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300237       证券简称：美晨生态        公告编号：2023-012 

山东美晨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山东美晨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 

的回复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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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险提示： 

1、由于园林绿化行业准入门槛相对较低，企业数量众多，市场竞争较为激

烈，可能影响公司的市场份额和经营业绩的持续增长；同时，园林绿化业务属于

资金密集型行业，企业承接工程项目需占用自身大量资金，业务规模的扩张能力

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资金的周转状况，如果业主方不能按时结算或及时付款，无

法及时有效拓宽融资渠道，将影响公司的资金周转及使用效率。 

2、汽车终端市场竞争压力以及同业价格竞争将可能导致公司市场份额下降

以及产品价格下滑，从而对公司盈利造成不利影响。同时，由于汽车芯片的不确

定性，主机厂排产计划多变，造成公司原材料采购周期满足交付困难，库存备货

量增加。 

山东美晨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者“美晨生态”）于

2023年 2月 1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公司管理部下发的《关于对山东美

晨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创业板关注函〔2023〕第 54号），公司

已对关注的相关问题进行了认真核查与分析，现将相关问题落实与整理情况回复

公告如下： 

2023 年 1 月 30 日晚间，你公司披露的《2022 年度业绩预告》显示，2022

年公司预计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亏损 10 亿元至 14 亿元，上年

同期为亏损 3.67 亿元。我部对此表示关注，请你公司核实并说明以下事项： 

1.公告显示，非轮胎橡胶制品业务受市场需求不足、原料价格上涨、销售



单价下降等影响盈利规模缩小。疫情、房地产调控政策以及行业大环境变化对

公司园林生态业务经营负面影响较大，主要体现在新开工项目减少且规模普遍

偏小、公司持续融资导致财务成本高企、人力和材料成本增加等。 

（1）请列示 2022 年度非轮胎橡胶制品业务预计收入、成本、毛利规模及同

比变动情况，并结合商用车市场和工程机械市场需求变化情况、原材料价格变

动情况、公司下调产品单价情况，量化分析该业务整体盈利较去年同期变动的

原因。 

回复：  

一、2022 年度非轮胎橡胶制品业务预计收入、成本、毛利规模及同比变动

情况：                                            

  单位：万元 

行业分类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成本比

上年同期增

减 

毛利率比上

年同期增减 

汽车配件 
90,327.1

2 

78,235.3

4 
13.39% -29.79% -23.65% -6.97% 

二、商用车市场和工程机械市场需求变化： 

商用车市场：根据第一商用车网数据显示，“我国重卡行业跌至最谷底，2022

年全年的重卡市场共计销售 67.2 万辆，比上年同期的 139.5 万辆下降 52%，减

少了 72万辆之多。2023 年的国内重卡需求会呈现出逐季好转的趋势，下半年整

体市场预计将好于上半年，全年销量有望冲击 80万辆甚至更高规模”。 

工程机械市场：根据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数据显示，“ 2022 年 1-12 月

累计销售汽车起重机 25942 台，履带起重机 3215 台，随车起重机 17465 台，塔

式起重机 21045台。其中， 2022年全年累计销售汽车起重机 25942台，相比 2021

年的 49136台，销量下降 47.2%。”随着房地产股权融资方面调整优化措施落地，

政策托底利好下游开工率回升，工程机械内销市场有望加快复苏。 



注：公司在工程机械市场涉及的领域主要是汽车起重机市场。 

（1）商用车市场和工程机械市场公司销售数量及金额变化情况： 

非轮胎橡胶制品板块 2022年工程机械市场销售数量同比减少 23.69%，销售

金额同比下降 51.99%（工程机械市场因所供产品单位价值比较高且所供产品类

别发生变动，导致销售数量与销售金额不是同比例发生变化），商用车市场销售

数量同比减少 46.41%，销售金额同比减少 50.81%，工程机械市场和商用车市场

销售数量合计同比减少 45.92%，销售金额合计同比减少 51.06%。 

（2）非轮胎橡胶制品板块原材料价格变动情况： 

受国内外多重复杂因素影响，大宗商品价格不断上涨，进一步挤压了产品利

润空间，尤其是橡胶和化工类原材料价格一直在高位运行。 

非轮胎橡胶制品业，化工类、橡胶原材料为其重要原材料，同比采购情况如

下： 

项目 2022 年 2021 年 变动情况 

化工类材

料 

采购量（吨） 4,658.03 5,566.12 -908.09 

采购金额（万元） 9,112.78 9,740.71 -627.93 

采购均价（万元/吨） 1.96 1.75 0.21 

橡胶原材

料 

采购量（吨） 2,559.65 2,880.47 -320.82 

采购金额（万元） 8,206.64 7,345.20 861.44 

采购均价（万元/吨） 3.21 2.55 0.66 

原材料采购总额（万元） 56,739.26 77,784.02 -21,044.76 

上述原材料占比 30.52% 21.97%  

 

（3）非轮胎橡胶制品板块销售价格变化情况： 

当前我国汽车制造企业正面临国内外激烈的市场竞争,以及全球生产资料价

格日益增长的严峻局势,需有效控制企业成本,增强成本领先的竞争优势，各汽车



制造企业为占据成本优势，将降价压力转嫁给零部件配套企业；同时受前几年汽

车需求量增长的影响也带动了整个零配件行业的发展，为取得市场份额，零配件

企业之间的竞争也日益激烈。在汽车制造企业和零配件企业双重压力影响下，非

轮胎橡胶制品板块前十大客户 2022 年整体年降在 1%-7%不等。 

另外，除材料上涨和售价下降因素外，商用车和工程机械市场销量同比下降

幅度较大，但折旧等固定费用不变也导致产品成本上涨，导致毛利率下降。 

（2）请列示 2022 年度园林业务预计收入、成本、毛利规模及同比变动情况，

对比近两年新开工项目数量及平均规模、融资规模和财务成本、人力和材料成

本变动，量化分析园林生态业务经营业绩不佳的原因。 

回复：  

（一）园林绿化板块收入、成本、毛利同比变动： 

2022年预计营业收入4.5亿元，较2021年营业收入7.46亿元下降34.25%；2022

年营业成本5.32亿元，较2021年营业成本6.5亿元下降18.17%；2022年毛利率

-18.88%，较2021年毛利率12.79%下降31.67%。 

（二）园林绿化板块近两年新开工项目数量及平均规模： 

2021年新开工项目 74个，合同规模 8.2亿元，平均规模 1140.10万元；2022

年新开工项目 85个，合同规模共计 6.57亿元，平均规模 952.88万元。 

单位：万元 

年度 项目个数  合同规模   平均规模  

2021 74  82,087.13   1,140.10  

2022 85  65,748.51     952.88  

（三）园林绿化板块融资规模和财务成本： 

2022年底园林绿化板块有息负债金额 39.64 亿元，较 2021年底有息负债金

额 38.38 亿元，增加 1.26 亿元；2022 年园林绿化板块财务成本 2.68 亿元，较



2021年财务成本 2.38 亿元，增加 3017万元。 

（四）园林绿化板块人力和材料成本变动： 

园林绿化板块涉及人力和材料成本变动的主要为园林工程施工与养护业务，

其中园林工程施工业务 2022 年成本率 89.10%，较 2021 年成本率 86.05%增长

3.05%，养护业务 2022 年成本率 89.63%，较 2021 年成本率 80.09%增长 9.55%；

园林工程施工与养护业务成本率总体增长 3.33%； 
 

（3）请结合上述回复情况说明有关业务经营业绩下滑是否具有持续性，你

公司拟采取或已采取的应对措施以及效果，并充分提示相关风险。 

回复： 

（一）2023年园林业务整体向好，目前在手订单10.80亿元，储备订单11.20

亿元，在手及储备订单规模共计22亿元，为2023年业绩提供充足的支撑。2023

年非轮胎橡胶业务板块随着国家稳增长政策、基建刺激、物流恢复等利好因素的

出现，商用车重卡市场有望逐步走出低谷，呈现回升态势，同时新客户和新项目

的落地，预计收入较2022年增加。园林板块和非轮胎橡胶业务板块业务经营业绩

下滑不具有持续性。 

（二）针对上述风险，为了有效改善经营情况，公司管理层高度重视，目前

已经采取的应对措施具体如下： 

1）园林绿化板块： 

放弃以前单纯追求业务产值规模，改为产值规模和回款并重、回款优先的经

营思路，以收定支，逐步偿还有息债务，减轻债务压力。对于现有未完工项目，

以抓完工，促回款为主；对于新接单项目，以回款有保障的项目为原则，重点做

有专项资金保障的项目和央企分包的项目。园林业务要精细化管理，老项目逐渐

回款，新项目围绕有现金流的项目来做。随着公司加强对园林绿化业务开展及回

款的管控，以及项目进入完工结算期，公司经营获现能力将逐步增强，盈利能力

将逐步提高并持续。 

2）非轮胎橡胶业务板块：持续推进非轮胎环保橡胶制品业务，在商业车和



工程机械市场下滑的情况下，积极拓展乘用车客户，将产品的市场领域拓展到乘

用车领域，2022 年在乘用车客户的业务开发方面有较大进展。同时公司的橡胶

产品还可广泛用于新能源车，汽车用胶管在传统乘用车、商用车领域中市场用量

增长迅速，其在汽车冷却、燃油、空调、刹车、进气等各个系统中占据主要份额，

在新能源汽车领域中，橡胶软管仍作为冷却、制动以及空调管路等系统介质的主

要传输管道，而且由于传统能源冷却只围绕动力总成进行，但新能源需要围绕电

机、电控、电池进行，所以新能源汽车中管路的应用会更多。公司也将加大对各

类产品的研发、生产和营销，进一步扩大业务收入和经营利润。全面整合各类资

源，突出专业化、差异化，积极拓展公司减震与胶管两大系列产品应用范围，同

时加强汽车悬架系统产品的研发工作，不断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能力，积极拓展

下游市场销售渠道，巩固和提高系列产品市场占有率。 

2.公告显示，基于审慎性原则，公司对商誉等资产计提减值准备。 

（1）请补充说明商誉减值主体及对应预计减值金额，相关主体 2022 年实际

业绩情况与以前年度商誉减值测试预测是否存在较大差异及其原因，并结合减

值迹象发生时点、商誉减值测试的具体过程及关键参数，说明 2022 年度及以前

年度商誉减值计提是否合理、充分。 

回复: 

1、商誉减值主体及对应预计减值金额  

单位：万元 

项目 法雅生态 华以农业 

商誉减值主体 11,078.29 3,269.28 

商誉减值金额 11,078.29 3,269.28 

归属于母公司商誉减值损失 11,078.29 3,269.28 

 

2、相关主体 2022 年实际业绩情况与以前年度商誉减值测试预测是否存在

较大差异及其原因，并结合减值迹象发生时点、商誉减值测试的具体过程及关键



参数，说明 2022年度及以前年度商誉减值计提是否合理、充分。 

（1）相关主体2022年实际业绩情况与以前年度商誉减值测试预测是否存在

较大差异及其原因 

单位：万元 

项目 

法雅生态 华以农业 

2022 年实际业绩情

况（未经审计） 

2021 年商誉减值测试

预计 22 年业绩 

2022 年实际业绩情

况（未经审计） 

2021 年商誉减值测试

预计 22 年业绩 

营业收入 8,906.10 21,288.42 6.80 117.10 

营业成本 7,254.68 15,408.44 10.09 45.60 

税金及附加 31.20 111.33  0.04 

期间费用 2,707.97 3,723.68 97.25 77.57 

其他收益  0.00   

减值损失 127.59  -281.33  

营业利润 -960.16 2,044.97 -378.57 -6.10  

利润总额 -960.16 2,044.97 -378.57 -6.10  

 

法雅生态：2022年实际业绩情况与以前年度商誉减值测试预测存在较大差

异，主要是在收入、毛利率上有差异，受疫情、房地产调控政策以及园林行业大

环境影响，2022年收入不及预期，同时受市场主材价格及劳务成本上涨影响，公

司工程施工人力及材料成本都有增加，毛利率降低，导致2022年实际业绩情况与

以前年度商誉减值测试预测存在较大差异。 

华以农业：公司收购华以农业时，看好麻类作物产业链的发展前景，通过华

以农业先进的技术资源，加速公司在麻类作物产业链的战略布局，有助于公司获

取新的利润增长点，符合公司战略发展规划和产业链延伸的要求，有利于提高公

司盈利水平和市场竞争力，对公司未来发展具有积极意义和推动作用。自购买日

起按照公允价值将商誉分摊至麻类业务所在资产组 3269.28万元。资产组的主要

业务是麻类繁育、种植和销售。 

2022年实际业绩情况与以前年度商誉减值测试预测存在较大差异，主要是收

入不及预期及麻类种子计提存货跌价准备所致。2022年预计种植地块没有获取，

收入未实现，后续麻类种植地块也难以获取，麻类种植机会减少；库存种子销售

需求降低，价格下降计提相应存货跌价准备。受上述因素影响导致2022年实际业

绩情况与以前年度商誉减值测试预测存在较大差异。 



（2）结合减值迹象发生时点、商誉减值测试的具体过程及关键参数，说明

2022年度及以前年度商誉减值计提是否合理、充分 

1）收入增长率下降 

单位：万元 

年度 

法雅生态 华以农业 

2022 年商誉减值预

测数据 

2021年商誉减值预测

数据 

2022 年商誉减值

预测数据 

2021 年商誉减值

预测数据 

2022 年  21,288.42  117.10 

2023 年 15,000.00 23,417.26 150.00 971.93 

2024 年 18,000.00 25,758.99 150.00 2,948.16 

2025 年 21,000.00 28,334.89 100.00 5,896.32 

2026 年 24,000.00 31,168.37 100.00 5,896.32 

2027 年 25,000.00  100.00  

永续期 25,000.00 31,168.37 100.00 5,896.32 

注：上述数据均为公司初步测算结果，尚未经过专业评估机构评估和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最终数据以评估机构评估数据和会计师审计数据为准。 

法雅生态：2022 年-2026年的预测，结合资产组的发展状况、在手合同及其

履行情况进行预测，2022 年度预计完成收入 21,288.42 万元（其中 2022 年预计

完工项目实现收入 307.44 万，在建项目 2022年预计实现收入 9865.87万元，预

计新签和新招标合同 11115.11万元），2023 年-2026 年度的工程施工收入设定

固定的增长率，至 2026 年之后进入稳定期。 

但 2022 年受疫情、房地产调控政策以及园林行业大环境变化影响，各地政

府及开发商压缩投资，导致 2022年营业收入受到很大程度的压缩，2022 年完工

项目和在建项目实现收入 2387万元，新签订和新招标合同实现收入 6519 万元。 

2022 年底，公司管理层结合不断出现的内外部情况，结合在建项目、已中

标未开工项目、预计中标项目情况以及考虑行业特性、行业发展前景、行业竞争

的激烈程度及企业所处市场地位等综合因素，基于谨慎性原则，下调对

2023-2027年的营业收入预测。 

华以农业：2022 年-2026 年的预测，依据麻类预计种植面积进行测算，至

2026 年之后进入稳定期。2021 年下半年公司多方寻找麻类种植土地，并根据公

司麻种耐盐碱、抗逆性等特性，先后拟定山东东营、黑龙江孙吴等地作为种植区

域，并与山东**集团签定战略协议，根据当时获取信息认为 2022 年及以后大面

积种植麻类作物将作为公司主要盈利点。 



 2022年麻类农事种植之前再确认时，相应拟定地块皆无法落实，导致 2022

年预计收入无法实现。 

2022 年底，公司管理层结合现有土地状况，基于谨慎性原则，下调对

2023-2027年的营业收入预测。 

 

2）法雅生态毛利率下降、华以农业计提减值损失 

年度 

法雅生态 

2022 年商誉减值预测数据 2021 年商誉减值预测数据 

2022 年  27.62% 

2023 年 18.00% 27.62% 

2024 年 18.00% 27.62% 

2025 年 18.00% 27.62% 

2026 年 18.00% 27.62% 

2027 年 18.00%  

永续期 18.00% 27.62% 

注：上述数据均为公司初步测算结果，尚未经过专业评估机构评估和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最终数据以评估机构评估数据和会计师审计数据为准。 

法雅生态：2021 年度商誉减值测试中，法雅生态 2021 年企业毛利率为

27.24%，商誉评估时综合考虑历史年度毛利情况以及 2021 年疫情影响因素，在

2019-2021年三年算数平均毛利率的基础上，同时考虑规模效应以及保留一定毛

利率增长的情况下确认 2022-2026 年毛利水平为 27.62%进行预测。2022 年，受

市场主材价格及劳务成本上涨影响，公司工程施工人力及材料成本都有增加，导

致法雅生态毛利率较 2021 年下降，基于谨慎性原则，公司 2023-2027 年毛利率

预测参照 2022年毛利率水平，按 18%预测。 

  华以农业：公司现有库存麻种 750万元，根据现有土地政策，麻类等经济

作物种植土地问题难以落实，麻种市场需求低迷，销售价格下降，公司根据 2022

年底麻种外卖价格测算预计可变现净值，按照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法计提存货

跌价准备。 

公司做商誉减值时的盈利预测都是根据已经签订的合同、协议、发展规划、

历年经营趋势和市场竞争等因素综合分析，结合在建项目、已中标未开工项目、



预计中标项目情况以及考虑行业特性、行业发展前景、行业竞争的激烈程度及企

业所处市场地位等综合因素，管理层结合不断出现的内外部新情况，历次盈利预

测都是以编制时点的宏观形势和对未来预期综合判断为基础编制，均具备合理

性，商誉减值计提金额准确，理由充分。 

 

（2）请补充说明你公司资产减值准备涉及的其他资产项目类别、预计计提

减值金额、出现减值迹象的时点及依据，公司 2021 年未对前述资产计提减值准

备的原因及合理性，以前年度是否存在减值计提不充分的情形。 

回复： 

其他资产项目减值准备主要为园林业务资产减值准备，为对工程项目合同资

产计提的减值准备，根据不同类型的园林绿化工程项目预期审减情况，PPP 项目

按照合同资产金额的 5%计提减值，市政园林、地产园林、文保古建等项目按照

10%计提减值，2022年计提比例与 2021年度一致。自 2020年严格按照新会计准

则相关规定，各类工程项目的合同资产按照月度进行减值的计提，与同行业上市

公司园林合同资产的计提相比较，公司计提比例严谨，不存在以前年度减值计提

不充分的情形。 

资产减值准备涉及的其他资产项目类别如下： 

 

资产类别 预计减值金额 出现减值迹象的时点 出现减值迹象依据 

其他非流动资产 2200 万元 2022 年 款项预计无法收回 

消耗性生物资产 5000 万元 2022 年 预计售价下降 

合同资产 25000 万元 2022 年 
预计审减或款项预计无

法收回 

 

3.公告显示，由于应收账款账龄加长，公司 2022 年度计提的减值准备金额

同比增加，对业绩造成影响。请列示 2022 年末与 2021 年末各账龄段应收账款

期末账面原值、坏账准备、账面净值，量化分析应收账款账龄延长对净利润的



影响程度，并结合三年以上账龄客户经营情况、信誉情况、账龄、期后回款等

说明相关坏账准备计提是否充分。 

回复： 

公司橡胶非轮胎业务的应收账款账龄在一年以内的金额占橡胶非轮胎业务

应收账款总金额的比例在 98%以上，主要是由于园林板块的应收账款账龄加长，

计提的减值准备金额同比增加，对业绩造成影响。主要分析园林板块的应收账款

变动情况。 

（一）园林业务板块 2022年末与 2021年末各账龄段坏账对比如下： 

                                                            单位：万元 

账龄划分 
2021 年 2022 年  影响净利

润  账面原值 坏账准备 账面净值 账面原值 坏账准备 账面净值 

1 年以内 39,236.33 1,961.82 37,274.51 37,194.94 1,859.75 35,335.19 

     

-4,394.90  

1-2 年 21,768.57 2,176.86 19,591.71 27,010.96 2,701.10 24,309.86 

2-3 年 6,932.11 1,039.82 5,892.30 18,147.34 2,722.10 15,425.24 

3-4 年 14,365.39 4,306.82 10,058.57 6,522.74 1,956.82 4,565.91 

4-5 年 901.80 450.90 450.90 11,436.53 5,727.50 5,709.04 

5 年以上 7,955.47 7,955.47 - 7,319.32 7,319.32 - 

合计 91,159.66 17,891.68 73,267.98 107,631.83 22,286.58 85,345.25 

2022年应收账款按信用风险特征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比例与 2021年一致，

主要是应收账款账龄加长，按预期信用损失率计提的减值准备金额较 2021 年增

加，对业绩造成影响。 

（二）三年以上账龄分析： 

应收账款账龄在三年以上的主要客户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单位名称 
账龄 

经营、信誉情况 期后回款 
坏账准备

计提金额 3-4 年 4-5 年 5 年以上 

微山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 4,400.00 - 政府部门，资信情况良好 0.00 
2,200.00  

石城县城市管理局 60.93 1,795.06 - 政府部门，资信情况良好 10.00 
915.81  

菏泽市城市管理局 1,715.05 - - 政府部门，资信情况良好 850.00 
514.52  

沂水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1,297.11 - - 政府部门，资信情况良好 320.00 
389.13  



    单位：万元 

单位名称 
账龄 

经营、信誉情况 期后回款 
坏账准备

计提金额 3-4 年 4-5 年 5 年以上 

青岛天逸海湾置业有限公

司 
- - 905.71 

房产企业，有多项经营风

险，资信情况差 
0.00 

905.71  

杭州市西湖区绿化委员会

办公室 
- 671.76 147.43 政府部门，资信情况良好 0.00 

483.31  

山东鲁信置业有限公司 - - 688.17 
房产企业，有多项经营风

险，资信情况差 
0.00 

688.17  

沂水县龙家圈镇人民政府 0.00 662.08 - 政府部门，资信情况良好 0.00 
331.04  

山东黄河国际生态城投资

有限公司 
- 561.30 - 国资企业，资信情况良好 30.00 

280.65  

丽水中驰置业发展有限公

司 
- - 484.60 

房产企业，有多项经营风

险，资信情况差 
0.00 

484.60  

嘉祥县园林环卫管理局 482.14 - - 政府部门，资信情况良好 0.00 
144.64  

高唐县公用事业建设服务

中心 
473.30 - - 政府部门，资信情况良好 0.00 

141.99  

齐河县林业局 
- - 430.00 政府部门，资信情况良好 0.00 

430.00  

济宁市新城发展投资有限

责任公司 
424.01 - - 国资企业，资信情况良好 50.00 

127.20  

天津天房建设工程有限公

司 
- 404.39  - 

房产企业，有多项经营风

险，资信情况差 
0.00 

404.39  

沂水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 383.09 - 政府部门，资信情况良好 0.00 
191.55  

阜阳翰沃一涵置业有限公

司 
- 354.84 - 

列入经营异常名录:通过

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

所无法联系的，风险等级

中等，资信情况差 

0.00 

354.84  

青岛天逸海湾置业有限公

司 
- - 354.00 

房产企业，有多项经营风

险，资信情况差 
0.00 

354.00  

舟山市普陀绿城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 
- 344.77  - 

房产企业，有多项经营风

险，资信情况差 
14.93 

344.77  

德清县下渚湖湿地旅游发

展有限公司 
19.20 276.95 - 国资企业，资信情况良好 0.00 

144.24  

江西章江源旅游发展有限

公司 
250.00 - - 国资企业，资信情况良好 75.00 

75.00  

微山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 241.60 - 政府部门，资信情况良好 0.00 
120.80  

青岛嘉海置业有限公司 - - 235.02 
房产企业，有多项经营风

险，资信情况差 
0.00 

235.02  

杭州市城东新城建设投资
- - 234.97 国资企业，资信情况良好 0.00 

234.97  



    单位：万元 

单位名称 
账龄 

经营、信誉情况 期后回款 
坏账准备

计提金额 3-4 年 4-5 年 5 年以上 

有限公司 

浙江天悦一龙置业发展有

限公司 
- 218.24 - 

房产头部企业融创集团

控股，资信情况良好 
19.47 

109.12  

微山县创达投资建设有限

公司 
217.44 - - 国资企业，资信情况良好 0.00 

65.23  

浦江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13.01 - - 政府部门，资信情况良好 0.00 
63.90  

伽师县项目代建中心 
- - 200.00 政府部门，资信情况良好 0.00 

200.00  

中交第二航务工程局有限

公司第五工程分公司 
166.50 - - 国资企业，资信情况良好 0.00 

49.95  

青岛高新区投资开发集团

有限公司 
- - 144.08 国资企业，资信情况良好 0.00 

144.08  

杭州朗瑞置业有限公司 - 131.82  3.37 
房产企业，有多项经营风

险，资信情况差 
0.00 

135.19  

宁波国源置业有限公司 - 133.74 - 
房产企业，有多项经营风

险，资信情况差 
0.00 

133.74  

阜阳翰沃一涵置业有限公

司 
- 129.13  - 

列入经营异常名录:通过

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

所无法联系的，风险等级

中等，资信情况差 

0.00 

129.13  

杭州朗坤置业有限公司 - 81.52  41.86 
房产企业，有多项经营风

险，资信情况差 
0.00 

123.38  

杭州融创绿城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 
- - 118.13 

房产企业，有多项经营风

险，资信情况差 
0.00 

118.13  

济南市历城区西营镇拔槊

泉村民委员会 
- 28.80 86.40 政府部门，资信情况良好 0.00 

100.80  

青岛天逸海湾置业有限公

司 
- - 112.58 

房产企业，有多项经营风

险，资信情况差 
0.00 

112.58  

舟山保亿华荣置业有限公

司 
- - 109.55 

房产企业，有多项经营风

险，资信情况差 
0.00 

109.55  

高唐县尹集镇人民政府 - - 100.00 政府部门，资信情况良好 0.00 
100.00  

 5,318.69 10,819.09 4,395.86  1,369.40 12,191.12  

 

应收账款账龄在三年以上的主要客户情况如上表所示，上述客户应收账款合

计 2.05亿元，占三年以上应收账款合计的 81.23%，计提坏账准备金额 1.22 亿



元，期后回款 1369.40 万元，累计回款占三年以上应收账款合计金额的 5.42%，

客户涉及的类型为政府部门、国资企业、房地产企业。 

对于有多项经营风险和列入经营异常名录资信情况差的，公司已单项评估信

用风险，全额计提了坏账准备。剩余资信情况良好的，公司已按信用风险特征组

合计提坏账准备，其中账龄五年以上的 4395.86 万元已全额计提坏账准备。同时

由于园林绿化业务多服务于公共基础设施以及房地产领域，前期投资规模普遍较

大、建设周期较长，结算时点较晚等特点导致公司回款较慢，符合合同约定及行

业特性，公司相关坏账准备计提充分。 

上述回复中相关数据均为企业初步测算结果，涉及的收入预计情况仅为公司

依据目前在手资料对个别业务板块做出的预计分析，未经会计师审计，最终相关

数据以会计师审定的年度报告为准，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美晨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 2月 8日 

 

 

 

 

 
 


	2023年1月30日晚间，你公司披露的《2022年度业绩预告》显示，2022年公司预计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亏损10亿元至14亿元，上年同期为亏损3.67亿元。我部对此表示关注，请你公司核实并说明以下事项：
	1.公告显示，非轮胎橡胶制品业务受市场需求不足、原料价格上涨、销售单价下降等影响盈利规模缩小。疫情、房地产调控政策以及行业大环境变化对公司园林生态业务经营负面影响较大，主要体现在新开工项目减少且规模普遍偏小、公司持续融资导致财务成本高企、人力和材料成本增加等。
	（1）请列示2022年度非轮胎橡胶制品业务预计收入、成本、毛利规模及同比变动情况，并结合商用车市场和工程机械市场需求变化情况、原材料价格变动情况、公司下调产品单价情况，量化分析该业务整体盈利较去年同期变动的原因。
	回复：
	一、2022年度非轮胎橡胶制品业务预计收入、成本、毛利规模及同比变动情况：
	单位：万元
	二、商用车市场和工程机械市场需求变化：
	商用车市场：根据第一商用车网数据显示，“我国重卡行业跌至最谷底，2022年全年的重卡市场共计销售67.2万辆，比上年同期的139.5万辆下降52%，减少了72万辆之多。2023年的国内重卡需求会呈现出逐季好转的趋势，下半年整体市场预计将好于上半年，全年销量有望冲击80万辆甚至更高规模”。
	工程机械市场：根据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数据显示，“ 2022年1-12月累计销售汽车起重机25942台，履带起重机3215台，随车起重机17465台，塔式起重机21045台。其中， 2022年全年累计销售汽车起重机25942台，相比2021年的49136台，销量下降47.2%。”随着房地产股权融资方面调整优化措施落地，政策托底利好下游开工率回升，工程机械内销市场有望加快复苏。
	（1）商用车市场和工程机械市场公司销售数量及金额变化情况：
	非轮胎橡胶制品板块2022年工程机械市场销售数量同比减少23.69%，销售金额同比下降51.99%（工程机械市场因所供产品单位价值比较高且所供产品类别发生变动，导致销售数量与销售金额不是同比例发生变化），商用车市场销售数量同比减少46.41%，销售金额同比减少50.81%，工程机械市场和商用车市场销售数量合计同比减少45.92%，销售金额合计同比减少51.06%。
	（2）非轮胎橡胶制品板块原材料价格变动情况：
	受国内外多重复杂因素影响，大宗商品价格不断上涨，进一步挤压了产品利润空间，尤其是橡胶和化工类原材料价格一直在高位运行。
	非轮胎橡胶制品业，化工类、橡胶原材料为其重要原材料，同比采购情况如下：
	（3）非轮胎橡胶制品板块销售价格变化情况：
	当前我国汽车制造企业正面临国内外激烈的市场竞争,以及全球生产资料价格日益增长的严峻局势,需有效控制企业成本,增强成本领先的竞争优势，各汽车制造企业为占据成本优势，将降价压力转嫁给零部件配套企业；同时受前几年汽车需求量增长的影响也带动了整个零配件行业的发展，为取得市场份额，零配件企业之间的竞争也日益激烈。在汽车制造企业和零配件企业双重压力影响下，非轮胎橡胶制品板块前十大客户2022年整体年降在1%-7%不等。
	另外，除材料上涨和售价下降因素外，商用车和工程机械市场销量同比下降幅度较大，但折旧等固定费用不变也导致产品成本上涨，导致毛利率下降。
	（2）请列示2022年度园林业务预计收入、成本、毛利规模及同比变动情况，对比近两年新开工项目数量及平均规模、融资规模和财务成本、人力和材料成本变动，量化分析园林生态业务经营业绩不佳的原因。
	回复：
	（一）园林绿化板块收入、成本、毛利同比变动：
	（二）园林绿化板块近两年新开工项目数量及平均规模：
	2021年新开工项目74个，合同规模8.2亿元，平均规模1140.10万元；2022年新开工项目85个，合同规模共计6.57亿元，平均规模952.88万元。
	单位：万元
	（三）园林绿化板块融资规模和财务成本：
	2022年底园林绿化板块有息负债金额39.64亿元，较2021年底有息负债金额38.38亿元，增加1.26亿元；2022年园林绿化板块财务成本2.68亿元，较2021年财务成本2.38亿元，增加3017万元。
	（四）园林绿化板块人力和材料成本变动：
	园林绿化板块涉及人力和材料成本变动的主要为园林工程施工与养护业务，其中园林工程施工业务2022年成本率89.10%，较2021年成本率86.05%增长3.05%，养护业务2022年成本率89.63%，较2021年成本率80.09%增长9.55%；园林工程施工与养护业务成本率总体增长3.33%；
	（3）请结合上述回复情况说明有关业务经营业绩下滑是否具有持续性，你公司拟采取或已采取的应对措施以及效果，并充分提示相关风险。
	1） 园林绿化板块：
	放弃以前单纯追求业务产值规模，改为产值规模和回款并重、回款优先的经营思路，以收定支，逐步偿还有息债务，减轻债务压力。对于现有未完工项目，以抓完工，促回款为主；对于新接单项目，以回款有保障的项目为原则，重点做有专项资金保障的项目和央企分包的项目。园林业务要精细化管理，老项目逐渐回款，新项目围绕有现金流的项目来做。随着公司加强对园林绿化业务开展及回款的管控，以及项目进入完工结算期，公司经营获现能力将逐步增强，盈利能力将逐步提高并持续。
	2） 非轮胎橡胶业务板块：持续推进非轮胎环保橡胶制品业务，在商业车和工程机械市场下滑的情况下，积极拓展乘用车客户，将产品的市场领域拓展到乘用车领域，2022年在乘用车客户的业务开发方面有较大进展。同时公司的橡胶产品还可广泛用于新能源车，汽车用胶管在传统乘用车、商用车领域中市场用量增长迅速，其在汽车冷却、燃油、空调、刹车、进气等各个系统中占据主要份额，在新能源汽车领域中，橡胶软管仍作为冷却、制动以及空调管路等系统介质的主要传输管道，而且由于传统能源冷却只围绕动力总成进行，但新能源需要围绕电机、电控、...
	2.公告显示，基于审慎性原则，公司对商誉等资产计提减值准备。
	（1）请补充说明商誉减值主体及对应预计减值金额，相关主体2022年实际业绩情况与以前年度商誉减值测试预测是否存在较大差异及其原因，并结合减值迹象发生时点、商誉减值测试的具体过程及关键参数，说明2022年度及以前年度商誉减值计提是否合理、充分。
	回复:
	1、 商誉减值主体及对应预计减值金额
	2、 相关主体2022年实际业绩情况与以前年度商誉减值测试预测是否存在较大差异及其原因，并结合减值迹象发生时点、商誉减值测试的具体过程及关键参数，说明2022年度及以前年度商誉减值计提是否合理、充分。
	（2）请补充说明你公司资产减值准备涉及的其他资产项目类别、预计计提减值金额、出现减值迹象的时点及依据，公司2021年未对前述资产计提减值准备的原因及合理性，以前年度是否存在减值计提不充分的情形。
	回复：
	其他资产项目减值准备主要为园林业务资产减值准备，为对工程项目合同资产计提的减值准备，根据不同类型的园林绿化工程项目预期审减情况，PPP项目按照合同资产金额的5%计提减值，市政园林、地产园林、文保古建等项目按照10%计提减值，2022年计提比例与2021年度一致。自2020年严格按照新会计准则相关规定，各类工程项目的合同资产按照月度进行减值的计提，与同行业上市公司园林合同资产的计提相比较，公司计提比例严谨，不存在以前年度减值计提不充分的情形。
	资产减值准备涉及的其他资产项目类别如下：
	3.公告显示，由于应收账款账龄加长，公司2022年度计提的减值准备金额同比增加，对业绩造成影响。请列示2022年末与2021年末各账龄段应收账款期末账面原值、坏账准备、账面净值，量化分析应收账款账龄延长对净利润的影响程度，并结合三年以上账龄客户经营情况、信誉情况、账龄、期后回款等说明相关坏账准备计提是否充分。
	回复：
	公司橡胶非轮胎业务的应收账款账龄在一年以内的金额占橡胶非轮胎业务应收账款总金额的比例在98%以上，主要是由于园林板块的应收账款账龄加长，计提的减值准备金额同比增加，对业绩造成影响。主要分析园林板块的应收账款变动情况。
	（一）园林业务板块2022年末与2021年末各账龄段坏账对比如下：
	2022年应收账款按信用风险特征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比例与2021年一致，主要是应收账款账龄加长，按预期信用损失率计提的减值准备金额较2021年增加，对业绩造成影响。
	（二） 三年以上账龄分析：
	应收账款账龄在三年以上的主要客户情况如下表所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