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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盛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对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浙江盛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

年度报告的事后审核问询函》的回复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9年5月26日，浙江盛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下发的《关于对浙

江盛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的事后审核问询函》(上证公函【2019】0786号)(以下简称“《问询

函》” )，现公司就《问询函》相关问题回复如下：

年报披露，公司本期实现营业收入5.96亿元，同比减少30.7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8990.94

万元，公司自2015年上市以来，出现首次亏损，主要系本期公司高端消费类通信产品销售减少和计提FTA�

公司商誉减值准备 4,805.60�万元所致。

问题一、 业绩波动。2015年以来， 公司实现的净利润分别为3501.33万元、2730.29万元、2421.72万元、

-8990.94万元。 报告期内亏损超过了前三年的盈利总额。 报告期内营业成本为4.92亿元， 较上年同期减少

16.5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本期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6276.11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了

52.09%。请补充披露：一、结合公司生产经营模式、主要客户变化、各类产品的竞争优势，分析上市以来业绩

逐年下滑，甚至出现业绩大幅波动的原因；二、营业收入与营业成本、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不

一致的原因。

【回复】

一、结合公司生产经营模式、主要客户变化、各类产品的竞争优势，分析上市以来业绩逐年下滑，甚至出

现业绩大幅波动的原因。

(一)公司上市以来生产经营模式、主要客户变化、各类产品竞争优势等情况变化情况

1.�经营模式

盛洋科技一直是横跨有线、无线领域的通信设备生产商。自成立以来主要从事多种射频电缆及相关配

套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属射频电缆行业。主要产品包括75欧姆同轴电缆、数据电缆和高频头，产品主要

应用于电视(有线电视、卫星电视)、固定网络等各种标准的信号传输系统。

公司生产的产品主要用于出口。公司主要直接向各国或地区品牌服务商提供包括设计、制造、包装在内

的全方位的制造服务，产品主要采取直接面向各品牌服务商销售的模式，对少量产品的销售采用经销模式。

上市以来，公司的经营模式未发生较大变化。

2.�主要客户情况

上市以来，公司前五大客户中，Times� Fiber� Communications� Inc.及其关联公司、Belden� Inc.及其关联公

司等射频电缆产品客户均较为稳定，其余海外客户主要为高频头及相关配件的客户。2017年开始，公司主要

客户中新增的高端消费类，均为公司高端消费类通信产品业务出口提供服务的贸易类客户。

3.�各类产品的竞争优势情况

上市以来，公司经营的主要产品包括射频电缆类产品、高频头及相关配件、高端消费类通信产品、显示

器件等。

射频电缆类产品：公司已采取不断革新生产技术、提升品质管理水平等措施，并积极研发新产品，凭借

品质管理优势、工艺技术优势、规模优势等方面提高产品竞争力。但受到行业竞争加剧的影响，和出口政策

的变化等原因，销售收入存在波动。

高频头及相关配件：公司通过引进技术团队,推动新产品的研发,提高公司生产的高频头的技术水平，同

时加强管控降低成本。同时，利用收购FTA公司带来的渠道和品牌优势，力争稳定并提高产品售价。上市以

来，公司高频头相关产品呈逐年上升的趋势，但自2018年开始，由于市场竞争加剧等原因，高频头产品的销

售收入出现下降。

高端消费类通信产品：公司2016年下半年利用自身在通讯行业内的渠道、经验、生产等优势，通过供应

链制造模式新增的高端消费类电子产品业务。2017年公司该业务的增加较大， 对该年度收入及经营业绩影

响较大。2018年基于公司整体战略及外部环境等不可抗力影响，为立足发展主营业务，该业务未纳入重点经

营规划。

显示器件：显示器件系公司2018年四季度新增子公司虬晟光电业务。

(二)公司上市以来业绩逐年下滑，甚至出现业绩大幅波动的原因分析

1、公司自上市以来，经营业绩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2018年度 2017年度 2016年度 2015年度

营业收入 59,560.75 85,997.90 42,599.22 36,034.01

其中：

射频电缆类产品 24,097.25 20,720.04 31,870.73 26,720.68

高频头及相关配件 17,402.17 20,388.46 9,472.42 7,512.25

高端消费类通信产品 6,934.85 41,237.14 - -

显示器件 5,323.44 - - -

营业成本 49,293.65 68,996.90 32,511.11 25,689.79

毛利额 10,267.10 17,001.00 10,088.11 10,344.22

期间费用小计 13,651.40 12,913.25 6,026.94 5,505.46

资产减值损失 6,410.77 1,126.38 806.54 757.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990.94 2,421.72 2,730.29 3,501.33

[注]2016年度经营数据为同一控制企业合并追溯调整前数据。

2.� 2016年较2015年经营业绩变化的原因

2016年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2015年下降771.04万元，主要系：1)由于公司产品市场竞争

激烈，公司在拓展市场的同时对部分产品进行了结构调整，以致公司综合毛利率降低5.03%；2)公司积极拓展

业务，同比费用上涨。

3.� 2017年较2016年经营业绩变化的原因

2017年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2016年下降308.57万元，主要系：1)公司射频电缆类产品，

由于市场竞争激烈，导致营业收入大幅下降，毛利较上年减少4,181.03万元；2)公司本期收购杭州念卢及其子

公司FTA公司，导致高频头产品营业收入大幅增加，毛利较上年增加3,024.21万元；3)公司新增高端消费类产

品，营业收入大幅增加，毛利较上年增加6,959.77万元；4)本期美元兑人民币汇率下降导致公司汇兑损失增

加， 财务费用较上年增加2,381.12万元；5) 由于人工、 研发费用等增加导致销售及管理费用较上年增加4,

505.19万元。

4.� 2018年较2017年经营业绩变化的原因

2018年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2017年下降11,412.66万元，主要系：1)公司2017年通过收购

杭州念卢实现合并FTA公司时形成了商誉4,805.60万元，本期FTA公司经营状况未达预期，故计提商誉减值

准备4,805.60万元；2)本期应收PPC� Broadband� Inc.货款经单独减值测试后，计提1,395.77万元坏账准备；3)本

期高端消费类通信产品收入减少，导致相应毛利额较上年减少5,901.80万元。

二、营业收入与营业成本、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不一致的原因。

(一)公司2018年营业收入、营业成本、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情况如下：

项 目

2018年度 2017年度

金额(万元) 变动比率 金额(万元)

营业收入 59,560.75 -30.74% 85,997.90

营业成本 49,293.65 -28.56% 68,996.9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276.11 -52.09% 13,100.90

(二)营业收入与营业成本变动基本一致

公司本期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减少了30.74%，营业成本较上年同期减少了28.56%，主要系本期公司高

端消费类通信产品销售减少所致。营业收入与营业成本变动基本一致。

(三)营业收入与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不一致的原因

公司本期营业收入较上年减少30.7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减少52.09%，主要系

公司2017年底采用开立银行承兑汇票融资方式支付供应商采购款13,664.57万元， 导致2017年度购买商品、

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较少，而2018年该类融资支付采购款方式减少，2018年度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

金较多。

问题二、商誉减值。公司自2017年开始出现商誉余额4805.6万元，来源于公司2017年9月向控股股东收购

杭州念卢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杭州念卢)实现合并FTA�公司，FTA�公司2018年营业收入1.11

亿元，净利润-25.3万元，2017年营业收入1.27亿元，净利润466.49万元，经营状况未达预期，故在报告期全部

计提商誉减值准备 4,805.60�万元。请补充披露：一、FTA公司2015年至2018年营业收入、净利润、经营活动产

生现金流净额、总资产、净资产、负债等主要经营财务数据，说明业绩变化的原因；二、结合收购FTA形成商

誉时的溢价情况、评估假设内容、盈利预测、所处经营和竞争环境等内容，对与本报告期减值测试中所使用

的评估方法和评估参数假设等存在差异及原因进行解释，并分析收购后一年即业绩亏损、进而全额计提减

值准备的原因和合理性；三、本次收购杭州念卢关联交易的真实商业考虑，结合收购时点控股股东及相关方

的资金状态，说明是否涉嫌向控股股东输送利益和进行资金支持，公司实行该收购是否进行了审慎决策。请

独立董事、会计师发表意见。

【回复】

一、 FTA公司2015年至2018年营业收入、净利润、经营活动产生现金流净额、总资产、净资产、负债等主

要经营财务数据，说明业绩变化的原因。

2015年至2018年FTA公司主要经营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2018年度

/2018年12月31日

2017年度

/2017年12月31日

2016年度

/2016年12月31日

2015年度

/2015年12月31日

营业收入 11,114.21 12,730.95 13,066.88 16,827.98

净利润 -51.86 413.05 399.83 483.3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 -0.71 3,861.44 717.56 445.69

资产总额 7,253.43 7,574.75 9,874.58 7,289.01

负债总额 2,765.34 3,061.15 6,052.36 3,880.35

净资产 4,488.09 4,513.60 3,822.22 3,408.66

[注]数据出自MOORE� STEPHENS� Audit� S.A.出具的审计报告，并按照集团统一会计政策进行部分调

整。

2015年至2017年，FTA公司销售的高频头产品数量较为稳定，但受2016年销售单价下降的影响2016年较

2015年营业收入减少，2017年较2016年营业收入变化不大。 公司2015年至2017年整体毛利率水平较为平稳，

三年净利润差异较小。

2016年-2018年FTA公司政府补助资金及研发费用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2018年度 2017年 2016年

政府补助 1,388,779.93 4,420,090.24 2,392,258.83

研发费用 6,792,766.31 1,487,077.61 6,378,990.01

2018年，因所在行业发展放缓、竞争加剧，产品销售价格降低，使得FTA公司高频头产品较2017年销售收

入进一步下降。同时，为应对市场变化情况，积极提升产品品质及降低成本，FTA公司2018年加大研发投入，

当年研发投入较上年增加530.57万元，导致2018年净利润下滑。另一方面，由于FTA公司的研发项目通常会

持续2-2.5年，在FTA公司研发项目持续投入的情况下，相关政府补助也因此存在延续性，但其获得的政府

补助存在年度间的波动，2017年政府补助较高对公司盈利影响较大。 上述因素相互作用是造成2018年度相

比2017年度利润下滑的综合原因。

二、结合收购FTA形成商誉时的溢价情况、评估假设内容、盈利预测、所处经营和竞争环境等内容，对与

本报告期减值测试中所使用的评估方法和评估参数假设等存在差异及原因进行解释，并分析收购后一年即

业绩亏损、进而全额计提减值准备的原因和合理性。

(一)收购时的相关情况

1.�收购FTA形成商誉时的溢价情况

(1)�杭州念卢收购FTA公司

2016年6月30日,杭州念卢与FTA� Satellite�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Holding� S.à r.l.公司及自然人

Eliezer� Bloch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共收购FTA�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S.à r.l.公司(以下简称

FTA公司)87.4433%股权，本次收购溢价4,805.60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支付对价 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 商誉

FTA公司 8,530.51 3,724.91 4,805.60

2016年7月杭州念卢累计支付第一期股权转让款6,590.65万元，同时FTA公司于2016年7月20日完成第一

期股权交割并办妥相关变更登记手续， 公司于2016年7月20日起对该公司拥有实际控制权。 因此， 公司将

2016年7月31日作为合并日，本合并属于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杭州念卢购买日支付的合并成本大于合

并中取得的购买日享有的FTA公司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的差额4,805.60万元，将其确认为商誉。

(2)�盛洋科技收购杭州念卢

2017年9月12日，公司与绍兴市盛洋电器有限公司和叶盛洋、绍兴盛洋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与上海念方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分别签订《关于转让杭州念卢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财产份额的协议书》，累计以10,

070.22万元价格受让上述关联方所持有杭州念卢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100%财产份额，本次收购溢价

335.72万元，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项 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值额

杭州念卢 9,734.50 10,070.22 335.72

其中：持有FTA公司87.443%股权价值 8,530.51 8,858.39 327.88

上述对价，根据天源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评估基准日为2017年6月30日的《浙江盛洋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拟收购合伙份额涉及的杭州念卢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企业所有者权益价值评估报告》(天源评

报字[2017]第0277号)确定。

由于本公司和杭州念卢同受绍兴市盛洋电器有限公司最终控制且该项控制非暂时的,故该项合并为同

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同时2016年度杭州念卢收购FTA公司产生的合并商誉4,805.60万元并入本公司合并财

务报表。

综上，2016年7月杭州念卢收购FTA公司产生溢价4,805.60万元，2017年9月上市公司通过同一控制下收

购杭州念卢间接控制FTA公司，产生溢价335.72万元。盛洋科技收购FTA公司合计产生溢价5,141.32万元，其

中第一次溢价金额4,805.60万元计入商誉，第二次溢价金额335.72万元冲减资本公积。

2.�主要的评估假设

在2017年6月30日评估基准日报告中，主要的评估假设情况如下：

一般假设 具体假设

1)杭州念卢及其子公司所在国家宏观政策无重大变化；

2)杭州念卢及其子公司所在国家现行的银行利率、汇率、税收政策

等无重大变化；

3)评估对象所在的行业保持稳定发展态势，所遵循的国家现行法

律、法规、制度及社会政治和经济政策与现时无重大变化；

4)无其他人力不可抗拒因素造成的重大不利影响。

1)假设杭州念卢及其子公司能够按照企业管理层规划的经营规模和能

力、经营条件、经营范围、经营方针进行正常且持续的生产经营；

2)假设杭州念卢及其子公司所有与营运相关的现金流都将在相关

的收入、成本、费用发生的同一年度内均匀产生；

3)假设财务预测期所基于的会计政策与公司目前所采用的会计政

策在所有重大方面一致；

4)假设杭州念卢及其子公司的主要管理人员、管理理念及管理水

平无重大变化，核心管理人员尽职尽责；

5)假设杭州念卢及其子公司各公司的税收政策及利润分配情况根

据目前管理层的计划不会有重大变化；

6)假设杭州念卢及其子公司在未来经营期内的主营业务、收入与

成本的构成以及经营策略等仍保持其最近几年的状态持续， 而不发生

较大变化。不考虑未来可能由于管理层、经营策略以及商业环境等变化

导致的主营业务状况的变化所带来的损益；

7)假设杭州念卢及其子公司保持现有生产经营模式，不考虑后续

其他生产经营模式；

8)假设评估报告所依据的统计数据、对比公司的财务数据等均真

实可靠。

3.� FTA公司盈利预测情况

在2017年6月30日评估基准日报告中，盈利预测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年度 2017年7-12月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稳定年度

营业收入 7,567.15 15,975.56 17,761.36 19,298.55 20,332.44 20,332.44

净利润 364.57 857.42 972.80 1,041.23 956.59 956.59

4.�所处经营和竞争环境

FTA公司主要从事数字电视广播市场所需产品，包括广播接收和传输设备的设计、生产、营销和配送业

务；是高频头行业的主要厂商，同时是数字信道堆叠技术(dCSS)、广播互联网混合电视(HbbTV)、卫星电视

(OTT)、网络电视(IPTV)等技术的领先厂商。

FTA公司的主要产品为高频头(LNB)、接收卫星广播的圆盘天线(Dish)、机顶盒(STB)、 卫星网络信号传

输器(SAT-IP)、专业广播设备及地轴架(Stand� Floor)等相关器件。

FTA公司在卫星接收设备行业有着超过30年的悠久历史， 拥有影响力巨大的行业品牌(INVERTO)；

FTA公司的业务遍及世界50多个国家，拥有超过50家以上的运营商客户；超过100家以上的国家级高端产品

渠道客户。

FTA公司2018年的实际收入、利润较预测时发生了较大幅度的下降。主要系受到宏观环境的变化影响，

整个卫星接收业务受到IPTV和相关DTT解决方案的冲击，对FTA公司所处市场形成极大冲击。

公司查阅行业内公众公司近三年业绩情况，如下表所示：

项 目

Maxlinear�(单位：百万美元)

2018年度 2017年度 2016年度

总收入 385.00 420.32 387.83

净利润 -26.20 -9.19 61.29

主营业务 公司主营业务为设计生产射频和模拟信号芯片为主的集成电路设计，主要产品为数字电视用调谐器等。

项 目

台扬电子 (单位：百万新台币)

2018年度 2017年度 2016年度

总收入 7,969.15 7,550.80 7,597.06

净利润 52.11 160.59 164.27

主营业务

公司主营业务为微波及卫星通讯系统及器材制造，主要产品分成卫星通讯产品及地面微波通讯产品两大

类。

项 目

百一电子 (单位：百万新台币)

2018年度 2017年度 2016年度

总收入 6,342.48 8,158.20 8,850.02

净利润 -592.39 -191.99 -52.25

主营业务

公司主营业务为数字视频变换盒(STB)、卫星通讯产品 (LNB)、数位头端系统及无线通信产品(LTE、ADSL、

IP�Phone等)数码通讯产品之开发设计、制造及销售等业务。

项 目

高斯贝尔 (单位：百万人民币)

2018年度 2017年度 2016年度

总收入 790.96 1,078.13 944.95

净利润 -74.38 14.98 60.13

主营业务

公司主营业务为数字电视软硬件产品的研发、生产与销售，主要产品包括数字电视前端设备、数字电视系

统软件、数字电视终端产品，及有线、地面数字电视系统技术服务等。

[注]上述数据来源自各公众公司年报披露。

从上表，2018年度高频头所在行业大部分公众公司业绩出现大幅下滑，2018年度FTA公司与同行业公众

公司经营趋势变动一致，符合高频头行业发展的现状。

5．两次评估(收购时评估与本期末商誉减值测试评估)所使用的评估方法和评估参数假设等存在差异

及其原因，以及收购后一年即业绩亏损、进而全额计提减值准备的原因及合理性

(1)�第一次评估及方法选择

2017年公司收购杭州念卢时采用资产基础法及收益法对FTA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行了评估，最终

选取了收益法作为定价的方法。其盈利预测是管理层基于当时的市场及行业环境，结合公司的具体业务及

历史财务数据等情况下做出的。

本次评估的目的为股权收购，评估对象为股东全部权益价值，包括杭州念卢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及FTA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均系企业价值，资产范围为全部的资产及负债。根据评估准则的相关规定，对

其主要资产（即FTA公司）采用了两种方法（资产基础法、收益法）进行评估。基于当时的市场及行业环境，

结合公司的具体业务及历史财务数据等情况， 评估时假设FTA公司基本面不发生大的变化情况下持续经

营，即在未来经营期内的主营业务、收入与成本的构成以及经营策略等仍保持其最近几年的状态持续，而不

发生较大变化，依据营利预测情况，其收益法结果合理的反应了资产基础法中没有反映的公司品牌、客户关

系、管理与技术及人力资源等经济资源的价值，故选取收益法评估结果作为最终结果。

(2)�第二次评估及方法选择

据了解，由于受到宏观环境的变化影响，整个卫星接收业务受到IPTV和相关DTT解决方案的冲击，对

FTA公司所处市场形成极大影响，导致2018年FTA公司业绩大幅下降，与收购时的预期差异较大，已经存在

较为明显的商誉减值迹象，2017年6月30日评估报告中盈利预测与2018年实际实现情况对比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项 目 营业收入 净利润

实现情况 11,114.21 -51.86

预测情况 15,975.56 857.42

差 异 -4,861.35 -909.28

本次评估目的为商誉减值测试，评估对象为相关资产组，包括形成的商誉进行减值测试涉及的商誉相

关资产（固定资产、无形资产，不含营运资金）。根据相关会计准则的规定，需要根据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

后的净额与资产组预计未来现金流的现值两者之间较高者确定。企业管理层对于资产组未来年度的现金流

进行了预测，按未来现金流的现值来测算资产组的可收回金额；同时，按照各项资产的最佳使用前提，采用

成本法对资产组中每项资产的公允价值进行计量。

由于FTA公司2018年的实际收入、利润较收购预测时发生了较大幅度的下降，以现有业务为基础的资

产组未来年度的现金流现值已经明显低于其公允价值，故商誉减值测试时直接采用了成本法对资产组的公

允价值进行了评估。

(3)�全额计提商誉减值准备的合理性

公司管理层考虑FTA公司经营及竞争环境，对未来的经营和市场虽做出一定的部署和规划，通过引进

优秀的设计开发团队和销售人才走差异化道路，精简组织架构以减少管理费用，充分利用FTA现有国际品

牌和销售渠道，积极拓展新市场，但是未来能否快速扭转公司业绩仍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公司认为从目前

FTA公司的实际经营及未来预测看，结合国际市场环境的重大不确定性，全额计提商誉减值准备是合理的。

三、 本次收购杭州念卢关联交易的真实商业考虑，结合收购时点控股股东及相关方的资金状态，说明

是否涉嫌向控股股东输送利益和进行资金支持，公司实行该收购是否进行了审慎决策。请独立董事、会计师

发表意见。

(一)本次收购杭州念卢关联交易的真实商业考虑

2015年5月，公司通过业内人士介绍，开始与FTA公司接触。在此过程中，公司了解到FTA公司在卫星接

收设备行业有着超过30年的悠久历史，拥有影响力巨大的行业品牌(INVERTO)；FTA公司的业务遍及世界

50多个国家，拥有超过50家以上的运营商客户；超过100家以上的国家级高端产品渠道客户，渠道产品的毛

利率高达30-70%。公司在面对自身卫星业务类型较为单一，业务覆盖区域较少，客户层级较低的局面下，期

待用FTA公司的品牌影响力和渠道平台为公司的业务带来转型， 并且非常看好该公司业务未来的发展空

间。

因杭州念卢持有FTA公司87.44%的股权，公司通过收购杭州念卢100%的出资份额，目的是为实现对杭

州念卢的下属子公司FTA公司的控制。FTA公司是高频头行业的重要企业， 同时是数字信道堆叠技术

(dCSS)、广播互联网混合电视(HbbTV)、卫星电视(OTT)、网络电视(IPTV)等技术的领先厂商。收购 FTA� 公

司符合公司内增式发展及外延式并购相结合的战略及产业布局，公司可借此完善公司产品结构，拓展差异

化的销售市场，提升公司的产品竞争力。

综上，公司收购FTA公司具有真实的商业理由。

(二)公司收购价格公允

2017年9月，公司聘请的具备证券从业资格的天源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了《浙江盛洋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拟收购合伙份额涉及的杭州念卢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企业所有者权益价值评估报告》(天源评报

字[2017]第0277号)，评估价值为10,070.22万元。评估结果系基于当时的宏观经济环境、以及杭州念卢及其子

公司当时的经营情况等为基础进行的。评估结果符合当时的宏观环境及经营情况，评估结果是合理、审慎

的。

2017年至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到期未了结金额较大的商业贷款和其他债务，不存在尚

未了结的重大诉讼、仲裁，也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其资产状况及资金状态均处于正常状态。

综上，盛洋科技收购价格参考评估报告结果，价格公允，上述收购不存在向控股股东输送利益和进行资

金支持的情形。

(三)公司实行该收购时进行了审慎决策

2015年5月公司高层欲通过收购海外公司以获得国际品牌和销售渠道，为公司拓展新市场，与FTA公司

的实际控制人Eliezer� Bloch就收购事宜进行了长达六个月以上的初期接洽，鉴于谈判时间过长，时逢当时国

内对外汇流出进行管制，办理程序繁琐，须历经区省商务部门、发改委、外汇管理局、银行等多个部门审批，

考虑到信息保密、办理方便及安全等众多因素，公司控股股东盛洋电器决定由其先行代为收购。

2015年11月，盛洋电器开始组建杭州念卢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为收购做准备，由于当时国内办理有

限合伙企业受到管控，实际于2016年2月完成该公司的工商设立登记手续。当时公司聘请了北京国枫律师事

务所、毕马威企业咨询(中国)有限公司、卢森堡当地律所Arendt&Medernach� SA等中介机构进行了尽调工作。

根据各中介机构出具的尽调结果，杭州念卢决定对其进行收购。

2017年4月，审议上市公司年度报告相关会议上，公司持续督导的保荐人和独立董事提出，盛洋电器收

购的FTA公司生产的产品与公司类同，虽产品档次和客户群体有所不同，但存在潜在同业竞争之嫌，建议公

司尽快解决。经公司管理层审慎考虑，2017年7月聘请了中天国富证券有限公司、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天源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对FTA公司开展了一系列审计与评估

等收购相关的工作。 根据各中介机构出具的相关报告，2017年9月12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杭州念卢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同意公司收购杭州念卢

100%的出资份额。

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同意意见，认为：该关联交易有利于尽快推进控股股东履行承诺进度，保障公司

持续、健康、快速发展，丰富公司产品结构层次。交易涉及的标的公司股权清晰，交易价格经具有从事证券、

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中介机构评估后确定，定价公允且具有合理性，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从事证

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评估机构具备本次评估专业能力和相关独立性。在审议该议案时，四位关联董事已

按规定回避表决，董事会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不存在损害公司及非关联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2017年9月29日

公司召开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杭州念卢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暨关联交

易的议案》。

杭州念卢持有FTA公司87.44%的股权，公司通过本次收购杭州念卢100%的出资份额，从而实现了对杭

州念卢的下属子公司FTA公司的控制。杭州念卢已于2017年11月15日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

综上，公司认为公司本次收购杭州念卢关联交易具有真实的商业考虑，不存在向控股股东输送利益和

进行资金支持的情形，并对该次收购进行了审慎的决策。

(四)独立董事、会计师意见、评估师意见

独立董事意见：该关联交易涉及的标的公司股权清晰，交易价格经具有从事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

中介机构评估后确定，定价公允且具有合理性，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从事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

的评估机构具备本次评估专业能力和相关独立性。

在审议该议案时，四位关联董事已按规定回避表决，董事会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不存在向控股股东输送利益和进行资

金支持的情形，不存在损害公司及非关联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会计师意见：2015年至2018年FTA公司业绩变化符合公司实际经营情况；上市公司收购FTA公司的相关

股权价值评估和本年商誉减值测试评估，由于两次评估目的不同，随着经营环境及状况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从目前FTA公司的实际经营及未来预测看，全额计提商誉减值准备是合理的，故即使两次评估方法不一致，

但是符合公司经营实际情况；本次收购杭州念卢关联交易具有真实的商业考虑，不存在向控股股东输送利

益和进行资金支持的情形，同时，公司已对该次收购进行了审慎的决策。

评估师意见：前后两次评估分别为股权收购、商誉减值测试，评估目的不同，评估对象也不同（股权收

购对象为股权全部权益，商誉减值测试为相关资产组），同时企业经营环境、经营状况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评估师根据基准日时的情况，选择了适宜的方法进行评估。评估结果相对合理地反映了不同评估基准日时

的实际状况，也符合资产评估准则及会计准则的要求。

问题三、分季度数据。年报披露，报告期每季度分别实现营业收入1.73亿元、1.1亿元、1.36亿元、1.76亿

元；而在行业季节性特点中表述，受最终需求方采购安排等因素影响，射频电缆企业一季度销售额通常较

低。请公司补充披露：一、按射频电缆类、高频头及相关配件、高端消费类通信、显示器件等产品分别披露分

季度主要财务数据及波动原因；二、上述分季度营业收入变动情况与非财务信息表述不一致的原因；三、分

季度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与营业收入变化趋势不一致的原因。

【回复】

一、按射频电缆类、高频头及相关配件、高端消费类通信、显示器件等产品分别披露分季度主要财务数

据及波动原因。

(一)主要产品各季度销售情况

单位：万元

产品类别 项 目 一季度 二季度 三季度 四季度 小 计

射频电缆类产品

营业收入 4,741.66 5,866.65 7,013.63 6,475.31 24,097.25

营业成本 3,791.11 4,684.56 6,005.68 5,444.45 19,925.80

高频头及相关配件

营业收入 3,861.20 3,829.89 4,995.46 4,715.62 17,402.17

营业成本 2,968.93 3,112.44 4,051.13 3,905.64 14,038.14

高端消费类通信产

品

营业收入 6,934.85 - - - 6,934.85

营业成本 5,876.89 - - - 5,876.89

显示器件

营业收入 - - - 5,323.44 5,323.44

营业成本 - - - 3,957.17 3,957.17

(二)�主要产品财务数据分季度波动原因

1.射频电缆类、高频头及相关配件产品：由于受到射频通信行业季节采购影响，一、二季度销售淡季，销

售收入较低，毛利率波动主要受到材料人工成本上涨以及季度产品结构差异影响；

2.高端消费类通信产品：由于该产品市场受到外部环境因素影响，公司此类业务大幅下降；

3.显示器件：系四季度新增子公司虬晟光电生产及销售的产品。

二、上述分季度营业收入变动情况与非财务信息表述不一致的原因

(一)射频电缆等通信类行业

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第三节之一之(三)�披露有关行业季节性特征“广播电视接入网、固定宽带接入网

和局域网是射频电缆最主要的应用领域。国内外运营商和布线工程承包方一般在每年的第一季度制定全年

投资和采购计划，第二季度开始实施。受最终需求方采购安排等因素影响，射频电缆企业一季度销售额通常

较低。”

公司在射频电缆等通信类行业产品主要包括射频电缆、高频头及相关配件，射频电缆类产品第一、第二

季度营业收入相对较低，第三、第四季度营业收入相对较高，上述分季度财务数据与非财务信息披露趋势一

致。

(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

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第四节之二之(四)�披露有关小尺寸显示器“基于LED技术的小尺寸显示器件属于

市场主流产品，基于VFD技术的小尺寸显示器件市场增长乏力，趋向平稳，基于TFT-LCD技术的小尺寸显

示器件除了有助于传统家电升级为智能家电，还可广泛用于新兴的消费类电子产品。小尺寸显示器件属于

电子元器件，行业内企业均需要按照家电制造商等客户要求为其订制产品，以便于同各种款式的家电等消

费品相配套” 。

公司在其他电子设备制造行业主要产品系显示器件类产品，系2018年10月，新增子公司虬晟光电生产

及销售产品，该产品销售季度间销售平稳，具体详见本回复问题九之一。

(三)高端消费类通信产品

该业务是公司 2016�年下半年尝试通过供应链制造模式新增的高端消费类电子产品业务，2018� 年基

于公司整体战略及销售地外部环境等不可抗力影响，导致公司一季度以后无此类产品的销售。

三、分季度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与营业收入变化趋势不一致的原因。

(一)2018年度分季度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一季度 二季度 三季度 四季度 小计

营业收入 17,300.94 11,007.06 13,618.04 17,634.71 59,560.75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10.54 82.98 -198.66 -8,364.73 -8,990.9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5,589.04 -5,540.99 -4,927.66 11,155.72 6,276.11

(二)2018年度分季度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与营业收入变化趋势不一致

的主要原因如下：

1.�分季度营业收入、影响公司净利润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一季度 二季度 三季度 四季度 小 计

营业收入 17,300.94 11,007.06 13,618.04 17,634.71 59,560.75

财务费用 1,098.27 -673.20 -133.95 486.10 777.22

资产减值损失 -207.97 -90.54 267.70 6,441.58 6,410.77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10.54 82.98 -198.66 -8,364.72 -8,990.94

如上表所示，公司一、四季度营业收入较高，但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一、四季度较低，主要原因

系：

(1)一季度公司销售高端消费类通信产品，之后无此类产品销售，导致公司一季度内销收入销售占比较

高，但公司其余季度均以外销为主，主要以美元结算货款，一季度美元兑人民币走低导致公司一季度汇兑损

失较高，二季度美元不断升值导致汇兑收益持续增加，故一季度营业收入较高，而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较低。

(2)四季度新增子公司虬晟光电，营业收入合并增加。但四季度计提大额减值准备，主要系①公司在四季

度对FTA公司进行商誉减值测试，全额计提商誉减值；②四季度对金额重大应收账款单项减值测试，并补提

坏账准备。

综上所述，虽然公司一、四季度营业收入较高，但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一、四季度较低，与公司实

际经营情况吻合。

2.�分季度营业收入与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一季度 二季度 三季度 四季度 小 计

营业收入 17,300.94 11,007.06 13,618.04 17,634.71 59,560.7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5,589.04 -5,540.99 -4,927.66 11,155.72 6,276.11

其中：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22,227.31 16,335.22 12,386.06 28,055.53 79,004.12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15,167.94 18,249.71 15,472.16 13,984.35 62,874.16

如上表所示，公司营业收入、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一、四季度较高，二、三季度较低，趋势一致，但二、

三季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较差，主要系受到射频电缆类产品季节性采购影响，本公司二、三季度备货采

购支付的现金较高所致。

综上，公司一、四季度营业收入较高，但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一、四季度较低，趋势不一致；营业

收入、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一、四季度较高，二、三季度较低，趋势一致。公司认为上述分季度营业收入、归

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波动情况虽趋势不同，但与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吻

合。

3.销售费用、管理费用及研发费用对营业收入、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及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影响。

主要期间费用与营业收入分季度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一季度 二季度 三季度 四季度 2018年度

销售费用 463.75 416.20 570.69 1,356.73 2,807.37

管理费用及研发费用 1,991.98 2,257.50 1,943.77 3,873.55 10,066.80

营业收入 17,300.94 11,007.06 13,618.04 17,634.71 59,560.75

销售费用、管理费用及研发费用占营业收

入比例

14.19% 24.29% 18.46% 29.66% 21.62%

问题四、偿债能力。年报披露，公司短期借款余额40亿，同比大幅增长73.01%；资产负债率由上市时

32.39%上升至57.48%。请公司结合资金周转情况、流动性水平，说明短期借款的主要用途，大幅增加对公司

日常经营的影响。

【回复】

2018年度，公司资产负债率增加，主要系公司短期借款增加所致。公司短期借款余额5.10亿元，同比增长

73.01%，新增借款主要用于购买浙江虬晟光电技术有限公司51%的股权。

截至2018�年12月31日，公司授信额度141,500万元，已使用额度46,294.90万元，可使用额度95,205.10万

元, 主要用于日常经营周转等事项。 公司2018年第四季度收购虬晟光电， 虬晟光电2018年度实现净利润3,

979.35万元、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5,199.68万元，增强了公司未来经营业绩及日常经营现金流入。

同时，盛洋科技作为上交所主板上市公司，具备通过资本市场进行直接债务融资的能力，可以通过发行

公司债券、中期票据、短期融资券等多元化的债务融资方式进行融资，弥补资金缺口。

综上所述，公司本期短期借款余额增加，不会对上市公司的日常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问题五、营运能力。相较2017年，公司存货周转率、应收账款周转率、流动资产周转率均出现明显下降。

请公司分析说明原因、拟采取的措施。

【回复】

(一)�公司存货周转率、应收账款周转率、流动资产周转率：

项 目 2018年度 2017年度

存货周转率 2.27 3.28

应收账款周转率 2.25 3.31

流动资产周转率 0.92 1.24

公司存货周转率、应收账款周转率下降，主要受到高端消费类通信产品销售影响，同时新增子公司虬晟

光电，期末存货余额增加4,497.06万元、应收账款余额增加10,092.71万元，以致流动资产周转率下降。

若不包括高端消费类通信产品，2017年公司存货周转率1.65、 应收账款周转率2.38及流动资产周转率

0.72；2018年公司存货周转率2.00、应收账款周转率2.74及流动资产周转率0.92，公司实际周转率上升、周转

天数下降。

(二)�公司拟采取的措施

2019年中国外贸发展面临的环境更加严峻复杂，世界经济下行压力犹存，受全球政治经济环境影响，公

司经营面临汇率波动加大、原材料价格高位运行、反倾销和贸易摩擦频发等多重压力,�今后公司仍将坚持

以主营业务为核心，以提升内部管理为基础，稳步推进各项工作，为提高存货周转率、应收账款周转率及流

动资产周转率，管理层拟采取以下措施 ：

1.充分利用海外销售平台，应对中美贸易摩擦带来的不利影响

公司产品主要销往欧美等发达国家市场，北美市场销售更为集中。在北美地区，公司主要客户为百通、

TFC等国际大型综合企业。但是，如果北美市场出现波动将直接导致订单数量减少，或公司与客户合作关系

发生变化，公司经营业绩亦将受到较大不利影响。面对此等不利的政治经济环境，我司将充分利用海外子公

司FTA公司的销售渠道和品牌影响力，将我司目前现有的产品打入到美国以外的海外市场，让更多的海外

客户了解并知悉我公司的产品。

2.立足主业，加大研发投入，加大技改力度

公司将继续立足同轴等有线通讯产品、高频头等无线通讯产品两大方向，在巩固有线通讯产品市场份

额的基础上，持续扩大无线通讯产品的发展规模，未来，将在增加产品附加值、积累核心技术、提高生产工艺

水平方面持续创造综合竞争能力，稳固企业在行业内技术领先地位及规模优势。

3.加强应收账款回款的管理工作

因全球经济不景气，部分客户存在资金压力，为积极解决海外应收账款回款难的现状，2019年5月底，公

司管理层亲赴国外，与客户进行了良好的沟通、磋商，力争2019年不但能解决应收账款遗留问题还能进一步

加强双方的合作。

自上市以来，公司毛利率由28.71%逐年下滑至17.24%。报告期，公司射频电缆类、高频头及相关配件、高

端消费类通信等各产品毛利率均出现下滑，导致整体毛利率下降1.61个百分点。

问题六、射频电缆类。本期射频电缆类产品毛利率较上年同期减少1.66个百分点，主要系市场竞争激烈，

导致同轴电缆销售单价下降所致。请补充披露：一、射频电缆类产品的前十大客户及销售金额，国内、国外销

售额及占比；二、结合该产品公司所在市场的份额、可比公司同类产品的销售单价变动情况，说明销售单价

的下降是否具有延续性。

【回复】

一、射频电缆类产品的前十大客户及销售金额，国内、国外销售额及占比

(一)射频电缆类产品前十大客户及销售情况：

单位：万元

序号 客户名称 2018年度

1 Times�Fiber�Communications�Inc. 7,203.04

2 One�Southwire 3,143.17

3 Belden�Inc.、PPC�Broadband�Inc. 1,972.89

4 Cable�Network�Association�Inc. 1,298.30

5 江苏亨通线缆科技有限公司 1,124.52

6 ALFANAR�ELECTRICAL�SYSTEMS 1,029.51

7

上海始足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汇海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1,015.98

8 Duacarrier�electronics�techlology�Inc. 625.74

9 侯马经济开发区普天纵横线缆有限公司 621.17

10 General�Cable�Corporation 612.68

小 计 18,647.00

(二)射频电缆类产品国内、国外销售情况

地区名称

2018年度

金额(万元) 比例(%)

国 内 4,235.02 17.57

国 外 19,862.23 82.43

小 计 24,097.25 100.00

二、结合该产品公司所在市场的份额、可比公司同类产品的销售单价变动情况，说明销售单价的下降是

否具有延续性。

(一)射频电缆类产品销售单价下降系销售结构发生变化

产品类型 2018年度平均单价(元/千米) 变动幅度 2017年度平均单价(元/千米)

编织同轴电缆 448.92 0.49% 446.71

护套同轴电缆 703.02 -10.91% 789.08

射频电缆类产品 617.30 -4.38% 645.60

射频电缆类产品中主要产品为编织同轴电缆和护套同轴电缆，上述两种产品2018年营业收入占射频电

缆类产品的79.82%，射频电缆类产品销售单价变动主要受上述两种产品影响。

由上表所示，公司射频电缆类产品销售单价降低，主要系产品结构发生变化所致，其中销售价格相对较

低的编织同轴电缆销售占比自2017年的33.79%增加至2018年的40.72%， 而销售价格相对较高的护套同轴电

缆销售占比自2017年的53.29%下降至2018年的39.10%，且单价因市场因素降低。综上，射频电缆类产品平均

销售单价变化幅度不大，较为稳定。

(二)公司所在行业发展前景较好

公司射频电缆产品所处细分射频电缆行业公开信息较少，暂无所在市场的份额数据统计。射频电缆行

业属于通信行业，是通信行业重要的配套产业，是人类现代经济活动不可或缺的基础性行业。我国通信总量

巨大且近年保持高速增长。2018年电信业务总量达到65,556亿元，比上年增长137.9%，增速再创新高。电信业

务收入累计完成13,010亿元，比上年增长3.0%。其中固定数据及互联网业务收入完成207亿元，比上年增长

5.1%。移动数据及互联网业务收入6,057亿元，比上年增长10.2%。IPTV业务收入比上年增长19.4%；物联网业

务收入比上年大幅增长72.9%。

(三)公司与同行业可比公司不存在显著差异

同行业与公司射频电缆产品类似的公司主要为金信诺，公司与金信诺2018年较2017年单位售价变动情

况、毛利率变动情况对比如下：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单位售价变动幅度 毛利率变动幅度

300252.SZ 金信诺 -5.99% -1.60%

公司 -4.38% -1.66%

注：上述数据根据上市公司公开信息整理计算。部分公司因未披露销量数据故无法计算。

由上表所示，从单位售价变动幅度来看，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毛利率与单位售价的变动幅度基本一致。

(四)未来射频电缆产品销售价格可能存在下降的风险

公司已采取不断革新生产技术、提升品质管理水平等措施，并积极研发新产品，凭借品质管理优势、工

艺技术优势、规模优势等方面提高产品竞争力，以提高产品单位售价。但倘若市场竞争强度大于预期，或因

市场需求发生变化，未来可能存在产品售价下降的风险。

问题七、高频头及相关配件。本期高频头及相关配件毛利率较上年同期减少2.77个百分点，主要系本期

母公司高频头成本上升以及二级子公司FTA公司高频头销售单价下降所致。此外，母公司高频头销售量下

降导致库存增加12.97%。请补充披露：一、母公司高频头成本的构成、成本上升的原因；二、母公司与FTA公

司的产业链关系或产品差异，母公司高频头的销售单价是否发生变化，库存的高频头是否计提充分的跌价

准备；三、高频头及相关配件产品的前十大客户、销售金额及稳定性，国内、国外销售额及占比；四、结合该产

品公司所在市场的份额、可比公司同类产品的销售单价变动情况，说明FTA公司高频头销售单价下降的原

因及延续性影响。

【回复】

一、母公司高频头成本的构成、成本上升的原因

(一)高频头成本构成：

项 目

2018年度

金额(万元) 占比(%)

材料成本 6,269.00 79.32

人工成本 895.39 11.33

其他费用 738.61 9.35

小 计 7,903.00 100.00

(二)母公司高频头成本上升原因

高频头生产所需电子元器件等材料成本上升、加工费成本上升导致母公司高频头成本增加；平均生产

人员较去年增长11.33%，月均工资增长9.06%，人工成本的增加导致母公司高频头人工成本增加。

二、母公司与FTA公司的产业链关系或产品差异，母公司高频头的销售单价是否发生变化，库存的高频

头是否计提充分的跌价准备。

(一)母公司的高频头产品及市场

公司生产的高频头全部用于出口。公司生产的高频头产品主要面向中东及非洲地区销售，包括埃及、阿

尔及利亚、土耳其等地；除中东及非洲地区以外，公司也在不断提升产品品质，积极向发达国家和地区拓展

业务，高频头业务已拓展至葡萄牙、德国等发达国家。

(二)FTA公司的主要产品及市场

FTA公司主要从事数字视频广播市场所需产品的设计、生产、营销和配送业务，主要产品为高端高频

头、碟状天线的接收器及其配件和卫星电视机顶盒。FTA公司是高频头行业的主要厂商，同时是数字信道堆

叠技术(dCSS)、广播互联网混合电视(HbbTV)、卫星电视(OTT)、网络电视(IPTV)等技术的领先厂商。

FTA公司成立于欧洲卢森堡，经过多年的经营，已将业务从欧洲拓展至全球，除欧洲市场外目前中东、

印度、 北美及拉丁美洲也已成为其核心市场。FTA公司的主要客户为卫星通讯运营商及数字视频广播设备

经销商。FTA公司掌握了卫星电视接收端全过程产品，从碟形接收器、高频头、信号切换器及机顶盒的全部

开发、设计和制造技术。FTA公司产品的硬件结构、外观设计及相应的解码、加密软件均为自主研发，其独特

的设计、稳定的性能确立其产品的高端定位。

(三)产业链关系

FTA公司作为一个贸易商，同时拥有优秀的设计研发团队，其旗下品牌Inverto以其近20年来持续提供优

质的产品及服务树立了良好品牌形象，在欧洲、美洲、中东及亚洲部分地区获得高度评价，FTA公司拥有为

高端高频头产品制造商提供技术支持的能力。盛洋科技作为一个高频头制造厂商，拥有丰富的生产经验，可

在FTA的技术支持下为FTA的客户提供定制产品。未来，公司将充分利用FTA公司在高端高频头设计领域的

技术优势和品牌影响力，与盛洋科技高效的生产、管理能力有机结合，双方共享销售渠道，使用差异化的产

品拓展市场，保障双方的持续、健康、快速发展。有助于提升公司经营业绩，丰富公司生产、经营品种，并通过

与公司形成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及业务协同的发展，做强公司高频头业务。

(四)母公司高频头的销售单价是否发生变化

类 型 2018年度平均单价(元/件) 变动幅度 2017年度平均单价(元/件)

高频头 8.39 -0.24% 8.41

母公司2018年销售单价波动较小。

(五)库存的高频头是否计提充分的跌价准备

1.期末高频头库存及跌价准备计提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2018年

存货余额 存货跌价准备余额 存货价值

原材料 714.57 - 714.57

委托加工物资 253.80 - 253.80

在产品 1,046.28 - 1,046.28

库存商品 1,871.59 115.80 1,755.79

小 计 3,886.24 115.80 3,770.44

期末在产品未发生减值，期末库存商品跌价准备余额115.80万元。期末高频头计提跌价准备，主要系由

于期末公司外购部分型号高频头产品受到近期市场行情需求、公司未来对高频头产品型号销售布局变化等

因素影响，导致库存预计售价波动、可变现净值下降所致。

2.存货跌价准备计提

期末，公司高频头库存采用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计量，按照成本高于可变现净值的差额计提存货跌

价准备，具体如下：

(1)原材料及委托加工物资

公司高频头库存原材料主要为集成电路、场效应管、线路板、电容、电阻等。这些原材料系高频头生产过

程中的通用原材料。公司对产成品订单及原材料市场价格因素等综合考虑，按照可加工完工产成品的估计

售价减去继续加工成本扣除预计销售税费金额确定其可变现净值。

公司高频头库存委托加工物资主要为高频头贴片半成品、压铸主体、塑胶壳等。委托加工物资按照可加

工完工产成品的估计售价减去继续加工成本扣除预计销售税费金额确定其可变现净值。

经测算，公司期末原材料及委托加工物资未发生减值。

(2)在产品、库存商品

公司高频头库存在产品主要为高频头贴片、集成电路、场效应管半成品等，该在产品经过进一步组装、

包装等后续工艺后形成高频头成品。

对于有订单对应的高频头在产品，按照订单价格减去继续加工成本扣除预计销售税费金额确定其可变

现净值；有订单匹配的高频头库存商品，公司按照订单价格减去销售税费等计算可变现净值。

对于无订单对应的高频头在产品，其可变现净值参照同类型产品市场价格减去继续加工成本和销售税

费等确定。无订单匹配的高频头库存商品，其可变现净值参照同类型产品市场价格减去销售税费等计算可

变现净值。

公司对库存的高频头计提跌价准备的方法符合《企业会计准则》规定，期末均按照存货跌价准备计提

方法计提，存货跌价准备金额充分。

经测算，公司期末在产品未发生减值，库存商品计提存货减值准备115.80万元。

三、高频头及相关配件产品的前十大客户、销售金额及稳定性，国内、国外销售额及占比。

(一)高频头及相关配件产品前十大客户及销售情况：

单位：万元

序号 客户名称 2018年度

1 Multichoice�Support�Services�(Pty)�Ltd. 2,293.52

2 Serbia�Broadband�d.o.o. 1,338.47

3 LONGFIELD�LTD 1,288.51

4 OSTROWSKI�SP.ZO.O. 661.95

5 Gulf�DTH�LDC 556.42

6 Tata�Sky�Ltd. 522.95

7 ALI�NAJI 444.30

8 MASA�TRADING�FZCO 443.91

9 Erwin�Weiss�GmbH 402.60

10 ANTNET-COMUNICACOES,S.A. 366.46

小 计 8,319.09

(二)高频头及相关配件产品国内、国外销售情况：

地区名称

2018年度

金额(万元) 比例(%)

国 外 17,402.17 100.00

高频头及相关配件全部销往国外。

四、结合该产品公司所在市场的份额、可比公司同类产品的销售单价变动情况，说明FTA公司高频头销

售单价下降的原因及延续性影响。

(一)FTA公司高频头销售单价分析如下：

产品类型 2018年度平均单价(元/件) 变动幅度 2017年度平均单价(元/件)

高频头及相关配件 48.88 -16.40% 58.47

(二)高频头产品所在行业发展放缓

高频头产品目前主要用于将卫星下行的微弱视频信号进行低噪声放大，并降频到卫星电视接收机所需

要的中频信号，再通过同轴电缆将中频信号传输到卫星电视接收机。受各地区卫星电视用户数量、付费情况

变化及数字化程度影响，高频头市场也将持续变化。但同时，作为通信行业重要的配套产业，高频头所在的

行业周期与宏观经济运行周期密切相关。当全球经济蓬勃发展，相关行业往往会面临较好的发展机遇；当全

球经济发展陷入停顿，整体行业可能受到周期性影响。

由上图所示，根据多媒体研究集团MRG的调查，卫星接收设备市场在过去数年一直保持低增速，并无

较大的增长点。 随着5G等通信技术的布局与应用，OTT互联网视频业务、IPTV网络电视业务等在海外的推

动，卫星电视在海外农村和偏远地区的影响力将日趋减少，相应所需的高频头及其配件市场整体需求量也

将面临瓶颈。

(三)行业竞争加剧导致整体销售单价下降

目前海外卫星高频头生产厂商众多，包括拥有多年的技术和市场积累的以夏普公司、百一电子(TWSE:

6152)等为代表的台系企业，以及以出口为导向，为欧美数字卫星直播提供商提供指定服务的中山圣马丁电

子元件有限公司(“中山圣马丁” )等国内厂商，占据了以北美、欧洲为代表的全球高端高频头市场较大份额。

因此，受上述整体竞争格局的影响，近年来行业内高频头产品销售单价整体呈下降趋势。

2018年，公司高频头及相关配件产品收入为17,402.17万元，占整体卫星接收设备市场的比例较低。受整

体市场竞争情况的影响，公司高频头单位售价较同期减少16.40%，毛利率较同期减少2.77%。

(四)�未来高频头产品可能存在销售价格下降趋势及公司的应对措施

若未来OTT互联网视频业务、IPTV网络电视业务等在海外的市场扩大，进一步影响卫星电视接受市场

的份额，使得需求持续下降，或市场竞争强度持续增强，未来公司高频头产品销售单价下降趋势仍有可能延

续。

目前公司将通过FTA公司引进海外优秀的技术团队,推动差异化产品的研发,对公司生产的高频头的水

平提供技术支持，致力于研发生产高端的和专业性功能更强大的高频头产品，与普通高频头生产企业进行

差异化竞争。同时加强内部管控以降低成本，更好地利用FTA公司带来的渠道和品牌优势，力争稳定并提高

产品售价。面对目前的行业竞争格局及市场环境，虽然未来高频头产品可能存在销售价格下降的风险，但公

司坚信走差异化道路仍能把握住市场先机。

问题八、高端消费类通信产品。高端消费类通信产品为公司2017年新增产品，2017年实现营业收入4.12

亿元，占当期收入近50%，2018年仅实现6934万元，同比下降83.18%，毛利率较上年同期减少1.62个百分点。请

补充披露：一、该高端消费类通信产品的具体名称、业务模式、订单获取方式和应用领域，产销量相同不存在

库存的原因，说明货物流转和资金结算过程，收入确认的方法、依据及合理性；二、2017、2018年的前十大客

户、销售金额以及变化情况，国内、国外销售额及占比；三、其营业收入大幅下降的具体原因，该业务在2017

年新增但未纳入2018�年重点经营规划的原因，是否具有延续性。

【回复】

一、该高端消费类通信产品的具体名称、业务模式、订单获取方式和应用领域，产销量相同不存在库存

的原因，说明货物流转和资金结算过程，收入确认的方法、依据及合理性。

(一)业务来源及模式

公司高端消费类通信产品为定制的智能手机SKD模组。公司通过智能手机SKD模组业务，建立了与自

身业务规模匹配的电子产品供应链制造的模式，涉足高端消费类电子产品等行业。

(二)业务模式及订单获取方式

由于该产品市场进入门槛较高，公司主要通过“以销定产” 方式，并按照客户要求，进行定制化研发设

计并实现销售。

(三)产销量相同不存在库存的原因

公司智能手机SKD模组定制业务主要通过“以销定产”方式，在获得确定订单数量和价格以后，将订单

需求下达到国内专业智能手机SKD模组生产商生产，由本公司组装完成验收后交付客户。截至2017年12月

31日、2018年12月31日，公司已完成所有订单交付，因此期末不存在库存。

(四)资金流及物流情况

上图中主要环节包括：1.订单：公司接到客户订单；2.根据需求选择并预付采购款：公司完成产品设计

后，根据需求选择供应商并根据合同条款预付采购款；3.付清余款：发货前付清全额货款；4.发货：供应商发

货；5.发货：公司加工完成后，发货至客户；6.回款：客户根据合同约定回款。

(五)收入确认方法、依据和合理性

公司高端消费类通信产品收入确认方法：根据与客户签订的销售合同或订单需求,完成相关产品生产,

经客户检验合格入库,并与客户对账确认；产品销售收入货款金额已确定,款项已收讫或预计可以收回；销售

产品的成本能够合理计算。

公司高端消费类通信产品收入确认依据：根据产品销售合同条款约定，采用客户验收确认的物流签收

单作为收入确认依据，确认收入、结转相关成本。

公司高端消费类通信产品收入确认合理性：结合产品销售合同条款，公司完成产品生产并获取客户签

收物流单，开具相关发票，产品销售收入金额确定，成本能够合理计算，且相关货物风险报酬已转移，收入确

认合理。

二、2017、2018年的前十大客户、销售金额以及变化情况，国内、国外销售额及占比。

单位：万元

序号 客户名称 2018年度 2017年度

1 A客户 6,934.85 -

2 B客户 - 12,811.12

3 C客户 - 12,477.82

4 D客户 - 11,533.76

5 E客户 - 2,955.55

6 F客户 - 1,458.88

小计 6,934.85 41,237.13

因公司与上述客户之间签署过保密协议，根据公司《信息披露暂缓与豁免业务内部管理制度》的规定，

公司已履行了内部决策程序，因此对上述涉及公司商业秘密的信息不进行披露。

三、其营业收入大幅下降的具体原因，该业务在2017年新增但未纳入2018�年重点经营规划的原因，是

否具有延续性。

2017年公司新增高端消费类通信产品，当年实现营业收入4.12亿元，占当期收入近50%，但是2018年该类

产品实现营业收入6,935万元。

由于外部环境的多变风险，以致公司高端消费类通信产品相关业务的持续性发展受到较大影响，出于

审慎考虑，公司对该业务未纳入公司2018年重点经营发展规划。2018年一季度后该产品无销售，截至目前，

上述业务均已完成结算。公司将积极开拓其他市场，降低外部环境变化较大的区域业务，以实现公司可持续

发展。

问题九、显示器件。公司报告期内以自有资金出资共计2.65亿元，收购浙江虬晟光电技术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虬晟光电)51%的股权，收益法下形成商誉1.71亿元。报告期内，虬晟光电实现营业收入3.51亿元，净利润

3,979.35万元； 自2018年11月起纳入合并报表范围，2018年11月-12月实现营业收入5,341.98万元， 净利润

625.02万元。请补充披露：一、分月度披露2018年以及2019年1-4月虬晟光电的营业收入、净利润、经营活动产

生现金流净额、总资产、净资产、负债等主要经营财务数据，以及同比增减情况，说明经营是否符合预期；二、

详细披露商誉减值测试过程与方法，包括但不限于可收回金额的确定方法、重要假设、关键参数等，并结合

收购虬晟光电的真实商业考虑，说明未对其计提商誉减值的合理性，请会计师发表意见；三、虬晟光电为浙

江京东方显示技术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1632万元，担保到期日为2019年4月17日，该关联是否履行了

信息披露义务和必要的决策程序。

【回复】

一、分月度披露2018年以及2019年1-4月虬晟光电的营业收入、净利润、经营活动产生现金流净额、总资

产、净资产、负债等主要经营财务数据，以及同比增减情况，说明经营是否符合预期。

(一)虬晟光电的主要经营财务数据及同比增减情况如下表：

（下转B78版）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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