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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同兴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 2018 年年报问询函的回复 

 

 

 

尊敬的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 

2019 年 4 月 16 日，我公司收到贵部下发的《关于对深圳同兴达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报的问询函》（中小板年报问询函【2019】

第 60 号），根据问询函的要求，公司对相关问题做了认真自查，现

就问询函所提问题及公司回复如下： 

1、报告期末，你公司存货账面余额为 124,710.59 万元，期初余

额为 74,611.52 万元。其中，原材料的期末账面余额为 31,600.99

万元，计提跌价准备 7.11 万元，期初账面余额为 13,084.17 万元，

计提跌价准备 203.63 万元。库存商品的期末账面余额为 50,033.69

万元，计提跌价准备 2.56 万元，期初账面余额为 20,604.51 万元，

计提跌价准备 169.91 万元。发出商品的期末账面余额为 13,268.91

万元，计提跌价准备 317.18 万元，期初账面余额为 23,686.59 万元，

计提跌价准备 317.06 万元。委托加工物资和低值易耗品均未计提跌

价准备。请你公司补充说明以下内容： 

回复： 

（1）结合你公司产品类型、产销量等情况说明存货大幅增长的

原因，是否与产品销售收入相匹配，是否出现产品滞销的情形。 

1）公司产品主要为 LCM 显示模组、触显一体化模组，公司产品

为定制产品，具有一定的生产周期，公司期末存货主要为库存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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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材料和发出商品，公司采用“以销定产+安全储备”的销售模式，

期末存货基本均有订单对应，另外随着下游市场需求回暖，公司销售

订单量增加，公司期末增加了备货量，公司期末存货规模与未来销售

计划和市场预期具有匹配关系。 

2）报告期末较去年同期存货大幅增长主要系公司销售订单量增

加。存货增长与期后一季度收入有相应匹配关系，公司期末存货与次

年一季度收入匹配情况如下： 

年度 

项目 
2018 年 2017 年 同比增减 

次年一季度收（元） 992,743,459.83 612,302,895.34 62.13% 

期末存货（元） 1,247,105,898.72 746,115,291.93 67.15% 

收入占存货比 79.60% 82.07% -3.00% 

根据上表可知，存货金额的增加与产品销售收入的变动具有匹配

性。公司不存在产品滞销的情形。 

（2）请从产品分类、产品价格、原材料采购价格的变动情况等

方面，具体分析存货跌价准备计提的依据及充分性。 

公司主要产品类别为 LCM 显示模组和触显一体化模组。产品价格

和单位成本（单位成本中 90%以上为直接材料）变化： 

单位：元/片 

项目 
2018 年 2017 年 

平均单价 变动（%） 平均单价 

LCM 显示模组 43.67 -7.70 47.31 

触显一体化模组 82.51 -3.76 85.73 

项目 
2018 年 2017 年 

平均成本 变动（%） 平均成本 

LCM 显示模组 38.69 -7.73 41.93 

触显一体化模组 75.61 -1.77 76.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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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LCM 显示模组 2018 年毛利率为 11.40%，与 2017 年度基本

持平；触显一体化模组 2018 年毛利率为 8.36%，较 2017 年下降 1.87

个百分点；LCM 显示模组、触显一体化模组销售单位售价大于销售

单位成本。 

2）公司整体毛利率和分类别产品毛利率均为正数，在考虑销售

费用率和税费率后仍为正数。同时结合公司电子行业的特点，对存货

库龄进行分析，存货基本均具备对应销售订单，售价大于成本，不存

在跌价，对库龄在一年以上的存货，已全额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综上所述，公司存货跌价准备计提充分。 

（3）原材料、库存商品的期末账面余额大幅增长，但跌价准备

大幅下降的原因及合理性。 

如上所述，期末库存商品大幅增长主要为期末销售订单的备货需

要，原材料储备随着期末生产计划而同步增长，公司对存货（原材料、

库存商品）跌价准备进行了严格测试，期末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充分。 

（4）请在年报修订稿中详细补充披露以下事项：“第十一节财

务报告”之“合并财务报表项目注释”部分补充披露存货跌价准备说

明，确定可变现净值的具体依据，本期转销存货跌价准备的原因。 

各类存货确定可变现净值的具体依据：原材料、半成品、在产品：

产成品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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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及相关税费后的金额确定。 

库存商品：参考资产负债表日的市场售价。 

本期转销存货跌价准备的原因主要为公司采用月销售对账确认

收入，上期末存在已经计提跌价的存货，本期销售完毕，转销相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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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货跌价准备。 

2、报告期内，你公司 2018 年度营业收入为 40.95 亿元，同比增

长 11.7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9,808.64 万元，同比下

降 34.27%，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4.16 亿元，同比增长

482.17%。请结合你公司业务开展情况、销售政策、行业周期、市场

供求情况、产品类别等说明 2018 年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大幅增长的原因及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与营业收入、净利润

增长幅度不配比的原因，以及市场环境是否发生重大变化。 

回复： 

（1）、2018 年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大幅增长的原因

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 年 2017 年 差额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378,710.24  277,385.38  101,324.86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9,348.43  7,694.85  1,653.58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388,058.67  285,080.22  102,978.45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299,003.61  240,336.28  58,667.33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33,622.77  25,742.23  7,880.54  

  支付的各项税费 5,175.29  6,151.67  -976.38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8,607.96  5,695.90  2,912.06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346,409.63  277,926.08  68,483.5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1,649.04  7,154.14  34,494.90  

由上表可知，公司经营性活动现金流净额主要受销售商品、提供

劳务收到的现金和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影响，其中，2018

年较 2017 年现金流量净额大幅增长主要系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

的现金增长幅度大于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所致。 

公司 2018 年采购付款增幅较小，主要原因为本年度积极使用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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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商给予的商业信用规模及银行授信额度，增加开具应付票据结算比

重，从而影响本期采购额付现较上期下降，应付票据期末余额较上期

增长 96.28%。 

公司 2018 年度销售收款增幅较大，主要原因为 2018 年公司加大

了应付票据的自身开具力度，背书转让的应收票据减少，公司到期托

收和贴现的票据金额大幅增加，2018 年度贴现和托收额较上期增加

60.96%，公司实际收到的现金大幅增加。 

（2）、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与营业收入、净利润增长

幅度不配比的原因如下： 

1）公司营业收入变动与净利润变动不一致原因 

2018 年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11.78%,但是净利润下降 34.27%的主

要原因系公司综合毛利率有所下降所致，主要原因为：一方面，触显

一体化产品进一步渗透智能手机市场，市场竞争有所加剧，产品价格

有所下降，触显一体化产品的毛利率有所降低，而其销售占比由 2017

年的 38.38%上升至 2018 年的 58.62%；另一方面，2018 年公司开始

小批量生产摄像头模组，由于产能利用率尚处于较低水平，销量较小，

成本分摊较大，故尚未盈利，降低了公司的综合毛利水平。 

2）公司净利润变动与经营活动产生现金流变动不一致原因 

以间接法将净利润调节为经营活动现金流量过程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 年 

净利润 9,808.64  

加：资产减值准备 787.15  

固定资产折旧、油气资产折耗、生产性生物资产折旧 3,05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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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形资产摊销 54.31  

长期待摊费用摊销 928.78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的损失(收益以“－”号填

列) 
0.54  

固定资产报废损失（收益以“－”号填列） 18.48  

财务费用(收益以“－”号填列) 1,597.25  

投资损失（后裔以“-”号填列） -177.74  

递延所得税资产减少(增加以“－”号填列) -64.29  

递延所得税负债增加（减少以“－”号填列） 322.40  

存货的减少(增加以“－”号填列) -49,205.77  

经营性应收项目的减少(增加以“－”号填列) -25,379.95  

经营性应付项目的增加(减少以“－”号填列) 96,943.35  

其他 2,962.6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1,649.04  

由上表可知净利润与经营性现金流的差异主要系经营性应付项

目大幅增加所致，本期公司积极利用供应商给予的商业信用规模及银

行授信额度，增加了应付票据结算的比重，期末应付票据大幅增长，

本期采购额付现比率较上期下降所致。 

（3）、公司所处市场环境并未发生重大变化 

2017-2018 年，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分别为 14.66 亿部和 14.05

亿部，相较于上年均有小幅下降，智能手机行业进入存量换机时代。

虽然智能手机的市场增长放缓，但规模巨大的存量市场，确保了换机

时代的市场规模。随着经济条件的不断改善、全面屏手机渗透率提升

和“5G”带来的“换机潮”，将带来对存量智能手机的替换，而全球

新兴市场的需求增长将带来智能手机的增量市场，为液晶显示模组行

业提供了广阔的市场容量和发展潜力，带动液晶显示模组需求的持续

上涨。公司所处的市场需求环境并未发生重大变化。 

3、报告期内，你公司产品外销取得营业收入为 7.24 亿元，同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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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 107.28%。请结合你公司的产品类型、销售策略、外销主要客户

等，补充说明外销收入大幅增长的原因。 

回复： 

报告期内，2018 年外销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107.28%，主要系 2018

年台系面板厂群创光电、深超光电外销收入同比增长 778.99%、

431.13%。公司客户群分为终端客户和面板厂 ODM 类型，2018 年公司

布局了与资源型面板厂深度合作，并与台系面板厂群创光电、深超光

电建立了业务合作增加了外销收入。 

4、报告期内，你公司研发投入金额为 9,875.01 万元，较去年同

比增长 1.11%。研发人员数量为 508 人，较去年同比增长 33.68%。 

回复： 

（1）请对比同行业公司，说明你公司研发投入水平的合理性。 

2018年同行业公司研发费用和占营业收入比重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公司名称 研发费用 营业收入 研发费用比例 

超声电子 19,280.36 494,124.46 3.90% 

合力泰 63,165.08 1,690,435.33 3.74% 

莱宝高科 17,599.20 441,608.41 3.99% 

亚世光电 1,595.00 51,133.68 3.12% 

行业平均值 25,409.91 669,325.47 3.69% 

同兴达（合并口径） 9,875.02 409,539.03 2.41% 

同兴达（母公司） 5,770.28 192,262.87 3.00% 

公司 2018 年研发费用比例较同行业上市公司略低，主要原因系

公司优化了研发模式，节约了研发成本所致。 

公司 2016-2018 年研发费用及占营业收入比重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 年 2017 年 201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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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费用 9,875.02 9,766.41 6,734.34 

研发费用占营业收入比重（合并口径司） 2.41% 2.67% 2.40% 

研发费用占营业收入比重（母公司） 3.00% 3.29% 3.08% 

2018年公司研发费用较 2017年仅增长 108.61万元，主要系 2018

年以来公司对研发模式进行优化，使得部分研发成本降低，导致 2018

年公司整体研发费用基本与 2017 年持平，未发生较大程度增长。同

时，公司 2016-2018年研发费用支出占比较为稳定，公司整体研发投

入处于合理水平。 

（2）请补充说明你公司研发人员数量增长但研发投入金额基本

不变的原因及合理性。 

公司 2018 年相较于 2017 年研发人数增长 33.68%，研发费用职

工薪酬同比增长 75.55%；公司研发人员数量变动合理。研发投入金

额基本不变的原因主要系公司优化了研发模式，节省了部分研发材料

支出所致。具体而言，公司将研发模式由原来每次测试均应通过整体

测试的方法转变为仅需先对改进的部件进行局部测试，测试通过后再

进行整体测试，未通过测试的部件将不再进行整体测试，从而节省了

研发材料成本。因此，2018 年公司在研发人员增加的情况下由于研

发 c 材料成本降低，研发投入金额基本保持不变。 

5、年报显示，报告期内，你公司租赁均为日常的房屋租赁。请

你公司补充说明租赁的具体情况，包括但不限于租赁场所、面积、用

途、费用及其合理性、是否为关联交易等。 

回复： 

（1）公司 2018 年租赁的房产： 



9 

序

号 
承租人 座落 用途 面积（㎡）/间数 

是否 

关联 

交易 

 

费用 

（万元） 

 

1.  
深圳同兴

达科技股

份有限公

司 

 

 

 

深圳市龙华区龙华办

事处工业东路利金城

科技工业园 

 

厂房 

2#3 楼（1796 平）、 

2#4 楼（1796 平）、 

4#1 楼（1958 平）、 

4#3 楼（1488 平） 

 

否 
 

 

 

195.06 

 

 

 

宿舍 

4#宿舍 201-218/301-312/ 

316-318/401-418共 51 间； 

1#602-603、606；4#8-9号公

寓、501-518、601-618、

5#202-203、205-208、

210-211、709 共 49 间； 

公寓 1103 房，共 1 间； 

805、902 房共 2 间 

 

 

 

否 

 

 

 

 

2.  

3.  

深圳同兴

达科技股

份有限公

司 

深圳市龙华区银星智

界 2 号楼 13-16 层 

办公、

研发、

展示 

6,489.52 否 395.28 

4.  

南昌同兴

达精密光

电有限公

司 

南昌市经济技术开发

区英雄大道以北、博

古路以东昱博科技园

4#厂房 3 层、5#厂房

1-3 层 

办公、

生产 
15204.18 否 免租金 

5.  

南昌市经济技术开发

区英雄大道以北、博

古路以东昱博科技园 

宿舍 

南区 219-222、301—322、401

—422、212/214/216/ 

217； 

北区 219-223、301—323、401

—423、201/204/205/ 

207/208/210/217共 113 间 

否 免租金 

6.  

深圳同兴

达科技股

份有限公

司 

深圳市龙华区观澜街

道大布巷社区观光路

1303 号鸿信工业园 

宿舍 

 

1号宿舍楼 544-561、344-361、

501-515、440-444 共 56间 

否 38.31 

7.  

赣州市同

兴达电子

科技有限

公司 

江西省赣州市开发区

香港工业园赣通大道

109 号 

宿舍 
独栋：1 楼非机动车停车场，

2-6 楼宿舍共计 95 间 
否 44.53 

8.  

江西省赣州市经济技

术开发区香港工业园

工业一路以北 

宿舍 6525.3 否 48.94 

9.  
江西省赣州市赣州开

发区工业二路北侧 
仓库 2420 否 38.49 

10.  江西省赣州市赣州开 宿舍 2-6 楼共计 57 间 否 26.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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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区香港工业园北区

紫荆路以北、纬一路

以南、宝福路以东 

11.  

江西省赣州市赣州开

发区香港工业园北区

宝福路北以东、纬一

路北侧 

宿舍 1-6 楼共计 112 间 否 64.00 

合    计 851.29 

注 1：南昌同兴达精密光电有限公司办公、厂房等免租金系政府招商引资政策优惠。 

（2）合理性分析： 

公司所租房屋均为满足公司日常生产经营需求及解决公司员工

住宿问题，是公司的正常经营行为，具有合理性。 

（3）是否为关联交易： 

公司所租房屋均不属于关联交易。 

6、报告期内，母公司 2018 年取得净利润为 934.98 万元，2017

年取得净利润为 10,730.27 万元，同比下滑 91.29%。请结合你公司

的发展战略、母子公司职能、产品类型等补充说明母公司业绩大幅下

滑的原因及合理性。 

回复： 

母公司 2018年相较于 2017年影响净利润变动的主要因素如下表

所示：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差额 

营业总收入 192,262.87 264,344.78 -72,081.91 

营业成本 176,143.99 234,933.46 -58,789.47 

毛利额 16,118.88 29,411.32 -13,292.44 

毛利率 8.38% 11.13% -2.74% 

减：期间费用 15,628.32 18,514.94 -2,886.62 

加：其他收益 1,082.00 2,641.70 -1,559.70 

净利润 934.99 10,730.27 -9,795.28 

由上表可知，母公司 2018 年相较于 2017 年净利润下滑 9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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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系营业收入和产品毛利率下降所致。 

公司秉承“为客户提供高性价比的显示+触摸组件”的经营理念，

深圳同兴达及赣州同兴达均可以生产 LCM 显示模组和触显一体化模

组。由于公司在赣州二期建立了先进的高端设备产线，实现产品的全

自动化生产，力争打造高端 TFT 工厂领先制造平台，自 2018 年四季

度开始母公司生产线陆续搬迁至赣州，充分发挥其先进生产优势，同

时也为母公司提供加工服务；而母公司主要负责公司的发展战略规划、

统筹经营管理、研发总部及市场营销职能。因此，2018 年母公司营

业收入同比下降了 27.27%。另一方面，2018 年公司综合毛利率下降，

相应母公司毛利率也同步下降了 2.74 个百分点。以上共同导致了母

公司毛利额的下降，进一步降低了母公司的净利润水平。 

7、报告期末你公司应收账款余额为 118,027.12 万元，其中期末

余额前五名应收账款合计 71,055.76 万元，占应收账款期末余额的

58.92%。请你公司补充列示前五名应收账款具体单位、账龄和坏账准

备计提情况。 

回复： 

公司根据实际情况和《企业会计准则》规定，遵循谨慎性原则，

制定了稳健的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政策。 

公司应收款项坏账计提比例情况如下： 

账龄 应收账款计提比例 

1 年以内（含 1 年，下同）  

其中：[6 个月以内] 0% 

[6～12 个月] 5% 

1-2 年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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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龄 应收账款计提比例 

2-3 年 30% 

3-4 年 50% 

4 年以上 100% 

报告期末，公司前五名应收账款客户明细如下： 

单位名称 期末余额（万元） 
占应收账款期末余额

的比例(%) 

客户一 32,678.39 27.10 

客户二 18,248.23 15.13 

客户三 8,448.94 7.01 

客户四 6,493.62 5.38 

客户五 5,186.59 4.30 

合计 71,055.77 58.92 

截止期末，公司前五名应收账款金额的账龄均在 6 个月以内，且

客户信誉良好，无需计提坏账准备。 

8、报告期内，你公司产生代垫员工费 688.57 万元。请你公司补

充说明具体垫款对象、发生代垫事项的原因及合理性、是否履行相应

的审议程序等。 

回复： 

公司产生代垫员工费 688.57 万元主要系： 

（1）垫付工伤赔偿款 239.76 万元，依据《工伤保险条例》，前

期发生的费用先由公司垫付，工伤认定后，再申请由工伤保险进行支

付。 

（2）代垫员工五险一金 119.93 万元，形成期末其他应收款，主

要原因系公司缴纳五险一金和发放工资存在时间差异，因此公司需要

先为员工代缴其当月应个人缴交部分，此代垫费用在发放员工工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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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回。 

（3）赣州开发区党群工作部的工资保障金 229.50 万元，根据赣

市府发[2005]69 号文，为解决建设领域企业拖欠民工工资问题，要

求企业按中标价的一定比例以累进方式缴存保障金。 

（4）赣州东鑫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的工资保障金 85.25 万元,主要

系东鑫建筑为赣州二期建设工程承包方，依据《赣州市建设工程领域

开展农民工工资实名制监管信息化工作的实施方案》赣市薪联字

【2017】1 号及《赣州市建设工程领域开展农民工工资实名制监管信

息化工作的操作办法》赣市薪联办【2017】4号等文件的规定，要求

承建工程单位预存农民工工资款到承建此工程项目的施工单位。 

综上所述，发生的相关事项及金额，公司是按国家相关规定执行，

并履行了公司内部管理程序。 

 

深圳同兴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 年 5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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