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股股票代码：000585

A 股公告编号：2017-037

股票简称：东北电气

东北电气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年报问询函及回复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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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北电气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7年5月15日接到深圳
证券交易所公司管理部年报问询函【2017】第157号《关于对东北电气发展股份
有限公司的年报问询函》。现将回复内容公告如下：
问题一：
你公司近年营业收入和净利润连年下降，尤其是 2016 年度营业收入同比大
幅下降 58.14%，净利润同比大幅下降 2,116.76%，现金流亦同步大幅降低。
(一) 请结合同期同行业公司的营业收入和利润率情况，分析公司近年，尤
其是 2016 年度业绩下降的具体原因（包括但不限于行业原因和非行业原因等），
进而说明公司核心竞争力是否发生重大变化，如是，说明具体情况；
回答：
一、收入下降的原因
公司2016年与上年相比减少8,823万元：
1、报告期内，国内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增大，电力需求发生根本性转变，电
力供应过剩，输变电设备制造业经营困难和市场低迷已经成为新常态。公司所处
行业产能相对过剩的矛盾日益突出，行业内市场竞争异常激烈。通过对比同行业
其他上市公司营业收入情况，可以看出输变电产品制造业均有不同程度的下滑，
通过对比八家同行业公司营业收入，2016年同比平均下降20.27%。按此口径计算，
因电力需求下降影响公司营业收入减少3,076万元。
同行业上市公司近三年收入、利润率对比情况表
营业收入（万元）

2016 年占

上市

股票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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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星电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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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由于同行业中各公司的产能严重过剩，竞争非常激烈，公司的订货价格
也低于上年平均水平，造成公司营业收入同比减少2,091万元。
公司产品近三年平均价格表
产品类别
电容器
封闭母线

计价单位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2016 年比上年增减

（元/千乏）

26.02

20.86

14.08

-32.5%

（万元/三相米）

0.68

0.83

0.62

-25.3%

3、公司自2012年以来，为适应输变电设备系统集成的趋势，针对当时冶金、
煤炭、化工等行业需求跃升的特点，着力市场结构调整，培养非电力系统重点用
户。2015年以来冶金、煤炭、化工等行业成为供给侧改革重点行业，去产能导致
此范围内客户需求锐减，因上述产业结构性需求调整影响当期收入约3,600万元。
二、利润下降的原因
报告期公司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减少10,443万元，根据同行业对比，公司远高
于同业降低比例。既有同业需求减少产品价格降低，营业收入下降的共同原因，
也有公司当期计提减值准备、资产重组费用增加等自身原因。具体构成：
1、营业收入同比减少8,823万元，同比下降58.14%，因营业收入减少相应减
少营业利润为2,356万元；
2、由于产品订货价格下降，产品综合毛利率同比下降11.64个百分点，因产
品综合毛利率下降相应减少营业利润为739万元；
3、本报告期三项费用中管理费用增加1,003万元，主要系公司资产重组费用
及子公司停工损失；
4、本期计提坏账准备、存货跌价准备、固定资产减值准备、长期股权投资
减值准备等资产减值损失同比增加较大，致使营业利润相应减少6,259万元；
5、其他因素致使利润减少86万元。
综合以上因素，本年实现净利润为-9,959万元，其中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为-9,949万元，实现净利润同比减少10,443万元。
公司判断，核心竞争力没有发生变化：在同行业景气度不足的大趋势下，行
业间压价竞争加剧，同类型产品价格仍处于下降通道，业绩显示的只是抗压能力
的不同；公司产品仍具备市场竞争和产品研发能力，为适应产业升级需要进行的
新厂区搬迁改造工作正在积极推进，显示公司仍具有较强的应对市场变化能力；
随着第一大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变更，在新组建董事会和管理层领导下，公司将对
主营业务和经营战略进行积极调整和改变，增强持续经营能力和综合竞争实力，
促进上市公司的发展，维护全体股东利益。
（二） 请结合公司目前的资本结构、业务开展、现金流量等量化分析对公
司偿债能力和正常运营能力的影响和未来的应对措施，说明是否存在应披露未
披露的经营风险，如是，请及时披露。
回答：
公司 2016 年度发生净亏损 9,958.86 万元，2016 年底货币资金 2,760.04 万
元，比期初减少了 9,581.68 万元，经营现金活动流为-2,989.15 万元，公司持

续经营面临一定困难，公司的治理层、管理层对此有清醒认识，并且已经在现金
流保证、持续经营安排、资产结构调整等方面采取了诸多措施安排：
2017 年 2 月 13 日，公司的第一大股东变更为北京海鸿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北京海鸿源”），实际控制人为海南省慈航公益基金会。北京海鸿源
将致力于帮助和促进公司经营发展，推进公司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北京海
鸿源承诺在公司生产经营和现金流等方面给予相应的支持，以进一步提升公司的
持续经营能力和盈利能力。
公司持续经营的具体措施（包括但不限于）：
1、加强应收款项的催收，期后已收回大额其他应收款 5,490 万元。
2、视经营需要，剥离部分无经营业务、经营亏损较大子公司的股权和其他
非经营性资产，以增加现金流，经营将得到显著改善。
3、开拓产品市场新领域。积极转变观念，改变销售策略，调整和优化客户
群体，布署传统招投标市场，努力开发行业用户和企业用户。辅以考核激励政策，
争取在一些新的领域实现突破，提升主导产品的盈利能力。
4、加快实施技术改造项目。2016 年，公司启动了全资附属公司阜新封闭母
线有限责任公司异地搬迁投资建设新厂的项目，并结合此次整体搬迁项目进行生
产设备技术改造，以提高母线类产品制造的工艺水平、产品质量、生产效能，提
升企业形象和综合竞争力。
5、通过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调整产业结构。2017 年 4 月 5 日公司与海航
酒店集团（香港）有限公司订立新增发行 H 股 155,830,000 股的认购协议，新 H
股发行事项正在履行审批程序。
公司经过大股东变更、生产经营的改善、不良资产剥离，通过上述经营措施
（不含非公开发行融资）预计可增加现金流 1.5 亿余元，2017 年经营状况将得
到显著改善。
以上持续经营能力改善措施的具体内容详见 2017 年 3 月 27 日公布的 2016
年度财务报告“财务报表附注十四.4 之其他重要事项”和 2017 年 4 月 5 日认购
新 H 股交易公告（公告编号：2017-024 号）披露。
公司对偿债能力、持续经营能力、经营风险的判断：随着公司第一大股东和
实际控制人变更，从增强上市公司的持续发展能力和盈利能力，以及改善上市公
司资产质量的角度出发，公司将择机进行产业合作或业务调整，积极推进相关工
作，采取稳妥方式逐步实现业务转型；通过处置、剥离非经营性资产，清理没有
实质性经营活动的子分公司，以增强资产流动性或用于抵偿债务；第一大股东承
诺在公司生产经营和现金流等方面给予相应的支持；依据上述持续经营措施的具
体落实，可以保障公司正常运营所需的流动资金。
综上判断，公司在偿债能力和正常运营能力方面不存在不确定性，亦不存在
应披露而未披露的经营风险。
问题二：
你公司全部资产现金回收率、销售现金比率较上期大幅降低。请结合同行业
公司情况对大幅降低的原因进行充分说明，包括但不限于列表分析近三年收入
确认政策、应收账款信用政策和票据结算方式变化情况，并结合相关会计科目分
析对现金流的影响。
回答：
全部资产现金回收率=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平均资产总额×100%；

销售现金比率=经营现金净流量/营业收入*100%
相关指标
项

单位：元
目

2016 年

2015 年

经营现金净流量

-29,891,482.85

-18,237,185.20

-63.90%

平均资产总额

442,638,023.73

483,020,754.64

-8.36%

63,514,424.29

151,740,484.82

-58.14%

-6.75%

-3.78%

下降 2.98 个百分点

-55.06%

-14.06%

下降 41 个百分点

营业收入
全部资产现金回收率
销售现金比率

增减变动比率

公司 2016 年销售货款回收率为 80.87%，与 2015 年相比下降 6.31 个百分点，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占经营活动现金流出的比重由 2015 年的 87.82%
下降至 2016 年的 49.61%，下降了 38.21 个百分点。因此，公司 2016 年全部资
产现金回收率、销售现金比率较上期大幅降低主要系公司 2016 年营业收入大幅
下降，引起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大幅减少，引起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大幅减少。
公司近三年收入确认政策、应收账款信用政策和票据结算方式未发生重大变
化。
问题三：
2014 年度、2015 年度你公司净利润仅为 617 万元、493 万元，其中资产减
值损失分别为-586 万元和-745 万元；本期你公司净利润为亏损 9959 万元，其
中资产减值损失为 5514.31 万元，占本期净利润的 55.37%，且资产减值损失金
额大幅偏离近五年均值。根据你公司《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的披露，
报告期末，你公司结合沈阳兆利高压电气设备有限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对其未来

五年的现金流进行测算并结合其股权可收回情况进行减值测试，计提可供出售
金融资产减值准备 1782 万元；你公司近期准备对联营企业伟达高压电气有限公
司的全部 20.80%的股权对外出售，根据可收回金额与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价值计
提了减值准备 1797 万元。请你公司：
（1）列示沈阳兆利高压电气设备有限公司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结合公司运营实际情况和对其未来五年的现金流进行测算的具体过程、依据，说
明近三年其减值准备金额确定的合理性，说明是否存在前期忽视减值迹象、计提
不充分或本期过度计提情形。
（2）列示伟达高压电气有限公司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结合其
可收回金额确定的方法、过程和依据，说明计提减值准备的合规性，说明是否存
在前期忽视减值迹象、计提不充分或本期过度计提情形。
（3）涉及存货跌价准备变动较大的，分析原因并提供原材料、产品价格走
势等相关依据，分析近三年计提金额确定的合理性。
（4）进一步列表对比近三年计提主要资产减值准备计提的具体情况，分析
计提金额增减变动的趋势、发生的原因，说明金额确定的依据和减值测试程序的
合规性。
请年审会计师说明对上述事项实施的审计程序，对近三年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原因、依据和程序的合规性发表专项意见，并结合上述事项进一步说明公司是否
存在前期忽视减值迹象、前期计提不充分或本期过度计提情形。
回答：
（1）
①沈阳兆利高压电气设备有限公司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项目
营业收入
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总资产
净资产

2016 年
1,728,803,188.90
-28,156,476.18
34,046,376.19
-3.08%
2,264,610,010.14
899,511,378.71

2015 年
1,891,882,519.18
13,636,910.72
168,503,623.08
1.48%
2,643,956,761.40
927,667,854.89

2014 年
1,919,320,317.61
36,977,987.85
47,357,913.18
4.13%
2,844,365,903.11
914,030,944.17

②未来五年的现金流测算如下：

③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减值前账面价值
账面余额
81,850,957.56

④减值计算
净现金流量
占比
应享权益
应计提减值
其中：计提减值
外币折算差额

减值准备
7,795,821.84

单位：元
账面价值
74,055,135.72

单位：元
799,343,312.67
6.89%
55,074,754.24
18,980,381.48
17,816,275.70
1,164,105.78

因公司考虑调整资产结构，持有的目的变更，对沈阳兆利高压电气设备有限
公司虽拟出让，但尚未找到合适的买家，无法取得市场报价，因此，将该股权的
期末价值与对预计未来现金流量折现确定的现值之间的差额计提了减值准备。
2014 年和 2015 年由于沈阳兆利高压电气设备有限公司一直处于盈利状况，且
公司未考虑出让，经测试没有减值迹象，故无需计提减值准备。因此不存在前期
忽视减值迹象、前期计提不充分或本期过度计提情形。
（2）

①伟达高压电气有限公司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项目
营业收入
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总资产
净资产（注：净资产增加为外币汇
率变动所致）

单位：元

2016 年

2015 年

2014 年

0.00
-39,358.24
43,076.45
-0.02%
211,434,096.54

0.00
-41,188.76
26,372.62
-0.02%
198,024,992.61

0.00
-34,799.17
35,146.52
-0.02%
185,853,271.97

210,517,596.76

197,211,970.97

185,740,054.57

②长期股权投资
被投资单位

单位：元

年初余额

一、联营企业
伟达高压电气有限公司
合计

追加投资

本年增减变动
权益法下确认的
投资损益

减少投资
-

41,020,089.96
41,020,089.96

-

-8,186.51
-8,186.51

其他综合
收益调整

其他权益
变动

3,722,549.43
3,722,549.43

-

（续）
本年增减变动
被投资单位

宣告发放现金
股利或利润

一、联营企业
伟达高压电气有限公司
合计

计提减值准备
-

19,734,452.88
19,734,452.88

减值准备
年末余额

年末余额

其他
-

25,000,000.00
25,000,000.00

33,724,276.08
33,724,276.08

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的本年增加中包括计提减值准备 17,974,823.40 元，
其余增加 1,759,629.48 元为汇率变动产生的外币报表折算差额。
因公司考虑调整资产结构，持有的目的变更，对伟达高压电气有限公司的股
权拟进行转让，根据市场初步询价结果，按该股权期末账面价值与出售可收回的
金额之间差额计提了减值准备。前期由于伟达高压电气有限公司一直在谋求发
展，公司看好其未来有好的盈利增长，且公司未考虑出让，按公司净资产及持股
比例计算的金额与账面价值基本一致，经测试没有减值迹象，故未计提减值准备。
不存在前期忽视减值迹象、前期计提不充分或本期过度计提情形。
（3）
公司 2016 年度存货跌价变动较大主要系全资子公司新东北电气（锦州）电
力电容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锦容公司”）的电力电容产品 2016 年度计提跌
价损失较大所致，新锦容公司近三年存货跌价情况如下：
2016 年度存货跌价准备如下：
单位：元
项目
原材料
库存商品
在产品
合计

年初余额
493,674.76
2,754,981.85
422,258.63
3,670,915.24

2016 年度增加金额
计提
其他
3,346,978.50
3,601,837.84
1,831,493.07
8,780,309.41

-

2016 年度减少金额
转回或转销
其他
293,955.99
293,955.99

年末余额
-

3,840,653.26
6,062,863.70
2,253,751.70
12,157,268.66

其中：库存商品跌价准备按品种列示如下：
品种
电力电容器产品
互感品产品
金属化产品
合计

年初余额
1,183,966.53
653,666.74
917,348.58
2,754,981.85

本年增加
2,266,185.47
1,335,652.37
3,601,837.84

本年转回
293,955.99
293,955.99

年末余额
3,450,152.00
359,710.75
2,253,000.95
6,062,863.70

说明：①2016 年度原材料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3,346,978.50 元（共 244 种材料），
因市场需求和客户结构变化，公司调整生产经营，该部分材料不再使用，全额计
提跌价准备；
②2016 年度电力电容器产品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2,266,185.47 元（共 85 种型

号），因市场需求和客户结构变化，公司调整生产经营，该部分库存商品预计没
有销售市场，因此全额计提跌价准备；2016 年金属化产品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1,335,652.37 元，其中因公司调整生产经营，预计没有销售市场的产品全额计提
跌价准备 1,310,934.03 元（共 93 种型号），因可变现净值低于成本计提存货跌价
准备 24,718.34 元。
③2016 年度电力电容器半成品计提跌价准备 1,831,493.07 元（共 191 种型
号），该部分半成品预计未来没有销售市场，因此不再继续生产，全额计提跌价
准备。
2015 年度存货跌价准备如下：
单位：元
项目
原材料
库存商品
在产品
合计

年初余额
1,802,078.04
1,802,078.04

2015 年度增加金额
计提
其他
493,674.76
1,363,899.20
422,258.63
2,279,832.59

-

2015 年度减少金额
转回或转销
其他
410,995.39
410,995.39

年末余额
-

493,674.76
2,754,981.85
422,258.63
3,670,915.24

其中：库存商品跌价准备按品种列示如下：
品种
电力电容器产品
互感品产品
金属化产品
合计

年初余额
653,666.74
1,148,411.30
1,802,078.04

本年增加
1,183,966.53
179,932.67
1,363,899.20

本年转回

年末余额
1,183,966.53
653,666.74
917,348.58
2,754,981.85

410,995.39
410,995.39

说明：①2015 年度原材料计提跌价准备 493,674.76 元，系该部分材料所生
产的产品已停止生产，同时该部分材料无其他用途，故全额计提坏账准备。
②2015 年度库存商品计提跌价准备 1,363,899.20 元，其中电力电容器产品计
提跌价 1,183,966.53 元，金属化产品计提跌价 179,932.67 元。电力电容器产品计
提跌价明细如下：
型号
TBBK10-1600+1600+1600
334 千乏/6.7-320-1
334 千乏/19-334-1
合计

成本金额
1,098,300.00
24,615.39
128,905.14
1,251,820.53

可变现净值
15,148.80
52,705.20
67,854.00

跌价金额
1,098,300.00
9,466.59
76,199.94
1,183,966.53

备注

电力电容品产品 TBBK10-1600+1600+1600 系定制产品，由于合同取消，该产
品无法卖给其他客户，因此本年全额计提坏账准备；电力电容品产品 334 千乏
/6.7-320-1、334 千乏/19-334-1 按照已签订的合同价格测算可变现净值，发生跌
价分别为 9,466.59 元和 76,199.94 元；其他电力电容器产品经测算未发生跌价。
金属化产品型号较多，按照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计量，测算当期应计提跌
价 179,932.67 元。
2014 年度存货跌价准备如下：
单位：元
项目
原材料
库存商品
在产品
合计

年初余额
1,244,204.25
1,244,204.25

2014 年度增加金额
计提
其他
557,873.79
557,873.79

-

2014 年度减少金额
转回或转销
其他
-

年末余额
-

1,802,078.04
1,802,078.04

其中：库存商品跌价准备品种列示如下：
品种
互感品产品
金属化产品
合计

年初余额
347,691.58
896,512.67
1,244,204.25

本年增加
305,975.16
251,898.63
557,873.79

本年减少

年末余额
653,666.74
1,148,411.30
1,802,078.04

说明：①互感器产品由于已停止生产，而库存互感品产品又未取得订单，预

计未来难以实现销售，因此全额计提了跌价准备；
②金属化产品型号较多，按照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计量，测算当期应计提
跌价 251,898.63 元。
如上表所述，新锦容公司 2014 年度、2015 年度、2016 年度减值减备逐年
增加，一方面由于其产品电容器的价格近三年逐年降低，2016 年度计提较大减
值的更重要的原因是由于 2014 年度和 2015 年度的生产经营状况未发生变化，
2016 年度因市场需求和客户结构变化，新锦容公司从 2016 年开始订单逐步减
少，营业收入较上年大幅下降，公司调整生产经营，对部分产品不再生产，同时
预计部分产品实现销售的可能性较小，因此，对于未来不再使用的材料、不再继
续生产的半成品、以及库龄较长预计实现销售可能性较小的产成品全额计提了跌
价准备，该部分跌价金额为 8,755,591.07 元，因此 2016 年度存货跌价较上期大
幅增加。对于其他尚在正常生产经营的产品，按照对可变现净值低于存货成本的
差额，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4）
近三年主要资产减值准备计提的具体情况表
单位：元
项目
坏账准备
存货跌价准备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减值准备
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
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合计

2016 年度
1,602,045.05
9,009,175.23
17,816,275.70
17,974,823.40
8,710,888.13
55,113,207.51

2015 年度
-9,734,514.47
2,285,792.24
-7,448,722.23

2014 年度
-6,425,301.65
562,192.01
-5,863,109.64

通过近三年主要资产减值准备计提的具体情况表可看出，2016 年度计提金
额较大，尤其是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减值准备、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存货跌价
准备、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减值准备、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存货跌价准备的相关
说明见以上的(1)、(2)、(3)说明，固定资产减值准备主要系全资子公司新锦容公
司由于 2016 年度销售订单减少，部分车间开工不足，相关生产设备使用率较低，
亏损严重，相关固定资产的经济绩效低于预期，判断存在固定资产存在减值的迹
象，经减值测算计提了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年审会计师专项意见另见附件。
问题四：
你公司在年报“预计负债”中披露，因你公司为锦州电力电容器有限责任公
司借款合同担当保证人并承担连带保证责任，银行等相关方已分别于 2005 年 2
月、2006 年 12 月和 2007 年 3 月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你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
任。上述诉讼已分别于 2005 年 5 月、2007 年 7 月和 2007 年 6 月进行了判决，
你公司应承担相应责任，公司未对判决结果提出上诉，判决已生效，你公司确认
了预计负债 60,721,078.25 元。
请说明上述事项是否尚存在不确定的事项，如是，说明其具体情况，说明是
否仍满足预计负债的确认条件；结合近年上述预计负债余额，说明在资产负债表
日考虑风险、不确定性和货币的时间价值等因素对账面价值进行调整的具体情
况及合理性、合规性。
回答：
尚存在不确定的事项。前述三案涉及担保债务本金共计5290万元，三案终审
判决后公司在2007年度已计提减值损失共计6072万元。公司一直尝试探索可行的

清偿方式。公司目前采取的基本思路是：参照以往处置担保赔偿所采取的谈判和
解模式，通过债务重组清偿债务。公司曾分别于2010年12月30日和2013年11月4
日，就连带担保偿还责任与债权方达成债务重组协议（详见2011年3月21日二零
一零年报和2013年11月4日债务重组公告的信息披露）。
为此，公司在清偿数额不超过借款本金的前提下，通过与债权银行谈判，
努力达成按担保债务本金的一定折扣偿还债务，并完全解除上述债务的担保责
任，故相关财务处理满足预计负债的确认条件。
公司认为：在积极主动与银行接触，并采取有效手段的基础上，按照本金
的一定折扣偿还债务并最终解除公司的全部担保责任，实现债务重组的根本目的
是完全可实现的。但由于债务重组的本金清偿折扣尚须经商业谈判达成最终协
议，折扣比例无法准确确定。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3号——或有事项》对“预
计负债”的合规标准，按上述三项对外担保债务生效判决所列示的数额计提减值
准备，本年度不做调整是客观、合理、合规的，这是公司基于实际情况和谨慎性
原则而做出的合理恰当判断。
问题五：
年报“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项下“政府补助”本期发生额
10,109,500.00 元。请列示政府补助的具体内容、性质，说明会计处理的具体情
况及其依据，说明履行的信息披露义务情况（如适用）。
回答：
(1) 政府补助的具体内容、性质
2016 年 1 月 12 日，公司全资子公司阜封公司与阜新市细河区人民政府签订
了《招商引资协议书》，双方就投资建设年产 2000 万千瓦封闭母线新厂区建设项
目与原厂址的搬迁事宜达成协议。协议主要内容如下：阜封公司拟将北厂区（东
风路 77 号）的 15,174 平方米土地、4,500 平方米房产和附属不动产设施，整体
置换位于阜新市细河区四合镇工业基地 40,000 平方米土地、17,831 平方米房
产和附属不动产设施，投资建设年产 2000 万千瓦封闭母线新厂区项目（以下简
称“项目”）。项目建设投资预计 5000 万元（人民币，下同），其中：土地 1200
万元，生产和办公厂房以及附属不动产设施等其他投资费用约合 3800 万元。新
厂区资金来源于东风路 77 号北厂区的征收补偿款，不足部分由阜新市细河区人
民政府用企业发展资金解决。最终建设费用按决算价和设备购置价结算。
项目进展：阜封公司 2016 年 10 月份取得 39,895 ㎡国有土地使用权（期限
2016 年 10 月 25 日至 2066 年 10 月 24 日），按签订国有建设用地出让合同支付
1,269.26 万元，2016 年 12 月收到阜新市细河区财政局专项资金 1,010.95 万元。
厂房等不动产正由政府建设中。
(2) 会计处理的具体情况及其依据
已将政府补助列入专项应付款。依据《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3 号》第四项关
于“企业收到政府给予的搬迁补偿款应当如何进行会计处理”的规定，企业因城
镇整体规划、库区建设、棚户区改造、沉陷区治理等公共利益进行搬迁，收到政
府从财政预算直接拨付的搬迁补偿款，应作为专项应付款处理。
2016 年阜封公司购置土地使用权，收到与其相关财政局专项资金 1,010.95
万元，均属于阜封公司与政府置换土地及不动产项目（《招商引资协议书》）的一
部分，应当整体考虑。因搬迁尚未完成，因此列入专项应付款。
(3)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情况
以上政府补助涉及项目的具体内容详见 2016 年度财务报告“财务报表附注

十四.2 公司全资子公司阜封公司搬迁补偿事项”披露。
会计处理方式详见公司 2016 年 1 月 25 日发布的《关于附属公司北厂区异地
搬迁暨政府搬迁补偿交易的公告》（编号：2016-015）披露。
问题六：
年报“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项下“往来款”本期发生额
18,589,469.74 元，较上期大幅增加。请说明主要资金往来对象、交易基础，说
明较上期大幅增加的原因和往来的合规性（包括但不限于是否存在董监高借款
及其他资金占用情形等）。
回答：
“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项下“往来款”明细表 1（单位：元）
单

位

金

额

内

容

四川凉山***电力开发有限公司

50,000.00

阜新支付保证金

锦州市**电梯安装服务有限公司

50,000.00

锦容归还期初欠款

锦州市**物流有限公司

67,033.00

锦容付期初欠款

**华电招标有限公司

70,000.00

阜新支付保证金

阜新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70,000.00

设计费预付款

宁夏**安环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80,000.00

环评预付款

**电源（上海）有限公司

82,500.00

合作项目借款

***能源发电聚能招标有限公司

90,000.00

阜新支付保证金

山东**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100,000.00

阜新支付保证金

证券时报

100,000.00

归还期初欠款

**市建筑设计研究院分院

139,083.30

阜新设计费定金

北京****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150,000.00

阜新支付保证金

**国电华北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170,000.00

阜新支付保证金

江苏**燃气热电有限公司

200,000.00

阜新支付保证金

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

200,000.00

阜新支付保证金

**电能成套设备有限公司

200,000.00

阜新支付保证金

深圳市***电力技术有限公司

215,200.00

归还期初欠款

***国际招标有限责任公司

246,254.42

新锦容支付保证金

锦州市太和区**配货站(***)

303,342.55

锦容付期初欠款

华能招标有限公司

319,490.00

阜新支付保证金

重庆电力物资公司

386,948.00

新锦容支付保证金

国家高压电器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455,534.84

预付检验费

北京国电工程招标有限公司

530,099.00

阜新支付保证金

三峡国际招标有限公司

600,000.00

阜新设计费定金

锦州市古塔区人民法院

600,000.00

新锦容因欠款，
被法院扣款

常州**交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1,000,000.00

合作项目借款

江苏**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199,280.00

合作项目借款

国网物资有限公司

2,594,000.00

新锦容支付保证金

大连**公司

3,100,280.00

阜新归还期初欠款

江苏****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5,000,000.00

合作项目借款
合作项目借款

其

他

220,424.63

小

计

18,589,469.74

“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项下“往来款”明细表 2（单位：元）
往来款分类

金

额

一、经营性支出
保证金

5,445,874.72

归还欠款

3,835,855.55

合作项目借款

7,281,780.00

订金

1,205,534.84

其

他

经营性支出小计

220,424.63
17,989,469.74

二、非经营性支出
涉诉扣款
合

计

600,000.00
18,589,469.74

以上往来款项内，经营性往来款为 17,989,469.74 元，非经营性往来款为
600,000.00 元，均不存在董监高借款及其他资金占用情形。

东北电气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七年五月二十二日

附件：

关于对东北电气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年报问询函-公司部年报问询函
【2017】第 157 号之答复
瑞华专函字[2017]48170005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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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永定门西滨河路 8 号院 7 号楼中海地产广场西塔 5-11 层
Postal Address:5-11/F,West Tower of China Overseas Property Plaza, Building 7,NO.8,Yongdingmen
Xibinhe Road, Dongcheng District, Beijing
邮政编码（Post Code）
：100077
电话（Tel）
：+86(10)88095588 传真（Fax）
：+86(10)88091190

关于对东北电气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年报问询函-公司部年报问询函【2017】第 157 号
之答复
瑞华专函字[2017]48170005 号
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管理部：

由东北电气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北电气”）转来的贵部《关于对
东北电气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的年报问询函》
（公司部年报问询函[2017]第 157 号）
已收悉，根据贵部要求，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以下简称“我们”）
对贵部在年报问询函中提出 需我们发表意见的有关问题回复如下：

3、2014 年度、2015 年度你公司净利润仅为 617 万元、493 万元，其中资
产减值损失分别为-586 万元和-745 万元；本期你公司净利润为亏损 9959 万元，
其中资产减值损失为 5514.31 万元，占本期净利润的 55.37%，且资产减值损失
金额大幅偏离近五年均值。根据你公司《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的披
露，报告期末，你公司结合沈阳兆利高压电气设备有限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对
其未来五年的现金流进行测算并结合其股权可收回情况进行减值测试，计提可
供出售金融资产减值准备 1782 万元；你公司近期准备对联营企业伟达高压电气
有限公司的全部 20.80%的股权对外出售，根据可收回金额与长期股权投资账面
价值计提了减值准备 1797 万元。请你公司：
（1）列示沈阳兆利高压电气设备有限公司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
标，结合公司运营实际情况和对其未来五年的现金流进行测算的具体过程、依
据，说明近三年其减值准备金额确定的合理性，说明是否存在前期忽视减值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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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计提不充分或本期过度计提情形。
（2）列示伟达高压电气有限公司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结合其
可收回金额确定的方法、过程和依据，说明计提减值准备的合规性，说明是否
存在前期忽视减值迹象、计提不充分或本期过度计提情形。
（3）涉及存货跌价准备变动较大的，分析原因并提供原材料、产品价格走
势等相关依据，分析近三年计提金额确定的合理性。
（4）进一步列表对比近三年计提主要资产减值准备计提的具体情况，分析
计提金额增减变动的趋势、发生的原因，说明金额确定的依据和减值测试程序
的合规性。
请年审会计师说明对上述事项实施的审计程序，对近三年计提资产减值准
备原因、依据和程序的合规性发表专项意见，并结合上述事项进一步说明公司
是否存在前期忽视减值迹象、前期计提不充分或本期过度计提情形。
公司回复：
（1）①沈阳兆利高压电气设备有限公司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
位：元
项目

2016 年

2015 年

2014 年

1,728,803,188.90

1,891,882,519.18

1,919,320,317.61

-28,156,476.18

13,636,910.72

36,977,987.85

34,046,376.19

168,503,623.08

47,357,913.18

-3.08%

1.48%

4.13%

总资产

2,264,610,010.14

2,643,956,761.40

2,844,365,903.11

净资产

899,511,378.71

927,667,854.89

914,030,944.17

营业收入
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②未来五年的现金流测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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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可

供

出

售

金

融

资

产

减

值

前

账

面

价

值

单位：元
账面余额

减值准备

81,850,957.56

④

减

账面价值

7,795,821.84

值

74,055,135.72

计

算

单位：元
净现金流量

799,343,312.67

占比

6.89%

应享权益

55,074,75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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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计提减值

18,980,381.48

其中：计提减值

17,816,275.70

外币折算差额

1,164,105.78

因公司考虑调整资产结构，持有的目的变更，对沈阳兆利高压电气设备有限
公司虽拟出让，但尚未找到合适的买家，无法取得市场报价，因此，将该股权的
期末价值与对预计未来现金流量折现确定的现值之间的差额计提了减值准备。
2014 年和 2015 年由于沈阳兆利高压电气设备有限公司一直处于盈利状况，且
公司未考虑出让，经测试没有减值迹象，故无需计提减值准备。因此不存在前期
忽视减值迹象、前期计提不充分或本期过度计提情形。
（2）①伟达高压电气有限公司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

位：元
2016 年

项目

2015 年

2014 年

0.00

0.00

0.00

-39,358.24

-41,188.76

-34,799.17

43,076.45

26,372.62

35,146.52

-0.02%

-0.02%

-0.02%

总资产

211,434,096.54

198,024,992.61

185,853,271.97

净资产

210,517,596.76

197,211,970.97

185,740,054.57

营业收入
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注：净资产增加为外币汇率变动所致）
②长期股权投资

单

位：元
本年增减变动
被投资单位

年初余额
追加投资

权益法下确认的

其他综合

其他权益

投资损益

收益调整

变动

减少投资

一、联营企业
伟达高压电气有限公司

41,020,089.9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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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86.51

3,722,549.43

-

本年增减变动
被投资单位

年初余额
追加投资

-

41,020,089.96

合计

权益法下确认的

其他综合

其他权益

投资损益

收益调整

变动

减少投资

-

-8,186.51

3,722,549.43

-

（续）
本年增减变动
减值准备
被投资单位

年末余额

宣告发放现金
计提减值准备

年末余额

其他

股利或利润
一、联营企业
伟达高压电气有限公司
合计

-

19,734,452.88

-

25,000,000.00

33,724,276.08

-

19,734,452.88

-

25,000,000.00

33,724,276.08

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的本年增加中包括计提减值准备 17,974,823.40 元，
其余 1,759,629.48 元增加为汇率变动产生的外币报表折算差额。
因公司考虑调整资产结构，持有的目的变更，对伟达高压电气有限公司的股
权拟进行转让，根据市场初步询价结果，按该股权期末账面价值与出售可收回的
金额之间差额计提了减值准备。前期由于伟达高压电气有限公司一直在谋求发
展，公司看好其未来有好的盈利增长，且公司未考虑出让，按公司净资产及持股
比例计算的金额与账面价值基本一致，经测试没有减值迹象，未计提减值准备。
不存在前期忽视减值迹象、前期计提不充分或本期过度计提情形。
（3）公司 2016 年度存货跌价变动较大主要系全资子公司新东北电气（锦
州）电力电容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锦容公司”）的电力电容产品 2016 年度
计提跌价损失较大所致，新锦容公司近三年存货跌价情况如下：
2016 年度存货跌价准备如下：

单

位：元
2016 年度增加金额
项目

年末余额
计提

原材料
库存商品

2016 年度减少金额

年初余额
其他

转回或转销

其他

493,674.76

3,346,978.50

-

-

-

3,840,653.26

2,754,981.85

3,601,837.84

-

293,955.99

-

6,062,86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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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产品
合计

422,258.63

1,831,493.07

-

-

-

2,253,751.70

3,670,915.24

8,780,309.41

-

293,955.99

-

12,157,268.66

其中：库存商品跌价准备按品种列示如下：
品种

年初余额

电力电容器产品

本年增加

1,183,966.53

本年转回

2,266,185.47

年末余额
- 3,450,152.00

互感品产品

653,666.74

金属化产品

917,348.58

1,335,652.37

2,253,000.95

合计

2,754,981.85

3,601,837.84

293,955.99 6,062,863.70

293,955.99

359,710.75

说明：①2016 年原材料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3,346,978.50 元（共 244 种材料），
因市场需求和客户结构变化，公司调整生产经营，该部分材料不再使用，全额计
提跌价准备；
②2016 年电力电容器产品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2,266,185.47 元（共 85 种型号），
因市场需求和客户结构变化，公司调整生产经营，该部分库存商品预计没有销售
市场，因此全额计提跌价准备；2016 年金属化产品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1,335,652.37
元，其中因公司调整生产经营，预计没有销售市场的产品全额计提跌价准备
1,310,934.03 元（共 93 种型号），因可变现净值低于成本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24,718.34 元。
③2016 年电力电容器半成品计提跌价准备 1,831,493.07 元（共 191 种型号），
该部分半成品预计未来没有销售市场，因此不再继续生产，全额计提跌价准备。

2015 年存货跌价准备如下：

单位：

元
2015 年度增加金额
项目

年末余额
计提

原材料
库存商品
在产品
合计

2015 年度减少金额

年初余额
其他

转回或转销

其他

-

493,674.76

-

-

-

493,674.76

1,802,078.04

1,363,899.20

-

410,995.39

-

2,754,981.85

-

422,258.63

-

-

-

422,258.63

1,802,078.04

2,279,832.59

-

410,995.39

-

3,670,91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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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库存商品跌价准备按品种列示如下：
品种

年初余额

本年增加

电力电容器产品

本年转回

年末余额

-

1,183,966.53

- 1,183,966.53

互感品产品

653,666.74

-

-

653,666.74

金属化产品

1,148,411.30

179,932.67

410,995.39

917,348.58

合计

1,802,078.04

1,363,899.20

410,995.39 2,754,981.85

说明：①2015 年度原材料计提跌价准备 493,674.76 元，系该部分材料所生
产的产品已停止生产，同时该部分材料无其他用途，故全额计提坏账准备。
②2015 年度库存商品计提跌价准备 1,363,899.20 元，其中电力电容器产品计
提跌价 1,183,966.53 元，金属化产品计提跌价 179,932.67 元。电力电容器产品计
提跌价明细如下：
型号

成本金额

TBBK10-1600+1600+1600

跌价金额

备注

1,098,300.00

-

1,098,300.00

24,615.39

15,148.80

9,466.59

128,905.14

52,705.20

76,199.94

1,251,820.53

67,854.00

1,183,966.53

334 千乏/6.7-320-1
334 千乏/19-334-1
合计

可变现净值

电力电容品产品 TBBK10-1600+1600+1600 系定制产品，由于合同取消，该产
品无法卖给其他客户，因此本年全额计提坏账准备；电力电容品产品 334 千乏
/6.7-320-1、334 千乏/19-334-1 按照已签订的合同价格测算可变现净值，发生跌
价分别为 9,466.59 元和 76,199.94 元；其他电力电容器产品经测算未发生跌价。
金属化产品型号较多，按照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计量，测算当期应计提跌
价 179,932.67 元。

2014 年存货跌价准备如下：

单位：

元
2014 年度增加金额
项目

年末余额
计提

原材料

2014 年度减少金额

年初余额

-

其他
-

转回或转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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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

-

-

2014 年度增加金额
项目

年末余额
计提

库存商品

其他

转回或转销

其他

1,244,204.25

557,873.79

-

-

-

1,802,078.04

-

-

-

-

-

-

1,244,204.25

557,873.79

-

-

-

1,802,078.04

在产品
合计

2014 年度减少金额

年初余额

其中：库存商品跌价准备品种列示如下：
品种

年初余额

本年增加

本年减少

年末余额

互感品产品

347,691.58

305,975.16

653,666.74

金属化产品

896,512.67

251,898.63

1,148,411.30

合计

1,244,204.25

557,873.79

1,802,078.04

说明：①互感器产品由于已停止生产，而库存互感品产品又未取得订单，预
计未来难以实现销售，因此全额计提了跌价准备；
②金属化产品型号较多，按照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计量，测算当期应计提
跌价 251,898.63 元。
如以上所述，新锦容公司 2014 年、2015 年、2016 年减值减备逐年增加，
一方面由于其产品电容器的价格近三年逐年降低，2014 年、2015 年和 2016 年
平均售价分别 26.02 元/千乏、20.86 元/千乏和 14.08 元/千乏，2016 年计提较大
减值的更重要的原因是由于 2014 年度、2015 年度，公司生产经营未发生变化，
2016 年度，因市场需求和客户结构变化，新锦容公司从 2016 年开始订单逐步
减少，营业收入较上年大幅下降，公司调整生产经营，对部分产品不再生产，同
时预计部分产品实现销售的可能性较小，因此，对于未来不再使用的材料、不再
继续生产的半成品、以及库龄较长预计实现销售可能性较小的产成品全额计提了
跌价准备，该部分跌价金额为 8,755,591.07 元，因此 2016 年存货跌价较上期大
幅增加。对于其他尚在正常生产经营的产品，按照对可变现净值低于存货成本的
差额，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4）近三年主要资产减值准备计提的具体情况表

单

位：元
项目

201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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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2014 年

项目

2016 年

2015 年

2014 年

坏账准备

1,602,045.05

-9,734,514.47

-6,425,301.65

存货跌价准备

9,009,175.23

2,285,792.24

562,192.01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减值准备

17,816,275.70

-

-

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

17,974,823.40

-

-

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8,710,888.13

-

-

合计

55,113,207.51

-7,448,722.23

-5,863,109.64

通过近三年主要资产减值准备计提的具体情况表可看出，2016 年计提金额
较大，尤其是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减值准备、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存货跌价准
备、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减值准备、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存货跌价准备的相
关说明见以上的(1)、（2）、（3）说明，固定资产减值准备主要系全资子公司
新锦容公司由于 2016 年销售订单减少，部分车间开工不足，相关生产设备使用
率较低，亏损严重，相关固定资产的经济绩效低于预期，判断存在固定资产存在
减值的迹象，经减值测算计提了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年审会计师意见：
我们对公司资产减值准备项目执行了以下审计程序：
（1）获取或编制资产减值准备的明细表，复核加计是否正确，并与总账数、
明细账合计数核对是否相符；
（2）检查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依据、方法是否前后一致；
（3）检查资产减值准备的计算和会计处理是否正确，本期计提或转销是否
与有关损益科目金额核对一致；
（4）检查资产减值准备计提和转回的批准程序，取得有关决议；
（5）根据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的计价方法，评价存货跌价准备所依据的
资料、假设及计提方法，考虑是否有确凿证据为基础计算确定存货的可变现净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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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其合理性；
（6）获取并复核了东北电气管理层评价股权投资是否存在减值迹象所依据
的资料，考虑了管理层评价减值迹象存在的恰当性和完整性；
（7）对存在减值迹象的股权投资，取得管理层对可收回金额测算的相关资
料，对测算可收回金额时所依据的测算模型、未来现金流量预测数据和折现率进
行了复核，并对可收回金额计算的数学准确性进行了核对；
（8）与管理层和治理层就计提减值准备的依据和结果进行了讨论；
（9）检查了财务报表中对资产减值相关信息的列报和披露。

经核查，我们认为：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原因合理、依据充分，程序合
规，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资产减值准备测试是有效的，不存在前期忽
视减值迹象、前期计提不充分或本期过度计提跌价准备的情形。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北京
二〇一七年五月一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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