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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323         证券简称：*ST 百特        公告编号：2019-077 

 

江苏雅百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 2019年半年报问询函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苏雅百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9 年 9月 21 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关

于对江苏雅百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半年报问询函》（中小板半年报问询函【2019

第 45 号），公司对相关事项进行了回复说明，情况如下： 

问题 1、报告期内，你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405.49 万元，同比减少 90.29% ；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433.26 万元，同比减少 494.81%。 

（1）请结合报告期内成本、毛利率、期间费用、非经常性损益等变化情况

说明净利润下降幅度大于营业收入下降幅度的原因及合理性，并说明你公司拟

采取的改善业绩的具体措施。 

回复：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收入

（元） 

成本（元） 毛利

率（%） 

销售费用

（元） 

管理费用

（元） 

财务费用

（元） 

当期非经常

性损益 

2019

年半

年报 

24,054,

881.10 

26,459,5

45.55 

-10.0

0 

6,162,267

.78 

8,020,92

1.22 

10,313,96

5.19 

2,069,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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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公司出现营业收入下降及净利润为负，主要原因如下： 

1、项目：公司所处行业是一个需要先行垫付大量资金的行业，因公司资金

紧张、部分账户被封等因素影响，使得公司承接项目减少，营业收入下降。 

2、期间费用：报告期内，由于借款利息及罚息，财务费用增加；诉讼费及

诉讼产生的违约金及罚息，导致管理费用增加。 

3、非经常性损益：报告期内，主要是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及其他营业

外收入和支出，导致非经常性损益的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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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上述，公司净利润下降幅度大于营业收入下降幅度的主要原因系报告期

内资金紧张导致在建项目减少；加之借款利息及罚息、诉讼费及诉讼产生的违约

金及罚息，导致期间费用大幅增加。公司将及时关注期间费用中罚息及违约金而

引发的法律风险。 

 

（2）请结合你公司目前生产经营及主营业务开展情况、诉讼事项及赔付情

况、借款逾期、现金流状况、员工流失情况等，分析说明你公司为保证持续经

营所采取的具体措施。 

回复：1、目前，公司面临资金紧张，业务量萎缩等问题，公司集中存量资

金和优势资源保证目前在建项目施工进度，保证公司正常、持续经营。目前公司

正加紧清收债权，加快资金回笼，扭转资金短缺的被动局面，同时寻求各种资产

变现途径，盘活存量资产，以保证全体股东利益最大化。 

2、公司目前面临的主要诉讼为虚假陈述案件引发的股民诉讼以及资金紧张

引发的供应商诉讼。且大部分诉讼已于 2018 年确认负债和损益，因公司目前资

金紧张，存在不能及时赔付的风险，可能存在需支付相关违约金、滞纳金和罚息

等情况，进一步增加公司的财务费用，加剧公司的资金紧张状况，对公司及下属

子公司的生产经营和业务开展将产生一定的影响。公司已与相关债权人进行主动

协商，以保证公司正常经营为前提，以公司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形成各方均可接

受的解决方案。 

3、报告期内，公司违约借款与披露的情况一致。公司一直以来与各金融机

构保持着良好的沟通，其中部分借款已经获得债权人的谅解和支持，签署和解协

议或展期支付。 

4、2019 年第一季度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39,135,311.40 元，经营活动现

金流出小计 39,183,591.80元，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48,280.40元。

2019 年第二季度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49,086,556.23 元，经营活动现金流出

小计 49,422,350.56 元，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335,794.33 元。 

公司所处建筑工程行业，大部分项目具有垫付成本特征，待工程进度符合

收款条件后与客户结算收款。报告期内现金流量净额减少，是公司在账户冻结、

流动性受限后，应收账款回收不及预期，流动性受限所致。 

报告期内货币资金 6,316,880.86 元；公司统计冻结受限金额 4,675,68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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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可用货币资金：1,641,197.91 元。 

冻结对于公司流动性造成影响，公司流动性受限。改善流动性措施：公司在

积极沟通冻结申请人协商解冻方案的同时，通过自救方式安排应收账款的回款工

作，努力改善公司资金流动性表现，降低上市公司风险。 

5、截止去年年底，公司员工数量 378 人，较之前大幅下降。员工减少主要

分为裁员、离职两种。原因包括：公司项目停工、调整业务规模、成本控制等。

公司在目前的经营规模下，人员在正常运转范围内。公司有计划地缩减人员以减

少成本费用，同时公司通过积极定期沟通、通报工作进程等方式，巩固核心及关

键岗位员工，尽力减轻因人员流失而带来的风险。 

雅百特自设立以来，高度重视产品和技术的自主创新、研发及应用，凭借

多年来在金属屋面围护系统领域的深耕，在国内外经验交流和实地实践过程中，

雅百特已经形成了一套产品技术培训、设计应用及项目管理体系，并取得一系列

的资质、专利、软件著作权、工艺工法、科技成果等。公司设计团队拥有丰富的

二次深化设计经验和深化设计优化能力，擅长运用设计软件（如 BIM 设计软件、

Rhino 设计软件、自主研发设计的 MICS 设计软件）进行金属屋面系统深化设计。

公司项目管理运营已形成完善的程序化，制度化，规范化管理模式。 

在保证核心创业团队稳固的基础上，公司无论处在业务缩减阶段、快速扩

张阶段，通过公司自有的产品技术体系及项目管理系统都能快速形成协作体系来

适应公司和行业的发展。 

 

 

问题 2、报告期末，你公司应收账款余额为 10.52 亿元，较期初增长 5,943.85

万元，本期未收回或转回坏账准备。 

（1）请结合收入确认和信用政策分析说明应收账款增长加大于当期营业收

入的具体原因及合理性； 

 回复：报告期内应收帐款增长，主要系财务报表科目重分类中原部分存货

1.34 亿元结算转入应收账款。详情见 2019 年 4 月 18 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关于部分应收账款转让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9-025）；

报告期内应收账款回款约 1 亿元；营业收入增长为 0.24 亿元。因此本期应收账

款较期初增长 5,943.85 万元。综合上述，应收账款增长加大于当期营业收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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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合理性。 

（2）说明截至目前应收账款期后回款情况，包括但不限于已收回的款项、

已到期未回款金额及对应坏账准备金额、未回款原因、业主履约能力等； 

回复：2019 年 1月至今，我公司回款金额约 1.35 亿元（其中子公司山东雅

百特回款 6075.00 万元；深圳三义回款 7018.82万元；上海中巍回款 232.44 万

元；孟弗斯回款：179.27 万元）。已到期未回款金额约 9 亿；累计已计提坏账金

额约 1.78 亿； 

行业回款特征：公司所处建筑工程行业，具有回款周期集中的特征，主要集

中在下半年度；上半年度为项目启动施工时期回款较少。 

2019 年已经收回的应收账款金额约 1.35 亿元，我公司主要客户、业主为央

企、国企、地方政府及部分上市公司，有足够的履约能力。预计公司能够完成相

应回款，保证公司正常经营。 

（3）说明后续回款安排及你公司为保证回款所采取的具体措施，并充分提

示回款不及预期可能面临的风险。 

回复： 

公司拟采取的催款措施如下： 

1、由董事长负责成立专门清理应收账款的领导小组，董事长任组长，主管

工程的副总经理担任副组长，工程项目经理为小组成员。  

2、积极联系客户确定回款计划和时间安排，对多次催收无效的客户进行综

合评估后，适当采取法律途径追回应收账款等。  

公司积极落实以上催收政策，加大催款力度，2019 年已经收回的应收账款

金额约 1.35 亿元，我公司主要客户为央企、国企、地方政府及部分上市公司，

有足够的履约能力。预计公司能够完成催款任务，保证公司正常经营。 

我公司积极主动与债权人沟通协商，争取最大的谅解，并通过法律允许的

范围和途径委托代付方式解决劳务分包农民工工资及我公司员工欠薪问题；回款

不及预期可能影响后续业务开展及应付账款延期支付,增加公司的流动性风险。 

 

问题 3、报告期末，你公司存货余额为 2.64 亿元，较期初减少 32.41%，本

期未计提存货跌价准备。请说明存货大幅下降的具体原因及合理性，量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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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货减少是否与本期项目进展、成本结转及业主结算进度相匹配。 

回复：报告期内存货余额减少，系财务报表科目重分类中原部分存货结算

转入应收账款导致当期存货余额减少。2019 年半年度报告期初存货余额为 3.90

亿元，期末存货余额 2.64 亿元，较期初减少 1.26 亿元。其中主要系公司将持有

的 1.49 亿元应收账款以人民币 1.34 亿元的价格转让，详见 2019 年 4 月 18日披

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关于部分应收账款转让的公告》（公告

编号 2019-025），其余存货变化为新增少量已完工未结算的项目。因此，存货减

少与本期项目进展、成本结转及业主结算进度相匹配。 

 

问题 4、报告期末，你公司短期借款余额为 5.16 亿元，包含逾期借款 1亿

元。请结合你公司资金状况、未来融资计划和借款到期时间说明你公司是否存

在资金断裂的风险及拟采取的应对措施，并充分提示可能面临的财务风险。 

回复：报告期公司短期借款 5.16 亿元，其中逾期借款 1亿元。 

贷款银行/公司 借款单位 借款年末余

额（元） 

状态 抵押、担保情况 

齐鲁银行济南历下

支行 

江苏雅百特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100,000,00

0.00 

逾期 拉萨瑞鸿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

其持有的雅百特12,210,013股

股份为雅百特与山东省金融资

产管理公司及齐鲁银行的委托

贷款提供担保，陆永、褚衍玲提

供连带责任担保。 

武汉信用小额贷款

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雅百特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362,000,00

0.00 

和解 拉萨瑞鸿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拉

萨纳贤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作为连带责任保证人，额外

由陆永储衍玲以其所有或依法

有权处分的拉萨瑞鸿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的股权作为质押。 

华鲁国际融资租赁

有限公司 

山东雅百特科技

有限公司 

44,250,000

.00 

和解 由陆永、褚衍玲提供担保。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深圳深圳湾支

行 

深圳市三义建筑

系统有限公司 

7,100,000.

00 

正常 位于深圳市南山区南头深南大

道与前海路东南角的房产证号

为深房地字第400395740号海岸

时代公寓东座1321、4000395735

号海岸时代公寓东座1322的房

产 

深圳前海微众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三义建筑

系统有限公司 

2,950,000.

00 

正常 信用借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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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的解决方案如下： 

1)加快应收账款回收工作，回流资金解决债务问题。公司 2019 年已经回收

1.35 亿元。 

2）加大恢复业务的范围和力度：公司在 2019 年业务开始逐渐恢复，通过前

期离职业务人员的回归，公司将加大恢复业务收入，增强自身造血能力。 

3）与借款人沟通，通过谈判和增信方式，争取获得其支持。其中 4.16 亿元

短期借款分别获得债权人的谅解和支持，签署和解协议或展期支付。 

如未能及时妥善解决，公司可能存在需支付相关违约金、滞纳金和罚息等情

况，进一步增加公司的财务费用，加剧公司的资金紧张状况，对公司及下属子公

司的生产经营和业务开展将产生一定的影响。 

 

问题 5、报告期内，你公司共有 3 个境外在建项目，合同总金额为 3,777

万元。请补充披露上述境外项目建设及运营情况、管理人员配备情况、本报告

期的经营业绩以及未来经营安排，你公司对境外资产实施有效管理的具体措施，

并请充分提示风险。 

回复：本报告期内公司 3 个境外在建项目如下表： 

 

境外在建项目 合同金额（万元） 管理人员配备情况（人） 

马来西亚柔佛膜结构项目 454.00 2 

万绕丽景苑酒店项目 1333.01 4 

恒逸石化文莱项目 1990.00 4 

报告期内，境外项目主营收入约 188 万元。公司主要采取轻资产的运营模式，

通过完善标准控制，实施工厂订制，建立供应商的产品质量控制系统，境外项目

一般派驻管理人员，在当地管控制造配套和施工队伍。公司目前境外项目均配备

2名及以上管理人员协调管理。 

境外项目的质量标准、履行程序与国内差别较大，客户付款周期较国内短，

但工期相对于国内项目有所滞后。境外项目可能存在外汇政策、原材料价格波动、

当地法律变化的风险，使得项目施工进度不及预期，进而增加相关施工费用。 

 

 

其他相关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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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将密切关注该事项的进展，并按照法律、法规及时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

义务。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是《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

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雅百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9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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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请结合你公司目前生产经营及主营业务开展情况、诉讼事项及赔付情况、借款逾期、现金流状况、员工流失情况等，分析说明你公司为保证持续经营所采取的具体措施。
	2、公司目前面临的主要诉讼为虚假陈述案件引发的股民诉讼以及资金紧张引发的供应商诉讼。且大部分诉讼已于2018年确认负债和损益，因公司目前资金紧张，存在不能及时赔付的风险，可能存在需支付相关违约金、滞纳金和罚息等情况，进一步增加公司的财务费用，加剧公司的资金紧张状况，对公司及下属子公司的生产经营和业务开展将产生一定的影响。公司已与相关债权人进行主动协商，以保证公司正常经营为前提，以公司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形成各方均可接受的解决方案。
	公司所处建筑工程行业，大部分项目具有垫付成本特征，待工程进度符合收款条件后与客户结算收款。报告期内现金流量净额减少，是公司在账户冻结、流动性受限后，应收账款回收不及预期，流动性受限所致。
	雅百特自设立以来，高度重视产品和技术的自主创新、研发及应用，凭借多年来在金属屋面围护系统领域的深耕，在国内外经验交流和实地实践过程中，雅百特已经形成了一套产品技术培训、设计应用及项目管理体系，并取得一系列的资质、专利、软件著作权、工艺工法、科技成果等。公司设计团队拥有丰富的二次深化设计经验和深化设计优化能力，擅长运用设计软件（如BIM设计软件、Rhino设计软件、自主研发设计的MICS设计软件）进行金属屋面系统深化设计。公司项目管理运营已形成完善的程序化，制度化，规范化管理模式。
	在保证核心创业团队稳固的基础上，公司无论处在业务缩减阶段、快速扩张阶段，通过公司自有的产品技术体系及项目管理系统都能快速形成协作体系来适应公司和行业的发展。
	问题2、报告期末，你公司应收账款余额为10.52亿元，较期初增长5,943.85万元，本期未收回或转回坏账准备。
	（1）请结合收入确认和信用政策分析说明应收账款增长加大于当期营业收入的具体原因及合理性；
	回复：报告期内应收帐款增长，主要系财务报表科目重分类中原部分存货1.34亿元结算转入应收账款。详情见2019年4月18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关于部分应收账款转让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25）；报告期内应收账款回款约1亿元；营业收入增长为0.24亿元。因此本期应收账款较期初增长5,943.85万元。综合上述，应收账款增长加大于当期营业收入具有合理性。
	（2）说明截至目前应收账款期后回款情况，包括但不限于已收回的款项、已到期未回款金额及对应坏账准备金额、未回款原因、业主履约能力等；
	回复：2019年1月至今，我公司回款金额约1.35亿元（其中子公司山东雅百特回款6075.00万元；深圳三义回款7018.82万元；上海中巍回款232.44万元；孟弗斯回款：179.27万元）。已到期未回款金额约9亿；累计已计提坏账金额约1.78亿；
	行业回款特征：公司所处建筑工程行业，具有回款周期集中的特征，主要集中在下半年度；上半年度为项目启动施工时期回款较少。
	2019年已经收回的应收账款金额约1.35亿元，我公司主要客户、业主为央企、国企、地方政府及部分上市公司，有足够的履约能力。预计公司能够完成相应回款，保证公司正常经营。
	（3）说明后续回款安排及你公司为保证回款所采取的具体措施，并充分提示回款不及预期可能面临的风险。
	回复：
	公司拟采取的催款措施如下：
	1、由董事长负责成立专门清理应收账款的领导小组，董事长任组长，主管工程的副总经理担任副组长，工程项目经理为小组成员。
	2、积极联系客户确定回款计划和时间安排，对多次催收无效的客户进行综合评估后，适当采取法律途径追回应收账款等。
	公司积极落实以上催收政策，加大催款力度，2019年已经收回的应收账款金额约1.35亿元，我公司主要客户为央企、国企、地方政府及部分上市公司，有足够的履约能力。预计公司能够完成催款任务，保证公司正常经营。
	我公司积极主动与债权人沟通协商，争取最大的谅解，并通过法律允许的范围和途径委托代付方式解决劳务分包农民工工资及我公司员工欠薪问题；回款不及预期可能影响后续业务开展及应付账款延期支付,增加公司的流动性风险。
	问题3、报告期末，你公司存货余额为2.64亿元，较期初减少32.41%，本期未计提存货跌价准备。请说明存货大幅下降的具体原因及合理性，量化分析存货减少是否与本期项目进展、成本结转及业主结算进度相匹配。
	回复：报告期内存货余额减少，系财务报表科目重分类中原部分存货结算转入应收账款导致当期存货余额减少。2019年半年度报告期初存货余额为3.90亿元，期末存货余额2.64亿元，较期初减少1.26亿元。其中主要系公司将持有的1.49亿元应收账款以人民币1.34亿元的价格转让，详见2019年4月18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关于部分应收账款转让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25），其余存货变化为新增少量已完工未结算的项目。因此，存货减少与本期项目进展、成本结转及业主结算进度...
	问题4、报告期末，你公司短期借款余额为5.16亿元，包含逾期借款1亿元。请结合你公司资金状况、未来融资计划和借款到期时间说明你公司是否存在资金断裂的风险及拟采取的应对措施，并充分提示可能面临的财务风险。
	回复：报告期公司短期借款5.16亿元，其中逾期借款1亿元。
	问题5、报告期内，你公司共有3个境外在建项目，合同总金额为3,777万元。请补充披露上述境外项目建设及运营情况、管理人员配备情况、本报告期的经营业绩以及未来经营安排，你公司对境外资产实施有效管理的具体措施，并请充分提示风险。
	其他相关说明：
	公司将密切关注该事项的进展，并按照法律、法规及时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是《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