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002366       证券简称：台海核电      公告编号：2020-061 

台海玛努尔核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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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2020 年 9 月 22

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台海玛努尔核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半年

报的问询函》（中小板半年报问询函【2020】第 11号），现将有关问题回复如下： 

问题 1、报告期末，你公司货币资金余额 8,897万元，其中被司法冻结 1,806

万元，用于银行承兑汇票保证金、保函保证金、信用证保证金及其他保证金 3,067

万元，应收账款期末账面价值 9.32 亿元。报告期末短期借款余额 14.18 亿元，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13.19 亿元。截至 2020年 6 月 30日，已逾期未偿还的

短期借款总额 6.84 亿元。请你公司：（1）补充说明报告期末你公司银行账户被

冻结情况，被冻结银行账户是否属于你公司主要银行账户，对你公司生产经营是

否会产生重大影响，上述事项是否导致你公司触及本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

年 11 月修订）》第 13.3.1 条第一款、第二款的风险警示情形；（2）结合你公司

报告期末货币资金余额、应收账款回款情形、报告期内经营性现金流情况，补充

说明你公司是否具备银行借款偿付能力，公司是否存在流动性风险，你公司是否

对此做充分的风险提示。（3）结合上述分析、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情况，补充说明

你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是否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回复： 

一、补充说明报告期末你公司银行账户被冻结情况，被冻结银行账户是否属

于你公司主要银行账户，对你公司生产经营是否会产生重大影响，上述事项是否

导致你公司触及本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 年 11 月修订）》第 13.3.1 条第一

款、第二款的风险警示情形； 

1、账户冻结情况 

单位：万元（以下表格同） 

单位名称 银行名称 账户性质 期末受限金额 



单位名称 银行名称 账户性质 期末受限金额 

台海玛努

尔核电设

备股份有

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眉山分行营业

部 
基本存款账户 0.00 

北京银行济南分行 一般存款账户 0.71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分行营业部 一般存款账户 0.00 

烟台福山珠江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一般存款账户 0.04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眉山青神支行 一般存款账户 0.00 

青岛银行烟台分行 
非预算单位专

用存款账户 
0.00 

小计 0.75 

烟台台海

玛努尔核

电设备有

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分行 基本存款账户 411.65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行 一般存款账户 8.78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历城支行 一般存款账户 0.18 

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分行 一般存款账户 0.34 

德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分行 一般存款账户 0.00 

恒丰银行莱山支行 一般存款账户 0.22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分行营业部 一般存款账户 0.41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大街 一般存款账户 0.00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莱山支行 一般存款账户 0.08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分行 一般存款账户 0.53 

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分行 一般存款账户 0.01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分行 一般存款账户 0.78 

烟台福山珠江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一般存款账户 71.40 

烟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贸大厦支行 一般存款账户 0.70 

烟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招远支行 一般存款账户 0.54 

中国光大银行烟台凤凰台支行 一般存款账户 117.53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莱山支行 一般存款账户 747.67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南大街支

行 
一般存款账户 0.21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莱山支行 一般存款账户 0.1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分行 一般存款账户 56.61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莱山支行 一般存款账户 148.5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莱山支行 一般存款账户 12.8 

山东齐丰村镇银行 一般存款账户 0.8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分行 外币户 38.1 

中国民生银行烟台分行 一般存款账户 0 

淄博齐商银行 一般存款账户 1.29 

建行莱山支行 外币户 54.87 

中行莱山支行 外币户 0.33 

建行莱山支行 外币户 1.89 

小计 1,676.32 



单位名称 银行名称 账户性质 期末受限金额 

德阳台海

核能装备

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德阳旌阳支行 基本存款账户 25.45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德阳分行 一般存款账户 12.02 

长城华西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德阳高新科技

支行 
一般存款账户 0.01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德阳经开区支

行 
一般存款账户 0.23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德阳分行 一般存款账户 17.56 

小计 55.27 

德阳万达

重型机械

设备制造

有限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德阳庐山路支

行 
基本存款账户 36.93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德阳分行 一般存款账户 0.00 

长城华西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德阳高新科技

支行 
一般存款账户 0.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德阳城南支行 一般存款账户 0.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德阳东汽支行 一般存款账户 0.0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德阳经开区支

行 
一般存款账户 0.00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德阳分行 一般存款账户 31.31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德阳岷江西路支行 一般存款账户 5.42 

小计 73.66 

合计 1,806.00 

2、对于被冻结账户是否属于公司主要银行账户的判断及对公司生产经营产

生重大影响 

基本存款账户通常认为系公司主要银行账户，基本存款账户被冻结会导致公

司无法提取现金，但公司目前资金支付主要采用银行转账、汇款、支票、本票等

方式，因此基本存款账户被冻结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的影响较小。母公司台海核

电的注册地位于四川省青神县黑龙镇，而公司实际经营地位于山东省烟台市莱山

经济开发区；母公司基本存款账户位于四川眉山，公司考虑便捷性、时间以及成

本等因素，未将该基本账户作为公司日常经营活动中的主要账户使用。 

一般存款账户通常不被认为系公司主要银行账户。报告期末，公司被司法冻

结的一般存款账户金额合计 1806.28 万元，占期末货币资金余额的 20.31%，占

公司最近一期（2020 年 6月 30日）未经审计归属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 0.84%。

公司一般存款账户被冻结金额占公司净资产比例较小，被冻结一般存款账户不是

公司主要银行账户。一般存款账户被冻结对公司资金的周转产生一定影响，但公

司目前仍可以通过其他未被冻结的一般存款账户进行日常结算业务，暂不会对公

司的正常运行、经营管理造成实质影响。 



非预算单位专用存款账户通常不被认为系公司主要银行账户。非预算单位专

用存款账户是对特定用途资金进行专项管理和使用而开立的银行结算账户，公司

被司法冻结的非预算单位专用存款账户金额为 0.00 元，公司在日常经营管理中

极少使用该账户，因此被冻结的非预算单位专用存款账户不是公司主要账户。 

外币账户通常不被认为系公司主要银行账户。公司被司法冻结的外币账户合

计 95.19 万元，占期末货币资金余额的 1.07%，占公司最近一期（2020 年 6 月

30日）未经审计归属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 0.04%。公司被冻结金额占公司净资

产比例较小，因此被冻结一般存款账户不是公司主要银行账户。企业日常发生的

外币业务较少，且发生金额较小，暂不会对公司的正常运行、经营管理产生影响。 

3、是否导致公司触及贵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年 11月修订）》第 13.3.1

条第一款、第二款的风险警示情形。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 年 11 月修订）》第 13.3.1 条规定

原文如下： 

上市公司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本所有权对其股票交易实行其他风险警示： 

公司生产经营活动受到严重影响且预计在三个月以内不能恢复正常； 

公司主要银行账号被冻结；  

公司董事会无法正常召开会议并形成董事会决议； 

公司向控股股东或者其关联人提供资金或者违反规定程序对外提供担保且

情形严重的； 

本所认定的其他情形。 

公司被冻结的银行账户非公司主要银行账户，银行账户被冻结事项对公司资

金的周转产生一定影响，暂未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截至本函回复日，

暂未出现贵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 年 11 月修订）》第 13.3.1 第一款、第二

款规定的情形，尚未触发对公司股票交易实行其他风险警示。 

但随着账户冻结时间延续及公司其他账户可能被进一步冻结，可能对公司的

生产经营等造成实质性不利影响，存在最终可能导致公司发生《股票上市规则

（2018 年 11月修订）》第 13.3.1第一款、第二款规定情形的风险。 

二、结合你公司报告期末货币资金余额、应收账款回款情形、报告期内经营

性现金流情况，补充说明你公司是否具备银行借款偿付能力，公司是否存在流动



性风险，你公司是否对此做充分的风险提示。 

截止报告期末，公司货币资金余额 8,897.37 万元，报告期应收账款回款

30,031 万元，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791.14万元。公司目前存在一定

银行借款偿付压力，但尚有一定的短期偿债能力，存在一定短期流动性风险。 

公司根据目前存在的债务风险已采取以下措施用于缓解风险： 

（1）加强与各债权银行的有效沟通。在政府的支持及帮扶下，公司积极与

各债权银行保持沟通，续贷保障工作正平稳进行，积极协调部分银行调减相关贷

款利息；公司正在与债权银行协商将部分 2020 年到期的短期借款调整为中长期

借款，提升与公司经营周期的匹配度。 

（2）通过与债权人探讨债转股、债务重组等形式，多渠道、多方式解决逾

期借款问题，降低逾期借款对公司持续经营造成的不利影响。 

（3）通过股权融资、融资置换等方式，拓宽融资渠道，增加公司现金流入，

提高公司的偿债能力。 

（4）加大应收账款的催收工作，加快公司的资金回笼。与相关行业的优势

企业合作，拓宽民用产品市场，增加经营活动现金流入，提高公司的偿债能力。 

通过上述措施的实施，截至本函回复日，公司虽存在较大的逾期借款，但与

各债权银行保持了良好的业务沟通，各债权银行不存在恶意抽贷、断贷情况，公

司目前仍保持正常生产经营，逾期借款事项未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造成严重影

响。 

公司已经在《关于子公司部分债务逾期及累计涉及诉讼事项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0-034）、《关于子公司部分债务逾期及累计涉及诉讼事项的补充公告 》

（公告编号：2020-036）、《关于公司新增债务逾期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0-041）、《关于新增诉讼及诉讼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0-050）、《关

于公司新增债务逾期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51）进行了充分的风险提示。 

三、结合上述分析、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情况，补充说明你公司的持续经营能

力是否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基于下述理由和应对措施，公司认为虽然存在大额到期未偿付的债务、部分

银行账户被司法冻结等事项对持续经营能力产生了一定影响，但按照持续持续经

营假设编制财务报表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具备持续经营能力。 



1、公司主要财务指标情况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资产负债率为 65.28%，流动比率 87.05%，公司资产负

债率等偿债能力指标尚未完全恶化，尚有一定的短期偿债能力。 

2、报告期内公司业务正常开展 

报告期内公司正常生产，因受近年国家新增大型核电建设项目放缓影响，公

司核电行业订单减少，但民用业务与去年基本持平。 

3、积极与金融机构债权人协商，保持债务结构的稳定 

公司在政府的支持及帮扶下，协调各债权银行不压贷、不抽贷、不断贷，目

前续贷保障工作平稳推进。报告期内，面对资金紧缺、融资环境恶劣、金融机构

起诉等诸多问题，公司与金融机构保持良好的信息沟通，维护稳定的业务合作关

系，积极配合其做好贷后工作。 

公司正积极与相关债权人及诉讼相对方沟通协商，力求尽快解封相关账户。 

4、积极开拓其他产品市场 

针对核电行业项目迟缓的情况，利用自身制造能力和技术优势，积极拓展其

他产品。2020 年 1 月，公司与烟台杰瑞石油装备技术有限公司合资成立烟台杰

海机械制造有限公司，生产其所需的关键产品；截至本函回复日，烟台杰海机械

制造有限公司与公司子公司烟台台海玛努尔核电设备有限公司已经签订 668.4

万元合同。 

5、公司管理层及关键管理人员相对稳定 

公司董事会正常召开并可形成决议，管理层仍然保持公司日常运营；公司管

理层及关键管理人员相对稳定。截至本函回复日，上述情况仍未发生重大变化。 

6、根据公司战略发展及优化产业布局需要，公司二级全资子公司烟台台海

玛努尔智能装备有限公司与青岛军民融合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烟台国丰投资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共同出资成立的合资公司，其中青岛军民融合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的

投资款已陆续到位。 

随着合作的推进，青岛军民融合发展集团有限公司通过融资租赁已给予企业

7600万资金支持。 

7、政府补助情况 

本期公司收到政府补助 640万元。 



 

问题 2、报告期末，你公司应收账款期末余额 11.27 亿元，坏账准备 1.95

亿元。对关联方烟台市台海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台海集团”）、 烟台玛

努尔高温合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烟台玛努尔”）应收账款期末余额分别为

1.24 亿元、4.3亿元，坏账准备余额分别为 0.15亿元、0.24亿元。请你公司：

（1）补充说明你公司非关联方应收账款期末余额情况，坏账准备计提情况，报

告期内回款情况，结合前十大非关联方期末余额情况、报告期内收入确认、回款

情况，补充说明你公司对非关联方应收账款的催收情况，并说明非关联方应收账

款期末坏账准备计提是否充分。（2）结合台海集团、烟台玛努尔的经营情况、

征信情况、报告期内关联方收入确认、回款情况，补充说明上述关联方应收账款

坏账准备计提是否充分、合理。 

回复： 

一、补充说明你公司非关联方应收账款期末余额情况，坏账准备计提情况，

报告期内回款情况，结合前十大非关联方期末余额情况、报告期内收入确认、回

款情况，补充说明你公司对非关联方应收账款的催收情况，并说明非关联方应收

账款期末坏账准备计提是否充分。 

1、非关联方应收账款 

分类 期末余额 坏账准备 期末净值 报告期回款 

应收账款 50,979.01  15,073.51  35,905.50  14,474.04 

2、前十大非关联方应收账款  

序

号 
单位名称 期末余额 坏账准备 账龄 期末净值 

报告期确

认收入 

报告期回

款 

1 

二重集团德阳进

出口有限责任公

司 

12,607.29  6,303.64  2-3 年 6,303.64      

2 

北京壹诺航装新

材料技术有限公

司 

7,747.00  1,549.40  2-3 年 6,197.60      

3 

天津纺织集团进

出口股份有限公

司 

3,700.33  1,850.16  2-3 年 1,850.16      

4 
中国核动力研究

设计院 
2,880.78  288.08  1 年以内 2,592.70  88.5   

5 
吉林中意核管道

制造有限公司 
2,742.95  137.15  1 年以内 2,605.80      

6 
沈阳鼓风机集团

核电泵业有限公
2,473.36  123.67  1 年以内 2,349.70     1,119.5 



司 

7 

中国船舶重工集

团有限公司第七

一九研究所 

2,216.98  110.85  1 年以内 2,106.13  2,075.47   

8 
江油市长祥特殊

钢制造有限公司 
1,937.15  209.11  1-2 年 1,728.04      

9 
中国中原对外工

程有限公司 
1,431.75  286.35  2-3 年 1,145.40      

10 
四川先易达农化

有限公司 
832.60  41.63 1 年以内  790.97 1,352.98 491.18 

  合计 38,570.18  10,900.04   27,670.14  3,516.95  1,610.68 

针对公司目前销售欠款，公司采取多途径及多种催收措施； 

（1）烟台市发改委联合莱山区政府成立工作专班，设立清欠资金小组，协

助公司追索应收账款，对大客户联合发文、上门拜访等。 

（2）公司领导亲自拜访公司主要欠款客户。 

（3）销售人员多途径、多次对欠款客户进行催收。 

（4）对于长期未回款客户，公司已采取法律措施进行催收。 

公司坏账准备计提方法： 

（1）对非关联方应收账款先进行单项分析，根据非关联方信用风险及历史

回款情况，综合判断，存在特别的信用风险的应收账款单独计提坏账准备。前十

大客户中存在特别信用风险的应收账款情况如下： 

对二重集团德阳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天津纺织集团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的

东方戈壁项目、丝绸之路项目 2019 年度处于停滞状态，且受境外新冠肺炎疫情

以及 国际局势影响，同时银行结算通道暂停业务办理，应收账款回收存在一定

风险。因对预期未来现金流量具有不利影响的一项或多项事件发生，该应收账款

成为已发生信用减值的资产。截至本问询函回复之日，该项目尚未取得其他回款。 

综合考虑项目情况和应收账款的可回收性，对考虑到上述应收账款信用风险已发

生，管理层按照单项进行减值测试，估计预计损失率 50%，对应收账款坏账准备

计提充分、谨慎。 

（2）对于单项分析无特别减值风险的应收账款，将其计入账龄组合计提坏

账准备（1 年以内按 5%计提；1-2 年按 10%计提；2-3 年按 20%；3 年以上按 50%

计提）。 

公司已按应收账款坏账准备相关会计政策规定充分计提了非关联方应收账



款坏账准备。 

 

二、结合台海集团、烟台玛努尔的经营情况、征信情况、报告期内关联方收

入确认、回款情况，补充说明上述关联方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是否充分、合理。 

1、报告期内关联方应收账款的变动情况 

名称 期初余额 本期增加 本期收回 期末余额 

烟台玛努尔高温合金有限公司 38,957.94 12,509.65 8,432.88 43,034.71 

烟台市台海集团有限公司 15,795.71 500.00 2,043.14 14,252.57 

合计 54,753.65 13,009.65 10,476.02 57,287.28 

2、关联方主要财务状况 

名称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数据来源 

烟台市台海集团有限

公司 
772,161.74 

10,516.90 
99,222.98 

关联方提

供 

烟台玛努尔高温合金

有限公司 
74,515.79 

10,121.71 
36,777.59 

关联方提

供 

3、关联方应收账款坏账准备情况 

名称 应收账款

期末余额 
应收账款坏账准备 

 期初余额 
本期计

提 

本期减

少 
期末余额 

烟台市台海集团有限公司 14,252.57 1,520.65   1,520.65 

烟台玛努尔高温合金有限公司 43,034.71 2,434.12   2,434.12 

合计 57,287.28 3,954.77   3,954.77 

4、关联方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说明 

对关联方应收账款先进行单项分析，根据关联方信用风险及历史回款情况，

综合判断，不存在特别的信用风险。考虑到关联方应收账款单项金额重大，在单

项分析无特别减值风险下，将其计入账龄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结合公司期后回款

情况和历史回款情况，公司已按应收账款坏账准备相关会计政策规定充分计提了

关联方应收账款坏账准备。 

 

问题 3、报告期末，1年以内预付款 3,544.80 万元，占预付款期末余额的比

重 72.02%,较上年同期增加 14.37 个百分点；前五名预付款合计 3,699.07 万元，

占预付款期末余额的比重 75.16%。请结合前五大预付账款供应商名称、期末余

额及账龄、预付款项用途、报告期内成本确认情况，补充说明你公司预付账款期

末坏账准备计提是否充分，公司及董监高与供应商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是否存在



资金占用或财务资助情形。 

回复： 

预付账款账龄构成 

账龄 
期末余额 

金额 比例 

1 年以内 3,544.80  72.02% 

1 至 2 年 641.85  13.04% 

2 至 3 年 609.48 12.38% 

3 年以上 125.62 2.55% 

合计 4,921.72 -- 

 

期末余额前五名的预付账款情况 

单位名称 期末账面余额 账龄 成本确认情况 备注 

中国诚通商品贸易有限公司 510.11 1 年以内 

报 告 期 后 生

产，成本已确

认 

主要采购

镍板 

烟台优材金属科技有限公司 440.37 1 年以内 

报 告 期 后 生

产，成本已确

认 

主要采购

合金料 

上海夺也实业有限公司 435.15 1 年以内 

报 告 期 后 生

产，成本已确

认 

主要采购

合金料，镍

板 

上海神运铁合金有限公司 255.54 1 年以内 

报 告 期 后 生

产，成本已确

认 

主要采购

合金料 

青岛川新实业有限公司 245.5 1 至 2 年 已经全部确认 
主要采购

合金料 

合计 1,886.67     

公司的预付账款是公司为了维持正常的生产经营，按照相关节点支付的日常

生产材料款及电费等，其预付金额按照产品生产成本已全部确认。 

公司供应商已与公司保持多年良好合作，预付账款均为正常账期内，未开具

发票进行结算产生，不存在无法回收款项风险，故公司未计提坏账准备。经公开

信息查询，公司及董监高与供应商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资金占用或财务资助

的情形。 

 

问题 4、报告期末，你公司合同资产-管道及锻件造期末余额 17.27 亿元，



减值准备 145万元。请你公司结合合同资产的具体情况，包括但不限于合同总金

额、截至报告期末收入确认、成本结转情况、预计后续交付情况、客户的支付能

力分析，补充说明你公司合同资产报告期末坏账准备计提是否充分、合理。 

回复： 

一、公司合同资产的具体情况。 

截至 2020年 6 月 30日，公司建造合同形成的已完工未结算资产账面余额为

172,726.69万元，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145.04 万元，账面净值为 172,581.65 万

元。按合同、客户、收入确认报告期列表落实存货-建造合同形成的已完工未结

算资产的具体情况如下：



 

客户名称 合同名称 

建造合同形成的已完工未结算资产 收入确认报告期 

2020.6.30 账面余

额 

跌价 2020.6.30 账

面价值 
2019 年以前 2019 年度 

2020 年上

半年 
合计 

准备 

中 国 核 动

力 研 究 设

计院 

田湾核电站扩建工程 5-6 号机组

主管道供货合同 
877.08   877.08 10,918.10     10,918.10 

福建福清核电项目 5 号机组主管

道和波动管设备供货合同 
1,099.77   1,099.77 11,346.03     11,346.03 

辽宁徐大堡核电厂一期工程

（AP1000）2 号机组主管道和波

动管设备供货合同 

3,002.71   3,002.71 2,662.77     2,662.77 

福建漳州核电工程项目 1、2 号机

组（华龙一号）主管道和波动管

设备供货合同 

9,271.69   9,271.69 10960.69 1,876.45 88.75 12,925.89 

海南昌江核电厂 3、4 号机组（华

龙一号）主管道和波动管设备供

货合同 

6,990.47   6,990.47 6990.47     6,990.47 

吉 林 中 意

核 管 道 制

造 有 限 公

司 

陆丰核电厂 1 期工程 2 号机组主

管道和波动管锻件分包合同 
3,220.79   3,220.79 4,072.45     4,072.45 

国核压水堆示范工程 2 号机组主

管道和波动管锻件分包合同 
3,921.87   3,921.87 7,421.83     7,421.83 

AP1000 主管道及波动管管坯订

货合同 
2,485.37   2,485.37 9,732.00     9,732.00 

中 广 核 工

程 有 限 公

司 

防 城 港 核 电 厂 二 期

（ 2XHL1000-1 ） 3 号 机 组

LOT120G 主管道 

7,260.28   7,260.28 15,935.86   0.11 15,935.97 

宁德核电厂二期工程 5、6 号机组

反应堆冷却剂管道供应合同 
6,846.63   6,846.63 17,865.95 2,589.59 234.26 20,689.80 

中 国 核 电

工 程 有 限

公司 

田湾核电站 5、6 号机组稳压器波

动管设备供货合同 
121.25   121.25 1259.76 18.88   1,278.64 

烟 台 市 台 竞优项目 2,124.03   2,124.03 5506.19 -805.4 -16.27 4,684.52 



海 集 团 有

限公司 
容器类设备及锻件等采购合同 112,272.02   112,272.02 169657.88 1,611.23   171,269.11 

台 海 玛 努

尔核原（上

海）能源设

备 有 限 公

司 

核电厂放射性废物蒸汽重整

（THOR）工艺装置管道采购合

同 

2,716.45   2,716.45 0     0.00 

示范工程核电厂放射性废物蒸汽

重整（THOR）工艺装置管道采

购合同 

6,752.78   6,752.78 29914.53     29,914.53 

渤 海 造 船

厂 集 团 有

限公司 

产品合同 2,499.28 145.04 2,354.24 0 1,164.71 1003.49 2,168.20 

吉林大学 200MN 液压机采购合同 1,264.22   1,264.22 657.2 1,956.38   2,613.58 

合计 172,726.69 145.04 172,581.65 304,901.71 8,411.84 1,310.34 314,623.89 

二、结合客户主要财务数据、支付能力，补充说明建造合同形成的已完工未结算资产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是否充分 

1、公司主要客户主要财务数据、支付能力分析 

烟台市台海集团有限公司系公司浮动堆项目的客户，是一家集新材料研发、核电装备制造、运行维修、核电三废处理、退役拆解、

高新技术孵化于一体的多元化企业集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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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19年，台海集团资产 77亿元，年销售收入 9.9亿元。相关项目 2020年报告期末均

已按合同约定时点结算，累计已结算 7.3 亿元，回款 6.1亿元，结合客户的历史回款情况，客户的支付能力未见异常。 

台海玛努尔核原（上海）能源设备有限公司系公司蒸汽重整项目的客户，其通过对蒸汽重整技术引进并得到国内主要核电设计院、

核电业主的认可，实现该技术在我国核废处理、工艺推广的应用，亟需开启蒸汽重整试验台架建设。上海核原根据台架建设要求向公

司下达了向公司蒸汽重整系统设备的采购订单。截至 2019年，台海玛努尔核原（上海）能源设备有限公司资产 3.4亿元，年销售收入

2,147.66 万元。相关项目 2020 年报告期末累计已结算 2.8 亿元，回款 2.8 亿元，结合客户的历史回款情况，客户的客户支付能力未



见异常。 

除上述关联方客户以外，公司其他主要客户的主要财务数据无法获取。公司与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签订的合同最终客户为中国

核电集团（简称：中国核电，股票代码：601985）及其下属公司核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广核工程有限公司签订的合同最终客户

为中国广核集团及其下属公司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国广核，股票代码：003816），与渤海造船厂集团有限公司签订的合同最

终客户为中国船舶重工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国重工，股票代码 601989），与吉林中意核管道制造有限公司签订的合同最终客户主

要为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中国核电工程有限公司系中国核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上述公司主要为央企、国企等大

型企业集团，均具有较强的资金实力和支付能力。 

2、补充说明建造合同形成的已完工未结算资产存货跌价准备计提说明 

资产负债表日，公司对建造合同形成的已完工未结算资产通过比较预计总成本与预计总收入孰低，判断是否存在合同损失，按照

预计合同损失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具体计算方法为预计合同损失=（预计总成本-预计总收入）*（1-累计完工百分比）。经测试，除与

渤海造船厂集团有限公司签订的产品合同存在减值迹象并已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外，其他项目不存在减值。 

综上，报告期内，公司的最终客户主要为央企、国企等大型企业集团，是所在行业的领导者，有较强的社会知名度和影响力，具

备足够的技术水平和产品创新能力，持续盈利能力较强、财务状况良好，有很强的支付能力。经检索公共诚信系统，了解客户经营、

诉讼、失信等相关情况，报告期内未见异常。多年来，公司产品与客户的主营业务及客户需求关联性较高，公司与中国核电工程有限

公司、中广核工程有限公司、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等多家单位合作，为其提供了多台套包括二代半、三代（AP1000、华龙一号）压

水堆一回路主管道及波导管、主泵等设备，平均毛利率约 60%。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对已完工未结算资产进行存货跌价准备

的计提，考虑了相关影响因素，计提充分合理。 



问题 5、你公司认为应该说明的其他事项。 

回复： 

公司目前无其他应该说明事项。 

特此回复。 

 

 

台海玛努尔核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 10 月 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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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万元（以下表格同）

	回复：
	1、非关联方应收账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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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关联方主要财务状况
	3、关联方应收账款坏账准备情况
	4、关联方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说明
	回复：
	回复：
	1、公司主要客户主要财务数据、支付能力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