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000707      证券简称：ST双环     公告编号：2019-033 

湖北双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8 年度报告的补充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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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双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9 年 3

月 27 日披露了公司 2018 年度报告，现对 2018 年度报告中“第十一

节财务报告”中“七、合并财务报表项目注释”之“39、长期应付款”、

“十、与金融工具相关的风险”及“十一、公允价值的披露”相关项

目进行补充公告。 

1、原公司《2018 年度报告》第十一节财务报告”之“七、合并

财务报表项目注释”中“39、长期应付款”补充如下： 

（1）公司售后回租融资租赁余额 

公司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与售后回租融资租赁有关的应付款

余额 35,075.60 万元，未摊销的未确认融资费余额 1,788.83 万元。应

付款余额中：一年到期应付金额 9,284.29 万元。售后回租业务保证金

4,400.00 万元在其他非流动资产核算。 

（2）公司售后回租融资租赁业务交易及相关合同 

公司售后回租融资租赁业务系将公司机器设备出售给租赁公司，

再从租赁公司租回，租赁期满后，公司以 100 元对价或零对价回购出

售的机器设备。在该业务期满后，公司需要回购出售的固定资产，该

业务实质上是一笔将机器设备抵押借款业务，因此公司会计核算上采

取简化处理方式：租赁期内累计应支付的款项确认为长期应付款，长

期应付款与出售机器设备收到的价款之差确认为未确认融资费用，未

确认融资费在租赁期内根据《租金支付表》载明金额摊销，折旧按照



 

公司原有固定资产折旧进行计提。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尚余 8

笔合约未履行完毕。 

2、原公司《2018 年度报告》第十一节财务报告”之“十、与金

融工具相关的风险”补充如下： 

经营活动会面临各种金融风险：市场风险（主要为外汇风险和利

率风险）、信用风险和流动风险。本公司整体的风险管理计划针对金

融市场的不可预见性，力求减少对本公司财务业绩的潜在不利影响。 

（1）市场风险 

○1 汇率风险 

汇率风险是指金融工具的公允价值或未来现金流量因外汇汇率

变动而发生波动的风险。本公司的主要经营位于中国境内，出口业务

主要以美元结算。本公司已确认的外币资产和负债及未来的外币交易

依然存在外汇风险。相关外币资产及外币负债包括：以外币计价的货

币资金、应收账款、预收款项。 

本公司密切关注汇率变动对本公司汇率风险的影响。本公司目前

并未采取措施规避汇率风险。但管理层负责监控汇率风险，并将于需

要时考虑对冲重大汇率风险。 

○2 利率风险 

公司借款利率为固定利率，因此，本公司面临的利率风险并不显

著。 

（2）信用风险 

本公司对信用风险按组合分类进行管理，信用风险主要产生于银

行存款、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和应收票据等。 

本公司持有的货币资金，主要存放于国有控股银行和其他大中型

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管理层认为这些商业银行具备较高信誉和资产

状况，不存在重大的信用风险，不会产生因对方单位违约而导致的任



 

何重大损失。 

此外，对于应收账款、其它应收款和应收票据，本公司设定相关

政策以控制信用风险敞口。本公司基于对客户的财务状况、从第三方

获取担保的可能性、信用记录及其它因素诸如目前市场状况等评估客

户的信用资质并设置相应信用期。本公司会定期对客户信用记录进行

监控，对于信用记录不良的客户，本公司会采用书面催款、缩短信用

期或取消信用期等方式，以确保本公司的整体信用风险在可控的范围

内。 

（3）流动风险 

本公司财务部门持续监控公司短期和长期的资金需求，以确保维

持合理的现金储备，流动性风险由本公司财务部门集中控制。财务部

门通过监控现金余额、可随时变现的有价证券以及对未来 12 个月现

金流量的滚动预测，确保公司在所有合理预测的情况下拥有充足的资

金偿还债务，满足本公司经营需要，并降低现金流量波动的影响。 

本公司各项金融资产及金融负债于 2018 年 12 月 31 日剩余的合

同到期日列示如下： 

金融资产 1 年以内 1-2 年 2-3 年 3-5 年 5 年以上 无固定到期日 合计 

货币资金 269,891,912.22           269,891,912.22 

应收票据 11,042,722.61           11,042,722.61 

应收账款 52,837,416.89           52,837,416.89 

其他应收款 191,207,997.51           191,207,997.51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56,156,786.08 56,156,786.08 

小计 524,980,049.23     56,156,786.08 581,136,835.31 

 

 

金融负债 1 年以内 1-2 年 2-3 年 3-5 年 5 年以上 无固定到期日 合计 

短期借款 1,770,200,000.00      1,770,200,000.00 

应付票据 293,677,940.50      293,677,940.50 

应付账款 661,944,810.30      661,944,810.30 

其他应付款 232,714,129.32      232,714,129.32 

一年内到期的

非流动负债 
132,842,916.62      132,842,916.62 



 

长期借款   200,000,000.00   410,000,000.00     610,000,000.00 

长期应付款   240,024,721.14         240,024,721.14 

小计 3,091,379,796.74 440,024,721.14  410,000,000.00   3,941,404,517.88 

3、原公司《2018 年度报告》第十一节财务报告”之“十一、公

允价值的披露”补充如下： 

1、以公允价值计量的资产和负债的期末公允价值 

单位： 元 

项目 

期末公允价值 

第一层次公允价值计

量 
第二层次公允价值计量 第三层次公允价值计量 合计 

一、持续的公允价值计量 -- -- -- -- 

（一）以公允价值计量且

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

融资产 

    

1.交易性金融资产     

（1）债务工具投资     

（2）权益工具投资     

（3）衍生金融资产     

2.指定以公允价值计量且

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

金融资产 

    

（1）债务工具投资     

（2）权益工具投资     

（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1,156,786.08   1,156,786.08 

（1）债务工具投资     

（2）权益工具投资 1,156,786.08   1,156,786.08 

（3）其他     

（三）投资性房地产     

1.出租用的土地使用权     

2.出租的建筑物     

3.持有并准备增值后转让

的土地使用权 
    

（四）生物资产     

1.消耗性生物资产     



 

2.生产性生物资产     

     

持续以公允价值计量的

资产总额 
1,156,786.08   1,156,786.08 

（五）交易性金融负债     

其中：发行的交易性债券     

   衍生金融负债     

   其他     

（六）指定为以公允价值

计量且变动计入当期损

益的金融负债 

    

     

持续以公允价值计量的

负债总额 
    

二、非持续的公允价值计

量 
-- -- -- -- 

（一）持有待售资产     

     

非持续以公允价值计量

的资产总额 
    

     

非持续以公允价值计量

的负债总额 
    

 

2、持续和非持续第一层次公允价值计量项目市价的确定依据 

本公司采用持续第一层次公允价值计量的权益工具投资为公司持有的 A 股

股票，市价确定依据为年末最后一个交易日收盘价。 

3、持续和非持续第二层次公允价值计量项目，采用的估值技术和重要参数的定性及定量信

息 

本公司无采用持续和非持续第二层次公允价值计量的项目。 

4、持续和非持续第三层次公允价值计量项目，采用的估值技术和重要参数的定性及定量信

息 

本公司无采用持续和非持续第三层次公允价值计量的项目。 

5、持续的第三层次公允价值计量项目，期初与期末账面价值间的调节信息及不可观察参数

敏感性分析 

本公司无采用持续第三层次公允价值计量的项目。 

6、持续的公允价值计量项目，本期内发生各层级之间转换的，转换的原因及确定转换时点

的政策 

本公司采用持续的公允价值计量项目本年未发生各层级之间的转换。 



 

7、本期内发生的估值技术变更及变更原因 

本公司本年内未发生估值技术变更事项。 

8、不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的公允价值情况 

本公司本年内无不以公允价值计量但以公允价值披露的资产和负债。 

9、其他：无 

 

除补充上述内容外，公司 2018 年度报告中其他内容不变。上述

补充不会对公司 2018 年度报告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造成影响。 

 

特此公告。 

 

 

湖北双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 年 5 月 11 日 


	1、以公允价值计量的资产和负债的期末公允价值
	2、持续和非持续第一层次公允价值计量项目市价的确定依据
	3、持续和非持续第二层次公允价值计量项目，采用的估值技术和重要参数的定性及定量信息
	4、持续和非持续第三层次公允价值计量项目，采用的估值技术和重要参数的定性及定量信息
	5、持续的第三层次公允价值计量项目，期初与期末账面价值间的调节信息及不可观察参数敏感性分析
	6、持续的公允价值计量项目，本期内发生各层级之间转换的，转换的原因及确定转换时点的政策
	7、本期内发生的估值技术变更及变更原因
	8、不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的公允价值情况
	9、其他：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