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利集团

证券代码：002309

证券简称：中利集团

公告编号：2021-102

江苏中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重大风险的提示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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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
1、风险概况
江苏中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利集团”或“公司”
）
涉及与上海电气业务逾期应收账款合计 50670.9 万元；上市公司参股
19%股份的公司即江苏中利电子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利
电子”）存在部分通信业务相关合同应收，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
上市公司参股公司中利电子涉及逾期应收账款合计 87,842.8 万元，
该业务的材料预付款项 77,096.4 万元，上述事项可能导致公司产生
损失的风险。
2、对上市公司影响
中利集团为上市主体，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涉及该业务
逾期应收账款合计 50670.9 万元。公司已采取多项措施催收，若应收
账款不能足额收回，该应收款将导致坏账损失，进而损害公司利益。
中利电子为中利集团参股公司，中利集团目前持有 19%股份。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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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涉及该业务逾期应收账款合计 87,842.8 万
元，预付款 77,096.4 万元，存货 78,300.9 万元。中利集团对中利电
子长期投资余额为 19,752.2 万元，若参股公司中利电子出现预付账
款损失、应收账款无法收回、存货无法变现等重大损失，将导致长期
股权投资损失。
3、应对措施
（1）针对通信业务上述风险，公司已成立专项小组，已多次向
涉及的客户及供应商沟通，要求及时履行合同义务、及时付款。
（2）针对中利集团应收款，由公司专项小组于 2021 年 4 月 27
日至上海电气公司办公室现场，催告其尽快将逾期未支付的货款汇至
公司账户。后续公司将通过采取法律措施对涉及该业务未履行合同义
务的客户追究迟延付款带来的所有经济损失，尽最大可能保障公司及
广大股东的合法权益。
（3）公司董事会和管理层将采取一切可行的措施和手段，尽最
大努力减少损失，勤勉尽责，保障上市公司稳定经营，全力维护广大
股东的利益。
一、风险事项概述
（一）通信业务说明
1、业务模式
中利集团和参股公司中利电子涉及该业务的模式为：
（1）均以“销定产”的生产模式，收到客户产品采购合同或订
单之后，企业根据订货数量及客户需求确定产品的投入相应生产物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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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开展工作。
（2）业务销售模式：
合同签订生效后支付总金额 10%的预付款，合同生效后 270-355
个日历日内交货，并开具增值税发票后支付剩余的 90%货款。
（3）业务采购模式：
主材“云数据编解码板”和“高速数据通信模块”
，由客户指定。
合同生效后预付 100%采购款，合同生效后 180 个日历日内交货，交
货完成后凭《到货交接单》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
（4）融资模式
中利集团此项业务未曾有融资行为。
参股公司中利电子通过银行、融资租赁融资，向供应商支付采购
预付款。该部分融资由中利集团及中利电子控股股东苏州沙家浜旅游
发展有限公司和江苏江南商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提供同比例担保。该
事项已经中利集团司第五届董事会 2021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及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具体见公告（公告编号：2021-008、
公告编号：2021-016）
。截至目前中利电子融资余额情况见下表：
序号

银行名称

借款金额 （单位：万元）

1

兴业银行常熟支行

10,000.0

2

江苏银行常熟支行

8,000.0

3

中国建设银行常熟沙家浜支行

5,000.0

4

华夏银行常熟支行

5

常熟农村商业银行唐市支行

4,700.0
1,9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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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00.0
2,410.0
7,979.4
9,602.4
9,508.7
6

中建投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9,508.7
9,496.3
9,511.7
9,977.1

合计

103,990.4

2、业务主体情况
业务主体：江苏中利电子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2009-05-07
法定代表人：奚杰
注册地址：常熟市沙家浜镇常昆工业园 D 区青年路 88 号
注册资本：10,0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信息及通讯技术及设备的研发、生产及销售；计算机
系统集成；电子、通讯产品的研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设备租赁。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结构：苏州沙家浜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持有 21.76%，萍乡欣
源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持有 21.00%，江苏中利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持有 19.00%，芜湖长朗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持有 14.11，江苏
江南商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 10.10%，朱永涛持有 9.25%，金政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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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有 4.78%。
在 2016 年至 2019 年期间，中利电子为中利集团控股子公司、且
并表，2019 年 12 月份，通过出让部分股权，中利电子变更为中利集
团参股 19%的非并表参股公司。
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中利电子总资产 243,484.4 万元，
其中：应收账款 67,695.4 万元，预付款项 78,459.0 万元；总负债
147,866.3 万元；净资产 95,618.1 万元。2021 年 1-6 月营业收入
22,741.0 万元，营业成本 18,245.2 万元，净利润-2,085.1 万元（以
上数据未经审计）。
（二）预付款项损失风险
参股公司中利电子与供应商上海海高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海高通信”
）和宁波鸿孜通信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孜通
信”）签订了通信业务原材料采购合同。根据合同约定，供应商应在
收到货款后 180 个日历日内完成交货。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
中利电子通信业务账面预付款项金额为 77,096.4 万元，经与海高通
信和鸿孜通信多次沟通，其至今迟迟未发货，也未退回预付款项。若
海高通信和鸿孜通信不能按约供货或足额退回预付款，预付款项存在
因无法收到货物导致损失的风险。
（三）应收账款逾期的风险
中利集团与上海电气通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电气通
讯”）签订的销售合同共 14 份，合同金额为 66297.0 万元。截至目前，
发货完毕，发票都已开具，上海电气共支付合同的 10%的预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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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26.1 万元，合同 90%的尾款尚未支付，应收款余额为 50670.9 万
元。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中利集团关于通信业务逾期应收账
款合计 50670.9 万元。
参股公司中利电子 2019-2021 年的应收账款具体如下：
年度
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
合计

客户名称
航天神禾科技（北京）有限公司、富申
实业公司、江苏汇鸿国际集团中锦控股
有限公司、南京长江电子信息产业集团
有限公司、江苏航天神禾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汇鸿国际集团中锦控股有限公司、
富申实业公司、江苏中利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江苏航天神禾科技有限公司、江
苏航天神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航天神
禾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江苏中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航天神禾
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合同金额
（万元）

未回收金额
（万元）

221,793.00

38,342.51

197,276.85

43,677.90

25,644.59

5,822.39

628,446.56

87,842.80

截 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 ， 中 利 电 子 逾 期 应 收 账 款 合 计
87,842.8 万元。公司已采取多项措施催收，若应收账款不能足额收
回，该应收款将导致坏账损失，进而损害公司利益。
二、应对措施
（1）针对通信业务上述风险，公司已成立专项小组，已多次向
涉及的客户及供应商沟通，要求及时履行合同义务、及时付款。
（2）针对中利集团应收款，由公司专项小组于 2021 年 4 月 27
日至上海电气公司办公室现场，催告其尽快将逾期未支付的货款汇至
公司账户。后续公司将通过采取法律措施对涉及该业务未履行合同义
务的客户追究迟延付款带来的所有经济损失，尽最大可能保障公司及
广大股东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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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公司董事会和管理层将采取一切可行的措施和手段，尽最
大努力减少损失，勤勉尽责，保障上市公司稳定经营，全力维护广大
股东的利益。
三、风险提示
公司出现的前述风险事项或将导致以下风险，提请广大投资者特
别关注：
1、鉴于供应商海高通信和鸿孜通信对通信业务相关的原材料交
付不及预期，若其不能按约供货或足额退回预付款，公司预付款可能
存在坏账损失的风险。
2、鉴于公司通信业务逾期应收账款金额较大，虽公司已积极采
取各类措施多方催收，但部分应收账款回收仍存在不确定性，将可能
导致应收账款坏账损失的风险。
四、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中利集团为上市主体，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涉及该业务
逾期应收账款合计 50670.9 万元。公司已于 2021 年 6 月 8 日于巨潮
资讯网披露了《江苏中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复深圳证券交易所
问询函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1-088）
，其中应收账款第一位客户一
即为上海电气通讯，应收账款金额为 50,670.9 万元，按账龄组合计
提坏账金额 6,295.4 万元。公司已采取多项措施催收，若应收账款不
能足额收回，该应收款将导致坏账损失，进而损害公司利益。
中利电子为中利集团参股公司，中利集团持有 19%股份，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涉及该业务逾期应收账款合计 87,842.8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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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付款 77,096.4 万元，存货 78,300.9 万元。中利集团对中利电子长
期投资余额为 19,752.2 万元，若中利电子出现预付账款损失、应收
账款无法收回、存货无法变现等重大损失，将导致长期股权投资损失。
特此公告。

江苏中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7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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