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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122    证券简称：ST 宏图 公告编号：临 2021-035 

江苏宏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公司 2021 年半年报 

信息披露监管问询函的回复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江苏宏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于 2021年

9 月 14 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江苏宏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半年报信息披露的监管问询函》（上证公函〔2021〕2738 号）

（以下简称“《问询函》”），公司从经营、财务数据等方面进一步补充

披露信息如下： 

1、根据半年报，报告期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6.40 亿元，同比下降

49.24%，其中零售连锁业务实现营业收入 1.01亿元，同比下降 86.6%，

工业制造业务实现营业收入 5.29 亿元，同比上升 5.1%。请公司补充

披露：（1）零售连锁业务主要销售产品类别、销售数量和毛利率；（2）

零售连锁业务营业收入大幅下滑的具体原因、业务开展持续性；（3）

工业制造业务主要产品、生产和销售数量、毛利率；（4）工业制造业

务主要产品的前五大客户名称、销售金额，与公司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回复： 

（1）零售连锁业务主要销售产品类别、销售数量和毛利率 

                                              单位：台 

产品类别 销售数量 毛利率 

笔记本电脑 1535 -0.07% 

通讯及数码 13935 -0.04% 

APPLE 产品 3362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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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及 Brookstone产品 39427 22.90% 

（2）零售连锁业务营业收入大幅下滑的具体原因、业务开展持续

性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及电商平台、物流等行业快速崛起改变了商业

逻辑和消费习惯，实体零售行业受到巨大冲击。其次，从 2018 年二季

度开始，受公司控股股东债务危机等负面影响，公司在银行贷款、供

应链端等得不到流动性支持。公司 3C 零售连锁业务的零售门店大量

关闭，2018 年关闭门店 121 家、2019 年关闭门店 252 家、2020 年关

闭门店 13 家、2021年上半年关闭门店 9 家，截至 2021 年 6 月末公司

零售连锁业务板块的门店仅剩 8 家，经营面积仅 700平方。 

综上，公司零售连锁业务营业收入大幅下滑。针对此局面，公司

子公司宏图三胞高科技术有限公司努力变革，一方面确立“轻资产”

运营模式，采取关闭自有门店、增加加盟店等方式降低运营成本；一

方面与平台电商、跨境电商、礼品渠道商等展开深入合作，打开线上

销路、提升品牌价值。 

（3）工业制造业务主要产品、生产、销售数量、毛利率； 

单位：千米、台 

主要产品 生产数量 销售数量 毛利率 

全介质自承式光缆 1,589.468 1,680.573 33.13% 

光纤复合架空地线 855.858 1,055.569 14.36% 

通信用室外光缆 1,137.666 1,266.465 3.17% 

控制电缆 543.8408 549.78 8.4% 

电力电缆 21,232.703 19,094.054 5.65% 

打印机 96,286 85,420 31.93% 

（4）工业制造业务主要产品的前五大客户名称、销售数量、与公

司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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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元                                                      

客户名称 销售金额 
是否存在

关联关系 

上海市电力公司 83,329,075.89 否 

国网湖南省电力公司物资公司 35,531,320.15 否 

江苏省电力公司 26,588,702.35 否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物资分公司 20,442,759.04 否 

安徽省电力公司物资公司 19,065,623.54 否 

合计 184,957,480.97  

 

2、根据半年报，公司短期借款期末余额 41.72 亿元，存在大额

债务逾期，现金流紧张，但账面长期存在大额应收及预付款项，截至

报告期末，应收账款、预付款项余额分别为 9.22 亿元、33.12 亿元。

请公司补充披露：（1）应收账款、预付款项按对象归集的期末余额前

五名的情况，包括对象名称、金额、坏账准备金额、款项形成原因、

年限、是否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存在关联关系等；（2）结合

业务开展和经营模式，说明在债务压力较大的情况下，长期存在大额

应收账款、预付款项的具体原因和合理性；（3）充分评估其坏账风险，

说明坏账准备计提是否准确。 

回复： 

（1）应收账款按对象归集的期末余额前五名 

单位：元 

对象名称 金额 坏账准备金额 形成原因 年限 
与控股股东

是否关联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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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付款项按对象归集的期末余额前五名 

单位：元 

对象名称 金额 
坏账准

备金额 
形成原因 年限 

与控股股东是

否关联关系 

南京龙昀电脑有

限公司 
285,414,662.19  

采购电子

产品 
3-4 年 否 

浙江新龙进出口

有限公司 
285,531,812.88  

采购电子

产品 
2-3 年 否 

南京宁攀贸易有

限公司 
274,737,321.75  

采购电子

产品 
3-4 年 否 

南京坤茂电子科

技有限公司 
252,953,126.15  

采购电子

产品 
2-3 年 否 

系 

南京亦仝电子科技

有限公司 
304,127,508.80 165,567,015.79 

销售电子

产品 
3-4 年 否 

上海越神实业有限

公司 
298,958,149.34 115,435,970.31 

销售电子

产品 
2-3 年 否 

南京美通通讯科技

有限公司 
252,800,226.00 7,584,006.78 

销售电子

产品 
1 年以内 否 

南京方矩实业有限

公司 
230,589,005.94 125,532,654.83 

销售电子

产品 
3-4 年 否 

南京驰飞电子科技

有限公司 
50,254,984.00 18,860,761.33 

销售电子

产品 
2-3 年 否 

合计 1,136,729,874.08 432,980,40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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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连福国际贸

易有限公司 
199,576,437.30  

采购电子

产品 
3-4 年 否 

合计 1,298,213,360.27     

（2）长期存在大额应收账款及预付款项的具体原因及合理性： 

主要是由于公司零售端业务大幅下降，公司通过更加灵活的价格

和信用政策积极拓展分销渠道和增加对中小企业客户的销售，对于与

公司合作时间长、信誉好的重点客户的业务合作，公司除给予了优惠

的价格政策外，也合理的调整了信用政策，从而导致公司应收账款长

期保持对部分客户的大额应收。 

近年来随着电子商务的发展以及传统品牌集中度的提高，宏图三

胞议价能力和向厂商获取资源的能力逐步下降，为了维持行业地位，

近年来主要采取现款和预付货款的采购模式，2018年二季度开始，受

公司股东债务危机等负面影响，导致公司大部分商品采购结算预付款

比例提高甚至变更为全款，从而使公司预付款大规模增加。 

2021年以来，针对零售连锁业务板块营收及利润的大幅下滑，公

司一方面逐步缩减该业务板块规模，一方面积极尝试业务的转型。 

针对不断缩减零售连锁业务规模的现状，公司逐步与客户沟通，

促其对所涉的大额应收账款积极履约；同时对存在大额预付款项的部

分供应商，进行沟通协调，通过合同调整等方式逐步收回所涉预付账

款。 

（3）坏账计提是否准确： 

公司对于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债务工具投资等，以预期信用损失为基础确认损

失准备。 

减值的确认方法：公司在考虑有关过去事项、当前状况以及对未

来经济状况的预测等合理且有依据的信息的基础上，以发生违约的风



 

 6  

险为权重，计算合同应收的现金流量与预期能收到的现金流量之间差

额的现值的概率加权金额，确认预期信用损失。 

计提方法：对于划分为预期信用风险组合的应收账款，公司参考

历史信用损失经验，结合当前状况以及对未来经济状况的预测，编制

应收账款逾期账龄与整个存续期预期信用损失率对照表，计算预期信

用损失。 

公司的预付款项，系公司预付给供应商的购货款，如有确凿证据

表明其不符合预付账款性质，或者因供货单位破产、撤销、合同变更

等原因已无望收回或无需采购则将原计入预付账款的金额转入其他

应收款，并按照金融资产减值相关准则规定确认、计提预期信用损失。 

公司应收账款及预付款项的坏账风险评估符合准则要求，坏账准

备计提准确。 

 

3、根据半年报，公司其他应收款期末余额为 13.22 亿元，金额

较大，且近四年来持续存在。请公司补充披露：（1）按欠款方归集的

期末余额前十名的情况，包括对象名称、金额、坏账准备金额、款项

形成原因年限、是否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存在关联关系等；

（2）长期存在大额其他应收款的原因和合理性，明确说明是否构成非

经营性资金占用；（3）充分评估其坏账风险，说明坏账准备计提是否

准确。 

回复： 

（1）其他应收款按欠款方归集的期末余额前十名 

单位：元 

对象名称 金额 坏账准备金额 形成原因 
年

限 

与控

股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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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是

否关

联关

系 

南京炯炯

电子科技

有限公司 

298,712,341.24 114,167,856.82 采购商品 
3-4

年 
否 

浙江晟骐

商贸有限

公司 

227,484,352.10 113,742,176.05 应收预付采购款 
3-4

年 
否 

苏州佳金

贸易有限

公司 

177,664,861.81 88,832,430.91 应收预付采购款 
3-4

年 
否 

苏州维觐

贸易有限

公司 

150,732,681.41 77,060,636.56 应收预付采购款 
3-4

年 
否 

浙江赣祥

商贸有限

公司 

154,121,273.11 75,366,340.71 应收预付采购款 
3-4

年 
否 

上海宝炬

网络科技

有限公司 

142,610,526.97 

 

69,181,819.91 

 

采购商品 
3-4

年 
否 

南京荥炜

电子实业

有限公司 

133,389,024.85 66,694,512.43 应收预付采购款 
3-4

年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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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鸿胜

天高科技

有限公司 

130,673,610.60 65,336,805.30 应收预付采购款 
3-4

年 
否 

上海瑞斌

实业有限

公司 

67,034,091.67 32,518,920.98 采购商品 
3-4

年 
否 

深圳市创

见现代电

器有限公

司 

60,037,710.20 30,018,855.10 应收预付采购款 
3-4

年 
否 

合计 1,542,460,473.96 732,920,354.77    

（2）长期存在大额其他应收款的原因及合理性，明确说明是否构

成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公司 3C 零售业务板块其他应收款主要包括对供应商的履约保证

金、不符合条件的预付款项转入。 

针对 3C 零售连锁业务逐年亏损的状况，结合“轻资产”运营、多

渠道开发、聚焦爆品的业务定位，公司正有序调整 3C零售业务板块采

购政策及策略，拟逐步退出与原有供应商的合作。前期公司与供应商

签订的采购合同涉及金额大、合同条款复杂，目前公司正积极与相关

供应商谈判沟通，争取尽快重启调整合同条款的谈判，减少或终止相

关合同所涉采购金额及相关履约保证金。 

经核查，公司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的情形。 

（3）坏账计提是否准确： 

公司对于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债务工具投资等，以预期信用损失为基础确认损

失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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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值的确认方法：公司在考虑有关过去事项、当前状况以及对未

来经济状况的预测等合理且有依据的信息的基础上，以发生违约的风

险为权重，计算合同应收的现金流量与预期能收到的现金流量之间差

额的现值的概率加权金额，确认预期信用损失。 

计提方法：对于划分为预期信用风险组合的应收账款，公司参考

历史信用损失经验，结合当前状况以及对未来经济状况的预测，编制

应收账款逾期账龄与整个存续期预期信用损失率对照表，计算预期信

用损失。 

公司其他应收款的坏账风险评估符合准则要求，坏账准备计提准

确。 

 

4、根据半年报，公司存货期末账面余额 1.96 亿元，同比下降

85.67%。请公司：（1）结合业务开展情况，说明存货大幅下降的具体

原因和合理性；（2）结合本期及 2020 年度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情况，

说明存货跌价准备计提的合理性，2020 年度以前存货计量是否真实、

准确。 

回复： 

（1）存货同比大幅下降的具体原因和合理性： 

    2021 年 6 月末及 2020 年 6月末存货明细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21年 6 月末 2020年 6 月末 

零售连锁板块-3C 电子产品 9,571,318.05 1,205,228,431.97 

工业制造板块-电缆及打印机 154,294,480.07 120,964,073.30 

地产板块-开发产品 31,774,683.72 39,110,621.48 

合计 195,640,481.84 1,365,303,126.75 

2020年末公司根据公司会计政策及准则要求，对存货进行全面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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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和盘点，按照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原则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由于

3C 零售连锁业务板块的营收多年来持续大幅下降，公司流动性紧张没

有得到改善，门店持续关闭，造成 3C库存商品滞销严重，库龄不断增

加，由于电子产品特性更新迭代较快，造成库存可变现净值大幅下降，

通过对 3C 类库存盘点和清查，公司对 3C 类库存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11.90 亿元。 

因此，2021 年 6 月末存货较同期出现大幅下降，系公司在 2020

年末对公司 3C 零售业务板块库存商品计提大额跌价准备的原因，确

认及计量符合准则相关规定。 

（2）存货跌价准备计提的合理性，2020 年度以前存货计量是否真

实、准确： 

2021年半年度及 2020 年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明细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21年半年度 2020年 

零售连锁板块-3C 电子产品 0 1,189,749,561.94 

工业制造板块-电缆及打印机 0 1,333,104.70 

合计 0 1,191,082,666.64 

每年年末，公司根据执行的会计政策及准则要求对存货进行清查

和盘点，存货按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原则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对于

存货因遭受毁损、全部或部分陈旧过时或销售价格低于成本等原因，

预计其成本不可收回的部分，提取存货跌价准备。存货跌价准备按单

个存货项目的成本高于其可变现净值的差额提取。对库存商品和用于

出售的材料等可直接用于出售的存货，其可变现净值按该等存货的估

计售价减去估计的销售费用和相关税费后的金额确定；对用于生产而

持有的材料等存货，其可变现净值按所生产的产成品的估计售价减去

至完工时估计将要发生的成本、 估计的销售费用和相关税费后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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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确定。  

公司对于存货确认、计量和相关信息披露，符合准则有关规定，

存货计量真实、准确。 

 

5、根据半年报，公司营业收入持续下滑，净利润继续亏损，净资

产大幅下降，中期票据等多笔债务逾期未归还。请公司充分评估持续

经营等风险情况，采取合法有效措施改善基本面，保证财务数据和信

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及时提示经营、债务等重大风险。 

回复： 

由于零售业务板块近年来业绩大幅亏损，造成了公司资产、利润、

净资产近年来大幅下滑。为改善公司基本面，公司股东及管理层正积

极采取缩减成本、业务转型等措施，努力实现公司整体持续经营和盈

利能力的逐步提升。 

3C 零售连锁业务，公司逐步改变经营模式、营销模式，“轻资产”

运营：与平台电商，社交电商，跨境电商展开合作；采取直营、加盟

和分销等多种经营方式；同时多方挖掘、培育礼品渠道。 

工业制造业务，一方面坚持“保存做增”的经营策略，持续开发

电缆新客户和新市场；一方面积极谋求业务转型，改进打印机产品设

计与产品结构，加强供应链管理。工业制造业务经过近几年不断改革

创新，现阶段效果显著，盈利水品逐步提高。 

艺术品拍卖业务，匡时国际目前经过明确业务方向、调整人员结

构、优化组织结构、加强管控力度等一系列措施，亏损规模大幅度缩

小；顺应拍卖市场环境、经营模式的变化，积极筹办线上+线下相结合

的拍卖场次，并取得初步成功，未来随着疫情稳定、国际国内经济环

境逐步恢复，匡时国际拍卖业务前景可期。 

    未来公司拟采取资产处置、债务重组等合适方式，进一步提升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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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资产质量和盈利水平。同时，我们将严格遵守《公司法》、《证券法》、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加强公司合规化管理，

保证财务数据和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及时提示经营、债务等

重大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宏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九月二十四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