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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426          证券简称：胜利精密        公号编号：2020-014 

 

苏州胜利精密制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对公司关注函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苏州胜利精密制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1 月

23 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苏州胜利精密制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

函》【中小板关注函（2020）第 96 号】，公司对关注函所列问题进行了认真的

核查，现将问询情况回复并公告如下： 

1、2019 年 11 月 23 日，公司披露《2019 年第三季度报告问询函回复的公

告》，考虑到苏州富强科技有限公司等收购标的前三季度业绩同比下滑，公司

预估将计提商誉减值约 5 亿至 10 亿元。公司本次预计 2019 年将计提商誉减值

约 10 亿元。请公司结合收购标的经营业绩情况，说明公司 2019 年计提大额商

誉减值准备的原因和合理性，计提商誉减值依据是否充分，相关会计估计判断

是否足够谨慎、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答复： 

2018 年度末，公司商誉账面余额为 13.12 亿元，主要来自于收购标的苏州

富强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州富强”）、苏州硕诺尔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硕诺尔”）、南京德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京德乐”）、

JOT Automation Ltd（以下简称“JOT”）、福清福捷塑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福清福捷”）的商誉余额合计。具体商誉减值金额及未经审计的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亿元 

公司名称  
 初始商誉

金额  

 已计提商誉

减值金额  

 截止 2018 年末

商誉余额  

 2019 年预

计减值金额  

营业收入 

较去年同期增减比例 

苏州富强  6.77 - 6.77 5.42 -44% 

硕诺尔  3.96 1.49 2.46 2.46 -16% 

南京德乐  3.36 1.63 1.72 1.72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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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T  2.06 0.39 1.68 0.84 -31% 

福清福捷  0.48 - 0.48 0.48 27% 

合计 16.63 3.51 13.12 10.93 - 

（1）苏州富强 

苏州富强于 2015年被公司采用定向发行股票的方式收购，其主营业务是为

客户提供定制化的自动化设备的设计、组装、调试、售后服务以及集成全自动数

据采集、分析处理、远程控制与远程服务的智能制造全方位解决方案，主要客户

包括国际一线消费类电子品牌及其配套供应商。苏州富强 2017年度销售收入

97,012万元，净利润 16,985万元，2018年度销售收入 191,706万元，净利润

37,608万元， 2019年前三季度销售收入 88,906万元，净利润-491万元。 

按照相关会计准则要求，2017、2018 年年末，公司均委托有证券从业资格

的第三方中介机构进行减值测试，均未出现减值，基于上述原因，未对苏州富强

计提减值。 

本报告期内，受经济大环境的影响，苏州富强重要客户销量不佳，减少设备

投资、以维护性为主，另因公司资金流动性压力，客户为保障自身供应链安全，

减少对公司订单量，高毛利率客户订单量下滑较大并且预计难以短期内恢复，客

户结构发生明显变化并且预期短期内难以扭转。由于客户减少、订单流失且具有

持久性，苏州富强持续生产经营受到较大影响，预计 2019 年营业收入同比下降

约 44%，同时由于毛利率较去年同期下降约 6%以及其他成本和费用增加的影响，

预计净利润同比下降超过 50%，随着核心业务人员流失以及客户订单量较少的影

响，预计未来经营情况将持续恶化，商誉减值迹象明显，本报告期预计计提商誉

减值 5亿元左右。 

（2）硕诺尔 

硕诺尔于 2018 年被公司以现金方式收购，其主营自动化控制设备、机电设

备、工业机器人、机械手、非标设备、夹具、治具的研发设计、生产、销售及其

相关产品的技术咨询与技术服务，主要为 3C 行业提供成套设备。2017 年度销售

收入 18,906 万元，净利润 4,588 万元，2018 年度销售收入 15,330 万元，净利

润 1,438万元，2019年前三季度销售收入 4,831万元，净利润-408万元。 

按照相关会计准则要求， 2018年年末，公司委托有证券从业资格的第三方

中介机构进行减值测试，已计提商誉减值 1.49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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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以来，受到全球经济下行压力影响，设备开发市场呈观望、疲弱状

态及设备厂商的内部竞争的加剧，价格竞争严重，在成本费用难以大幅降低的情

况下，利润空间大幅压缩，使其整体毛利率较去年同期下降约 21%，净利润亦下

降较大。另受硕诺尔相关业务影响，技术更新不及时，高新技术企业资格未能延

续，预计税负率将上升，未来现金流入预计将大幅下降。由于硕诺尔所处行业产

能过剩，高毛利率客户流失，新增客户毛利率较低，随着竞争加剧，预计未来毛

利率将持续下降，经营情况将持续恶化，商誉减值迹象明显，预计计提商誉减值

2亿元左右 

（3）南京德乐 

南京德乐于 2015 年被公司以发行股份方式收购，以销售手机等电子产品为

主营业务，2017年度销售收入 908,562万元，净利润 15,788万元，2018年度销

售收入 1,008,376万元，净利润 7,510万元，2019年前三季度销售收入 509,744

万元，净利润-3,799万元。 

按照相关会计准则要求，前期公司均委托有证券从业资格的第三方中介机构

进行减值测试，2018年已计提商誉减值金额 1.63亿元。 

2019 年受手机市场区域扁平化以及处于 4G 至 5G 的窗口期的影响，消费者

的购机时间被延长，导致：近几年，手机市场陷入了一个销量持续下滑的低迷阶

段。按照 IDC统计的数据，2019年手机市场销量持续下滑，而智能手机行业 3、

4G通信技术带来的红利也已经消失殆尽了，5G 基站铺设和信号覆盖速度慢,电商

平台带来的冲击，使渠道商盈利能力进一步被压缩，南京德乐所处行业持续面临

产能过剩的局面。随着国家工信部要求电信运行商取消结算补贴、降低运营成本，

相关产业政策、产品与服务的市场状况或市场竞争程度发生明显不利变化，南京

德乐出现亏损。另外，当前正处于 4G至 5G的窗口期，消费者的购机时间被延长，

公司为了保证一定的市场份额，采取短平快的销售方式，选择流速快风险小但毛

利率低的产品。2019年南京德乐营业收入较去年同期下降约 20%-30%，毛利率亦

有下降约 1.8%，净利润下滑预计超过 50%。在电商平台价格的持续冲击下，线下

渠道毛利预计降持续降低，预计未来盈利能力持续下降的趋势预计难以扭转，商

誉减值迹象明显，本报告期预计计提商誉减值 1亿元左右。 

（4）J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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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T于 2018年被公司以现金方式收购，JOT是一家电子生产工业领先的方案

提供商。通过智能的自动化和测试解决方案来提高电子工业行业客户的生产效率

和产能。公司主要的业务领域为提供移动手持终端工业解决方案和电子生产自动

化解决方案，面向的行业领域主要是消费品电子，汽车电子以及工业电子行业。

2017年度销售收入 59,267万元，净利润 6,493 万元，2018年度销售收入 30,532

万元，净利润-5,876万元，2019年前三季度销售收入 15,575万元，净利润-6,589

万元。 

2019 年以来，由于关键客户 Eino 正在减少资本支出投资，在 2019 年上半

年取消和推迟了 3个大型手机相关的项目，导致 JOT营业收入大幅下降。JOT对

大客户的依赖度较高，虽然继续拓展新客户，但收入稳定性受到较大影响，又由

于行业竞争的加剧，价格持续下降趋势明显，在成本费用难以大幅降低的情况下，

导致客户毛利率持续下降、盈利能力降低的趋势难以短时间内扭转，预计未来经

营情况将持续恶化，商誉存在明显的减值迹象，预计计提商誉减值约 0.8亿元。 

（5）福清福捷 

福清福捷于 2015 年被公司以现金方式收购，其主营电子、电器产品的塑件

配套和工程塑料生产，实现塑料制品的特定用料生产和塑料产品的注塑、喷涂、

丝印全过程加工。2017年度销售收入 79,263 万元，净利润 1,506，2018年度销

售收入 85,318万元，净利润-393万元，2019 年前三季度销售收入 63,936万元，

净利润 1,075万元。 

按照相关会计准则要求，前期公司均委托有证券从业资格的第三方中介机构

进行减值测试，由于以往报告期内的主要客户结构、相关产业政策、产品与服务

的市场状况或市场竞争程度没有明显不利变化，毛利及净利润相对稳定，未存在

减值迹象，故前期未计提商誉减值。 

本报告期内，福清福捷发生 0.2亿坏账损失，最大客户受到国际贸易形势的

影响而将在东南亚国家设厂，福清福捷的主要客户情况预计将发生较大不利变化

并且短期内预计无法通过开拓新客户来填补，预计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大幅影

响福清福捷业务的稳定性；同时，其全资子公司由于经营困难正在办理注销手续，

未来可能产生较大金额的投资损失，预计将持续影响现金流入。综合考虑前述因

素，预计福清福捷未来经营情况将持续恶化，其商誉减值迹象明显，预计计提商

誉减值约 1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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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公司已就资产减值事项聘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中介机构进行评估测

试，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8 号-资产减值》规定，公司基于谨慎性原则，初步

预估 2019年度商誉减值约为 10亿元，最终数据以中介机构出具的商誉减值测试

报告为准。 

2、公司本次预计 2019 年将计提其他资产减值约 20 亿元，其中主要减值项

目为盖板玻璃业务。请公司说明计提其他资产减值的相应项目名称和对应金额，

结合相关业务经营情况说明计提减值准备的原因和依据，相关会计估计判断和

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是否存在本期进行业绩“大洗澡”

的情形。 

答复： 

公司盖板玻璃业务主要包括 2.5D盖板玻璃项目和 3D盖板玻璃项目。 

1）2.5D盖板玻璃项目情况 

公司 2.5D 盖板玻璃项目自收购投入经营至今，手机市场已发生较大变化，

手机主要中高端产品受 5G技术的应用、无线充电、3D外观需求等因素驱动，盖

板玻璃也随之更新换代，尤其 2.5D 盖板玻璃已成为技术门槛较低，附加值较低

的传统产品。 

公司 2.5D 盖板玻璃项目与竞争对手在生产规模及成本控制上存在较大差

距，主要体现以下方面： 

2.5D 盖板玻璃已经处于销售毛利较低，需要强有效控制成本的传统产业阶

段。目前国内盖板玻璃竞争对手众多，主要分两类，第一类如蓝思、伯恩等在专

注于玻璃盖板的已成规模的大型公司，其产能规模是公司的 3-5倍，生产技术、

成本及产品品质上具备更强的竞争力，在供应链、客户报价中较公司更具有优势

和主动权。第二类竞争对手为规模较小轻资产小型公司，该类竞争对手具有融资

成本降低、服务客户单一、分段式联合生产分散库存成本，在手机产业短生命周

期的特性下，可以灵活调整运营规模，控制生产成本，公司的项目公司则不具备

调整弹性，导致在阶段性订单无法持续生产，而产生成本浪费。 

综上所述，公司在 2.5D 盖板玻璃项目上，由于手机市场盖板玻璃的更新换

代以及公司的规模、发展速度未能形成有效竞争力，成本控制问题等也随之逐渐

显现。在此基础上，公司 2018 年底陆续出现资金压力，导致供应链成本持续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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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业务关系弱化，客户订单流失，从而加剧了生产经营的亏损，对公司现金流

已经产生极大负面影响。因此，公司于 2019年下半年陆续关停了 2.5D盖板玻璃

产品生产线。 

截至 2019 年末，2.5D 盖板玻璃生产线账面原值总额约 10 亿元，账面净值

约 8亿元。 

2）3D盖板玻璃项目情况 

随着 5G 技术、无线充电技术的推广，手机盖板玻璃开始更新换代，因此，

公司投资了 3D盖板玻璃项目，3D玻璃盖板与传统 2.5D、陶瓷盖板相比，其物理

性能更优。该项目第一期投资额约 7 亿，于 2018 年初投产，第二期已投资约 5

亿，由于公司面临的资金压力，目前已停止。 

由于早期市场调研对 3D 市场比较乐观，认为 2018 年将成为 3D 盖板的爆发

年，预计到 2020年 3D玻璃盖板手机渗透率将超过一半以上。由于过于乐观的估

计和提前的大额投入，目前产能利用率不到 5%。 

在投入方面，公司的一期项目投资，主制程设备来自于韩国 3D 热弯厂商

JNTC，早期采购的进口设备由于具有技术领先的优势导致公司投入成本较高。在

后续生产经营中，3D 盖板玻璃由于 5G 信号遮蔽问题，客户需求更多来自于 3D

后盖玻璃，从而导致了 3D 光学玻璃预期的产品方向出现差异，原有设备的投资

和产能出现不匹配问题，如果公司继续扩大生产 3D 后盖玻璃，将增加相应设备

投入。 

在竞争对手方面，如蓝思、伯恩等专注于该领域的公司均大量投入，导致产

业投资过剩，由于国内 3D 手机客户相对集中的原因，出现实际供大于求的严峻

局面。 

公司自 3D 盖板玻璃项目投产 2 年以来，内部生产实际一直处于新产品打样

阶段，团队缺乏量产和技术管理经验，良率较低，管理成本居高不下。同时由于

产品预期方向出现差异，设备投入以及采购成本居高不下，导致产品毛利一直为

负。由于 3D盖板玻璃的生产投入较高，随着竞争的加剧，公司 3D盖板玻璃面临

极大的生存压力。2019 年下半年来，整体经营状况持续亏损，加上公司面临的

资金问题，公司陆续关停了 2.5D生产线和收缩了 3D生产线，已流失了绝大部分

3D玻璃加工的核心技术与管理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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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公司 3D 盖板玻璃项目，由于投入时机问题、产品方向误判及内

部运营问题导致未积累相应技术及成本优势，而在目前公司资金紧张、行业产能

过剩、公司核心技术及运营管理人员的流失、尚需增加相应设备资金投入等的情

况下，公司将面临进一步关停 3D盖板玻璃项目。 

截至 2019 年末，公司 3D 盖板玻璃生产线账面原值总额约 12 亿元，账面净

值约 9.5亿元。 

（2）对上述盖板玻璃项目减值的评估情况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8 号-资产减值》第六条，资产存在减值迹象的，应

当估计其可收回金额。可收回金额应当根据资产的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

额与资产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两者之间较高者确定。 

根据《以财务报告为目的的评估指南》《企业会计准则第 8号—资产减值》

的相关规定，结合评估对象、价值类型、资料收集情况和数据来源等相关条件，

对上述盖板玻璃项目的评估情况预计将采用资产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净额

的方法。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8 号—资产减值》第八条规定，资产的公允价值减

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应当根据公平交易中销售协议价格减去可直接归属于该资

产处置费用的金额确定。 

不存在销售协议但存在资产活跃市场的，应当按照该资产的市场价格减去处

置费用后的金额确定。资产的市场价格通常应当根据资产的买方出价确定。 

在不存在销售协议和资产活跃市场的情况下，应当以可获取的最佳信息为基

础，估计资产的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该净额可以参考同行业类似资

产的最近交易价格或者结果进行估计。 

处置费用包括与资产处置有关的法律费用、相关税费等。对上述盖板玻璃项

目的评估情况预计将结合企业实际经营过程中处置费用的情况确定。 

经初步预估，上述盖板玻璃项目减值合计约 13-14亿。 

同时，由于受外部经济环境影响，考虑到部分客户 2019 年度的资金周转状

况较差，按约定正常回款较难，公司结合应收款项政策，依据账龄、信用风险特

征和单项金额是否重大等因素，应收款存在减值迹象，预计减值金额约 2亿；考

虑到子公司经营业绩的持续下滑的现状，对大客户资源关系有较大影响，无形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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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存在减值迹象，预计减值金额约 1亿左右；以及考虑到部分库龄较长的库存商

品和发出商品等，受客户验证、合同订单合和可利用价值等不确定因素影响，均

存在减值迹象，预计减值金额约 0.6亿。 

综上所述，公司对资产减值的初步预估，是基于严格遵守《企业会计准则》

等相关政策规定，基于谨慎性原则进行的合理会计处理。同时，公司已聘请专业

的评估机构对 2019 年报中的各项资产减值测试进行评估，最终计提减值数据将

以中介机构出具的专业报告为准，不存在对本期进行业绩“大洗澡”的情形。 

3、公司 2018 年亏损 7.23 亿元，2019 年预计继续大额亏损。请公司充分提

示年报披露后公司股票可能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风险。 

答复：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3.2.1 条规定：“上市公司出现下列情

形之一的，本所有权对其股票交易实行退市风险警示：（一）最近两个会计年度

经审计的净利润连续为负值或者因追溯重述导致最近两个会计年度净利润连续

为负值。” 

受融资环境偏紧、行业竞争激烈和资金流动性压力的综合影响，预计公司

2019年度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较大，具体财务数据以公司 2019年年

度报告为准。鉴于 2018 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为负值，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规定，公司股票可能在 2019 年年度报告披露后被实施退市风险警

示。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相关公告，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4、请公司说明年度业绩预告的信息保密情况，自查公司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5%以上股东及相关内幕知情人在前述事项披露前 2 个月以及披露后 2

个交易日内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说明相关主体是否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

票交易的情形。 

答复： 

2019 年度业绩预告准备期间，公司高度重视信息保密工作，严格遵守《内

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对内幕信息知情人员信息进行登记上报，同时提

示保密义务和交易限制。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5%以上股东及相关内幕知情人买卖公司股

票的自查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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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业绩预告披露前 2个月，即 2019年 11 月 23日至 2020年 1月 22日

期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高玉根先生累计被动减持 2,475.18 万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 0.72%，分别由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和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

集中竞价方式持续卖出；董事吴加富先生以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减持 498.06万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0.14%。以上减持事项已按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详见公告

（2019-107、2019-123、2019-122、2020-002）；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及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均未买卖公司股票。 

2019年业绩预告披露后 2个交易日，即 2020 年 1月 23日和 2月 3日期间：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高玉根先生被动减持 5.71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002%，由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集中竞价方式卖出；其余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5%以上股东及相关内幕知情人均未买卖公司股票。 

以上主体自查且均已确认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的情形。 

 

苏州胜利精密制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2 月 12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