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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派思燃气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上海证券交易所

2018

年年度报告事后审核问询函的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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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连派思燃气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派思股份” ）于2019年5月9

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大连派思燃气系统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的事后

审核问询函》（上证公函【2019】0591号），对问询函中提及的事项，公司已向上海证券交

易所做出书面回复。 现将回复具体内容公告如下：

一、关于行业和公司经营情况

公司主要从事燃气输配和燃气应用领域相关产品的设计、生产、销售和服务，报告期内

多项财务指标均出现大幅下滑。2018�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23�亿元，同比下降25.07%；归

母净利润438�万元，同比下降92.01%；扣非后归母净利润162�万元，同比下降97.03%；经营

活动现金流本期由正转负。 公司解释主要是由于宏观环境波动及材料成本上升，分布式运

营业务毛利率下滑所致。 请结合公司各业务板块的经营情况补充披露下列事项。

1、关于燃气设备业务。 年报显示，燃气设备为公司主要产品，2018� 年实现营业收入

3.58�亿元，同比下降29.51%；毛利率26.63%，减少5.09�个百分点。公司燃气设备2015�年—

2017�年毛利率分别为36.08%、34.89%、31.72%，呈逐年下滑趋势。 请公司结合市场竞争格

局、原材料价格波动等，从成本端与收入端量化分析毛利率逐年下滑的原因。

公司回复：

公司2015年至2018年燃气设备收入、成本、毛利率情况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收入 293,062,893.95 355,137,962.09 508,595,465.25 358,489,569.06

成本 187,324,112.70 231,226,577.94 347,256,107.49 263,016,690.03

毛利率 36.08% 34.89% 31.72% 26.63%

公司各年毛利率因收入、成本变化导致的毛利率的变化情况如下：

项目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燃气设备毛利率 36.08% 34.89% 31.72% 26.63%

燃气设备毛利率较上年变化 -1.19% -3.17% -5.09%

其中： 产品收入变动对毛利率的影响 11.17% 19.65% -28.59%

产品成本变动对毛利率的影响 -12.36% -22.81% 23.50%

公司采用“以销定产”的生产模式，由于公司主要产品均为定制的非标设备，根据每个

项目的具体要求，每笔合同或订单所对应产品的具体规格型号、技术要求、技术参数均有较

大差异，需要公司为客户量身定做各类产品（公司核心技术也体现为产品的设计能力）。同

时，公司采用成本加成的定价原则确定招（议）标的合同价格，加成比例除考虑产品成本因

素外，还需要参考产品复杂程度、竞争对手情况、客户综合实力、交易历史记录等因素综合

确定。 因此每类产品以及同类产品的销售价格和生产成本差异较大，每笔合同对应的产品

毛利率均有一定的差异。

2016年毛利率较2015年降低1.19%，2017年毛利率较2016年毛利率下降3.17%主要系

产品成本增长幅度高于收入增长幅度所致；2018年较2017年毛利率下降5.09%， 下降幅度

高于2017年、2016年，主要系受宏观经济影响，市场订单减少，派思股份公司为取得订单，

压低了订单报价；同时公司主要原材料为钢材、阀门、法兰、管件等受供给侧改革、环保等因

素影响，降价无法传递给供应商，及受销量减少，单位固定成本的分摊增加，综上致使2018

年毛利率下降，具体原因如下:

收入端：

自国家提倡环保要求以来， 早在几年前经济发达城市燃气电厂的建设处于井喷状态，

经过几年建设，目前北京，上海，广东，江苏等地燃气电厂项目基本饱和；最近国内燃气电厂

建设基本集中在山东及河北地区，但是由于气价过高，当地政府补贴有限，燃气电厂项目迟

迟未能启动，销售市场缩减。

在市场竞争方面，2011年以前， 派思股份在燃气设备领域很少有竞争对手；2011年

~2016年期间，与派思股份竞标的公司逐渐增多，如；巴安水务、上海航天能源等；自2017年

以来，五大电力集团和国电投陆续设立子公司从事天然气调压站业务，如：华电集团旗下华

电郑州机械设计研究院，国电投旗下上海发电设备成套设备研究院有限公司，以上两个集

团很多业务会以内部采购的形式从下属子公司采购天然气调压站，市场份额再次被挤压。

此外关税比例及汇率波动的巨大不确定性，海外项目的合同签订及执行均处于观望状

态，国内总包公司中标的海外项目近年来也呈现下滑趋势，致使销售业务削减。

由上述综合因素，公司为了维持市场份额，产品销售价格有所下调，导致毛利率降低。

成本端：

公司燃气设备产品的主要原材料为钢材、阀门、法兰、管件、电气仪表、PLC� 控制系统

等，由于国家对环境治理严格控制，上游钢厂整改，关停小型钢厂等因素，导致供货商产能

下降、并部分上调销售价格增加了公司的采购成本，另公司部分燃气设备的销售客户在合

同中明确指定部分原材料为国际公认进口品牌，加之供货期紧、运输、关税等诸多因素导致

采购成本上涨，也直接导致毛利率下降。 此外因本期订产单减少导致单位订单分摊的固定

成本（如：折旧费、人工费等）增多，导致毛利率进一步降低。

会计师意见：

针对燃气设备业务，我们执行的主要程序包括但不限于了解、评价派思股份公司与收

入确认相关的内部控制的设计有效性，并对关键控制运行有效性进行了测试；评价收入确

认政策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要求，本期与上期相比是否保持了一贯性原则，与同行业对

比是否异常；通过对比同行业财务数据，分析收入变动及毛利率变动的合理性，按产品类

型、按月对毛利率进行对比分析，关注毛利率波动的合理性；选取样本对应收账款余额、销

售交易金额执行函证程序，核实收入的真实性；取得2018年与客户的主要销售合同、订单、

出库记录、海关报关单（国外客户）、签收单，验证收入的真实性；对2018年新增重大客户和

异常客户进行背景调查和访谈；就资产负债表日前后记录的收入交易，采取抽样方式，核对

签收单及其他支持性文件，以评价收入是否被记录于恰当的会计期间。

经核查, �我们没有发现派思股份公司对燃气设备业务中关于毛利率变动的相关回复

与我们在审计过程中取得的资料及了解的信息在所有重大方面存在不一致。

2、关于分布式能源业务。 公司于2016�年开始从事天然气分布式能源业务，目前已有

两个项目投入运营。 2018�年实现营业收入0.36亿元，同比下降0.5%；营业成本0.26�亿元，

同比增长147.14%；毛利率25.76%，减少44.35�个百分点。 请公司补充披露：（1）结合分布

式能源业务的运营模式及结算方式，说明相关收入确认、成本结转政策及会计处理；（2）报

告期内营业成本与营业收入变动情况不匹配的原因；（3）报告期内在建项目的数量、金额、

工程进度及主要风险。

公司回复：

（1）分布式能源服务系公司依托天然气分布式能源站项目提供的相关服务业务，目前

的运营模式主要包括两种：分布式能源站运行业务及分布式能源咨询业务。

分布式能源站运行业务采用的是 BOO�模式（建设、拥有、运营），公司投资建设并运

营天然气分布式能源站，为用能单位持续提供电力、热能（蒸汽、热水）和冷能能源综合服

务。 分布式能源站运行业务结算方式为公司依据双方签订的供能协议完成供能后，每月定

期抄表并确认电力、热能、冷能当月使用量，公司依据使用量及约定单价确认当月收入，同

时计入应收账款及主营业务收入，该业务成本主要包括天然气、人工费、折旧等，公司按照

当期人工、折旧、天然气实际用量结转成本，同时计入主营业务成本。

分布式能源咨询业务系公司提供项目开发、设计、技术咨询等服务业务，服务提供完成

后，签署项目完工确认单，公司依据该确认单确认咨询服务收入，分布式能源咨询业务的主

要结算方式为银行电汇或银行承兑汇票等，该业务成本主要包括咨询服务费、人工费、差旅

费、业务招待费等，该部分成本待确认项目收入时，同步确认相关成本。

（2）公司分布式能源业务收入、成本明细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18年 2017年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分布式能源技

术咨询

11,349,056.50 2,284,659.49 79.87% 26,150,943.12 666,234.92 97.45%

分布式能源站

运行业务

24,259,076.56 24,149,347.03 0.45% 9,635,030.20 10,029,811.03 -4.10%

合计 35,608,133.06 26,434,006.52 25.76% 35,785,973.32 10,696,045.95 70.11%

2018年营业收入0.36亿元， 同比下降 0.5%， 其中分布式能源技术咨询收入下降0.14

亿，主要系因为宏观经营影响导致分布式能源咨询业务下降。 分布式能源站运行业务收入

上升0.14亿，主要系2018山东力诺分布式能源项目投入运营，开始产生供电、供水、供热收

入导致。 2018年营业成本 0.26�亿元，同比增长 147.14%，其中分布式能源技术咨询成本

较上期增加0.02亿主要系本期对外支付的咨询费增加，而2017年未发生相关咨询费用。 分

布式能源站运行业务成本增加0.14亿元主要系山东力诺分布式能源项目投入运营，相应的

固定资产折旧、人工成本增加导致分布式能源站运行业务成本增加。 分布式能源站运行业

务毛利率较低主要系能源站运营初期收入尚未覆盖成本。

报告期内营业成本与营业收入变动情况不匹配的原因主要系分布式能源技术咨询和

分布式能源站运行业务结构不同导致，2018年分布式能源毛利率较2017年下降44.35%，主

要系毛利率较高的咨询收入占比从2017年的73.08%下降到2018年31.87%，拉低了2018年

整体分布式能源的毛利率。

（3）报告期内在建项目的数量、金额、工程进度及主要风险如下：

单位：元

项目名称 已投资金额 工程进度 主要风险

四平医院项目 9,625,442.37

已建设完成，调试阶段，

预计2019年达到预定可

使用状态

燃气价格上涨及客户用

能不足，项目收益未达预

期。

松原医院项目 5,418,131.44

部分安装调试完毕，预

计2019年达到预定可使

用状态

济南力诺项目 47,561,994.45

已建设完成，调试阶段，

预计2019年达到预定可

使用状态

石家庄利盛项目 1,912,895.47

工程进度 26% ， 预 计

2019年达到预定可使用

状态

会计师意见：

针对分布式能源业务，我们执行的程序包括但不限于了解派思股份公司分布式能源业

务收入确认政策、成本结转方式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要求，是否保持了一贯性原则，与同

行业对比是否异常。取得业主的用能确认单 ，核实收入真实性。通过实质性分析程序，了解

收入变动及毛利率变动的合理性。取得分布式能源在建工程的合同台账、预算报告、工程造

价报告、可行性研究等，查验重要合同条款，复核每项在建工程下的成本是否准确入账，实

地查看分布式能源项目的建设情况，了解在建工程的进展情况，与派思股份管理层访谈，了

解在建工程项目的主要风险。

经核查,�我们没有发现派思股份公司对分布式能源业务中关于收入确认方式、成本结

转政策及会计处理、毛利率变动、在建项目的数量、金额、工程进度及主要风险的相关回复

与我们在审计过程中取得的资料及了解的信息在所有重大方面存在不一致。

3、关于燃气运营业务。年报显示，公司燃气运营业务2018�年实现营业收入0.19�亿元，

同比增长11.66%；营业成本0.11�亿元，同比增长64.63%。 公司解释主要是由于毛利率低的

城镇燃气销售业务增加所致。请公司补充披露：（1）燃气运营业务的运营模式，燃气安装及

燃气销售业务的各自金额及毛利率情况，报告期内发生变动的原因；（2）结合收入确认、成

本结转政策等，分析说明营业成本与营业收入变动情况不匹配的原因。

公司回复：

（1）公司燃气运营业务为提供城镇区域内燃气供应、城镇管网建设及客户综合服务业

务，燃气运营业务包括燃气安装及燃气销售业务，其对应的主要收入包括燃气安装收入和

燃气销售收入。燃气安装是根据客户的需要及用气特点，为客户安装天然气设备，收取初装

费；燃气销售是从供应商购入燃气，向客户进行销售，收取燃气费。

燃气安装及燃气销售业务的各自金额及毛利率情况如下：

单位：元

产品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收入 占比 毛利率 收入 占比 毛利率

天然气销售 7,606,953.03 40.71% -11.79% 3,115,076.63 18.61% -30.46%

初装费 11,078,765.58 59.29% 81.78% 13,619,223.85 81.39% 82.91%

合 计 18,685,718.61 100.00% 43.69% 16,734,300.48 100.00% 61.81%

2018年燃气运营业务收入较上期增加0.02亿， 主要系天然气销售较上期增加0.04亿

元，初装费较上期减少0.02亿导致。 天然气销售较上期增加主要系城镇用户天然气使用量

增加导致，初装费收入较上期减少主要系本期管网安装用户增量低于2017年。

2018年天然气销售毛利率为负主要系运营初期收入尚未覆盖成本， 天然气销售的成

本主要包括管道的折旧费、安全生产费、天然气成本等，随着城镇用户天然气使用量增加，

天然气销售毛利率逐年上涨，本期城镇用户天然气使用量增加，导致2018年天然气销售毛

利率较上期增加18.67%。 2018年初装费收入毛利率较2017年变动较小。

2018年燃气运营业务整体毛利率较2017年减少18.21%， 主要系毛利率较高的初装费

收入占比从2017年的80.85%下降到2018年58.97%， 拉低了2018年整体燃气运营的毛利

率。

（2）燃气运营业务主要分为城市燃气销售和燃气安装劳务，收入确认、成本结转政策

如下：①城市燃气销售：公司燃气销售收入于客户使用燃气时确认。 公司要求用户先向 IC

燃气卡进行充值，用户在使用燃气过程中IC燃气卡会自动扣款，月末公司根据使用的燃气

量确认相应收入，并结转相应的燃气成本；②燃气安装劳务：公司根据终端用户的需要及用

气特点，与用户签订燃气设施安装协议（合同），为终端用户提供燃气设施及设备的设计和

安装劳务。燃气安装劳务主要材料由公司提供，并向用户收取安装费。安装工程完成并通过

质检验收后，为用户办理通气手续。 公司从事的燃气管道安装业务具有数量多、发生频繁、

安装合同金额小，施工工期短等特点，基于上述特点，公司于资产负债表日对当期完工验收

的工程项目一次性确认收入；对当期未完工验收的工程项目不确认收入，待项目完工验收

后再确认收入。 公司项目在完工时同步结转主营业务成本。

由于本公司燃气安装业务所具有的数量多、发生频繁、安装合同金额小，施工工期短等

特点，基于成本效益原则，本公司未采用完工百分比法确认燃气安装收入。本公司将燃气安

装收入的确认政策与同行业具有类似业务特点的上市公司进行了对比，本公司的燃气安装

收入确认政策与同行业一致，具体情况如下：

皖天然气（603689）

公司从事的燃气管道安装劳务具有业务量多、单项工程价值量小、正常安装周期较短的特

点，基于会计核算的成本效益原则，公司将其按提供燃气安装劳务收取的安装费，按照下

述会计政策进行核算。

（1）公司燃气安装劳务在同一年度内开始并完成的，在完成劳务并验收合格时确认

收入并结转实际发生的成本。

（2）如果劳务的开始和完成分属不同的会计年度内，在提供劳务交易的结果能可靠

估计的情况下，公司将其按合同金额大小进行划分，对合同金额在100万元以上(含 100�万

元)的安装工程按照完工百分比法确认收入并结转实际发生的成本，对合同金额小于100

万元(不含100万元)且安装周期在3个月以内的安装工程不确认收入，待整体完成劳务并验

收合格时一次性确认收入并结转实际发生的成本。

贵州燃气（600903）

本公司确认提供劳务收入的具体原则、时点、依据以及付款方式：本公司根据工程相关合

同组织施工，鉴于管道安装工程业务量较多、发生频繁、工期长短不一等特点，公司管道工

程安装收入在工程竣工达到通气条件交付验收，且公司收到款项或取得收款权利时确认。

新疆火炬（603080）

本公司根据终端用户的需要及用气特点，与用户签订燃气设施安装协议(合同)，为终端用

户提供燃气设施及设备的设计和安装劳务。 燃气安装劳务主要材料由公司提供，并向用户

收取安装费。 安装工程完成并通过质检验收后，为用户办理通气手续。

本公司从事的燃气管道安装劳务具有业务量多、单项工程价值量小、正常安装周期较

短的特点， 基于会计核算的成本效益原则， 本公司将其按提供燃气安装劳务收取的安装

费，按照下述会计政策进行核算。

1�安装劳务收入的确认，在提供劳务交易的结果能可靠估计的情况下，于安装劳务完

成并验收合格时确认收入，并结转实际发生的成本。

2�公司按照从接受燃气安装劳务方已收或应收的合同或协议价款确定提供劳务收入

总额。

东方环宇（603706）

鉴于本公司安装业务数量多、发生频繁、合同金额不大、施工工期较短等特点，本公司对于

单项合同金额在 100�万元以内的项目，在项目完工验收后一次性确认收入;对于单项合同

金额大于或等于 100�万元的项目， 在每季度末资产负债表日按已发生成本占预计总成本

的比例确认完工进度并按此进度结转收入。

燃气运营业务2018年实现营业收入 0.19� 亿元，同比增长 11.66%，增长的主要原因见回

复（1），营业成本 0.11� 亿元，同比增长 64.63%，成本增加主要由天然气销售成本增加

0.04亿导致，具体明细如下：

单位:元

产品

收入 成本

2018年 2017年 变动 2018年 2017年 变动

天然气收入 7,606,953.03 3,115,076.63 4,491,876.40 8,504,188.63 4,064,079.97 4,440,108.66

初装费收入 11,078,765.58 13,619,223.85 -2,540,458.27 2,018,506.93 2,327,479.90 -308,972.97

合 计 18,685,718.61 16,734,300.48 1,951,418.13 10,522,695.56 6,391,559.87 4,131,135.69

天然气销售成本增加主要系本期城镇用户天然气使用量增加导致耗用的燃气成本增

加。 2018年营业成本与营业收入变动情况不匹配的原因主要系天然气销售业务和初装费

业务结构不同导致。

会计师意见：

针对燃气运营业务，我们执行的程序包括但不限于了解派思股份公司燃气运营业务收

入确认政策、成本结转方式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要求，是否保持了一贯性原则，与同行业

对比是否异常。 取得城镇用户燃气使用量，核实天然气收入、成本的真实性，通过抽样选取

燃气安装的签收记录，核实初装费收入的真实性， 通过实质性分析程序，了解收入变动及

毛利率变动的合理性。

经核查,�我们没有发现派思股份公司对燃气运营业务中关于收入确认方式、成本结转

政策、毛利率变动的相关回复与我们在审计过程中取得的资料及了解的信息在所有重大方

面存在不一致。

4、关于国外业务收入。年报显示，公司2018�年实现国外业务收入1.58�亿元，同比增长

428.69%；毛利率17.4%，减少13.6个百分点，显著低于公司国内业务33.47%的毛利率。 请公

司补充披露国外销售的主要地区、产品类型以及毛利率低于国内市场的原因。

公司回复：

（1）国外销售的主要地区、产品类型

单位：元

销售区域 产品类型 销售金额

美洲区 备件 4,768,276.57

前置模块 32,815,045.10

欧洲区 备件 1,133,836.08

调压站 10,008,318.66

前置模块 5,097,899.56

香港 调压站 47,833,065.00

孟加拉 调压站 56,159,040.00

合计 157,815,480.97

说明：分地区分类以客户所在地划分。

（2）毛利率低于国内市场的原因

公司国外收入、成本明细情况如下：

单位：元

产品类型 收入 成本 毛利 毛利率

备件 5,902,112.65 2,987,018.14 2,915,094.51 49.39%

前置模块 37,912,944.66 26,234,243.45 11,678,701.21 30.80%

调压站 114,000,423.66 101,129,893.90 12,870,529.76 11.29%

合计 157,815,480.97 130,351,155.49 27,464,325.48 17.40%

公司国外整体毛利较低，主要系占比较大的调压站毛利较低所致，调压站所需配装压

缩机使用，整体合同总额较大，毛利率较低。调压站项目国外同行业优质竞争对手较国内更

多，同业竞争更为激烈，为更多抢占国外市场份额，在稳定现有市场的基础上，争取更多的

销售机会；同时受关税比例及汇率波动的巨大不确定性，海外项目客户在合同签订过程中

持观望状态，由此造成2018年在国外项目投标时采用降低价格的策略模式，致使2018年国

内毛利率低于国内市场。

5、关于经营活动现金流。 年报显示，2016�年—2018�年公司营业收入分别为3.91� 亿

元、5.64�亿元、4.23�亿元， 而同期经营活动现金流净额分别为1.37�亿元、0.38�亿元、-0.69�

亿元，请公司结合销售政策及结算方式等，补充说明经营活动现金流净额逐年下滑的主要

原因及合理性。

公司回复：

公司营业收入与经营活动现金流净额对比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营业收入 39,123.51 56,406.94 42,262.99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46,155.27 45,131.44 41,637.03

收到的税费返还 379.10 614.87 487.36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589.68 126.64 615.34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47,124.05 45,872.94 42,739.72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25,453.27 30,436.00 38,254.73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4,137.33 4,528.79 4,768.91

支付的各项税费 1,681.41 4,731.58 3,089.59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2,127.04 2,424.30 3,519.95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33,399.04 42,120.67 49,633.1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3,725.01 3,752.27 -6,893.47

由上表可以看出，2017年较2016年营业收入大幅上涨，而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下降， 主要系2017年实现的销售因部分客户的付款节点未达到导致2017年收到的销售

回款较少，公司为专用设备生产型企业，主要产品应用于国内外工程性项目，其结算方式一

般采用“预付款—进度款—交货款—验收款—质保金” 形式的分阶段收款模式，具体收款

方式的选择和各阶段的收款比例一般由公司根据与客户的招标合同确定，公司货款结算方

式较多，根据合同签订、交货、验收等不同阶段，货款结算包括“181” 、“361” 、“13321” 、

“1711” 、“3421” 等多种比例及方式，公司专用设备相关的业务的账款结算多为按客户的

工程进度及调试验收等方面进度进行结款，会有一定滞后性。 此外因2017年营业收入、净

利润上涨导致支付的各项税费增加。 上述因素导致公司2017年在营业收入上涨的情况下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反而下降。

2018年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进一步下降主要系受国内宏观经济、 国际局势

和关税提高等内外因素影响，国内外客户需求疲软，公司订单减少所致，由上述市场因素，

导致国内外专用设备业务竞争激烈，为了维持市场份额，公司产品销售价格有所下降，公司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较2017年有所下降，此外公司生产所需的零部件大多是非

标产品，供应商为降低风险，要求先付款后发货，今年新增大额预付账款的供应商，如陕西

恒泰新能源有限公司、浙江鼎昊新能源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要求公司先预付全款导致公司购

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上升，上述因素导致公司2018年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进一步降低。

6、关于关联方采购。年报显示，公司2018�年前五名供应商采购额1.52�亿元，占年度采

购总额的44.28%，其中，关联方采购额0.75� 亿元，占年度采购总额的21.99%，而去年同期

为0。 请公司补充披露：（1）结合交易背景，说明关联采购金额大幅增长的原因及合理性；

（2）关联交易的定价机制、定价是否公允，以及是否已按规定履行相应的内部审议程序和

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回复：

（1）2018年关联采购的0.75亿主要为派思股份公司从关联企业大连派思动力发展有

限公司买入的OPRA燃机业务， 该事项的交易背景系2015年公司开始拓展分布式能源业

务，小规模试点从关联方大连派思投资有限公司（该公司为大连派思动力发展有限公司的

母公司）买入两台OPRA燃机，该事项经过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并发

布了相关公告（ 公告编号2015-045号）。2017年公司开始大规模拓展分布式能源

站业务， 在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中拟向关联方大连派思动力发展有限公司采购不超过

5000万元的OPRA燃机，2017年末派思股份及子公司大连派思新能源有限发展有限公司

与大连派思动力发展有限公司共签署了四台OPRA燃机的采购合同。 2018年初，因公司与

客户签订了10台套OPRA燃气热电联产成套机组采购框架协议，为保证项目建设，满足客

户需要，故与关联企业大连派思动力发展有限公司再次签订了买入六台OPRA燃机采购合

同，截止2018年12月31日实际到货7台，故2018年关联采购金额较去年同期大幅增长。公司

向关联方采购OPRA燃气轮机有助于进一步开拓和发展公司主业及分布式能源项目，有效

控制其开展主营业务的成本，提升公司市场竞争力，从而增强公司的持续经营和盈利能力。

（2）关联交易的定价采取协议定价方式，参考了大连派思动力发展有限公司出售给第

三方客户的价格，关联定价不存在不公允情况。 该笔关联交易于2018年6月7日召开的派思

股份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公司按照相关规定履行了内部审议程序和信

息披露义务。

会计师意见：

我们了解和评价派思股份公司与关联采购相关的内部控制的设计有效性，测试了关键

控制流程运行的有效性；对管理层进行访谈，了解交易的背景，判断关联采购是否具有商业

实质；查询关联采购的同类产品市场价格，判断交易采购价格的公允性；

经核查，我们没有发现派思股份公司关于对关联方采购相关的回复与我们在审计过程

中取得的资料及了解的信息在所有重大方面存在不一致。

7、关于季度财务数据。 年报显示，报告期内，公司各季度分别实现营业收入1.63�亿元、

1.3�亿元、0.38�亿元、0.92�亿元， 归母净利润0.09�亿元、0.18�亿元、-0.17�亿元、-0.06�亿

元，经营活动现金流净额-0.25�亿元、-0.59�亿元、-0.01�亿元、0.16�亿元。 请公司补充披

露：（1） 结合主要产品的销售情况、 销售政策等， 说明营业收入各季度波动较大的原因；

（2）结合主要产品各季度原材料价格走势、销量、应收账款变化、回款情况等，说明下半年

现金流显著好于上半年的原因；（3）3�季度营业收入大幅下滑且亏损的原因及合理性。

公司回复：

（1）公司营业收入各季度变动较大主要系燃气设备销售变动较大导致。公司燃气设备

作为燃气电厂整体工程的一部分， 其收入变动受国内外燃气电厂市场建设的影响较大。

2018年国内经济增长放缓，国内燃气电厂项目启动变缓，国内销售市场缩减。 此外受关税

提高的影响，不仅直接影响公司出口销售额，同时国内总包公司中标的海外项目也呈下滑

趋势，受上述影响，公司2018年度订单大幅减少。 公司近两年装备业务版块合同签订情况

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年 度 合同类型 签订合同个数 金 额

2017年度

项目 52 28,959.38

服务 7 695.94

备件 100 2,056.26

小 计 159 31,711.58

2018年度

项目 34 18,292.86

服务 21 460.75

备件 123 1,783.79

小 计 178 20,537.41

公司燃气设备交货周期一般6个月左右，2018年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销售主要是2017

年的部分存量订单，第三、第四季度更多的体现2018年度订单交付情况，上述原因致使营

业收入各季度波动较大。

（2）公司各季度经营活动现金流量情况如下：

单位：元

项目 第1季度 第2季度 第3季度 第4季度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

现金

124,456,666.30 142,444,753.86 31,306,760.45 118,162,099.30

收到的税费返还 367,991.81 1,773,413.23 1,271,301.28 1,460,853.38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

的现金

5,000.00 2,205,445.00 395,300.00 3,547,619.42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24,829,658.11 146,423,612.09 32,973,361.73 123,170,572.10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

现金

121,249,111.14 184,618,311.20 1,574,873.80 75,105,001.67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

付的现金

16,742,557.00 10,209,837.46 11,041,573.01 9,695,159.65

支付的各项税费 5,753,103.78 5,055,494.06 15,551,612.60 4,535,692.67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

的现金

6,046,440.31 5,470,144.62 5,671,881.77 18,011,079.52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49,791,212.23 205,353,787.34 33,839,941.18 107,346,933.5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24,961,554.12 -58,930,175.25 -866,579.45 15,823,638.59

从上表可以看出下半年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好于上半年主要系下半年购买

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减少幅度高于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减少幅度，公司生

产所需的零部件大多是非标产品，供应商为降低风险，要求先付款后发货，导致采购付款进

度早于销售回款进度，而公司的销售回款一般采用“预付款—进度款—交货款—验收款—

质保金” 形式的分阶段收款模式，2018年公司采购付款主要集中在上半年，导致派思股份

上半年的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为负数，2018年下半年受国内、外经济形势变化，公司订单

减少，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减少，同时部分早期的订单因已达付款节点，公司加

强应收账款的催收导致下半年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好于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

付的现金。

（3） 公司营业收入变化主要受燃气电厂市场的影响，2018年因国内、 外经济形势变

化，公司订单减少，第3季度营业收入大幅下滑，同时因日常经营费用、研发费用等固定支出

较大导致第三季度亏损。

会计师意见：

我们在2018年度审计过程中执行的与派思股份公司季度报表相关的工作主要是为了

更好的了解派思股份公司的经营情况，并识别我们的审计风险领域，在审计过程中，我们询

问了管理层对于2018年度各季度营业收入、 归母净利润和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的解

释及说明，并核对了派思股份公司分季度的营业收入、归母净利润和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等信息与管理层提供的报表一致。

经核查，我们认为上述派思股份公司管理层对问题（1）、（2）、（3）提到的关于营业收

入、经营活动现金流量的解释及说明，在所有重大方面与我们在派思股份公司审计工作中

所取得的资料及了解的信息一致。

二、关于商誉减值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商誉账面金额为0.8�亿元，主要是公司于2017�年收购雅安华燃等

三个城镇燃气项目而形成，其中，并购雅安华燃、伊川华燃、方城华燃产生商誉分别为0.42�

亿元、0.31�亿元、0.07�亿元。 请结合并购标的情况补充披露下列事项。

8、关于商誉减值。 年报显示，公司商誉减值准备期初金额为0，报告期内仅对雅安华燃

计提0.05�亿元商誉减值准备。 请公司补充披露：（1）自收购雅安华燃、伊川华燃、方城华燃

产生商誉以来，各报告期末商誉减值测试的方法，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认定的标准、依据和

结果，商誉减值测试具体步骤和详细计算过程，具体指标、关键参数（例如预计未来现金流

量现值时的预测期增长率、稳定期增长率、利润率、折现率、预测期等）及商誉减值损失的

确认方法；（2）结合前期收购时的盈利预测等，说明报告期各期商誉减值计提是否具有充

分性和准确性，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是否符合谨慎性要求，是否存在前

期商誉减值计提不充分的情形。

公司回复：

（1）派思股份于2017年收购雅安市华燃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雅安华燃公

司” )、伊川华燃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伊川华燃公司” )和方城县华燃天然气有限

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方城华燃公司” )，公司于2017年末和2018年末对收购上述三家公司

形成的商誉进行了减值测试，具体情况如下

2017年末商誉减值测试情况：

按照能否能够独立产生现金流的组合认定标准， 派思股份2017年末商誉减值测试涉

及的资产组为雅安华燃公司资产组、伊川华燃公司资产组和方城华燃公司资产组。 上述三

家资产组构成皆为经营资产扣除负债后的净资产。 对雅安华燃公司资产组、伊川华燃公司

资产组和方城华燃公司资产组采用预计未来现金流量折现法进行了商誉减值测试。

Ⅰ、雅安华燃公司资产组商誉减值测试具体步骤和详细计算过程:

★未来收益预测

〈1〉营业收入预测

雅安华燃公司主营收入分为初装费收入和燃气销售两类。根据《天然气利用政策》等，

城（市）镇燃气用户依据用气性质不同划分为居民用气和非居民用气两类。

1）初装费收入的预测

雅安华燃作为城镇燃气服务提供商应向辖区内用户提供入户安装服务，即为新的燃气

用户提供管网初装入户服务并收取相应的费用。这部分业务利润是城镇燃气项目初期的主

要利润来源。

A、新增用户数量的确定

本次预测期2018-2022年新增用户量根据所在地区整体规划布局规划、 管网建设进

度、所签订的供气合同等因素确定，2022年达到稳定期后不再预测新增用户。

B、初装费定价

入户安装服务费定价原则为成本加成法，再综合当地经济情况、居民收入水平以及和

当地政府谈判情况等进行确定。 居民用户（灶具）距主管网150米（含150米）内天然气入

户安装费为每户4800元（含税），非居民用户和距主管网150米外居民用户安装标准的用

户和公司协商确定。

C、初装费收入=当年新增用户数*初装费

2）天然气销售收入的预测

A、燃气销售业务主要是赚取上下游燃气价格的差价，由于差价是由政府制定的，考虑

到燃气公共品的特性，这部分业务的利润率不高但利润率的变化也很小，主要是靠销售燃

气量的增加来提高收入与利润。完成入户安装的用户，随着消费习惯的改变、生活水平的提

高，天然气使用量呈逐年递增的趋势。

本次预测，雅安华燃管理层根据市场开发进度并结合整个行业的发展趋势及企业自身

的规模及规划，预测未来年度的营业收入。

对于其他业务收入未来具有不确定性，本次预测不考虑。

B、销售单价方面

根据雨发改价格[2015]13号的雅安市雨城区发展和改革局文件—《雅安市雨城区发展

和改革局关于雨城区凤鸣乡、碧峰峡镇等十一个乡镇天然气入户安装费的批复》：

①居民用户（灶具）距主管网150米（含150米）内天然气入户安装费为每户4800元，

含入户管道、气表、其他材料和人工费用等直接费用及管理费、财务费、税金等间接费用。

②非居民用户和距主管网150米外居民用户安装标准的用户和公司协商确定，公司在

收取费用时应按国家规定的有关工程量计价定额标准执行，并向用户出具包含材料工时费

的价格清单。

已获得物价部门批准：周边市场居民气价为2.05元/立方米（含税价），周边市场商业

和工业气价为2.66元/立方米（含税价）。

对于天然气入户安装费、天然气销售，均为民生工程，所以销售价格受到当地主管部门

的管制，不得随意调整价格，故综合分析确定天然气入户安装费为每户4800元、居民天然

气为2.05元/立方米（含税价），商业和工业气价为2.66元/立方米（含税价）。

〈2〉营业成本预测

1）初装费成本

初装费成本主要为管道折旧费、安全生产费和入户安装成本等。

①管道折旧费根据评估基准日已有固定资产并结合未来资本性支出计划按企业的折

旧政策进行预测；

②安全生产费：根据天然气销售业务A.营业收入不超过1000万元的，按照4%提取；B.

营业收入超过1000万元至1亿元的部分，按照2%提取；C.营业收入超过1亿元至10亿元的部

分，按照0.5%提取；D.营业收入超过10亿元的部分，按照0.2%提取。

③入户安装成本：指新增用户管道入户发生的材料成本与安装费，依据预测的新增用

户量和历史平均费用水平预测。

2）天然气销售成本

根据年度累计用户用气量和上游企业四川新顺通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雅安分公司供

气价格单价（含税）按1.66元/立方米预测，则不含税单价为1.50元/立方米。

综上，对未来年度的营业成本进行了预测。

〈3〉税金及附加

本次预测，在预测各期实际缴纳流转税金额的基础上对城建税（流转税5%）、教育费

附加（流转税3%）、地方教育费附加（流转税2%）进行了预测。 对印花税等按照相关税法

规定进行预测。

〈4〉期间费用的预测

1）销售费用的预测

雅安华燃公司将凭借特许经营权独家经营，故不考虑销售费用。

2）管理费用的预测

企业管理费用主要由职工薪酬、业务招待费、折旧摊销、汽车费、交通费、差旅费、办公

费、租赁费及其他费用等组成。

对于管理费用，在对历史年度费用分析的基础上，根据不同的费用项目采用不同的估

算方法进行估算。

①职工薪酬根据企业未来年度收入并结合企业用人计划及工资薪酬水平预测；

②折旧摊销根据评估基准日已有固定资产及无形资产，结合未来资本性支出计划按企

业的折旧、摊销政策进行预测；

③租赁费是雅安华燃办公用房（含物业管理费）的租赁费和各乡镇用户充气站的门店

房租费，根据企业签订的租赁合同再结合未来租金的增长情况进行合理预测。

④对于其他费用（业务招待费、汽车费、交通费、差旅费、办公费）参考历史年度费用水

平，根据未来年度的收入预测进行测算。

〈5〉折旧摊销预测

本次评估中，按照企业执行的固定资产折旧政策，以基准日的固定资产账面价值、固定

资产折旧率估算未来经营期的折旧摊销额。对于未来新增的资本性支出和在建工程转固等

产生的折旧摊销费用，评估专业人员根据上述固定资产折旧政策、无形资产摊销政策执行。

〈6〉净投资的预测

随着未来年度业务生产经营会持续增长，未来经营期内的追加资本主要为持续经营所

需的资产购置、更新，营运资金增加。 本报告所定义的追加资本为：

追加投资=资本性支出+营运资金增加额

①资产性投资及更新投资预测

根据雅安华燃经营特点，结合本次评估的假设前提和基础，在营业收入保持增长的前

提下，预测未来年度生产经营所需的管道投资及其他资产更新。

②营运资金增加额预测

雅安华燃主要负责雅安市雨城区十一个乡镇村庄用户入户安装及天然气供应，收入结

算方式主要为现金预收，根据行业特点及企业自身运营现状，经测算，本次评估不需要考虑

营运资金追加。

〈7〉资产组息税前现金流量的预测

资产组息税前现金流量预测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永续

一、营业收入 2,701.79 3,475.47 3,954.60 3,872.48 3,522.08 3,106.95

二、营业成本 1,451.09 1,969.17 2,345.03 2,532.78 2,581.97 2,489.70

税金及附加 2.16 2.78 3.16 3.10 2.82 2.49

管理费用 158.96 188.08 198.45 189.75 172.12 147.04

三、营业利润 1,089.06 1,314.95 1,407.50 1,146.46 764.85 467.47

四、息税前利润 1,089.06 1,314.95 1,407.50 1,146.46 764.85 467.47

加：折旧与摊销 136.49 181.50 183.41 180.41 185.61 185.61

加：安全生产费 37.02 44.75 49.55 48.72 45.22 41.07

减：资本性支出 610.00 211.71 70.26 40.26 27.35 78.12

五、息税前现金流量 653.09 1,329.98 1,570.66 1,335.72 968.65 616.28

★折现率的确定

1）本次列入商誉减值测试范围的委估资产组实质与雅安华燃公司的营运资产组合重

合，其未来现金流的风险程度与雅安华燃公司的经营风险基本相当，因此本次评估的折现

率以雅安华燃公司的加权平均资本成本(WACC)为基础经调整后确定,其WACC的计算公

式为：

其中：E：评估对象目标股本权益价值；

D：评估对象目标债务资本价值；

Re：股东权益资本成本；

Rd：借入资本成本；

T：公司适用的企业所得税税率。

2）权益资本成本

权益资本成本按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求取，计算方法如下：

其中：Rf：无风险报酬率；

Βe：企业的风险系数；

Rm：市场期望收益率；

α：企业特定风险调整系数。

①无风险报酬率（Rf）的确定

国债收益率通常被认为是无风险的，因为持有该债权到期不能兑付的风险很小，可以

忽略不计。我们选择了在交易所交易的，按年付息、且剩余年限在5年以上的中、长期记账式

国债的到期收益率平均值，即 Rf=3.68%。

②市场风险溢价Rpm的确定

根据AswathDamodaran的统计结果，美国股票市场的风险溢价为5.65%，我国的国家

风险溢价为0.9%（0.6×1.5），综合的市场风险溢价水平为6.55%。

③风险系数β的确定

a.企业无财务杠杆的β系数的确定：

根据同花顺查询的沪深300上市公司Beta，选择燃气供应行业15家上市公司，进行风

险系数的分析比较，测算出无财务杠杆的风险系数（βu）为0.5916。

经与公司管理层访谈和调研，雅安华燃评估基准日无借款，未来也不考虑融资，因此无

财务杠杆，企业风险系数Beta为0.5916。

④特别风险溢价a的确定：

特有风险调整系数为根据被评估单位与所选择的对比企业在运营规模、 管理方式、抗

风险能力等方面的差异进行的调整系数。 根据对雅安华燃特有风险的判断，取风险调整系

数为1.50%。

⑤权益资本成本的确定

根据上述的分析计算，可以得出：

Re=Rf+β×Rpm+a

=9.05%

3）债务成本

债务成本取评估基准日一年期银行贷款利率4.35%。

4）折现率（WACC）

加权平均资本成本是被评估单位的借入资本成本和权益资本提供者所要求的整体回

报率。

具体计算公式为：

=� 9.05%

上述WACC计算结果为税后口径，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8号--资产减值》中的相关

规定，为与本次现金流预测的口径保持一致，需要将WACC计算结果调整为税前口径。

根据国际会计准则ISA36--BCZ85指导意见，无论税前、税后现金流及相应折现率，

均应该得到相同计算结果。 本次评估根据该原则将上述WACC计算结果调整为税前折现

率口径。

经计算，税前折现率为12.83%。

★资产组价值估算

资产组价值估算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永续

息税前现金流 653.09 1,329.98 1,570.66 1,335.72 968.65 616.28

税前折现率 12.83%

折现系数 0.9414 0.8343 0.7394 0.6553 0.5808 4.5257

折现值 614.82 1,109.60 1,161.35 875.30 562.59 2,789.10

资产组价值 7,112.76

经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对雅安华燃与商誉相关资产组可回收价值进行了评估，在评

估基准日2017年12月31日， 雅安华燃与商誉相关资产组可回收价值评估值为7,112.76万

元。

资产组的可回收价值评估结论见下表：

单位：万元

资产组名称 包含商誉的资产组账面价值 可回收金额 整体商誉减值准备

雅安华燃公司资产组 6,767.19 7,112.76 未计提

Ⅱ、伊川华燃公司资产组商誉减值测试具体步骤和详细计算过程

★未来收益预测

〈1〉营业收入预测

伊川华燃主营收入分为初装费收入和燃气销售两类。 根据《天然气利用政策》等，城（市）

镇燃气用户依据用气性质不同划分为居民用气和非居民用气两类。

1）初装费收入的预测

公司作为城（市）镇燃气服务提供商应向辖区内用户提供入户安装服务，即为新的燃

气用户提供管网初装入户服务并收取相应的费用。 这部分业务利润是城（市）镇燃气项目

初期的主要利润来源。

①新增用户数量的确定

本次预测期2018-2022年新增用户量根据所在地区整体规划布局规划、 管网建设进

度、所签订的供气合同等因素确定，2022年达到稳定期后不再预测新增用户。

②初装费定价

入户安装服务费定价原则为成本加成法，再综合当地经济情况、居民收入水平以及和

当地政府谈判情况等进行确定。居民用户3880元（含税），非居民用户初装费因其生产经营

性质、用途、用量、入户安装服务费支付方式等差异，实际对非居民用户入户安装服务费定

价一般多采用一户一议。

③初装费收入=当年新增用户数*初装费

2）天然气销售收入的预测

燃气销售业务主要是赚取上下游燃气价格的差价，由于差价是由政府制定的，考虑到

燃气公共品的特性，这部分业务的利润率不高但利润率的变化也很小，主要是靠销售燃气

量的增加来提高收入与利润。 完成入户安装的用户，随着消费习惯的改变、生活水平的提

高，天然气使用量呈逐年递增的趋势。

目前居民户的销售定价为2.30元/立方米（含税），非居民户夏季为2.80元/立方米（含

税）、冬季为3.60元/立方米（含税）。

本次预测，伊川华燃管理层根据市场开发进度并结合整个行业的发展趋势及企业自身

的规模及规划，预测未来年度的营业收入。

〈2〉营业成本预测

1）初装费成本

初装费成本主要为管道折旧费、安全生产费和入户安装成本等

A.�管道折旧费根据评估基准日已有固定资产并结合未来资本性支出计划按企业的折

旧政策进行预测；

B.�安全生产费：根据天然气销售业务①营业收入不超过1000万元的，按照4%提取；②

营业收入超过1000万元至1亿元的部分，按照2%提取；③营业收入超过1亿元至10亿元的

部分，按照0.5%提取；④营业收入超过10亿元的部分，按照0.2%提取。

C.�入户安装成本：指新增用户管道入户发生的材料成本和安装费，依据预测的新增用

户量和历史平均费用水平预测。

2）天然气销售成本

根据年度累计用户用气量和上游企业河南省天然气煤气集团天然气分公司供气价格

单价（含税）按 2.33元/立方米预测，则不含税单价为 2.10�元/立方米。

综上，对未来年度的营业成本进行了预测。

〈3〉税金及附加预测

本次预测，在预测各期实际缴纳流转税金额的基础上对城建税（流转税5%）、教育费

附加（流转税3%）、地方教育费附加（流转税2%）进行了预测。 对印花税等按照相关税法

规定进行预测。

〈4〉期间费用的预测

1）管理费用的预测

企业管理费用主要由职工薪酬、固定资产折旧费、差旅会务费、业务招待费、租赁费、车

辆费用等组成。

管理费用预测方法与雅安华燃公司管理费用预测一致。

〈5〉折旧摊销预测

折旧摊销预测与雅安华燃公司折旧摊销预测方法一致。

〈6〉净投资的预测

随着未来年度业务生产经营会持续增长，未来经营期内的追加资本主要为持续经营所

需的资产购置、更新，营运资金增加。 本报告所定义的追加资本为：

追加投资=资本性支出+营运资金增加额

资本性支出与营运资金增加额的预测与雅安华燃公司预测方法一致。

〈7〉综上，税前现金流量的预测

资产组税前现金流量预测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费用项目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永续

一、营业收入 1,184.86 2,925.17 3,987.64 5,265.48 7,056.83 4,711.51

二、营业支出 960.81 2,059.54 2,746.90 3,461.23 4,453.71 4,182.01

营业成本 801.46 1,858.62 2,508.45 3,178.56 4,124.08 3,920.15

税金及附加 0.36 0.88 1.20 3.28 22.62 14.61

管理费用 158.99 200.04 237.25 279.39 307.01 247.25

三、营业利润 224.05 865.63 1,240.74 1,804.25 2,603.12 529.50

四、息税前净利润 202.79 637.95 916.09 1,334.89 1,930.08 381.43

加：折旧与摊销 70.21 112.02 177.80 248.89 307.10 307.60

加：安全生产费 21.85 39.25 49.88 62.65 80.57 57.12

减：资本性支出 664.00 914.00 1,661.60 1,180.60 1,184.80 147.09

减：营运资本变动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六、税前现金流量 -347.89 102.90 -193.18 935.19 1,805.99 747.13

★折现率的确定

折现率预测方法同雅安华燃公司折现率预测为：

经计算，税前折现率为13.48%。

★资产组价值估算

资产组价值估算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永续

息税前现金流 -347.89 102.90 -193.18 935.19 1,805.99 747.13

税前折现率 13.48%

折现系数 0.9387 0.8272 0.7289 0.6424 0.5660 4.1987

折现值 -326.56 85.12 -140.81 600.77 1,022.19 3,137.09

资产组价值 4,377.80

经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对伊川华燃与商誉相关资产组可回收价值进行了评估，在评

估基准日2017年12月31日， 伊川华燃与商誉相关资产组可回收价值评估值为4,377.80万

元。

资产组的可回收价值评估结论见下表：

单位：万元

资产组名称 包含商誉的资产组账面价值 可回收金额 整体商誉减值准备

伊川华燃公司资产组 4,148.04 4,377.80 未计提

Ⅲ、方城华燃公司资产组商誉减值测试具体步骤和详细计算过程

★未来收益预测

〈1〉营业收入预测

方城华燃主营收入分为初装费收入和燃气销售两类。 根据《天然气利用政策》等，城

（市）镇燃气用户依据用气性质不同划分为居民用气和非居民用气两类。

初装费收入的预测

公司作为城（市）镇燃气服务提供商应向辖区内用户提供入户安装服务，即为新的燃

气用户提供管网初装入户服务并收取相应的费用。这部分业务利润较高，是城（市）镇燃气

项目初期的主要利润来源。

A、新增用户数量的确定

本次预测期2018-2022年新增用户量根据所在地区整体规划布局规划、 管网建设进

度、所签订的供气合同等因素确定，2022年达到稳定期后不再预测新增用户。

B、初装费定价

入户安装服务费定价原则为成本加成法，再综合当地经济情况、居民收入水平以及和

当地政府谈判情况等进行确定。方城华燃目前定价居民用户2980元（含税），非居民用户初

装费因其生产经营性质、用途、用量、入户安装服务费支付方式等差异，实际对非居民用户

入户安装服务费定价一般多采用一户一议。

C、初装费收入=当年新增用户数*初装费。

2）天然气销售收入的预测

燃气销售业务主要是赚取上下游燃气价格的差价，由于差价是由政府制定的，考虑到

燃气公共品的特性，这部分业务的利润率不高但利润率的变化也很小，主要是靠销售燃气

量的增加来提高收入与利润。 完成入户安装的用户，随着消费习惯的改变、生活水平的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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