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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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管理部： 

2020年 4 月 29日，斯太尔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收悉贵所《关于对斯太尔动力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

（公司部关注函〔2020〕第 61 号，以下简称“《关注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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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证，并根据要

求，公司对《关注函》中所提问题逐项进行核查，现对相关问题回复

如下： 

一、你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29 日披露的《关于延期披露 2019 年

年度报告的公告》（以下简称“延期公告”）显示，你公司董事会审

议通过了《关于延期披露 2019 年度报告的议案》，将原定于 2020

年 4 月 29 日披露的经审计年度报告延至 2020 年 6 月 25 日披露。 

（一）《延期公告》显示，你公司于 2020 年 3 月 30 日召开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同意聘请亚太（集

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亚太事务所”）为

公司 2019 年度财务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因从聘请亚太事务所为年



审机构至年报出具日只有 30 天，故亚太事务所的审计时间紧迫。请

说明你公司迟至 3 月 30 日才确定年审审计机构的原因。 

回复： 

1、公司前期一直努力在寻找 2019 年年审审计机构，并与多个会

计师事务所就年审工作方面的事宜进行了沟通洽谈，部分会计师事务

所了解到公司大部分银行账户处于冻结状态，公司运营资金非常紧张

的信息后，担心审计费用得不到保障，均拒绝承接公司的年审业务； 

2、2020年春节后与亚太事务所进行初步沟通后，亚太事务所表

示愿意深入了解，并且按照业务承接流程需要对公司的相关情况进行

比较详细的尽职调查，彼时正值疫情高峰期，由于受到新冠疫情影响，

事前尽职调查工作比较缓慢，因此至 3月 30日才确定最终年审机构。 

（二）《延期公告》显示，你公司注册地在湖北省荆州市公安县，

办公地址在江苏省常州市，注册地址与实际办公地址相隔较远，受新

冠肺炎疫情影响，复工返岗及人员流动均受较大限制，公司聘请的审

计团队进行相关审计工作无法及时和充分开展。请说明你公司注册地

和实际办公地的人员数量、结构构成、目前工作状态、结合注册地业

务情况说明审计机构去注册地的必要性。 

回复： 

人员数量、结构构成、目前工作状态： 

公司实际办公地办公人员约 20人，其中，生产人员 5人，销售

人员 1 人，技术人员 3 人，财务人员 3 人，行政人员 8 人，其他还有

部分员工处于放假状态。 



公司在注册地湖北省荆州市公安县设有单独办公室，采取轮岗制，

一般常驻办公人员为 5 人，定期根据业务情况办理公司工商行政及税

收等相关事宜。 

审计机构去注册地的必要性： 

1、因公司注册地在湖北省荆州市公安县，故公司部分银行账户

开设在湖北公安县及武汉市，审计师需要对所有的银行账户调取银行

对账单并进行函证核实工作。 

2、公司工商、税务等行政管辖机关也在湖北省荆州市公安县，

亚太事务所本年度新承接本公司的年审业务，按照审计流程需要和公

司注册地的行政管辖机关进行相应的沟通并调取所需的相关涉及工

商、税务等审计信息。 

（三）《延期公告》显示，武进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

员会（以下简称“武进区管委会”）诉你公司投资合同纠纷仲裁一案

（案号：（2019）沪仲案字第 3240 号），律师查询了当年的相关财

务数据，并未收到武进区管委会的补贴款，和合同中表述的相关补贴

款支付事项存在不一致。而武进区管委会提出，根据合同条款，其已

付公司补贴款，因公司未能完成招商引资条款中约定的业绩承诺，要

求公司返回一半的补贴款。请说明合同的主要条款、公司对补贴款是

否做账务处理、要求公司返回一半补贴款事项是否对公司 2019 年业

绩产生影响。 

回复： 

2020 年 1 月 13 日，公司获悉上海仲裁委员会已受理武进国家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武进管委会”）诉公司

退还相关奖励款一案。武进管委会在仲裁申请书中提出，2014 年 3 月

26 日，武进管委会与湖北博盈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斯太尔动力股份

有限公司原公司名称）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约定斯太尔在武进

国家高新区投资设立企业，武进管委会对此给予支持和配合。后武进

管委会与斯太尔又签订了《补充协议》，约定斯太尔在武进国家高新

区投资建立柴油发动机生产基地，总投资预计将达人民币 70 亿元，

斯太尔应根据协议约定在园区内设立企业；在工业用地安排方面，武

进管委会按约定条件向斯太尔支付总额 8,050 万元的项目奖励基金；

在专项财政支持方面，武进管委会按约定条件向斯太尔分批支付财政

奖励共计一亿元；该补充协议第八条第 1 款特别约定：若斯太尔未能

按照投资协议在 2018 年底累计投资 30 亿，累计销售 50 亿，则武进

管委会有权要求斯太尔退还相关奖励的一半。 

因该事项为公司 2014 年董事会成员和时任高管经办，现均已离

职。武进管委会于 2020 年初提出仲裁申请后，公司尝试与原经办人

员联系未果，因此委托律师对相关案情资料进行提档查证。律师经查

询后，在往年的财务数据中未发现有上述财政奖励款入账记录，因此

对该协议内容的真实性、有效性提出质疑。公司将进一步配合律师核

实并补充相关证据。 

2019 年年度审计需要判断上述仲裁案件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

利润等的影响：若本次仲裁案件结果在审计报告日前裁定公司需退还

奖励款，需在 2019年度计提预计负债并确认相应损失 9,455 万元。 

四、你公司银行账户存在被冻结的情形。请说明截至目前，你公

司银行账户被冻结的具体情况，你公司为解除冻结已经采取和拟采取



的措施。 

回复： 

1、截止 2020 年 4 月 29 日，被冻结账户的具体明细如下表，目

前公司被冻结资金总额 126,370,208.60 元，占公司账户资金总额的

99.64%。 

公司名

称 开户行 账号 账户性质 账户余额 

斯太尔动

力（常州）

发动机有

限公司 

建设银行常州武进支行 32033078000220109289 EUR 待核查 0 

建设银行常州武进支行 32033078000220108538 EUR 结算户 0 

中国银行常州武进支行 537865454758 RMB 一般户 1660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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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产

业开发区科技支行 10602001040028664 RMB 基本户 19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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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5 

江南农村商业一行溧阳支行 87001301012010000008369 RMB 一般户 2.63 

江南农村商业银行营业部 80001001012010000007938 RMB 一般户 723.57 

江苏江南农村商业银行溧阳支

行 01301012110000002967 理财账户 1057351 

江南农村商业银行洛阳支行 86401052012010000003177 RMB 一般户 15389.17 

华夏银行常州分行营业部 13150000001115116 RMB 一般户 1746.92 

平安银行南京钟山支行 11016471958006 RMB 一般户 9.78 

首都银行常州武进支行 1060 0068 1700 2001 9 RMB 一般户 221.75 

中国工商银行常州武进高新区

支行 1105 0230 1900 0005 936 RMB 一般户 28018.15 

招商银行常州分行武进支行 519902831310701 RMB 一般户 97014.59 

交通银行武进支行 324006070018010125736 RMB 一般户 735.9 

平安银行南京钟山支行 11016577658004 RMB 资金监管账户 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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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0.14 

华夏银行溧阳支行 13153000000359748 RMB 一般户 223452.11 

华夏银行溧阳支行 13153000000400856 理财账户 124899241.9 

华夏银行广州分行营业部 10950000001973767 RMB 一般户 10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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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14.03 

中信银行武汉武昌支行 7381710182600070742 RMB 一般户 2354.65 

光大银行北京分行营业部 35000188000338981 RMB 一般户 5472.7 

农业银行常州武进高新技术产

业开发区科技支行 10602001040029779 

Steyr Motors 增资扩产项目

(RMB) 0 



农业银行常州武进高新技术产

业开发区科技支行 10602001040029878 公司技术研发项目(RMB) 106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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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江南农村商业银行营业部 80001001012010000008383 RMB 一般户 8416.48 

中国银行常州武进支行营业部 465071795969 RMB 一般户 163.28 

南京银行常州钟楼支行 1010280000000101 一般户 5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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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户 5997.02 

合计       126370208.6 

2、公司为解除冻结已经采取的措施及拟采取的措施： 

1）公司积极和相关的债权人进行沟通，争取达成双方都能接受的解

决方案，截止目前已成功和深圳市金色木棉叁拾伍号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及和合资产（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达成债务豁免协

议并实现的债务豁免的合计金额约为人民币 9,999.19 万元，这在很

大程度上减轻了公司债务压力，对改善公司整体财务状况具有积极意

义。 

2）公司目前正积极和涉及公司的几个重大诉讼及仲裁案相关的申请

方进行沟通，争取早日达成双方都能接受的和解方案，解冻被冻结的

账户资金。 

3）公司近两年由于账户资金被冻结，导致发动机及增程器业务无法

正常开展，目前公司正在想方设法筹措资金解决业务发展中资金需求，

以使公司主营业务回到良性发展的轨道，从根本上解决债务纠纷和账

户冻结对公司经营的产生不利影响。 

五、你公司于 2019 年 7 月 9 日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全

资子公司对外投资成立合资公司的议案》，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斯太

尔动力（常州）发动机有限公司与江西泰豪军工集团有限公司、自然

人何佳鑫、刘丽娟、张付军共同投资成立合资公司。请说明该合资公



司目前经营情况、主要财务数据、对你公司业绩的贡献情况和未来发

展规划。 

回复： 

合资公司基本情况： 

合资公司于 2019 年 7 月 9 日注册成立，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1,100 万元，公司全资子公司斯太尔动力（常州）发动机有限公司

以办公设备、电子设备、机器设备、技术软件、运输设备等实物出资

认缴出资 5,106万元，占合资公司总股本 46%。主要经营范围为基于

连体机身柴油机的军用动力及相关军民用动力辅助系统。 

合资公司目前经营情况： 

公司自成立以来积极开展市场拓展及恢复工作，一方面维护已

搭载样机正在完成定型试验的数个车用动力项目，项目在近年定型后

将在未来得到持续稳定的订货，有利于合资公司未来可持续发展。二

是基于合作方在军民用电源领域的产品配套及市场渠道导入其他配

套机会，将合资公司产品引入作为发电机组动力，当前已对接多个项

目，其中部分项目处于样机交付或者搭载竞标期，有项目已完成军方

竞标，即将进入批量订货阶段。三是我公司应用开发的辅助动力产品

已提供样机给工程机械制造商进行搭载测试，完成测试后即可得到批

量订单。合资公司总体未来市场向好，且业绩可期。 

目前合资公司面临一些困难，一是受疫情影响，多个竞标项目

延期，已搭载项目定型及批量订货时间延后，合资公司当前业绩受影



响；二是公司因资金短缺、流动性不足，造成部分人才流失，对生产

经营及日常管理工作造成一定影响，公司后续将根据业务发展需要对

研发、市场、管理人员进行招聘补充。 

主要财务数据： 

截止到 2019 年底，合资公司总资产 183.86 万元，其中流动资

产为 167.18万元，2019年经营（销售发动机）收入 88.22 万元，主

营业务成本 96.37万元，利润总额为-182.72 万元。 

对公司的业绩贡献及未来发展： 

合资公司目前已有样机及小批供货订单，在科研方面将完成 2、

4、6 缸 G-drive 配套发电领域的产品开发，成为新一代小中功率军

用发电机组动力主流供应商之一。在未来 1-3 年合资公司将继续积极

拓展相关市场领域，特别是加大 5G 基站的供电电源及工程机械辅助

式动力方面的配套应用，随着未来几年合资公司军民车用搭载项目进

入批量采购期，合资公司将会迎来经营业绩的显著提升。 

同时，公司董事会已向全体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传达贵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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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恪尽职守、认真履责。公司也将及时、公平、真实、准

确、完整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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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5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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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实际办公地办公人员约20人，其中，生产人员5人，销售人员1人，技术人员3人，财务人员3人，行政人员8人，其他还有部分员工处于放假状态。
	公司在注册地湖北省荆州市公安县设有单独办公室，采取轮岗制，一般常驻办公人员为5人，定期根据业务情况办理公司工商行政及税收等相关事宜。
	审计机构去注册地的必要性：
	2、公司工商、税务等行政管辖机关也在湖北省荆州市公安县，亚太事务所本年度新承接本公司的年审业务，按照审计流程需要和公司注册地的行政管辖机关进行相应的沟通并调取所需的相关涉及工商、税务等审计信息。
	（三）《延期公告》显示，武进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武进区管委会”）诉你公司投资合同纠纷仲裁一案（案号：（2019）沪仲案字第3240号），律师查询了当年的相关财务数据，并未收到武进区管委会的补贴款，和合同中表述的相关补贴款支付事项存在不一致。而武进区管委会提出，根据合同条款，其已付公司补贴款，因公司未能完成招商引资条款中约定的业绩承诺，要求公司返回一半的补贴款。请说明合同的主要条款、公司对补贴款是否做账务处理、要求公司返回一半补贴款事项是否对公司2019年业绩产生影响。
	回复：
	2020 年 1 月 13 日，公司获悉上海仲裁委员会已受理武进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武进管委会”）诉公司退还相关奖励款一案。武进管委会在仲裁申请书中提出，2014 年3 月26 日，武进管委会与湖北博盈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斯太尔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原公司名称）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约定斯太尔在武进国家高新区投资设立企业，武进管委会对此给予支持和配合。后武进管委会与斯太尔又签订了《补充协议》，约定斯太尔在武进国家高新区投资建立柴油发动机生产基地，总投资预计将达人民币70 亿元，斯...
	因该事项为公司2014年董事会成员和时任高管经办，现均已离职。武进管委会于2020年初提出仲裁申请后，公司尝试与原经办人员联系未果，因此委托律师对相关案情资料进行提档查证。律师经查询后，在往年的财务数据中未发现有上述财政奖励款入账记录，因此对该协议内容的真实性、有效性提出质疑。公司将进一步配合律师核实并补充相关证据。
	2019年年度审计需要判断上述仲裁案件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若本次仲裁案件结果在审计报告日前裁定公司需退还奖励款，需在2019年度计提预计负债并确认相应损失9,455万元。
	四、你公司银行账户存在被冻结的情形。请说明截至目前，你公司银行账户被冻结的具体情况，你公司为解除冻结已经采取和拟采取的措施。
	回复：
	1、截止2020年4月29日，被冻结账户的具体明细如下表，目前公司被冻结资金总额126,370,208.60元，占公司账户资金总额的99.64%。
	2、公司为解除冻结已经采取的措施及拟采取的措施：
	1）公司积极和相关的债权人进行沟通，争取达成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截止目前已成功和深圳市金色木棉叁拾伍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及和合资产（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达成债务豁免协议并实现的债务豁免的合计金额约为人民币 9,999.19万元，这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公司债务压力，对改善公司整体财务状况具有积极意义。
	2）公司目前正积极和涉及公司的几个重大诉讼及仲裁案相关的申请方进行沟通，争取早日达成双方都能接受的和解方案，解冻被冻结的账户资金。
	3）公司近两年由于账户资金被冻结，导致发动机及增程器业务无法正常开展，目前公司正在想方设法筹措资金解决业务发展中资金需求，以使公司主营业务回到良性发展的轨道，从根本上解决债务纠纷和账户冻结对公司经营的产生不利影响。
	五、你公司于2019年7月9日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对外投资成立合资公司的议案》，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斯太尔动力（常州）发动机有限公司与江西泰豪军工集团有限公司、自然人何佳鑫、刘丽娟、张付军共同投资成立合资公司。请说明该合资公司目前经营情况、主要财务数据、对你公司业绩的贡献情况和未来发展规划。
	回复：
	合资公司基本情况：
	合资公司于2019年7月9日注册成立，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1,100万元，公司全资子公司斯太尔动力（常州）发动机有限公司以办公设备、电子设备、机器设备、技术软件、运输设备等实物出资认缴出资5,106万元，占合资公司总股本46%。主要经营范围为基于连体机身柴油机的军用动力及相关军民用动力辅助系统。
	合资公司目前经营情况：
	公司自成立以来积极开展市场拓展及恢复工作，一方面维护已搭载样机正在完成定型试验的数个车用动力项目，项目在近年定型后将在未来得到持续稳定的订货，有利于合资公司未来可持续发展。二是基于合作方在军民用电源领域的产品配套及市场渠道导入其他配套机会，将合资公司产品引入作为发电机组动力，当前已对接多个项目，其中部分项目处于样机交付或者搭载竞标期，有项目已完成军方竞标，即将进入批量订货阶段。三是我公司应用开发的辅助动力产品已提供样机给工程机械制造商进行搭载测试，完成测试后即可得到批量订单。合资公司总体未来市场向...
	目前合资公司面临一些困难，一是受疫情影响，多个竞标项目延期，已搭载项目定型及批量订货时间延后，合资公司当前业绩受影响；二是公司因资金短缺、流动性不足，造成部分人才流失，对生产经营及日常管理工作造成一定影响，公司后续将根据业务发展需要对研发、市场、管理人员进行招聘补充。
	主要财务数据：
	截止到2019年底，合资公司总资产183.86万元，其中流动资产为167.18万元，2019年经营（销售发动机）收入88.22万元，主营业务成本96.37万元，利润总额为-182.72万元。
	对公司的业绩贡献及未来发展：
	合资公司目前已有样机及小批供货订单，在科研方面将完成2、4、6缸G-drive配套发电领域的产品开发，成为新一代小中功率军用发电机组动力主流供应商之一。在未来1-3年合资公司将继续积极拓展相关市场领域，特别是加大5G基站的供电电源及工程机械辅助式动力方面的配套应用，随着未来几年合资公司军民车用搭载项目进入批量采购期，合资公司将会迎来经营业绩的显著提升。
	同时，公司董事会已向全体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传达贵所精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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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恪尽职守、认真履责。公司也将及时、公平、真实、准确、完整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