期，财务费用大幅下降的主要原因是人民币贬值，汇兑收益大幅增长



。 

（3）从公司非经营性损益来看 

2018年公司非经营损失927.11万元，同比减少1,517.44万元，也就是说2018

年扣非净利润同比增额小于净利润同比增额，因此，2018年扣非后净利润同比增

幅小于2018年净利润增幅。 

综上所述，公司认为公司主要产品毛利率下降但净利润和扣非后净利润大幅

上升与公司实际相符。 

 

5、报告期末，你公司预付账款余额为7,341.66万元，较上年末增长89.86%

。请结合公司业务情况说明预付款项大幅增长的原因，公司业务模式和结算模

式是否发生重大变化，如是，请说明变化的具体情况。 

回复： 

报告期末，公司预付账款余额为7,341.66万元，较上年末增加3,474.86万元,

增长89.86%，主要原因是，随着原料市场环保、安全压力的增加，公司所需部分

特级铝矾土、石墨及氧化铝等原料市场紧缺，采购紧张，需预付部分货款进行购

买。 

本报告期，公司业务模式和结算模式未发生重大变化。 

 

6、报告期末，你公司存货余额为12.90亿元，跌价准备余额为104.22万元，

其中，库存商品期末余额为9.47亿元，本期计提了104.22万元跌价准备，计提依

据为定制产品的客户不再收取商品，公司根据可替代产品的可变现净值计提。

请结合公司产品的销售模式、市场需求、销售价格等说明公司是否还存在其他

定制产品跌价的风险及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是否充分。 

回复： 

公司产品实行以销定产模式，按照公司销售管理标准，除实验产品和现款现

货外，所有产品必须签订合同并履行过相关的审批手续后方可下达需求计划，进

行生产，公司库存商品均为有合同约定的存货，是客户生产需耗用的产品。 

定制产品是指公司按照客户提供的模型和技术参数要求进行生产的产品，属

于通常公司客户合同约定生产的产品。本报告期，公司对定制产品的客户不再收

取的商品，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及公司会计制度的相关规定，根据可替代产品

的可变现净值方法，及时计提了相关产品的跌价准备。同时，经测试，对其他库

存商品以合同价为基础并考虑相关税费计算的可变现净值高于库存商品的成本，

未计提跌价准备。  

本报告期，公司产品价格同比呈上升趋势，定制产品相关客户生产有序运行，

所需产品陆续提供，不存在合同约定产品不再收取的情况，定制产品按合同约定

进行发货并结算。因此，公司认为其他定制产品不存在跌价风险，对不再收取的



产品充分计提了跌价准备。 

     

特此公告。 

 

 

 

濮阳濮耐高温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4 月 26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