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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金通灵流体机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公司管理部 

《关于对江苏金通灵流体机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 

半年报问询函》的回复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公司管理部： 

贵部于 2018 年 9 月 3 日向我公司发出的半年报问询函（创业板半年报问询

函【2018】第 30 号）已收悉，公司董事会高度重视，根据贵部问询函的要求，

公司就贵部提出的问题进行了认真讨论、核查，对所有提到的问题逐项予以落实

并进行书面说明。 

现就《问询函》述及的问题按顺序向贵部详细说明如下： 

一、报告期内，公司电力行业营业收入15446.67万元，比去年同期减少

61.52%。请结合电力行业产品市场需求、产品类别、单价、数量、公司发展规划

等，补充说明电力行业营业收入大幅下滑的原因。 

回复： 

（一）数据分析。 

1、鼓风机类电力行业产品，2018年1-6月平均销售单价较2017年同期上升

33.56%，2018年1-6月销售数量较2017年同期下降40.46%； 

2、压缩机类电力行业产品，2018年1-6月平均销售单价较2017年同期下降

59.15%，2018年1-6月销售数量较2017年同期下降24.17%； 

3、汽轮机及配套工程类电力行业产品，2018年1-6月平均销售单价较2017年

同期下降69.31%，2018年1-6月销售数量较2017年同期下降40%。 

4、涉及电力行业产品类别销量、单价及营业收入明细表 

期间：2018年1-6月                                单位：万元 

年度 产品类别 销量（台套） 单价 营业收入 

2018年1至6月 鼓风机 156 36.81 5,74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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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缩机 91 21.33 1,941.48 

汽轮机及配套工程 3 1,635.89 4,907.65 

锅炉销售 1 1,608.31 1,608.31 

合同能源管理 1 89.13 89.13 

设备成套及技术服

务 
3 385.76 1,157.28 

合    计 255 60.57 15,446.67 

期间：2017年1-6月                                单位：万元 

年度 产品类别 销量（台套） 单价 营业收入 

2017年1至6月 

鼓风机 262 27.56 7,221.84 

压缩机 120 52.21 6,264.97 

汽轮机及配套工程 5 5,331.09 26,655.43 

合    计 387 103.73 40,142.24 

（二）原因分析。 

电力行业产品营业收入大幅下滑，主要原因： 

1、氧化风机。 

由于配套脱硫脱硝装置的燃煤发电机组执行脱硝电价等政策进入尾声因素

影响，导致公司在2018年1-6月为火电厂配套的脱硫脱硝装备氧化风机营业收入

仅1388.01万元（销售量仅有31台套，单价44.77万元/台套），而2017年1至6月同

类产品营业收入达4976.88万元（销售量93台套，单价53.51万元/台套），对比数

据呈现出我司氧化风机产品在电力行业相关的营业收入、销售量大幅下滑趋势。 

2、汽轮机及配套工程。 

汽轮机及配套工程在电力行业相关的营业收入，2018年上半年实现额是

4907.65万元，而2017年同期额为26655.43万元。主要原因： 

（1）由于各项目配套的汽轮机技术参数的差异及每个工程中土建、安装的

占比差异等原因，导致每个汽轮机配套工程的营业收入金额差异很大； 

（2）对比口径上需要作调整，2017年上半年汽轮机及配套工程类电力行业

产品营业收入中包含了金通灵母公司向上海运能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的工程总包

项目销售额17,122.57万元，剔除该项工程后，公司在2017年上半年其余4个项目

汽轮机及配套工程类电力行业产品营业收入金额为9,532.86万元，计算出同一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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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口径下其余四个工程项目单价为2,383.22万元，数据对比发现：2018年上半年

汽轮机及配套工程在电力行业相关单价较2017年同期数下降31.36% 。 

3、新增的电力行业产品分类收入。 

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全资收购上海运能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

海运能”）事项，已于2018年6月全面完成，实施了相关的股权及资产交割，办理

了上海运能相关的董事会成员改选及法定代表人变更，完成了相关工商变更，于

2018年6月份纳入公司合并报表。2018年上半年合并报表营业收入中新增上海运

能相关的锅炉销售、合同能源管理、设备成套及技术服务等三个产品类别的电力

行业分类营业收入，共计2854.72万元。而公司在2017年同期无此类产品及业务

产生的营业收入。 

4、统计口径的因素。2018年1至6月公司开拓了石化能源及环保行业的电力

产品销售，本次半年报编制时在统计行业分类时未将该部分与电力行业密切相关

的产品销售营业收入合并至电力行业中，而是细分至石化行业及环保行业中。

2018年1至6月，公司在环保行业相关的电力产品营业收入同比增加1115.09%，在

石化行业相关的电力产品营业收入同比增加28.82% 。由于统计口径中的进一步

细分，也导致了我司在电力行业产品营业收入同比有所下降。 

（三）产品提升计划及创新转型。 

1、公司从2016年起进行产品战略调整，着手实施产品提升计划，注重产品

的创新转型。在确保流体机械产品（鼓风机、压缩机）市场份额的基础上，新增

高端汽轮机制造及配套工程业务。行业发展方向上，公司注重从传统的火电领域

向新能源、可再生能源、分布式能源等领域进行布局。根据公司已公告的2017

年度报告及审计报告，2017年全年汽轮机及配套工程类产品收入占公司总收入的

比例已超过50%，年度总收入达到146346.17万元，同比增长54.69%。 

2、随着公司“高邮林源科技公司10MW生物质气化发电项目”、“德龙钢铁

有限公司1×40MW高温超高压中间再热煤气发电工程”的顺利建设和运营，同

时公司汽轮机及集成系统在生物质气化发电、余气余热回收行业中取得重大技术

突破，推动了公司近两年及未来以小型发电岛成套技术为核心的产品和集成系统

在新能源、可再生能源及分布式能源等领域的大量运用。 

（四）推进海外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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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6月公司全资收购的上海运能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主营业务相关余热发

电、生物质发电等新能源发电工程的成套设备供应及技术服务，目前项目已覆盖

巴基斯坦、泰国、菲律宾和印度等东南亚国家和地区，随着印尼GCR项目、巴基

斯坦ICI项目成功实施带来的示范效应和积极影响，为公司后续加大海外新能源

发电工程的承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五）电力行业相关已落实的在手产品订单及框架协议。 

单位：万元 

序号 合同名称 客户名称 合同金额 

1 

安徽黄山环保热电有限公司

生物质气化（2×15MW）热

电联产项目框架性合作协议 

南京创能电力科技开

发有限公司 
38,200 

2 

徐州宜丰三堡环保热电有限

公司生物质直燃（2×30MW）

热电联产项目框架性合作协

议 

南京创能电力科技开

发有限公司 
38,900 

3 

北昆士兰州生物质发电、乙

醇和制糖联产项目EPC总包

框架协议 

北昆士兰州生物能源

有限公司 
6 亿澳元 

以上项目，公司正有序推进过程中。 

 

二、报告期内，公司与黑龙江省安达市人民政府、上海鼓风机厂有限公司和

中投中财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均签订了框架性协议，但至今未签署正式合同。请补

充说明截止目前各项目的进展情况、项目可行性是否发生变化、是否及时披露相

关合作事项的进展。 

回复： 

2018年2月3日，公司与黑龙江省安达市人民政府签订了《安达市农业环保产

业园项目合作框架性协议》。拟建设对农业秸秆、林业废弃物、畜禽粪污及农村

污水、生活垃圾等生物质资源和对生产过程中产生的热能、灰渣等进行综合利用，

以达到资源循环利用的产业园。目前，安达市生物质气化热电联产项目已启动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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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招标程序，将于近期开标。公司正在进行准备，将参与投标。截止目前，无其

他进展情况。 

2018年6月13日，公司与上海鼓风机厂有限公司签订了《合作框架协议书》。

拟整合双方在通风机、鼓风机和压缩机领域的优势资源，协同合作。框架协议签

署后，双方已进行数次的协商，对合作实施方案进行细化及具体事项的安排。截

止目前，双方对未来商业计划、合作事项在进一步洽谈中。 

2018年6月21日，公司与中投中财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签订了《投资合作框架

协议》。中投中财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有意向投资并积极推广产业园项目，待公司

项目具备落实条件后，将对每个项目进行评估，确定投资方式等合作事宜。届时，

将根据双方协商情况，在履行相应程序后，签署针对单个项目的专项合作协议。

截止目前，因安达市等项目在落实中，双方合作尚未有实质性的进展。 

综上，相关项目的可行性未发生变化，后期如有实质性进展，公司将及时进

行披露。 

 

三、报告期末，公司应收账款余额为105544.42万元，占当期营业收入的

100.34%，坏账准备余额14348.33万元，一年以内应收账款余额为66296.14万元。

请按不同业务类别提供各项业务的前五大客户名称及对应的业务内容、销售金

额、毛利率、应收账款余额、应收账款账龄、销售合同约定的回款时间、客户验

收时点。 

回复： 

（一）鼓风机类前五大客户相关情况。见下表。 

                                                     单位：万元 

序号 客户名称 业务内容 

销售金额 

（不含税，

2018 年 1-6月

发生额） 

毛利率 

应收账款

余额 

（2018 年 6

月末） 

1 
中机国能电力

工程有限公司 

鼓风机类

产品销售 
1,903.45 11.23% 2,280.70 

2 

恒力石化（大

连）炼化有限公

司 

鼓风机类

产品销售 
1,380.75 10.51% 1,48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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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宝山钢铁股份
有限公司 

鼓风机类
产品销售 

942.90 34.84% 1,019.31 

4 
中冶京诚工程

技术有限公司 

鼓风机类

产品销售 
847.86 10.42% 1,077.93 

5 

河北纵横集团

丰南钢铁有限

公司 

鼓风机类

产品销售 
589.49 11.17% 277.03 

2018年1-6月鼓风机类产品综合毛利率 13.40%  

序号 客户名称 
应收账款 

账龄 
销售合同约定的回款时间 

客户验收 

时点 

1 
中机国能电力

工程有限公司 
2年以内 

10%预付款，合同生效且收到

卖方开具 10%的履约保函一
个月内支付；50%交货验收

款，全部设备运抵指定港口后

一个月内支付；30%到货款，

全部设备到达施工现场开箱

验收合格后 2 个月内支付；

10%质保金，所有设备质量保

证期满后支付。 

性能验收

试验应在

全部设备

运转稳定，

达到额定

出力连续

稳定运行

72 小时完

毕后 180 天

内进行 

2 

恒力石化（大

连）炼化有限公

司 

1年以内 

10%预付款，合同生效且收到

卖方开具 10%的履约保函一

个月内支付；40%发货款，设

备具备发货条件并经买方确

认无误后 30 天内支付；20%

安装款，设备安装完毕且经买

方确认无误后 30 天内支付；

20%调试款，设备联动开车试

验验收合格或货到现场 18 个

月后支付；10%质保金，设备

联动开车试验合格后 12 个月

或货到现场验收合格后 30 个

月（以先到为准），货物无质
量问题后 30 天内支付。 

货到现场

初步验收；

货物安装

调试合格

后，最终验

收 

3 
宝山钢铁股份

有限公司 
1 年以内 

85%的设备交付款，设备及合

同规定的资料交付完毕后四

个月内支付；5%设备第一笔

尾款，设备安装调试正常后支

付；10%设备第二笔尾款，设

备质量保证期满后四个月内

支付。 

设备运抵

现场后在

30 天内进

行开箱检

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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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中冶京诚工程

技术有限公司 
1 年以内 

20%预付款，合同生效后 15

日内支付；40%的发货款，设

备出厂检验合格后 15 日内支

付；10%冷试款，设备安装且

单机调试合格后 15 日内支

付；10%热试款（一），合同
工程热负荷试车验收合格后

15 日内支付；6%热试款（二），

合同工程热负荷试车验收合

格后 12 个月内支付；7%热试

款（三），合同工程热负荷试

车验收合格后 24 个月内支

付；7%质保金，质保期满后

24 个月内支付。 

设备运抵

现场后应

尽快验收 

5 

河北纵横集团

丰南钢铁有限

公司 

1 年以内 

合同签订并生效后支付 20%

定金，货物准备完毕发货前付

40%提货款，货到齐，发票开

具并交付买受人账上后付

30%到货款，余 10%货款一年

后支付。 

设备运抵

现场后应

尽快验收 

（二）压缩机类前五大客户相关情况。见下表。 

                                                    单位：万元 

序号 客户名称 业务内容 

销售金额 

（不含税，

2018 年 1-6

月发生额） 

毛利率 

应收账款

余额 

（2018 年 6

月末） 

1 
青海义海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 

压缩机类产

品销售 
1,698.28 43.73% 1,379.00 

2 

江苏迈安德节

能蒸发设备有

限公司 

压缩机类产

品销售 
838.12 12.95% 838.01 

3 
赤峰云铜有色

金属有限公司 

压缩机类产

品销售 
810.34 33.42% 658.00 

4 
广西德保百矿

铝业有限公司 

压缩机类产

品销售 
588.89 37.09% 618.10 

5 
广西田林百矿

铝业有限公司 

压缩机类产

品销售 
588.89 37.24% 618.10 

2018年1-6月压缩机类产品综合毛利率 37.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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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客户名称 
应收账款账

龄 
销售合同约定的回款时间 

客户验收 

时点 

1 
青海义海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 
1 年以内 

30%预付款，30%到货款，

货物交付并经买受人验收

合格后支付；30%调试款，

设备全部安装调试完毕，

交付买受人正常运行三个

月无质量问题或货到现场

4 个月后支付；10%质保

金，在质保期满后无质量

问题买受人一次性付清。 

货到现场

初步验收；
在设备安

装前共同

开箱清点

货物 

2 

江苏迈安德节

能蒸发设备有

限公司 

1 年以内 

合同生效后支付 10%作为

定金；发货前支付合同价

款的 50%作为提货款；货

到现场业主方验收合格

后，凭需方及业主方签字

验收合格的设备调试单后

支付 30%的调试款；10%

质保金，待货物安装并带

料调试验收合格后正常使

用 12 个月无质量问题（或

货到现场 18 个月）以先到

为准。 

货到现场

初步验收；

产品性能、

效果在安

装、调试、

正常带料

运行后检

验。 

3 
赤峰云铜有色

金属有限公司 
1 年以内 

30%预付款，买方在卖方

提交履约保函后 7 天内支

付；30%货到款，全部货

物运到现场验收合格后 14

天内支付；30%调试款，

所有货物安装、调试完毕

并验收合格后支付；5%联

动调试款，负荷试车 72 小

时完毕后支付；50%质保

金，质保期（设备验收后

12 个月或货到现场 18 个

月，以先到为准）满后的
14 天内支付。 

设备运抵

现场后应

尽快验收，

并出具检

验证书 

4 
广西德保百矿

铝业有限公司 
1 年以内 

10%预付款，合同生效并

由卖方出具合同总额 5%

的履约保函一个月内支

付；20%第一段到货款（按

交货期）；30%第二段到货

款（按交货期）；30%第二

段到货款（按交货期）；

10%质保金。 

设备运抵

现场后应

尽快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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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广西田林百矿

铝业有限公司 
1 年以内 

5%预付款，合同生效并由
卖方出具合同总额的 5%

的履约保函一个月内支

付；15%完工款，全部设

备安装完毕，经验收合格

投运后支付；剩余款分三
年支付，第一年支付 30%

（含 10%质保金），第二年

支付 30%，第三年支付至

100%。 

设备运抵

现场后应

尽快验收 

（三）汽轮机及配套工程类前五大客户相关情况。见下表。 

                                                      单位：万元 

序号 客户名称 业务内容 

销售金额 

（不含税，

2018 年 1-6 月

发生额） 

毛利率 

应收账款

余额 

（2018 年 6

月末） 

1 
新疆晶和源新

材料有限公司 

汽轮机配

套工程 
48,191.23 27.84% 0.00 

2 

河北盛滔环保

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 

汽轮机配

套工程 
8,190.42 19.71% 1,250.00 

3 

大名县草根新

能源热电有限

公司 

汽轮机配

套工程 
3,022.76 30.45% 1,000.00 

4 
上海康恒环境

股份有限公司 

汽轮机产

品 
1,376.07 15.84% 1,153.99 

2018年1-6月汽轮机及配套工程类产品综合毛利率 26.78%  

序号 客户名称 
应收账款

账龄 
销售合同约定的回款时间 

客户验收 

时点 

1 
新疆晶和源新

材料有限公司 
1 年以内 

项目验收通过之日起，每满

三个月为付款周期，验收通

过之日的满第三个月的次

日为首个付款日。 

通过连续
168 小时运

行为考核

通过日，或

项目建成

后单机调

试通过具

备系统联

调条件后 6

个月，或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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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设备（达
到95%的设

备）到现场

满一年，以

先到时间

节点为准。 

2 

河北盛滔环保

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 

1 年以内 

合同签订后 15 个工作日支

付 2000 万元，干熄焦本体

土建完工5个工作日内支付

1000 万元，锅炉第一批货到
现场 5 个工作日支付 2000

万元，汽轮机到 5 个工作日

支付 1000 万元，干熄焦投

产后 5 个工作日支付 1000

万元，运营期款项的支付为
通过 72+24 小时试运行后

每三个月为一个付款周期，

第四个月的前 7 工作日支

付。 

通过达产

达标的所

有指标的

考核 

3 

大名县草根新

能源热电有限

公司 

1 年以内 

承包方进场前 15 日内，收

到预付款 1000 万元；工程

通过 72+24 小时运行并完

成竣工验收发电并网后 75

天内，支付 50%的工程款；

剩余部分每三个月结算一

次，36 个月内付清或自合同

生效之日起54个月内付清，

以先到为准。 

工程移交

日期为工

程启动试

运通过之

日 

4 
上海康恒环境

股份有限公司 
1 年以内 

20%预付款，在取得履约保

函和财务收据后 15 日内支

付；60%进度付款，在供货

设备通过 72+24 小时试运

行验收合格后的 30 日内支

付；10%设备性能测试款，

在性能测试验收合格后的

30 天内支付；10%质保金，

质保期满无质量问题，凭买

方证明 30 日内支付。 

设备运抵

现场后应

尽快验收，
并出具检

验证书 

备注：2018 年 1-6 月汽轮机及配套工程销售客户只有四家,因此上表以四家

客户列示。 

 

四、报告期末，公司存货余额为171327.70万元，其中建造合同形成的已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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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未结算资产余额为116269.04万元，库存商品余额31145.30万元，存货跌价准

备余额为300.45万元，均为库存商品跌价准备。 

（一）请结合具体业务解释存货中建造合同形成的已完工未结算资产的明细

款项的具体构成、建造合同交易对手方名称、交易对手方是否具备履约能力，完

工进度是否符合计划、相关处理是否符合会计准则的规定； 

回复： 

（一） 建造合同形成的已完工未结算资产明细款项的具体构成、建造合同

交易对手方名称，如下表： 

项目 业主方 
建造合同形成的已完工未

结算资产 

德龙钢铁 德龙钢铁有限公司 66,107,682.57 

大名草根 
大名县草根新能源热电有限公

司 
113,452,642.42 

河北盛滔 
河北盛滔环保科技有限责任公

司 
190,529,875.28 

新疆晶和源（余热

发电） 
新疆晶和源新材料有限公司 490,494,259.32 

新疆晶和源（高纯

硅） 
新疆晶和源新材料有限公司 302,105,956.11 

合计 --- 1,162,690,415.70 

（二）经自查，业主方基本具有履约能力。详细情况如下： 

业主方 注册资本 成立日期 经营范围 
是否正

常运营 

德 龙 钢 铁

有限公司 

1,200 万美

元 
2003-12-31 

生产中、宽带钢,压缩气体及液

化气体:液氮、液氩、液氧,自产

产品及半成品的境内外销售;

原辅材料的进口;进口企业所

需的机械设备及零配件(国家

限定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

术除外);从事电力生产服务(余

热废气回收发电);企业余热的

供应;游览景区管理。 

是 

大 名 县 草

根 新 能 源

热 电 有 限

公司 

5,000 万人

民币元 
2010-02-04 生物质秸秆发电 是 

河 北 盛 滔

环 保 科 技

有 限 责 任

7,500 万元

人民币 
2016-11-25 

余热、余能的发电及销售;热力

的生产及销售;污水处理及水

的销售;电力设备及器械的生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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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主方 注册资本 成立日期 经营范围 
是否正

常运营 

公司 产与销售;供热服务;电力技术

开发、技术咨询 

新 疆 晶 和

源 新 材 料

有限公司 

100,000 万

元人民币 
2014-12-22 

 

硅、硅合金、硅冶炼炉料的生
产、销售;农副产品的收购 

是 

（三）完工进度情况如下： 

项目 业主方 建设期 完工进度 备注 

德龙钢铁 德龙钢铁有限公司 12 个月 99.57% 
正在办理结算

手续 

大名草根 
大名县草根新能源

热电有限公司 
14 个月 43.73% 正常建设期 

河北盛滔 
河北盛滔环保科技

有限责任公司 
14 个月 47.79% 正常建设期 

新疆晶和源（余热发
电） 

新疆晶和源新材料
有限公司 

12 个月 90.52% 正常建设期 

新疆晶和源（高纯

硅） 

新疆晶和源新材料

有限公司 
12 个月 64.38% 正常建设期 

（四）公司关于建造合同的相关处理均符合会计准则要求。具体如下： 

1、建造合同的结果在资产负债表日能够可靠估计的，根据完工百分比法确

认合同收入和合同费用。建造合同的结果在资产负债表日不能够可靠估计的，若

合同成本能够收回的，合同收入根据能够收回的实际合同成本予以确认，合同成

本在其发生的当期确认为合同费用；若合同成本不可能收回的，在发生时立即确

认为合同费用，不确认合同收入。 

2、固定造价合同同时满足下列条件表明其结果能够可靠估计：合同总收入

能够可靠计量、与合同相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实际发生的合同成本能够清

楚地区分和可靠地计量、合同完工进度和为完成合同尚需发生的成本能够可靠地

计量。成本加成合同同时满足下列条件表明其结果能够可靠估计：与合同相关的

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实际发生的合同成本能够清楚地区分和可靠地计量。 

3、公司采用完工百分比法确认相关建造合同收入，以累计实际发生的工程

成本占合同预估总成本的比例确定合同完工进度。 

4、资产负债表日，合同预计总成本超过合同总收入的，将预计损失确认为

当期费用。执行中的建造合同，按其差额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待执行的亏损合同，

按其差额确认预计负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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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请结合库存商品对应的订单情况，补充说明公司是否对库存商品进行

减值测试，跌价准备计提是否充分。 

回复： 

（一）公司有关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的会计政策如下： 

期末对存货进行全面清查后，按存货的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提取或调整存

货跌价准备。产成品、库存商品和用于出售的材料等直接用于出售的商品存货，

在正常生产经营过程中，以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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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其可变现净值；需要经过加工的材料存货，在正常生产经营过程中，

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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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确定其可变现净值；为执行销售合同或者劳务合同而持

有的存货，其可变现净值以合同价格为基础计算，若持有存货的数量多于销售合

同订购数量的，超出部分的存货的可变现净值以一般销售价格为基础计算。 

期末按照单个存货项目计提存货跌价准备；但对于数量繁多、单价较低的存

货，按照存货类别计提存货跌价准备；与在同一地区生产和销售的产品系列相关、

具有相同或类似最终用途或目的，且难以与其他项目分开计量的存货，则合并计

提存货跌价准备。 

以前减记存货价值的影响因素已经消失的，减记的金额予以恢复，并在原已

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金额内转回，转回的金额计入当期损益。 

（二）公司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的有关处理如下： 

1、按账面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提取或调整存货跌价准备。可变现净值孰

低的依据主要是根据已签订合同价格或销售同类商品的价格。其中：可变现净值

=合同金额-预计销售费用-预计税金。 

预计销售费用=（当期销售费用/当期营业收入）*账面成本 

预计税金=（当期税金及附加/当期营业收入）*账面成本 

集团下各公司均按上述方法对库存商品进行跌价减值测试。 

2、公司基本遵循“以销定产、以产采购”的经营模式，确保了存货出现跌

价的概率较小。报告期各期末库存商品基本上都是根据订单生产后临时在仓库存

放的，或是已发出至客户仓库但尚未结算的发出商品，或是为某个项目生产的库

存，在一定时间内满足发货条件后，将按照客户的要求完成发货，不会形成库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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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压。 

3、本期存货跌价准备主要是：①江苏金通灵流体机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主

要系合同号 HRZB-LJ-SB-2014（036）廉江市丰诚水泥有限公司等项目导致，存

货跌价金额准备 781,443.05 元。②泰州锋陵特种电站装备有限公司主要系合同号

HL-SW-RD-SHB-20160068 广西华磊新材料有限公司轻合金材料项目热电部分

3*350MW机组柴油发电机买卖合同及合同号NYFD-HW-2017-064国投南阳发电

有限公司国投南阳电厂一期（2*1000MW）工程柴油发电机组设备采购合同所导

致，存货跌价准备金额 1,904,554.50 元。 

（三）公司与同行业上市公司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比较情况 

类别 账面余额 跌价准备 计提比例 

汉钟精机 105,499,272.66 6,066,530.78 5.75% 

亿利达 65,411,552.93 0.00 0.00% 

宇环数控 32,699,143.52 0.00 0.00% 

中金环境 227,061,602.14 0.00 0.00% 

山东章鼓 108,838,081.91 0.00 0.00% 

先导智能 2,005,465,683.75 3,127,925.30 0.16% 

行业平均水平 424,162,556.15 1,532,409.35 0.36% 

金通灵 311,453,003.41 3,004,471.54 0.96% 

经比较，公司存货跌价准备计提相对于同行业上市公司情况比较谨慎。 

综上所述，公司均对库存商品进行了存货跌价准备测试，本期存货跌价计提

是充分的、合理的。 

 

五、公司2018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

增9股。请结合公司上半年业绩情况，补充说明公司送转方案与业绩成长是否匹

配。 

回复： 

根据公司2018年半年度审计报告，截止2018年6月30日，母公司资本公积

1,238,093,584.43元、未分配利润413,286,781.49元；2018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

105,185.74万元，同比增长65.69%，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10,936.39

万元，同比增长55.36%。公司的资本公积充足、未分配利润较多、财务状况良好、

盈利能力大幅增长。 

鉴于公司当前稳健的经营状况和良好的发展前景，在保证公司正常经营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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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落实既定的发展战略的前提下，为积极回报股东，优化股本结构，增强公司股

票的流动性，同时充分考虑广大投资者的合理诉求，控股股东提出了以资本公积

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9股的方案，与全体股东共同分享公司成长的经营成果，

该利润分配方案不会导致公司现金的流出，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经营资金需求。 

报告期内，公司完成上海运能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的并购，打通了新能源领域

的上下游，国际市场的开拓能力得到大幅度提升，将逐步形成高端设备产品及能

源领域系统技术集成服务共同驱动的格局，能源业务进入发展快速通道。公司通

过自身能力建设与外延式发展相结合，围绕公司在高端流体机械领域多年来形成

的核心技术能力，积极拓展业务应用领域，实现公司的长期稳健发展。 

综上所述，2018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与公司业绩成长性是相匹配的。 

 

六、2018年6月15日，公司收购上海运能能源科技有限公司100%股权完成过

户，请补充说明上海运能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报告期内主要财务指标以及业绩承诺

完成情况。 

 回复： 

（一）上海运能报告期主要财务指标。 

2017 年度和 2018 年 1-6月上海运能主要财务指标如下表所示： 

项目 2018 年 1-6 月（万元） 2017 年度（万元） 

资产总额 72,995.63 63,033.80 

净资产 16,282.30 14,148.80 

营业收入 17,439.17 42,340.72 

净利润 2,133.50 6,218.0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067.52 6,533.62 

（二）业绩承诺完成情况。 

1、收购资产业绩承诺情况 

业绩补偿义务人邵耿东、徐建阳和锡绍投资承诺上海运能 2017 年度、2018

年度和 2019 年度经审计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的税后净利润分别不

低于 5,100 万元、7,650 万元和 9,500 万元（“承诺净利润”），并同意就上海运

能实际净利润不足承诺净利润的部分进行补偿。 

2、收购资产业绩实现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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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18 年 6 月 30日止，2017 年度和 2018 年 1-6 月两期业绩承诺完成情

况详见下表：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1、承诺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金额 7,650.00 5,100.00 

2、实现净利润金额 2,408.55 5,577.76 

其中：非经常性损益金额 77.99 278.52 

3、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金额 2,330.55 5,299.25 

4、业绩实际完成率 30.46% 103.91% 

上海运能 2017 年度已经完成业绩承诺。2018 年 1-6 月完成 2018 年度业绩

承诺的 30.46%，完成率低于 50%的主要原因是由于上海运能工程类项目居多，根

据目前项目的执行情况，其中成套设备及技术服务的交货及验收基本上在今年下

半年度，从而导致上下半年度收入及利润的不均衡。 

  

特此回复。 

 

 

 

 

江苏金通灵流体机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O 一八年九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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