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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760                 证券简称：斯太尔              公告编号：2019-007 

斯太尔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回复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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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 1月 31 日，斯太尔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

司”）收悉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关于对斯太尔动力股份有限

公司的关注函》（公司部关注函〔2019〕第 24 号），深交所要求公司对《2018 年

度业绩预告》涉及相关事项进行说明。根据深交所指示，公司董事会及时组织相

关人员就相关事项进行了认真分析及核查。现将深交所问题逐条回复如下： 

1、截至目前，你公司银行账户被冻结明细情况、占你公司货币资金余额的

比例以及你公司在生产经营中正常收付是否受到严重影响。 

回复：因受与江苏中关村科技产业园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技术授权许可合同

纠纷，以及子公司斯太尔动力（常州）发动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常州斯太尔”）

对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武进支行、江苏江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的贷款逾期、子公司斯太尔动力（江苏）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斯太

尔”）对深圳市金色木棉叁拾伍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金融借款逾期等诉

讼事项影响，截至目前公司及子公司已有 21 个银行账户被冻结，具体信息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序

号 
公司名称 开户账户银行名称 账号 

账户 
被冻结金额 

类型 

1 

斯太尔动

力（常州）

发动机有

限公司 

建设银行常州武进开发区

支行 
32001629600052502015 RMB 一般户 86,834.39 

中国银行常州武进支行 537865454758 RMB 一般户 16,627.54 

农业银行常州武进高新技

术产业开发区科技支行 
10602001012002721 

代发工资账

号 
0 

农业银行常州武进高新技 10602001040028664 RMB 基本户 424,016.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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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产业开发区科技支行 

农业银行常州武进高新技

术产业开发区科技支行 
10602001040030447 RMB 专户 12.81 

江南农村商业一行溧阳支

行 

87001301012010000008

369 
RMB 一般户 24,207.22 

江苏江南农村商业银行溧

阳支行 
01301012110000002967 理财账户 48,057,351.00 

江南农村商业银行营业部 
80001001012010000007

938 
RMB 一般户 650.38 

江南农村商业银行洛阳支

行 

86401052012010000003

177 
RMB 一般户 15,342.45 

华夏银行常州分行营业部 13150000001115116 RMB 一般户 1,741.61 

平安银行南京钟山支行 11016471958006 RMB 一般户 7,452.95 

2 

斯太尔动

力（江苏）

投资有限

公司 

农业银行常州武进高新技

术产业开发区科技支行 
10602001040028466 RMB 一般户 1,744.88 

华夏银行溧阳支行 13153000000359748 RMB 一般户 222,773.74 

平安银行南京钟山支行 11016774508005 RMB 一般户 5,369.53 

华夏银行溧阳支行 13153000000400856 理财账户 124,899,241.91 

华夏银行广州分行营业部 10950000001973767 RMB 一般户 1,006.83 

4 

斯太尔动

力股份有

限公司 

工行公安县支行营业部 1813027109200048823 RMB 基本户 3,814.03 

中信银行武汉武昌支行 7381710182600070742 RMB 一般户 2,354.65 

农业银行常州武进高新技

术产业开发区科技支行 
10602001040029993 RMB 一般户 30.53 

江南农村商业银行营业部 
80001001012010000008

383 
RMB 一般户 8,390.93 

5 

北京创博

汇企业管

理有限公

司 

华夏银行北京德外支行 10255000000462902 RMB 一般户 3,629,07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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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177,408,038.29 

目前，公司被冻结资金为 177,408,038.29 元，占公司及国内子公司货币资

金总额的 98.19%，已造成公司整体流动性趋紧、资金紧张等局面，并对公司及

子公司信用状况和生产经营管理造成了一定不利影响。为方便银行业务结算，公

司及子公司使用不同银行的一般结算账户结算，以确保日常经营资金收付。 

2、上述未完成研发项目的具体情况，包括不限于项目名称、立项时间、审

批论证情况、具体投入和转出情况、本次费用化的原因是否充分、是否符合会

计准则的规定并结合银行账户冻结进度说明前期未费用化的原因。 

回复：公司及子公司未完成研发项目具体信息如下： 

项目名称 立项时间 审批论证情况 
累计研发费用

（元） 

本次费用化金额

（元） 
备注 

増程发动机

系列产品研

发 

2016.03 

针对新能源发动机对续

航里程的市场需求，在

M12/M14CR 发动机基础

上，开发新的完整的动

力传输系统项目 

50,156,444.77   保留 

2 缸柴油发

动机系列产

品研发 

2015.05 
这四个产品开发项目于

2013 年度作为非公开发

行募集资金使用项目，

在2013年度就已完成项

目的可行性分析和项目

立项，是以奥地利斯太

尔的 M11/M12/M14/M16

发动机为基础，针对国

内市场需求进行的应用

开发，故在取得募集资

金后陆续进入项目实施

阶段，即进入产品开发

阶段。 

52,643,782.14   保留 

4 缸柴油发

动机系列产

品研发 

2015.05 161,610,023.41 161,610,023.41 

股份公司及

常州斯太尔

项目，拟在报

告期费用化 

6 缸柴油发

动机系列产

品研发 

2016.01 45,243,040.49 45,243,040.49 

股份公司项

目，拟在报告

期费用化 

单缸发动机

系列产品研

发 

2016.03 6,300,596.88 6,300,596.88 

常州斯太尔

项目，已于

2018 年半年

报告费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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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压共轨喷

射系统技术

研发 

2015.05 

高压共轨喷射系统是柴

油发动机产品提高燃烧

效率，提升排放标准的

必要的技术，是柴油发

动机实现国五、国六排

放标准的核心技术。为

解决共轨系统的技术难

题，公司于 2015 年 5 月

进行开发项目立项。 

41,245,185.59 41,245,185.59 

股份公司项

目，已于2018

年半年报告

费用化 

泵喷嘴柴油

发动机国产

化项目 

2015.06 

该项目是在奥地利斯太

尔M1系列泵喷嘴燃油喷

射系统柴油发动机的国

产化项目，主要是满足

军方产品需求。 

149,378,558.7 149,378,558.70 

常州斯太尔

项目，拟在报

告期费用化 

船机应用系

列 
2017.06 

基于国内客户需求研发

的开发的轮船、游艇等

船用发动机的开发项

目。 

57,993,109.79 57,993,109.79 

常州斯太尔

项目，拟在报

告期费用化 

SIMENS 项目 2016.06 
基于客户需求研发的定

制化发电机组项目。 
47,369,784.75 47,369,784.75 

奥地利项目，

已于 2018 年

三季报费用

化 

SCR 整车尾

气处理系统

项目 

2016.03 

该项目为根据客户需求

基于M1系列柴油发动机

进行的尾气处理优化开

发项目 

2,360,767.631 2,360,767.63 

奥地利项目，

已于 2018 年

三季报费用

化 

Paulweber 

Pinzgauer 
2016.05 

是为 Pinzgauer 公司开

发的定制化 4 缸柴油发

动机 

4,520,745.82 4,520,745.82 

奥地利项目，

已于 2018 年

三季报费用

化 

Relaunched 

Website 
2017.09 

公司新宣传网站平台开

发项目 
183,535.14 183,535.14 

奥地利项目，

已于 2018 年

三季报费用

化 

Thales 2017.06 

客户Thales需要在涉水

方面深入研发，用于军

事目的的特殊发动机，

基于客户需求研发的定

制化柴油发动机项目 

4976521.637 4,976,521.64 

奥地利项目，

已于 2018 年

三季报费用

化 

General 

Dynamics 

Land Sys 

2017.06 

针对客户 Mowag，基于

M14CR 的发动机基础上，

开发新的完整的动力传

输系统项目 

10,347,055.54 10,347,055.54 

奥地利项目，

已于 2018 年

三季报费用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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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634,329,152.30 531,528,925.38  

备注：本表统计金额是根据账面数据初步统计结果，各研发项目实际发生金

额以经审计后的年度报告数据为准。 

1、费用化的具体原因 

2018 年度，公司及子公司涉及多项诉讼及贷款逾期纠纷事项，已造成约 1.77

亿元账户资金被冻结，且有 2.07 亿元金融借款逾期无法偿还，公司整体资金紧

张，已对正常生产经营及管理活动产生了严重影响，公司及子公司已无力支撑全

部研发项目的继续投入。 

（1）半年度费用化项目 

2018 年 5月 31 日，公司获悉因涉及与江苏中关村科技产业园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的技术授权许可使用合同纠纷，子公司江苏斯太尔及常州斯太尔在江苏溧阳

开设的银行账户被冻结，冻结金额达 1.77 亿元。2018 年 6月、2018 年 7 月，常

州斯太尔对江苏江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5800 万元贷款、对中国农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4500 万元贷款分别到期，但常州斯太尔因国产化项目进展缓慢

且受技术授权许可使用纠纷影响账户被冻结，无法按期偿还上述借款。江苏江南

农村商业银行和农业银行向法院申请了诉前保全，分别向法院和仲裁委员会提起

诉讼和仲裁，公司及子公司多个银行账户被冻结，对生产经营造成一定影响。2018

年 8 月 23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高压共轨喷射系统和 M11 单缸发动机研发投入费用化的议案》，公司决定放弃在

研的高压共轨喷射系统研发项目和单缸-M11 柴油发动机技术研发项目，并将上

述项目有关的已发生的研发投入 4,124.52 万元全部在本期费用化，转作当期费

用。同时，常州斯太尔召开总经理办公会会议，审议决定放弃单缸发动机系列平

台项目研发，并将该项目有关的前期已发生的研发支出 6,300,596.88 元全部在

本期费用化。 

（2）三季度费用化项目 

2018 年 9月 7 日，STEYR MOTORS GmbH（以下简称“奥地利斯太尔”）向公

司报告称，因历史遗留问题，造成其拖欠供应商大量货款，可能面临重组清算风

险。经奥地利斯太尔技术部门综合评估，有关研发项目进展及成果不达预期，相

关研发成果未来可能无法投入使用，公司审慎研究后，决定将相关研发项目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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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于 2018 年 10 月 29 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

孙公司部分开发支出费用化的议案》，同意奥地利斯太尔将将相关开发支出

69,846,900.86 元在本报告期费用化。 

（3）年度拟费用化项目 

随着公司及子公司银行账户陆续被冻结，公司及常州斯太尔资金日益紧张，

公司生产经营受到重大影响，常州斯太尔对部分员工采取放假措施。为进一步促

进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公司努力督促控股股东尽快支付 2016 年度业绩补偿款，

并向国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原名方正东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和北京天晟同创

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申请赎回 2016 年购买的 1.3 亿元信托份额并提请信

托利润分配。但截至目前，控股股东仍未能按照法院判决向公司支付业绩补偿款，

1.3 亿元委托理财事项亦未能得到法院的判决支持，公司资金压力短期内恐难得

到有效解决。所以，在对研发项目进行梳理基础上，公司管理层决定进行战略收

缩，只保留增程器系列研发项目和两缸发动机研发项目，其他研发项目（即 4

缸柴油发动机系列产品研发项目、6缸柴油发动机系列产品研发项目、泵喷嘴柴

油发动机国产化项目和船机应用系列项目）在没有足够财务资源和其他资源的支

持下，只能被迫放弃，公司目前已不再符合开发支出资本化的条件。公司拟将相

关开发支出 414,224,732.39 元在本报告期费用化。 

综上所述，公司及子公司因资金短缺，已无法继续支撑相关研发项目的资金

投入，相关研发项目开发阶段的支出，不再满足资本化的条件，公司基于谨慎性

原则，对前期发生的相关开发支出予以费用化，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3、结合存货售价和合同定价情况列示存货跌价准备的计算过程，并说明存

货跌价准备计提的合理性。 

回复：根据《企业会计制度》第五十四条规定，当存在以下一项或若干项情

况时，应当将存货账面价值全部转入当期损益： 

① 已霉烂变质的存货；② 已过期且无转让价值的存货；③ 生产中已不再

需要，并且已无使用价值和转让价值的存货；④ 其他足以证明已无使用价值和

转让价值的存货。  

2018 年 6月、2018 年 10月，公司根据企业实际情况，被迫终止了部分研发

项目，并将相关开发支出全部费用化，相关存货已无使用价值。公司对相关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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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的配套存货进行清理鉴别，因斯太尔发动机采用缸体缸盖连体技术，且相关

配件具有特别定制性，无法进行出售及专让，故已无转让价值，相关存货的可变

现价值将远低于存货成本，存在减值因素。 

2018 年 6 月，经常州斯太尔总经理办公会审议决定，确定将已无使用价值

和转让价值的存货 1683 万元，全额计提减值准备。2018 年 12 月 31 日，常州斯

太尔存货的账面余额约为 8,990 万元，而常州公司 2018 年全年销售收入仅为

1,365 万元，且目前尚无新增订单。随着上述研发项目的陆续终止，与被终止研

发项目相关的存货可变现价值将远低于存货成本，故存在较大减值因素，经公司

财务部门初步测算，本报告期内存货减值金额约为 9000 万元（含半年报已计提

1683 万元），具体减值金额，将以年审审计数据为准。有关存货的计算分析情

况，如下表所示： 

项目 存货金额（元） 减值金额（元） 

4 缸柴油发动机相关配件 11,891,113.52 11,296,557.84 

6 缸柴油发动机相关配件 46,149,325.36 43,841,859.09 

单缸柴油发动机相关配件 4,593,853.96 4,364,161.26 

高压共轨喷射系统相关配件 13,123,112.11 12,466,956.50 

泵喷嘴柴油发动机国产化项目 9,973,112.42 9,474,456.80 

船机应用系列 2,593,424.70 2,463,753.47 

共用配件 8,457,325.71 8,034,459.42 

合计 96,781,267.78 91,942,204.39 

综上，公司对可变现净值的计算，对存货成本高于其可变现净值的部分，确

认并计提存货跌价准备是合理的。 

4、结合奥地利斯太尔最新财务状况说明其存在重组、清算风险的原因，列

示商誉和长期股权投资初始计量、历次变动和本次减值的计算过程和会计处理，

并说明各项基础数据选取的依据。 

回复：本公司收购江苏斯太尔及江苏斯太尔收购奥地利斯太尔形成长期股权

投资的减值包括如下两部分： 

（1）长期股权投资成本大于被投资公司评估价值形成的商誉的减值： 

奥地利斯太尔长期股权投资成本 524,179,990.00 元，根据北京国融兴华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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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国融兴华咨报字[2018]第 610008 号 STEYR MOTORS 

GmbH 对应的资产组组合评估项目评估报告，奥地利斯太尔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合并报表对应的资产组组合价值经收益法评估为 32,572.54 万元 ，低于其投

资成本，公司已于 2017 年度计提商誉减值 198,454,590.00 元。 

公司对斯太尔动力（江苏）投资有限公司的长期股权投资成本 69,631,78

万元，根据北京国融兴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国融兴华咨报字[2018]

第 610009 号，斯太尔动力（江苏）投资有限公司对应的资产组组合评估项目评

估报告，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斯太尔动力（江苏）投资有限公司合并报表

对应的资产组组合经收益法评估的价值为 64,658.72 万元，低于本公司投资成本，

商誉减值 49,730,600.00 元，公司已 于 2015 年度计提商 誉减值准备

46,661,700.00 元，2017 度计提商誉减值准备 3,068,900.00 元。 

2018 年前三季度，奥地利斯太尔累计亏损约 1.07 亿元，且其存在重组清算

风险，经营业绩存在重大不确定性。2018 年 10 月 29 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

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计提商誉减值准备的议案》，决定对 2013

年度非公开发行收购江苏斯太尔、江苏斯太尔收购增资奥地利斯太尔事项所形成

的商誉账面余额 97,165,584.77 元全部计提商誉减值准备。至此，股份公司投资

江苏投资公司及江苏投资公司收购奥地利斯太尔形成的商誉价值在 2018 年三季

报已全部减值完毕，公司在 2018-107 号公告中对相关减值情况已作了相关说明。 

（2）奥地利斯太尔账面净资产减值 

根据《奥地利破产法》第 66 节、第 67 节相关之规定，若奥地利当地公司

无偿债能力或过度负债，将有义务向法院申请启动资产重组程序，由法院决定是

否重组、清算或破产。目前，奥地利斯太尔逾期债务已达到 800 万欧元，奥地

利斯太尔目前处于法院托管状态，法院计划于 2019 年 2 月底启动资产拍卖偿还

债务的程序。截至目前，奥地利斯太尔净资产约为 1600 万欧，若启动资产拍卖

程序，奥地利斯太尔的账面资产预计将大幅贬值，拍卖收入预计将仅能偿还全部

债权人总债务约 2300 万欧元，站在股份公司的角度，奥地利斯太尔的长期股权

投资可收回成本将为零，即需要对奥地利斯太尔的账面净资产进行全额计提减值。 

综上所述，公司基于谨慎性原则对奥地利斯太尔的账面净资产进行全额计提

减值，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等相关规定和公司实际情况，计提后财务报表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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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加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 

5、1.3 亿元委托理财事项的最新进展。 

回复：2018 年 12 月 27 日，公司收到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送达的《民事判

决书》[（2018）鄂民初 40 号]，湖北高院对公司诉国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北

京天晟同创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信托理财一案做出一审判决，判决同意公

司解除与被告方签署的《方正东亚•天晟组合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信托合同》

和《方正东亚•天晟组合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投资顾问协议》，驳回了公司收

回 1.3 亿元理财本金和剩余投资收益等诉讼请求 。  

为充分维护公司及广大股东权益，公司积极与代理律师沟通，评估诉讼风险。

目前，公司已向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交上诉材料，但因公司资金紧张，已向法

院申请延期缴纳有关诉讼费用，尚未收到上诉受理通知等相关文件，故该事项尚

存在一定不确定性。公司将积极跟进该事项，如有最新进展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 

6、你公司、管理层与年审会计师的沟通和年度审计的进展情况。 

回复：目前，公司已和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达成合作意向，

相关注册会计师的尽职调查工作及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内部的风险评估和立项

工作已完成，并已就 2018 年年度审计工作实施沟通。公司将根据实际情况，尽

快召开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履行审议程序，并及时聘任年审会计师事务所。 

同时，公司董事会已向全体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传达深交所精神，要

求其严格遵守《证券法》《公司法》等法规及《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认真对

待 2018 年年报编制及披露事项，恪尽职守、认真履责。 

 

特此公告 

 

                           斯太尔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 2月 19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