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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补充披露报告期内购买原材料的具体数量、金额、投入项目等；（2）请结合具

体项目或者收购行为， 说明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近三年大幅波动的

原因。

回复：

问题（1）：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连续三个半年度数据均为负的

原因，并补充披露报告期内购买原材料的具体数量、金额、投入项目等

公司采取以销定产，以产定购的模式。 公司从采购原材料（多采用现款结

算），安排生产，组织运输到产品收入确认一般需要3-5个月，从产品收入确认

到收回货款，风电产品90天左右，光伏产品需要2-6个月。随着公司销售规模的

逐年扩大，上半年根据销售订单要求集中采购，会出现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为负的情况。

公司2017年-2019年半年度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与净利润之间差异的

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年1-6月 2018年1-6月 2017年1-6月

1、将净利润调节为经营活动现金流量

净利润 -2,006.44 3,826.59 6,913.55

加：信用减值损失 -552.44 - -

资产减值准备 27.52 170.80 726.65

固定资产折旧 3,851.81 2,126.37 1,185.24

无形资产摊销 150.29 54.97 59.41

长期待摊费用摊销 3.75 0.36 0.36

处置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

资产的损失（收益以“－” 号填列）

1.27 - 13.54

固定资产报废损失（收益以“－” 号

填列）

5.46 2.23 1.41

公允价值变动损失（收益以“－” 号

填列）

-36.61 - -

财务费用（收益以“－” 号填列） 2,541.86 917.28 -205.32

投资损失（收益以“－” 号填列） -232.67 -1,914.54 -0.02

递延所得税资产减少（增加以“－”

号填列）

-563.99 -73.26 44.67

递延所得税负债增加（减少以“－”

号填列）

-29.95 - -2.06

存货的减少（增加以“－” 号填列） -17,074.51 -7,151.53 -7,392.58

经营性应收项目的减少 （增加以

“－” 号填列）

2,439.01 -8,163.29 -5,634.80

经营性应付项目的增加 （减少以

“－” 号填列）

-7,044.21 -2,990.49 2,414.64

其他 1,087.80 -7.78 -7.7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7,432.05 -13,202.30 -1,883.10

由上表可知：2017年1-6月，公司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为负的主要原因

为： ①存货余额的增加： 公司因生产经营快速增长， 期末存货规模增加7,

392.58万元；②应收账款余额增加：公司2017年1-6月因销售规模快速增长引

致主要客户Unimacts、西门子集团及特变电工应收账款的增加。

2018年1-6月，公司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为负的主要原因为：①存货余

额的增加：2018年下半年需要履行的订单增幅较大，因此使得本期末存货规模

增加7,151.53万元；②应收账款余额增加：公司2018年1-6月因销售规模快速

增长引致主要客户Unimacts、上海电气及特变电工应收账款的增加。

2019年1-6月，公司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为负的主要原因为：①存货余

额的增加：2019年6月末存货规模增加17,046.99万元，除公司生产经营扩大所

致还因为客户Enercon因为其运输安排调整， 使得该部分1亿元左右的对应存

货尚未发货；②预收款项余额减少：公司于2018年末与西门子公司签订销售合

同，收到预收账款，并于2019年1-6月确认收入，导致预收款项的减少。

报告期内原材料购买的数量、金额下表：

类别 种类 单位

2019年1-6月

采购金额（万元） 采购数量

钢材类

板材 吨 21,822.67 54,849.53

型材 吨 16,686.81 32,383.38

板材 其他 1.03 -

型材 其他 213.67 -

油漆类 千升 912.91 290.97

其他 - 5,021.74 -

合计 - 44,658.83 -

由上表计算可知， 本公司的原材料主要为板材、 型材， 这两类占原材料

86.71%。

公司实施以产定购的采购策略，均按产品生产需要进行原材料采购。 报告

期内所采购的原材料按对应产品分类如下：

产品 板材（万元） 占总采购板材比例 型材（万元） 占总采购型材比例

机舱罩 817.69 3.75% 50.03 0.30%

转子房 6,348.03 29.09% 260.12 1.54%

定子段 947.66 4.34% 958.43 5.67%

光伏支架 1,073.61 4.92% 11,015.20 65.18%

塔筒 8,546.95 39.16% 397．72 2.35%

其他 4,089.76 18.74% 4,218.98 24.96%

合计 21,823.7 100.00% 16,900.48 100.00%

问题（2）：请结合具体项目或者收购行为，说明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近三年大幅波动的原因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年1-6月 2018年度 2017年度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26,510.00 142,000.00 15,783.70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300.11 1,606.88 11.92

处置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和其他

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

2.86 3.81 8.29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 649.13 1,515.22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26,812.97 144,259.82 17,319.13

购建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和其他

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20,456.63 37,023.53 21,260.42

投资支付的现金 19,498.12 102,430.08 74,783.70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

的现金净额

11,329.80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277.00 398.03 160.00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51,561.55 139,851.64 96,204.12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4,748.58 4,408.18 -78,885.00

2017年度，公司开始募投项目的建设及购置配套设备，并使用部分闲置募

集资金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强的保本型理财产品及结构性存款，导致2017年

度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78,885.00万元。

2018年度，公司继续募投项目的建设，同时将闲置资金进行滚动理财，大

额收回上年购买理财产品及结构性存款的本金， 导致2018年度投资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额为4,408.18万元。

2019年上半年公司继续募投项目的建设， 同时支付收购上海底特公司股

权款，导致2019年半年度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24,748.58万元。

二、关于财务状况及会计处理

5、负债情况。据披露，截至2019年6月30日，公司短期借款10.68亿元，同比

增加43.55%；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5,166.96万元，同比增加138.67%；长

期借款1,909万元，同比增加90.90%。 2017年、2018年和2019年半年度，公司

的资产负债率分别为28.77%、50.14%和52.81%，涨幅较大。报告期内经营活动

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17,432.05万元， 货币资金仅4.03� 亿元， 同比下降

40.62%。请补充披露：（1）上述短期借款、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长期借款

的主要构成，2019年内债务到期情况， 以及报告期内上述负债大幅增加的原

因；（2） 结合实际业务情况， 说明资产负债率在2018年度大幅增加的原因；

（3）结合公司流动资金、经营性现金流情况，说明相关债务偿付资金安排以及

是否存在债务风险；（4）公司是否存在进一步改善财务状况的计划和安排。

回复：

问题（1）：上述短期借款、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长期借款的主要构

成，2019�年内债务到期情况，以及报告期内上述负债大幅增加的原因

1、短期借款、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长期借款的主要构成：

单位：万元

金融机构 短期借款 长期借款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农业银行 5,000.00 - -

浦发银行 26,075.26 - -

花旗银行 4,003.26 - -

工商银行 3,000.00 1,159.00 -

中信银行 22,600.00 - -

兴业银行 3,000.00 - -

民生银行 5,000.00 - -

光大银行 3,500.00 - -

华侨银行 5,190.49 - -

平安银行 3,000.00 - -

进出口银行 15,000.00 - -

华夏银行 10,000.00 - -

建设银行 800.00 750.00 500.00

交通银行 500.00

平安租赁 1,241.32

合计 106,669.01 1,909.00 1,741.32注

注：此外，公司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还包括因收购上海底特一年内到

期的应付股权转让方切斯特技术公司3,776.60万元股权转让款。

2、2019年内债务到期情况

截止本回复出具之日，公司已展期的债务有14,003.26万元，公司2019年

内到期的债务余额为10,822.02万元，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金融机构

需归还短期借款

金额

需归还长期借款

金额

需归还长期应付款金

额

合计

光大银行 3,500.00 3,500.00

兴业银行 3,000.00 3,000.00

工商银行 3,000.00 3,000.00

建设银行 800.00 250.00 1,050.00

平安租赁 272.02 272.02

合计 10,300.00 250.00 272.02 10,822.02

根据上表可知，2019年内到期的债务合计10,822.02万元。 截至本回复出

具之日， 公司已与银行达成意向续贷且已重新申报授信的借款金额10,300万

元， 预计尚待还款金额为建设银行长期借款250万元和平安租赁长期应付款

272.02万元，金额相对较小，公司不存在偿贷压力。

3、负债大幅增加的原因

2019年6月末，公司短期借款余额较年初增加3.24亿元。 主要原因为公司

本期向支付股权转让款用于收购上海底特股权合计1.56亿元、连云港子公司支

付土地购置款2,403万元，资金支出规模较大。同时，公司本期扩产项目逐步投

产，产能和生产规模大幅增加，其中本期营业收入64,538.99万元，较去年同期

增加73.44%。生产规模扩大引致营运资金需求提高，公司利用自身信用情况增

加了银行融资规模，上述原因引致期末短期借款增加。

问题（2）：结合实际业务情况，说明2018年资产负债率大幅增加的原因

2018年末，公司负债科目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负债项目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变动数 变动比例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74,408.93 26,322.70 48,086.23 182.68%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23,157.75 14,494.12 8,663.63 59.77%

预收款项 21,923.58 1,481.96 20,441.62 1379.36%

应付职工薪酬 497.08 2,676.72 -2,179.64 -81.43%

应交税费 931.98 672.64 259.34 38.55%

其他应付款 17,110.76 94.34 17,016.42 18037.84%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2,164.89 3,718.19 -1,553.30 -41.78%

流动负债合计 140,194.97 49,460.68 90,734.29 183.45%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1,000.00 5,000.00 -4,000.00 -80.00%

长期应付款 7,301.34 729.65 6,571.69 900.66%

递延收益 1,008.77 310.75 698.02 224.63%

递延所得税负债 423.38 423.38

非流动负债合计 9,733.49 6,040.40 3,693.10 61.14%

负债合计 149,928.46 55,501.07 94,427.38 170.14%

2017年至2019年末， 公司资产负债率分别为28.77%、50.14%和52.81%，

其中2018年末，公司资产负债率水平较上年同期增幅较大，主要系本期银行融

资规模以及期末预收款项大幅增加所致。 具体原因分析如下：

（1）2018年12月，公司投资18,883.00万元收购上海底特进入紧固件业务

领域，上述原因引致资金需求量和应付股权转让款大幅上升。 其中2018年末，

其他应付款中因上述收购形成期末应付而未付的收购款1.13亿元，以及长期应

付款中一年后需付的股权转让款7,500多万元。

（2）2018年，以下原因导致公司短期借款余额较上年同期增加48,086.23

万元，增幅182.68%。①2018年4月，尚和海工投资14,000万元进入海上风电吊

装业务；②公司在主营业务收入基本稳定的同时，下半年因西门子恢复要货计

划，公司新接订单量增加，期末预收款项增加2.04亿元；③为顺利完成西门子年

度框架的交货任务，公司期末适度增加了备货规模，其中2018年全年采购总金

额8.16亿元，较去年同期增加1.66亿元。

上述原因导致2018年末公司资产负债率较去年同期大幅上升， 但该等情

形系正常生产经营所致，存在真实的商业背景。

问题（3）：结合公司流动资金、经营性现金流情况，说明相关债务偿付资

金安排以及是否存在债务风险

2019年年内到期的债务合计10,822.02万元。 截至本回复出具之日，公司

已与银行达成意向续贷且已重新申报授信的借款金额10,300万元， 预计尚待

还款金额为建设银行长期借款250万元和平安租赁长期借款272.02万元，金额

相对较小，公司不存在债务风险。针对2019年内到期的10,822.02万元债务，公

司安排如下计划：

1、公司已经向银行提交申报展期及续作借款合同金额10,300万元；如该

展期协议签订成功，2019年末公司尚待还款金额为522.02万元。

2、公司2019年1-6月，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合计5.76亿元，较去年同期增加

2.2亿元。 期末货币资金余额4.03亿元，其中有3.62亿元可随时用于支付。 期末

应收账款3.16亿元，公司应收账款账龄质量良好，一年内到期的占比超过96%，

绝大多数应收账款为国外客户，账期较短，至年末可以陆续收回。

目前公司已获批未用银行授信充足，公司将进一步加强运营水平，继续扩

大销售收入，提升成本费用管理水平，加大应收账款回款力度，加快存货周转

管理水平，努力通过增加经营现金净现金流来偿还银行借款。

截止目前，公司业务发展平稳，公司前期债务均按时履约偿还，不存在有

逾期及无法兑付情形，且存在债务偿还的安排，因此公司债务风险较小。

问题（4）：公司是否存在进一步改善财务状况的计划和安排

由于近年来公司主营业务发展较快以及对外收购公司的资金需求较大，

使得公司银行借款金额逐步增加。 公司已经采取相关改善财务状况的计划和

安排：首先，公司前期设备资产投入，公司产能逐步释放，销售收入将继续提

升， 同时将加强考核机制的执行， 使得应收账款催收和管理成本费用水平提

升，进一步增强公司经营现金水平；其次，公司将会缩减非必要固定资产和长

期股权投资的投入，进一步减少资金需求。 最后，公司将根据经营需要择机选

择再融资，以逐步减轻短期偿债压力，降低公司融资成本，最终使公司债务结

构达到更为合理的水平。

6、 销售费用与财务费用。 据披露，2019� 年上半年， 公司销售费用为

5732.12�万元，同比增加130.50%。 其中运费、工资及附加、差旅费及招待费增

幅较大，售后服务费、仓储费和代理费为本期新增。 财务费用为2872.33�万元，

同比增加218.61%，其中利息支出2760.41�万元，同比增加183.92%。 请补充披

露：（1）结合公司的销售模式和产品结构，具体说明销售费用本期大幅增加的

原因及合理性；（2）补充披露公司拟采取的销售费用控制措施，并评估其有效

性；（3）结合借款情况和同行业平均水平，包括但不限于借款期限、利率、金额

等，说明财务费用、利息支出大幅增加的原因。

回复：

问题（1）：结合公司的销售模式和产品结构，具体说明销售费用本期大幅

增加的原因及合理性

1、公司销售费用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年1-6月 2018年1-6月 变动金额 变动率%

运费 4,430.91 2,340.05 2,090.86 89.35

售后服务费 121.54 - 121.54 -

工资及附加 140.57 74.61 65.96 88.41

差旅费及招待费 34.82 25.75 9.07 35.22

仓储费 100.69 - 100.69 -

其他 32.65 46.44 -13.79 -29.69

合并上海底特销售费用 870.95 - 870.95 -

合计 5,732.12 2,486.86 3,245.26 130.50

由上表可见， 公司本期销售费用较上年同期增加3,245.26万元， 增幅

130.50%。 其中：运费增加2,090.86万元，合并底特销售费用增加870.95万元。

新增售后服务费121.54万元为已销制动环产品的后期维护费； 新增仓储费

100.69万元，是为更好的满足客户准时交付的要求增加的国外仓储费用；代理

费是新增合并上海底特所产生，工资及附加增加65.96万，主要系公司业务扩大

需要增加销售人员10人。

公司主要产品有风电设备、光伏设备，都以出口销售为主。 公司目前采用

“直销和买断式经销相结合” 的销售模式，其中风电设备产品以及固定/可调

式光伏支架产品采用直销为主、 追踪式光伏支架采用买断式经销为主的销售

模式。 不同客户的运输方式不同。 报告期内，公司与主要客户约定的运费承担

方式具体如下：

客户属性 主要客户 运费主要承担方式 主要产品

国外主要客

户

西门子集团

DAP交货，公司承担发货地

到对方指定地点运费

转子房，定子段等

UnimactsGlobalLLC

FOB交货，公司承担发货地

到装运港口运费

追踪式光伏支架等

国内客户均由公司承担运费。

2、风电设备产品销售金额与运输费用配比情况：

单位：万元

风电设备产品 2019年1-6月 2018年1-6月 变动率%

运输费用 3,552.28 1,765.97 101.15

销售金额 34,504.48 17,295.58 99.50

运输费用/销售金额 10.30% 10.21% -

公司运输费用较上年同期增加2,090.86万元， 主要是销售风电设备所发

生的运费大幅增加，增加1,765.97万元。 公司风电设备以海外销售为主，且主

要由公司安排运输并承担运费。 2019年1-6月风电设备销售总额较同期增加

99.50%，使得本期风电产品运输费用大幅增加101.15%，同时本期运输费用占

销售金额比例10.30%，较去年同期变化不大。

公司2019年1-6月国内光伏设备产品销售收入减少， 其运输费用有所下

降。

问题（2）：补充披露公司拟采取的销售费用控制措施，并评估其有效性

公司销售费用主要由运费构成，公司目前对运费控制措施：总原则是合

理选择运输工具和托运方式提升运输效率，流程上物流部会根据商务或者项

目主管的发运计划，提前安排发运方案，实际发运依据竞价结果。 其中竞价过

程为物流需求的部门发出物流邮件通知物流部竞价；物流部根据相关竞价信

息，询问各运输商并在截标日期前报价，所有报价发送竞价负责人。 竞价负责

人在截标时间后，对收到的所有报价进行比较并唱标，邮件通知物流部。 物流

部收到唱标邮件后，通知中标的运输商，确认价格等相关细节并签订物流合

同。

公司目前销售费用控制措施具备有效性，将进一步维持运费控制措施，并

且将归集分析后续执行过程发生问题的反馈，继续改善上述控制措施。

问题（3）：结合借款情况和同行业平均水平，包括但不限于借款期限、利

率、金额等，说明财务费用、利息支出大幅增加的原因

1、2019年1-6月和2018年1-6月，公司财务费用变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年1-6月 2018年1-6月 变动金额

利息支出 2,760.41 972.25 1,788.16

减：利息收入 155.42 39.73 115.69

贴息支出 103.25 - 103.25

汇兑损益 -91.45 -173.84 82.39

手续费及其他 255.54 142.84 112.70

合计 2,872.33 901.52 1,970.81

2019年1-6月和2018年1-6月， 公司财务费用分别为2,872.33万元、

901.52万元，占营业收入比重分别为4.45%、2.42%。 本期财务费用较上年同期

增加1,970.81�万元，增幅218.61%。 其中，主要系利息支出较上年同期增加1,

788.16万元，增幅183.92%。

两期利息支出构成详见下表：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年1-6月 2018年1-6月 变动金额 变动率%

利息支出 2,760.41 972.25 1,788.16 183.92

其中：银行贷款利息支出 2,440.03 886.80 1,553.23 175.15

保理利息支出 116.65 66.56 50.09 75.26

融资租赁利息支出 50.27 18.92 31.35 165.70

其他利息支出 153.46 -0.02 153.48

由上表可见，本期利息支出大幅增加，主要是银行贷款利息支出较上年同

期增加1,553.23万元。

报告期内，公司短期借款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年1-6月 2018年12月31日

保理融资借款 6,575.26 5,482.31

质押借款 25,190.49 3,000.00

抵押借款 23,400.00 31,020.26

保证借款 46,503.26 29,906.36

信用借款 5,000.00 5,000.00

应计利息 148.14 -

合计 106,817.15 74,408.93

2018年末至2019年6月末， 公司短期借款账面价值分别为74,408.93万

元、106,817.15万元，占各期负债总额的比例分别为66.62%、49.63%。 本期末

短期借款余额较年初增加3.24亿元， 主要系2017年公司以自有资金投资建设

二期生产基地，占用了公司营运资金。截至2019年3月，二期生产基地陆续完工

并投入使用，生产规模扩大。且2019年在手订单大幅增加，为保证及时交货率，

公司提前为这些订单备货。 导致公司营运资金需求量逐渐增加。 因此，公司增

加银行贷款，进一步导致本期银行贷款利息支出增加。

2、2019年6月末和2018年末，公司和同行业上市公司的短期借款、长期借

款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公司名称 项目 2019年6月末 2018年12月末

本公司

短期借款 106,817.15 74,408.93

长期借款 1,909�.00 1,000.00

泰胜风能

短期借款 300.00 300.00

长期借款 0.00 0.00

恒润股份

短期借款 25,300.00 8,400.00

长期借款 8,800.00 8,800.90

清源股份

短期借款 51,866.96 42,797.69

长期借款 5,250.00 5,550.00

同行业上市公司平

均金额

短期借款 46,071.03 31,476.66

长期借款 30,216.79 22,189.96

从上表可知， 公司贷款金额高于同行业水平。 主要是因为公司处于成长

期，生产经营规模扩大，营运资金需求较大。

7、 存货。 据披露， 截至2019年6月30日， 公司存货5.68亿元， 同比增加

42.85%， 主要系购买原材料增加及价格上涨及客户延期提货所致； 货币资金

4.03亿元，同比下降40.62%，主要系订单量增多购买原材料等使银行存款减少

所致。本报告期存货跌价准备计提仅27.52万元，存货跌价准备余额为1,336.49

万元，2018年度计提525.88万元。 请补充披露：（1）结合行业发展趋势、生产经

营状况及在手订单情况，补充披露存货大幅增加的原因；（2）请结合近两年存

货周转率和周转天数等营运指标的变化情况，说明公司存货的销售情况，是否

会因周转不力对净利润造成影响；（3） 结合本期存货账面价值大幅增加的事

实和2018年度存货减值准备计提情况， 分析说明上述存货跌价准备计提的合

理性及是否充分。

回复：

问题（1）：结合行业发展趋势、生产经营状况及在手订单情况，补充披露

存货大幅增加的原因

1、行业发展趋势

（1）风电行业发展呈快速增长趋势

海上风电产业成为政府主推的新兴产业之一。国家能源局出台的《风电发

展“十三五” 规划》提出，要积极稳妥地推进海上风电建设，到2020年，全国海

上风电开工建设规模达到1,000万千瓦， 力争累计并网容量达到500万千瓦以

上。 我国海上风电发展趋势是稳中求进。 在未来几年，随着海上风电技术的不

断进步，海上风电开发成本会进一步降低，我国海上风电可能会取得更快的发

展。

预测2019年中国海上风电累计装机容量将达423万千瓦， 未来五年

(2019-2023)年均复合增长率约为26.02%，并预测在2023年中国海上风电累

计装机容量将突破千万千瓦，达到1,067万千瓦。

（2）光伏行业发展呈稳步增长趋势

公司光伏业务以出口为主， 根据中国光伏行业协会统计，2019年上半年，

我国光伏产品出口额达到106.1亿美元，同比增长31.7%;其中电池片、组件出

口额分别达到6.6亿美元和90亿美元，分别同比增长58.2%和45.1%，从侧面反

映国外光伏产品需求的旺盛。

2、生产经营状况

2018年下半年，公司投资控股上海底特，本期合并报表将上海底特纳入合

并范围。 2018年，公司投资建设新生产基地，厂房及设备在2018年末到2019年

3月陆续完工并投产。 母公司主要经营项目还是风电设备、光伏支架及其他钢

结构设备，按销售订单安排生产，账面在产品、产成品（工装、样件除外）均有

对应的在手订单。

3、在手订单情况

单位：万元

行业 2019年6月30日 2018年12月31日 变动率

风电产品 56,898.71 51,144.00 11.25%

光伏产品 20,757.06 7,640.51 171.67%

其他产品 376.46 1,139.41 -66.96%

合计 78,032.23 59,923.92 30.22%

2019年6月末，在手订单7.80亿元，较上年末增长30.22%；公司存货5.68亿

元，较上年末增加17,047.00万元，增加42.85%，其中原材料增加4,291.71万

元，库存商品增加893.70万元，在产品增加11,861.57万元。

2019年6月末，公司存货余额较年初显著增加，主要原因如下：

（1）公司所处风力发电行业和光伏行业市场需求较大，主要客户多为行

业内知名企业且发展情况良好，带动下游市场需求稳步增长。

（2）公司本期末在手订单约7.80亿元，较年初增长30.22%。 由于公司是根

据销售订单来安排生产， 订单量增加导致原材料备货量， 以及在产品大幅增

加。

（3）公司生产规模不断扩大，其中2018年下半年到2019年3月份，新生产

基地建设陆续完工并投入使用，产能和生产规模扩大，各期末公司原材料库存

规模也不断提高。

问题（2）：请结合近两年存货周转率和周转天数等营运指标的变化情况，

说明公司存货的销售情况，是否会因周转不力对净利润造成影响

公司近两年存货周转率变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年1-6月 2018年度

期初存货 39,785.34 23,184.82

期末存货 56,832.33 39,785.34

主营业务成本 51,549.43 71,642.38

存货周转率 1.07 2.27

平均周转天数（天） 171.03 160.41

公司本期存货平均周转天数较上期增加10.62天，变动较小。公司生产销售

周期平均为160天左右。其中提前备货30-60天的原材料用量，生产周期30-90

天，发货到客户签收10-50天不等。累计从原材料备货到客户签收确认收入，历

时160天左右。 与存货周转天数基本相符。

本期存货周转情况正常，不会对净利润造成影响。

问题（3）：结合本期存货账面价值大幅增加的事实和2018�年度存货减值

准备计提情况，分析说明上述存货跌价准备计提的合理性及是否充分

公司2018年新增存货跌价准备525.88万元， 是因为2018年末合并上海底

特存货跌价准备525.88万元。

公司存货跌价准备构成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年6月30日 2018年12月31日

存货跌价准备金额 存货跌价准备金额

母公司库存商品-银萨项目 810.62 810.62

上海底特产成品 553.40 525.88

合计 1,364.01 1,336.49

公司库存商品中，银萨风电产品由于客户原因，订单取消，导致该产品长

期呆滞库中， 该产品账面结存成本1,370.99万元， 扣除无需退回的预收款项

426万元以及视同废钢销售可变现约135万元， 剩余810.62万元予以计提跌价

准备。

上海底特产成品累计跌价553.40万元， 是库存商品中呆滞品280万元，以

及发出商品对账损耗260万元。

两期跌价准备余额无较大变动。 除上述已经计提跌价准备的存货以外，公

司其他存货不存在减值迹象，公司存货跌价准备计提合理且充分。

8、研发费用。 据披露，2019�年上半年，公司研发费用为2094.24�万元，同

比增加133.52%，主要系新客户开拓及新产品开发导致研发支出增加。 其中工

资薪酬1014.17�万元、材料耗用714.60万元、折旧194.25�万元、电费116.46�万

元和其他54.77�万元。 请补充披露：（1）去年同期上述各项研发费用的明细支

出，并解释说明变动原因；（2）各研发品种的名称、所处阶段、累计研发投入，

并说明研发费用较往年大幅增加的原因。

回复：

问题（1）：去年同期上述各项研发费用的明细支出，并解释说明变动原因

报告期内，研发费用的明细支出如下：

单位：万元

名称 2019年1-6月 2018年1-6月

工资薪酬 1,014.17 425.54

材料耗用 714.60 255.97

折旧摊销 194.25 160.43

电费 116.46 54.87

其他 54.77 -

合计 2,094.24 896.81

注：2019年1-6月研发费用包含本期合并范围子公司上海底特

2019年1-6月和2018年1-6月， 公司研发费用分别为2,094.24万元、

896.81万元，同比增加1,197.43万元。研发费用变动原因主要包括，新增本期合

并子公司上海底特报表研发费用654.00万元， 其中工资薪酬增加348.79万，材

料耗用增加226.37万元，另本期公司主要新增研发项目（如6MW及以上风力

发电机定子支架和转子支架总成、8MW风力发电机分瓣式定子片、10MW以

上风力发电机高能定子结构和转子房及风力发电机相关等研发项目），使得工

资薪酬及材料耗用、 折旧摊销较去年同期同比分别增加239.84万元、232.26万

元、9.75万元。

问题（2）：各研发品种的名称、所处阶段、累计研发投入，并说明研发费用

较往年大幅增加的原因

2019年1-6月研发具体项目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研发项目名称

当期研

发投入

累计研

发投入

所处阶

段

研发周期 对应客户名称

6.0MW风力发电机定

子片

12.28 399.27

已形成

产品

2018.1.1-2019.3.31 上海电机

6.0MW陆上型风力发

电机基础法兰

13.73 348.68

已形成

产品

2018.1.1-2019.3.31 Risa�A/S

6MW及以上风力发电

机定子支架总成的研

发

206.69 206.69

产品试

样

2019.1.1-2019.12.31 金风科技

6MW及以上风力发电

机转子支架总成的研

发

142.17 142.17

产品试

样

2019.1.1-2019.12.31 金风科技

7.0MW风力发电机风

机叶片运输设备的研

发

10.95 327.48

已形成

产品

2018.1.1-2019.3.31 西门子

8MW风力发电机分瓣

式定子片的研发

188.52 188.52

产品试

样

2019.1.1-2019.12.31 西门子/上海电机厂

风力发电机TMD塔筒

内饰件的研发

228.10 228.10

产品试

样

2019.1.1-2019.12.31

welcon� A/S�� /��

HAIZEA� WIND�

SL

风力发电机横块新型

超高塔筒的研发

222.49 222.49

产品试

样

2019.1.1-2019.12.31 Enercon�GMBH

太阳能平单轴跟踪系

统的研发

159.87 159.87

产品试

样

2019.1.1-2019.12.31

阳光电源、 特变电

工、天合光能

10MW以上风力发电

机高能定子结构的研

发

110.73 110.73

产品设

计/开发

2019.1.1-2021.12.31 西门子

10MW以上风力发电

机高能转子房的研发

144.71 144.71

产品设

计/开发

2019.1.1-2021.12.31 西门子

航空紧固件开发 133.39 390.53

产品试

样及产

品确认

2018.1.1-2019.12.31

民航协发机场设备

有限公司

A286高强度高温紧固

件开发

132.08 414.10

产品试

样及产

品确认

2018.1.1-2019.12.31

一汽解放汽车有限

公司无锡柴油机厂

滚丝轮盘内嵌蛇形装

置的研发

80.96 255.98

产品试

样及产

品确认

2018.1.1-2019.12.31

潍柴动力股份有限

公司

高性能双螺母结构金

属接触网螺纹连接副

的开发

49.42 324.31

产品试

样及产

品确认

2018.1.1-2019.12.31

大秦铁路股份有限

公司太原供电段

新型高强度施必牢 III

型紧固件开发

48.68 142.06

产品试

样及产

品确认

2018.1.1-2019.12.31

东风柳州汽车有限

公司

高精密智能垫圈的开

发

82.89 82.89

项目可

行性分

析

2019.1.1-2020.12.31

深圳市比亚迪供应

链管理有限公司

风电扭剪螺栓的开发 81.98 81.98

项目可

行性分

析

2019.1.1-2020.12.31 Enercon��GMBH

异形防松紧固件的开

发

44.60 44.60

项目可

行性分

析

2019.1.1-2020.12.31

陕西重型汽车有限

公司

合计

2,

094.24

4,

215.16

2019年1-6月研发费用同比大幅增加， 主要系公司为加大新客户开拓及

新产品开发，导致母公司新增研发项目8个，另外本期由于合并子公司上海底

特新增研发项目8个。

三、其他

9、资产受限情况。 据披露，截至2019年6月30日，公司受限资产约6.18亿

元，占总资产比例21.38%。 2018年末，公司受限资产3.32亿元，2019�年上半年

较2018�年末受限资产增86.14%。 其中，交易性金融资产1,000万元和其他流

动资产1.5�亿元均为借款质押，固定资产-房屋2.75亿元和无形资产-土地使用

权5,187.28�万元均为借款抵押， 固定资产-机械设备2,891.52万元和在建工

程448.28万元均为融资租赁、固定资产融资受限，货币资金2,307.55万元为保

证金质押， 应收账款4,216.84� 万元为保理融资借款质押， 存货-产成品3,

269.33万元为已报关出口对应应收债权质押。 请补充披露：（1）公司本报告期

内受限资产大幅增加的原因，各科目资产受限的状态、涉及事项及风险；（2）

请自查并核实受限资产前期是否应当履行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以及公

司是否已按要求履行。

回复：

问题（1）：公司本报告期内受限资产大幅增加的原因，各科目资产受限的

状态、涉及事项及风险

2019年6月末，公司主要资产受限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期末账面价值 期初账面价值 变动比例 受限原因

货币资金 2,307.55 7,670.73 -69.92% 保证金质押

交易性金融资产 1,000.00 -

借款质押

其他流动资产 15,000.00 -

应收账款 4,216.84 9,311.84 -54.72%

保理融资借款

质押

存货-产成品 3,269.33 2,674.56 22.24%

已报关出口对

应应收债权质

押

固定资产-房屋 27,467.92 2,972.90 823.94%

借款抵押

无形资产-土地使用

权

5,187.28 2,159.59 140.20%

固定资产-机器设备 2,891.52 2,218.29 30.35% 融资租赁、固

定资产融资受

限

在建工程 448.28 2,598.46 -82.75%

固定资产-机器设备 - 3,546.26 反担保抵押

合计 61,788.72 33,152.63 86.38% -

报告期内，公司受限资产变动的主要原因如下：

① 货币资金较年初减少5,363.18万元，主要系公司银行借款对应保证金

减少所致；

②交易性金融资产较年初增加1,000万元，系公司华侨银行外币借款由于

汇率上升，超过银行授信额度而追加的结构性存款质押；

③其他流动资产较年初增加了1.5亿元， 系公司本期为取得中信银行和华

夏银行借款提供质押担保的保证金，根据《2018年会计监管报告》要求，本期

将该部分列报为其他流动资产；

④应收账款和存货-产成品较年初合计减少4,500.23万元，系公司出口保

理业务减少所致；

⑤固定资产-房屋和无形资产较年初增加27,522.71万元， 主要系公司本

期向中国进出口银行申请政策性贷款1.5亿元并将公司苏（2019）江阴市不动

产权第0018532号项下的房屋所有权和土地使用权进行抵押所致；

⑥固定资产-机器设备和在建工程较年初合计减少1,476.95万元，系公司

融资租赁设备陆续到期，受限状态陆续解除所致；

⑦本期末固定资产-机器设备不存在反担保抵押，原因是对应的银行借款

已归还，债务履行完毕。 因此，该银行借款对应的抵押条款自行解除。

问题（2）：请自查并核实受限资产前期是否应当履行决策程序和信息披

露义务，以及公司是否已按要求履行

根据公司2018年5月15日审议通过的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和2019年

5月24日审议通过的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可就向金融

机构融资事项提供分别不超过人民币10亿元和12亿元额度的资产抵押、 质押

等担保。在上述额度范围内，无需另行召开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同时，公司董事

会提请授权董事长全权代表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签署上述授信额度内的相关授

信（包括但不限于授信、借款、担保、抵押、融资等）有关的合同、协议、凭证等

各项法律文件。

经核查，公司受限资产前期已经履行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同时公司

按照股东大会授权依据程序履行。

特此公告

江苏振江新能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8月31日

（上接B21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