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002366        证券简称：台海核电        公告编号：2019-054 

  台海玛努尔核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 2019 年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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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海玛努尔核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19年 10 月 14 日

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下发的《关于对台海玛努尔核电设备股份

有限公司 2019 年半年报的问询函》（中小板半年报问询函【2019】第 70 号），现

将有关问题回复如下： 

问题一：关于流动性。（1）报告期末，你公司货币资金余额 1.16 亿元，其

中受限货币资金 1.11 亿元，货币资金受限包括履约保函、银行承兑汇票、信用

证保证金、银行存款冻结。（2）报告期末，你公司应收账款余额 10.46 亿元，

其中应收关联方余额 7.21 亿元。（3）报告期末，你公司短期借款 13.16 亿元，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13.41 亿元，长期借款 3.21 亿元。 

（1）请你公司补充说明你公司报告期内银行货币资金是否存在被冻结的情

形。 

回复： 

报告期末，公司货币资金余额 1.16 亿元，其中受限货币资金 1.11 亿元，受

限货币资金包含被冻结的银行存款 6,508,744.72 元 。 

账户冻结明细：                                           单位：元 

开户行 开户账号 冻结金额 

中国工商银行 

160***818 1,044,805.98 

230***205 843,693.79 

230***394 78.81 

230***530 796.04 

中国建设银行 

370***478 2,058.46 

370***186 2,891,370.82 

370***015 84,687.49 

370***332 12.29 

370***032 0.16 

370***292 2,852.48 



370***478 613.87 

370***752 53,449.87 

370***022 18,930.02 

370***316 24,499.82 

510***417 4,749.08 

510***793 303,474.25 

510***448 5,001.12 

中国银行 
229***394 38,466.43 

219***252 603,221.57 

淄博齐商银行 024***016 2,410.43 

烟台银行 
085***357 5,403.25 

535***322 50,662.65 

中国农业银行 15-***325 345,354.85 

交通银行 
376***729 5,870.10 

376***228 24,898.56 

北京银行 
200***018 7,114.33 

200***348 75,560.32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146***236 20.59 

青岛银行 882***593 56,521.92 

中信银行 811***496 7.20 

华夏银行 126***639 11.47 

渤海银行 
200***138 8,382.58 

200***151 2,409.65 

长城华西银行 
201***594 5.23 

201***998 66.60 

兴业银行 

431***792 1,214.08 

378***954 2.50 

431***181 66.06 

合计  6,508,744.72 

公司账户冻结是因为一级全资子公司烟台台海玛努尔核电设备有限公司与

远东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远东宏信（天津）融资租赁有限公司融资租赁业务原因

导致，冻结账号非公司主要使用账户，对公司影响较小，风险可控，上述所涉及

诉讼事项公司已披露。2019 年 6月公司分别与上述两家公司签订和解协议，2019

年 8 月公司按和解协议还款并办理账户的解封手续。 

（2）结合应收关联方财务情况，补充披露你公司应收关联方的款项是否存

在回收风险，应收关联方款项的坏账准备计提是否充分。 

回复： 

截至目前，应收账款涉及关联方包括烟台市台海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台海集团”）、台海玛努尔核原（上海）能源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



核原”）、烟台玛努尔高温合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玛努尔高温合金”）、烟台

市台海冶金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台海冶金”）等。控股股东台海集团是一

家集新材料研发、核电装备制造、维修、核环保、退役拆解、高新技术孵化于一

体的多元化跨国企业集团，拥有优质技术资源，围绕国内高端装备发展目标，承

接了重大工程项目的牵头制造工作，根据建设需要采购容器类设备及锻件等产

品，台海集团按照要求，授权启动了相关设备及锻件的采购，并与公司签订了采

购合同。截至报告期，台海集团资产总额 67.08 亿元，银行等金融机构负债 44.95

亿元。上海核原致力于核废物处理及核退役相关市场开拓，通过引进、吸收逐步

掌握了使用蒸汽重整装置处理放射性废弃物的技术，通过广泛的宣传和营销，已

经得到国内三大核电下属设计院、核电业主的认可，为尽快实现该技术在我国核

废处理、工艺推广上的应用，上海核原与中核、中广核达成了合作协议，为开拓

并稳定占领市场，快速向客户提供设备及相关服务。截至报告期，上海核原仍处

于项目建设期。玛努尔高温合金属石化装备制造行业，专业致力于各种耐热合金

离心浇铸管和静态铸造件的生产, 产品主要应用于石化、钢铁以及建材等领域，

全套采用了法国玛努尔工业集团的专有技术、工艺设备和专利材料，配备了最先

进的炉管自动化生产线和检验设备，通过法国玛努尔集团的全球销售网络，产品

已销往海外多个国家核地区，国际认可度和出口业绩稳步提升，陆续获得了包括

沙特基础工业、埃森克美孚等全球知名客户的认可和合同，具有强大的市场发展

潜力。截至报告期，玛努尔高温合金资产总额 5.86 亿元，银行等金融机构负债

1.51 亿元。台海冶金主要以冶金技术研发、技术转让，冶金产品及设备研发生

产销售等，其根据自身业务发展需要，与公司签订了采购订单，该公司主要以承

担各类研发项目为主。上述各公司经营正常，产销状况平稳，财务状况良好，相

关货款不存在回收风险。 

公司对包括关联方在内的应收账款按照账龄分析法计提坏账准备。 

采用账龄分析法的应收款项坏账准备计提比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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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同） 5 5 

1-2 年 10 10 

2-3 年 20 20 

3 年以上 50 50 

主要关联方坏账计提明细：                                  单位:元  



序号 关联方 
期末余额 

账龄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1 烟台玛努尔高温合金有限公司 342,385,475.94 17,119,273.80 1年以内 

2 烟台市台海冶金科技有限公司 1,261,081.12 63,054.06 1年以内 

3 
台海玛努尔核原（上海）能源设

备有限公司 
29,496,837.61 1,474,841.88 1年以内 

4 烟台市台海集团有限公司 237,593,852.29 11,879,692.61 1年以内 

合计   610,737,246.96 30,536,862.35   

截止报告期关联方应收账款账龄均为 1年以内，公司按照会计准则计提坏账

准备。因此，公司对关联方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充分。 

（3）请你公司结合期末货币资金、应收账款期后回款情况，上述负债期后

还款计划，补充说明你公司是否存在流动性风险，你公司是否对此进行充分的

风险提示。 

回复： 

报告期末公司货币资金余额 1.16 亿元，应收账款余额 10.46 亿元。公司产

品客户多为国企、央企等大型企业，信用好支付能力强，但这些企业因内部审批

复杂，货款结算期较长。应收账款期后回款 1.68 亿元。应收款回收不存在风险。 

报告期公司短期借款 13.16 亿元、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13.41 亿元和长

期借款 3.21 亿元为银行、融资租赁公司借款，借入款项主要是为满足公司日常

生产经营需要。目前公司统筹安排收支，以按时偿还到期借款为目标，但因建造

合同确认收入时间与应收款回款时间不匹配且回款周期较长，公司流动性受到一

定影响。公司在《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问询函回复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49）

中对短期资金流动性紧张，短期偿债能力较弱的情形进行了风险提示。 

报告期末，公司短期借款 13.16 亿元，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13.41 亿元，

长期借款 3.21 亿元，其中银行借款 25.17 亿元，因与银行已有多年良好合作基

础，业务到期后可办理展期、续贷；融资租赁借款 4.61 亿元，已通过政府纾困

资金协商新的还款计划，目前已达成方案，在部分还款后对剩余借款进行展期。

目前，公司业务正常，并采取多种措施引入增量资金，增强短期偿债能力，流动

性风险可控。 

公司通过多种措施积极筹措资金，保证实现按期还款计划，缓解流动性压力： 

（1）加大销售回款的催收力度；（2）对于银行融资业务，因多年良好的合

作关系，业务到期可及时办理续贷，保持良性循环；（3）对于融资租赁业务，按



照债务还款计划，与租赁公司协商调整还款时间及金额，通过多种方式调整业务；

（4）向地方政府申请纾困资金用于解决短期流动性困难；（5）优化融资结构，

合理调配资金。 

 

问题二：关于存货。（1）报告期末，你公司建造合同形成的已完工未结算

资产余额 19.46 亿元。（2）2018 年 12 月 13 日，你公司披露《关于签署重大合

同补充协议暨关联交易（增加）的公告》，称现因项目建设需要，公司拟与控股

股东烟台市台海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台海集团”）签署重大合同补充协议，

增加提供容器锻件等产品，预计增加 22 亿元，总金额不超过 58.5 亿元。（3）

报告期末，你公司控股股东台海集团持有公司股权全部被冻结，股权质押比例

达 94%。 

（1）请你公司补充说明建造合同形成的已完工未结算资产余额的明细情

况，包括但不限于客户名称、报告期内余额变动情况、合同执行进展情况。 

回复： 

已完工未结算资产余额的明细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客户名称 
余额变动

情况 

已完工未结

算资产 
合同进展情况 

容器设备及锻件 烟台市台海集团有限公司 14,769.86  114,448.20   电渣、锻造工序 

（2）你公司是否对上述重大合同的进展情况履行及时的信息披露义务，包

括但不限于临时报告和定期报告。 

回复：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2018 年第一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

2017 年度签署重大合同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于 2018 年 1月 6日披露了《关

于 2017 年度签署重大合同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04）。公司第

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2018 年第四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签署重大合同

补充协议暨关联交易（增加）的议案》，公司于 2018 年 12 月 13日披露了《关于

签署重大合同补充协议暨关联交易（增加）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113）。 

（3）上述重大合同从签订到目前的执行情况，包括但不限于合同进度、收

入结转情况、回款情况等。 

回复： 



重大合同从签订到目前的执行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完工进度 收入结转情况 回款情况 

容器设备及锻件  38.07% 187,504.66  47,635.35  

（4）结合你公司控股股东财务状况、股权被冻结情况，补充说明上述重大

合同执行是否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并说明依据以及合理性。 

回复： 

经了解，截至报告期，台海集团资产总额 67.08 亿元，银行等金融机构负债 

44.95 亿元。负债以股票质押融资为主要手段，存在因利息拖欠，股权被冻结情

形。台海集团为产业战略布局，投入大额资金，又因产业投资回收期普遍较长，

受到全球经济下滑等因素影响，融资渠道受阻，出现短期流动性问题。为此，台

海集团多方协商，得到包括地方政府在内的多方支持，流动性问题正逐步得到缓

解。 

目前，台海集团建立了由核电高端装备制造版块、核电运营版块、核环保版

块、石化装备版块、海洋装备版块、技术支持版块、海外版块组成的产业集群。

走出了一条由高端材料制造、高端装备制造构建的核岛主设备制造体系，同时参

与到核电站的建设、安装以及运营、维护的完整的核产业链之路。另外先进的材

料工艺也为企业产品升级和推进高附加值产品业务发展奠定了基础。 

目前，台海集团正积极推动项目建设单位加快了项目进程，最终用户也在积

极地推进各项筹备工作，进展较为顺利。 

上述重大合同的履行可靠，不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问题三：关于控股股东增资情况。（1）2018 年 12 月 12 日，你公司披露公

告，称控股股东台海集团与中核香港产业基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核香港

产业基金”）于 2018 年 12 月 10 日签署了相关增资扩股协议。（2）7 月 15日早

间，你公司对外披露关于控股股东签署《投资意向书》的公告，台海集团近日

与四家投资机构分别签署了《投资意向书》，四家投资机构拟以现金增资的方式

对台海集团增资，预计增资金额为 50 亿元。请你公司补充披露上述增资截止目

前的进展情况，上述增资完成后，你公司控制权是否可能发生变更。 

回复： 

（1）2018 年 12 月 10 日台海集团与中核香港产业基金有限公司签订《增资



扩股协议》，约定增资 15 亿港币购买台海集团的 48.19%股权，公司于 2018 年 12

月 12 日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签署<增资扩股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8-110）。之后台海集团根据与中核香港签署的《增资扩股协议》约定，完成

了股权登记变更，中核香港产业基金有限公司变为台海集团的单一最大股东方，

公司于 2018 年 12月 24 日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公

告编号：2018-115）。截至目前，台海集团共收到中核香港产业基金有限公司 4.5

亿港币资金。由于《增资扩股协议》相关事项双方尚未达成一致，剩余增资款尚

未收到，台海集团正在积极与相关方进行协商。后续协商事项及款项收回情况如

发生变更，公司将严格按照监管要求及时合规披露。 

（2）截止目前，上述部分投资机构已进行现场尽职调查工作，具体实施方

案尚在协商，《投资意向书》付诸实施以及实施过程中存在变动的可能性。投资

金额、合作方式、合作内容等最终条款将根据各方谈判结果以最终签订的投资协

议为准。公司将密切关注协议所涉后续事项的进展，如后续进展涉及本公司，公

司将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履行公司决策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按照台海集团与投资方的初步谈判结果，上述投资机构相互不构成一致行动

人关系，且认可王雪欣及其一致行动人对台海集团及公司的实际控制地位，台海

集团暂不存在控制权发生变更情形。 

 

问题四：报告期末，你公司其他非流动资产-预付设备款 3.7 亿元，其他非

流动资产-预付土地出让保证金 1.32 亿元。请你公司补充说明上述预付款的具

体情况，包括但不限于预付项目情况、预付款对象、款项账龄及原因、预计结

转时间，预付款对象与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董监高人员是否存

在关联关系。 

回复： 

（1）公司预付苏美达国际技术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美达）2.7 亿

元设备款，账龄为 1-2 年。因我公司需要进口专用定制设备，苏美达为我国专业

的进出口代理商，所以公司与其签订进口代理协议，由其作为我公司进口设备进

口代理，其在收到公司支付的相应款项后支付合同规定的电汇和（或者）收到公

司支付的保证金后开立信用证给国外设备生产商。因本次采购设备制造周期较



长，预计将在 2021 年完成结算。苏美达系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下属苏美

达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600710）的子公司。 

（2）公司预付烟台市莱山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1.2 亿元土地出让定金，

账龄为 1-2 年。为公司重型装备组装基地与工程化科研基地等项目储备用地，公

司将通过“招、拍、挂”的方式取得项目所需建设用地使用权，项目预计将于

2021 年底之前完成。 

（3）公司预付其他公司账款合计 1亿元，账龄 1-3 年。主要为公司在建工

程项目预付款项，公司根据项目进度支付进度款，因在建工程尚未完工结算，形

成上述预付账款，公司将根据实际项目进度情况陆续完成结算。 

经查，上述预付款对象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董监高人员不存在

关联关系。 

 

问题五：报告期末，你公司其他流动资产-建造合同下计提的销项税余额

3.47 亿元，请你公司补充说明上述款项的形成原因、会计处理、期后结转的会

计处理等。 

回复： 

建造合同的主要特点为：建造合同先有买主(即客户)，后有标的(即产品)，

产品的造价在签订合同时已经确定。产品的生产周期长，往往跨越一个或几个会

计年度。所建造的产品通常规模大，价值高。建造合同一般为不可取消的合同，

其产品为客户单独设计，单独定制，属于非标准产品。我公司将签订的符合上述

特点的合同按建造合同准则核算，采用完工百分比法确认收入，即以实际已发生

成本占合同预计总成本的比例确定完工进度，用合同金额乘以完工进度确认收

入，用收入乘以增值税税率确认应交税费，同时确认其他流动资产。公司对建造

合同的结算是按照合同约定的结算节点确定，达到合同约定的结算节点后，公司

确认相应的应收账款，冲减前期按进度确认的进度收入，同时冲减其他流动资产。

具体会计处理如下： 

按完工进度确认收入时： 

    借：进度收入 

        其他流动资产—未开票销项税 



      贷：主营业务收入 

          应交税费—待转销项税额 

按合同约定节点结算时： 

   借：应收账款 

     贷：应交税费—已开票销项税 

         进度收入 

   借：应交税费—待转销项税额 

     贷：其他流动资产—未开票销项税 

 

特此公告。 

 

台海玛努尔核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 10 月 31 日 


	台海玛努尔核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19年10月14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下发的《关于对台海玛努尔核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半年报的问询函》（中小板半年报问询函【2019】第70号），现将有关问题回复如下：
	问题一：关于流动性。（1）报告期末，你公司货币资金余额1.16亿元，其中受限货币资金1.11亿元，货币资金受限包括履约保函、银行承兑汇票、信用证保证金、银行存款冻结。（2）报告期末，你公司应收账款余额10.46亿元，其中应收关联方余额7.21亿元。（3）报告期末，你公司短期借款13.16亿元，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13.41亿元，长期借款3.21亿元。
	（1）请你公司补充说明你公司报告期内银行货币资金是否存在被冻结的情形。
	回复：
	报告期末，公司货币资金余额1.16亿元，其中受限货币资金1.11亿元，受限货币资金包含被冻结的银行存款6,508,744.72元 。
	账户冻结明细：                                           单位：元
	公司账户冻结是因为一级全资子公司烟台台海玛努尔核电设备有限公司与远东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远东宏信（天津）融资租赁有限公司融资租赁业务原因导致，冻结账号非公司主要使用账户，对公司影响较小，风险可控，上述所涉及诉讼事项公司已披露。2019年6月公司分别与上述两家公司签订和解协议，2019年8月公司按和解协议还款并办理账户的解封手续。
	（2）结合应收关联方财务情况，补充披露你公司应收关联方的款项是否存在回收风险，应收关联方款项的坏账准备计提是否充分。
	回复：
	截至目前，应收账款涉及关联方包括烟台市台海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台海集团”）、台海玛努尔核原（上海）能源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核原”）、烟台玛努尔高温合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玛努尔高温合金”）、烟台市台海冶金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台海冶金”）等。控股股东台海集团是一家集新材料研发、核电装备制造、维修、核环保、退役拆解、高新技术孵化于一体的多元化跨国企业集团，拥有优质技术资源，围绕国内高端装备发展目标，承接了重大工程项目的牵头制造工作，根据建设需要采购容器类设备及锻件等产品，台海集团按照要...
	公司对包括关联方在内的应收账款按照账龄分析法计提坏账准备。
	采用账龄分析法的应收款项坏账准备计提比例如下：
	主要关联方坏账计提明细：                                  单位:元
	截止报告期关联方应收账款账龄均为1年以内，公司按照会计准则计提坏账准备。因此，公司对关联方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充分。
	（3）请你公司结合期末货币资金、应收账款期后回款情况，上述负债期后还款计划，补充说明你公司是否存在流动性风险，你公司是否对此进行充分的风险提示。
	回复：
	报告期末公司货币资金余额1.16亿元，应收账款余额10.46亿元。公司产品客户多为国企、央企等大型企业，信用好支付能力强，但这些企业因内部审批复杂，货款结算期较长。应收账款期后回款1.68亿元。应收款回收不存在风险。
	报告期公司短期借款13.16亿元、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13.41亿元和长期借款3.21亿元为银行、融资租赁公司借款，借入款项主要是为满足公司日常生产经营需要。目前公司统筹安排收支，以按时偿还到期借款为目标，但因建造合同确认收入时间与应收款回款时间不匹配且回款周期较长，公司流动性受到一定影响。公司在《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问询函回复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49）中对短期资金流动性紧张，短期偿债能力较弱的情形进行了风险提示。
	报告期末，公司短期借款13.16亿元，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13.41亿元，长期借款3.21亿元，其中银行借款25.17亿元，因与银行已有多年良好合作基础，业务到期后可办理展期、续贷；融资租赁借款4.61亿元，已通过政府纾困资金协商新的还款计划，目前已达成方案，在部分还款后对剩余借款进行展期。目前，公司业务正常，并采取多种措施引入增量资金，增强短期偿债能力，流动性风险可控。
	公司通过多种措施积极筹措资金，保证实现按期还款计划，缓解流动性压力：
	（1）加大销售回款的催收力度；（2）对于银行融资业务，因多年良好的合作关系，业务到期可及时办理续贷，保持良性循环；（3）对于融资租赁业务，按照债务还款计划，与租赁公司协商调整还款时间及金额，通过多种方式调整业务；（4）向地方政府申请纾困资金用于解决短期流动性困难；（5）优化融资结构，合理调配资金。
	问题二：关于存货。（1）报告期末，你公司建造合同形成的已完工未结算资产余额19.46亿元。（2）2018年12月13日，你公司披露《关于签署重大合同补充协议暨关联交易（增加）的公告》，称现因项目建设需要，公司拟与控股股东烟台市台海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台海集团”）签署重大合同补充协议，增加提供容器锻件等产品，预计增加22亿元，总金额不超过58.5亿元。（3）报告期末，你公司控股股东台海集团持有公司股权全部被冻结，股权质押比例达94%。
	（1）请你公司补充说明建造合同形成的已完工未结算资产余额的明细情况，包括但不限于客户名称、报告期内余额变动情况、合同执行进展情况。
	回复：
	已完工未结算资产余额的明细情况：                      单位：万元
	（2）你公司是否对上述重大合同的进展情况履行及时的信息披露义务，包括但不限于临时报告和定期报告。
	回复：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2018年第一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2017年度签署重大合同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于2018年1月6日披露了《关于2017年度签署重大合同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04）。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2018年第四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签署重大合同补充协议暨关联交易（增加）的议案》，公司于2018年12月13日披露了《关于签署重大合同补充协议暨关联交易（增加）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113）。
	（3）上述重大合同从签订到目前的执行情况，包括但不限于合同进度、收入结转情况、回款情况等。
	回复：
	重大合同从签订到目前的执行情况：                      单位：万元
	（4）结合你公司控股股东财务状况、股权被冻结情况，补充说明上述重大合同执行是否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并说明依据以及合理性。
	回复：
	经了解，截至报告期，台海集团资产总额67.08亿元，银行等金融机构负债 44.95亿元。负债以股票质押融资为主要手段，存在因利息拖欠，股权被冻结情形。台海集团为产业战略布局，投入大额资金，又因产业投资回收期普遍较长，受到全球经济下滑等因素影响，融资渠道受阻，出现短期流动性问题。为此，台海集团多方协商，得到包括地方政府在内的多方支持，流动性问题正逐步得到缓解。
	目前，台海集团建立了由核电高端装备制造版块、核电运营版块、核环保版块、石化装备版块、海洋装备版块、技术支持版块、海外版块组成的产业集群。走出了一条由高端材料制造、高端装备制造构建的核岛主设备制造体系，同时参与到核电站的建设、安装以及运营、维护的完整的核产业链之路。另外先进的材料工艺也为企业产品升级和推进高附加值产品业务发展奠定了基础。
	目前，台海集团正积极推动项目建设单位加快了项目进程，最终用户也在积极地推进各项筹备工作，进展较为顺利。
	上述重大合同的履行可靠，不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问题三：关于控股股东增资情况。（1）2018年12月12日，你公司披露公告，称控股股东台海集团与中核香港产业基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核香港产业基金”）于2018年12月10日签署了相关增资扩股协议。（2）7月15日早间，你公司对外披露关于控股股东签署《投资意向书》的公告，台海集团近日与四家投资机构分别签署了《投资意向书》，四家投资机构拟以现金增资的方式对台海集团增资，预计增资金额为50亿元。请你公司补充披露上述增资截止目前的进展情况，上述增资完成后，你公司控制权是否可能发生变更。
	回复：
	（1）2018年12月10日台海集团与中核香港产业基金有限公司签订《增资扩股协议》，约定增资15亿港币购买台海集团的48.19%股权，公司于2018年12月12日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签署<增资扩股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110）。之后台海集团根据与中核香港签署的《增资扩股协议》约定，完成了股权登记变更，中核香港产业基金有限公司变为台海集团的单一最大股东方，公司于2018年12月24日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115）。截至目前，台海集团共收到中核...
	（2）截止目前，上述部分投资机构已进行现场尽职调查工作，具体实施方案尚在协商，《投资意向书》付诸实施以及实施过程中存在变动的可能性。投资金额、合作方式、合作内容等最终条款将根据各方谈判结果以最终签订的投资协议为准。公司将密切关注协议所涉后续事项的进展，如后续进展涉及本公司，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履行公司决策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按照台海集团与投资方的初步谈判结果，上述投资机构相互不构成一致行动人关系，且认可王雪欣及其一致行动人对台海集团及公司的实际控制地位，台海集团暂不存在控制权发生变更情形。
	问题四：报告期末，你公司其他非流动资产-预付设备款3.7亿元，其他非流动资产-预付土地出让保证金1.32亿元。请你公司补充说明上述预付款的具体情况，包括但不限于预付项目情况、预付款对象、款项账龄及原因、预计结转时间，预付款对象与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董监高人员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回复：
	（1）公司预付苏美达国际技术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美达）2.7亿元设备款，账龄为1-2年。因我公司需要进口专用定制设备，苏美达为我国专业的进出口代理商，所以公司与其签订进口代理协议，由其作为我公司进口设备进口代理，其在收到公司支付的相应款项后支付合同规定的电汇和（或者）收到公司支付的保证金后开立信用证给国外设备生产商。因本次采购设备制造周期较长，预计将在2021年完成结算。苏美达系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下属苏美达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600710）的子公司。
	（2）公司预付烟台市莱山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1.2亿元土地出让定金，账龄为1-2年。为公司重型装备组装基地与工程化科研基地等项目储备用地，公司将通过“招、拍、挂”的方式取得项目所需建设用地使用权，项目预计将于2021年底之前完成。
	（3）公司预付其他公司账款合计1亿元，账龄1-3年。主要为公司在建工程项目预付款项，公司根据项目进度支付进度款，因在建工程尚未完工结算，形成上述预付账款，公司将根据实际项目进度情况陆续完成结算。
	经查，上述预付款对象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董监高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问题五：报告期末，你公司其他流动资产-建造合同下计提的销项税余额3.47亿元，请你公司补充说明上述款项的形成原因、会计处理、期后结转的会计处理等。
	回复：
	建造合同的主要特点为：建造合同先有买主(即客户)，后有标的(即产品)，产品的造价在签订合同时已经确定。产品的生产周期长，往往跨越一个或几个会计年度。所建造的产品通常规模大，价值高。建造合同一般为不可取消的合同，其产品为客户单独设计，单独定制，属于非标准产品。我公司将签订的符合上述特点的合同按建造合同准则核算，采用完工百分比法确认收入，即以实际已发生成本占合同预计总成本的比例确定完工进度，用合同金额乘以完工进度确认收入，用收入乘以增值税税率确认应交税费，同时确认其他流动资产。公司对建造合同的结算是按...
	按完工进度确认收入时：
	借：进度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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