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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悦达投资

编号：临 2019-027

江苏悦达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8 年年报问询函的回复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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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于 2019 年 4 月 16 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江苏悦达
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的事后审核问询函》
（上证公函
〔2019〕0453 号）
（以下简称《问询函》
），本公司对问询函所涉问题
进行了说明和回复，现公告如下：
一、年报披露，公司 2018 年各季度营业收入分别为 5.0 亿元、5.0 亿元、
4.7 亿元、6.1 亿元，而各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为 4066 万
元、5952 万元、4852 万元、-6743 万元，第四季度净利润远低于前三季度水
平。且公司第四季度扣非后的净利润为-1.55 亿元，致公司全年扣非后的净利
润为-4696 万元。请公司结合相关业务经营模式、季节性特征、结算方式等因
素，补充披露：（1）净利润在第四季度大幅下降的原因；（2）公司净利润与
营业收入的变化趋势存在背离的合理性；（3）对公司第四季度业绩产生影响的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及对应金额；（4）说明是否存在集中在第四季度调账而导致
数据异常变化的情形。请年审会计师事务所发表意见。
公司回复：
2018 年分季度主要财务数据
项目
营业收入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501,309,049.90

502,142,762.25

474,081,948.30

607,866,901.44

40,661,574.13

59,518,582.77

48,518,711.38

-67,429,927.89

25,999,708.88

36,088,843.71

46,585,156.66

-155,638,225.34

归 属 于 上 市 公 司 股 东的
净利润
归 属 于 上 市 公 司 股 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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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 除 非 经 常 性 损 益 后的
净利润
经 营 活 动 产 生 的 现 金流
81,674,083.68

206,790,848.39

-107,230,851.47

11,266,811.69

量净额

1、季度净利润差异分析
（1）公司参股单位东风悦达起亚汽车有限公司为确保年度销售目标达成，四
季度对商务政策进行了调整，加大促销力度，全年共计实现汽车销售 37.13 万台，
其中四季度销售汽车 12.89 万台，占比 34.7%。相关商务政策调整共计影响四季
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减少 12,246 万元。
（2）2018 年四季度，公司参股单位京沪高速公路受上游山东段改扩建限制
货车通行影响，通行费收入较前三季度有所下滑，共计影响四季度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较前三季度平均减少 4,098 万元。
2、季度营业收入差异分析
2018 年 10 月，公司收购了江苏悦达专用车有限公司 100%股权，属于同一控
制下的合并。2018 年江苏悦达专用车有限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34 亿元，公司于
四季度将其纳入年度合并营业收入，并对年初数进行追溯调整。未对季度数据进
行调整。
3、对公司四季度业绩产生影响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项目

四季度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

11,913,885.67

33,369,618.04

22,782,038.92

29,418,253.42

1,149,239.01

1,149,239.01

61,655,000.36

73,588,212.52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
相关，按照国家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
政府补助除外）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
并日的当期净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
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
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
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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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647,011.00

-647,011.00

所得税影响额

-4,558,623.59

-4,558,623.59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4,086,231.92

-4,086,231.92

88,208,297.45

128,233,456.48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合计

公司四季度非经常性损益 8821 万元主要为江苏银行股票处置收益及西铜高
速撤站补偿收益。
4、说明是否存在集中在四季度调账而导致数据异常变化的情形
公司四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下属企业正常经营所致，不存在
集中在四季度调账而导致数据异常变化的情形
年审会计师事务所意见：
公司前三季度报告披露的财务数据未经会计师审计。会计师在 2018 年度财务
报表审计过程中已关注到公司季度营业收入、净利润、非经常性损益的波动情况，
基于会计师在年度会计报表审计过程中取得的资料及了解的信息，会计师认为，
公司关于季度营业收入差异、净利润差异、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的相关回复意见具
有合理性。

二、年报披露，公司 2018 年各季度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 8167 万
元、2.07 亿元、-1.07 亿元、1127 万元，季度差异较大。请结合公司具体业
务模式、结算方式，补充披露：（1）各季度经营活动现金流的波动原因；（2）
分析并解释各季度经营活动现金流波动与营业收入变化存在不匹配的原因及合
理性。
公司回复：
为帮助东风悦达起亚汽车有限公司缓解流动性压力，DYK 三方股东决定按持
股比例共同向其提供总额 1 亿美元的融资支持。韩国起亚汽车公司通过首尔建
行和新韩银行提供 5000 万美元借款，由起亚汽车公司提供担保；东风汽车公司
通过东风财务公司向 DYK 提供三年期 1.7 亿元人民币借款；我司通过中国建设
银行借入 2 亿元并向 DYK 提供三年 1.7 亿元借款。公司在编制半年报时对专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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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支持东风悦达起亚汽车有限公司的 2 亿元借款归入到经营活动现金流中，在编
制三季度报时进行了重分类。

三、根据年报披露的报告期关联方存贷数据，公司在江苏悦达集团财务公司
（以下简称财务公司）存款余额 6.7 亿元，报告期存款发生额 57 亿元，利息
收入 371 万元；同期，公司存在向财务公司借款，借款余额 4 千万元，借款
发生额约 2 亿元，利息支出 348 万元。上述存款金额远远大于借款金额，但
利息收入与支出大致相当。请公司补充披露：（1）报告期相关存贷款的明细情
况，包括且不限于存贷款的单位和用途、存贷金额、期限、利息金额和利率；
（2）分析并解释利息收入支出差异较存贷款发生额差异明显不匹配的原因；
（3）
结合国内同期主要商业银行同类存款的存款利率对比情况，以及江苏悦达集团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悦达集团）其他成员单位同期在财务公司同类存款的存款
利率，说明公司存款利率是否公允；（4）公司在财务公司存在大额存款的情况
下，同时向其进行借款的合理性和必要性；（5）根据相关协议条款，说明在财
务公司存贷款是否存在额度限制或者其他限制；（6）说明公司相关存贷款安排
是否有利于上市公司。
公司回复：
1、报告期相关存贷款明细情况
（1）2018 年公司及全资和控股企业在财务公司日均存款明细如下：（单位：
万元）
公司名称

日均存款
18,495.37

江苏悦达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悦达智行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0.00

江苏威马悦达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0.00
6,470.54

陕西西铜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313.12

江苏悦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2,253.07

徐州通达公路有限公司
江苏悦达卡特新能源有限公司

97.26

江苏悦达卡特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7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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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悦达智能农业装备有限公司

900.18

江苏悦达纺织集团有限公司

808.20

江苏悦达家纺有限公司

140.73

江苏悦达服饰有限公司

57.48

江苏悦达棉纺有限公司

1,025.24
91.63

上海悦达翔韵家纺有限公司

0.30

江苏悦达家纺有限公司盐城分公司

365.58

江苏悦达家纺制品有限公司
江苏悦达专用车有限公司

1,691.43

盐城悦达戴卡创新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1,502.81
34,283.94

合计

（2）2018 年公司及全资和控股企业在财务公司信贷业务明细如下：（单位：
万元）
公司名称

信贷业务类别

金额

开始日

还款日

利率

江苏悦达专用车有限公司

流动资金贷款

1,000.00

2017-06-28

2018-06-27

6%

江苏悦达专用车有限公司

流动资金贷款

2,000.00

2017-09-28

2017-12-27

6%

江苏悦达专用车有限公司

流动资金贷款

1,000.00

2018-08-20

2019-08-19

6%

江苏悦达棉纺有限公司

流动资金贷款

2,200.00

2017-03-23

2018-03-22

4.785%

江苏悦达棉纺有限公司

流动资金贷款

4,000.00

2017-07-27

2018-07-26

6%

江苏悦达棉纺有限公司

流动资金贷款

2,800.00

2017-07-28

2018-07-27

6%

江苏悦达棉纺有限公司

流动资金贷款

2,000.00

2017-08-04

2018-08-03

6%

江苏悦达棉纺有限公司

流动资金贷款

3,000.00

2018-06-12

2018-07-11

6%

江苏悦达棉纺有限公司

流动资金贷款

4,000.00

2018-07-18

2018-09-30

6%

江苏悦达棉纺有限公司

流动资金贷款

3,000.00

2018-09-21

2018-12-20

6%

江苏悦达棉纺有限公司

流动资金贷款

5,000.00

2018-10-09

2018-10-19

6%

江苏悦达棉纺有限公司

流动资金贷款

3,000.00

2018-12-19

2019-03-18

6%

江苏悦达棉纺有限公司

票据贴现

300.00

2018-02-12

2018-06-25

5.3%

江苏悦达棉纺有限公司

票据贴现

350.00

2018-07-18

2018-12-20

4.3%

江苏悦达棉纺有限公司

票据贴现

1,027.07

2018-11-02

2019-04-30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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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悦达棉纺有限公司

票据贴现

1,000.00

2018-11-30

2019-05-16

3.8%

江苏悦达棉纺有限公司

票据贴现

820.00

2018-12-28

2019-06-15

3.8%

江苏悦达棉纺有限公司

票据贴现

1,000.00

2017-11-03

2018-02-15

5%

2、利息收入支出差异与存贷款发生额差异情况
利息收入受存款积数、利率和期限的影响；利息支出受信贷业务规模积数、
利率和期限的影响。存款利率主要受人民银行的监管，财务公司按照 1.15%执行
协定存款利率。贷款利率按照各成员单位经营状况、所属行业、参控股性质等因
素制定，目前财务公司按照约 6%执行流动资金贷款利率、按照约 4%执行票据贴
现利率。2018 年公司在财务公司存款日均为 3.4 亿元，信贷规模日均为 0.7 亿
元，公司利息收入支出与存贷款日均余额匹配。
3、财务公司的存款利率情况
财务公司作为企业集团的结算平台，一直坚持各成员单位包括上市公司都是
存款自由、利率公允的原则。悦达集团其他成员单位同期在财务公司同类存款的
存款利率与我公司相同。据调研显示，人民银行监管要求、国内主要商业银行及
省内财务公司的协定存款利率在 1.1%左右，财务公司的协定存款利率为 1.15%，
不存在明显的利率不公允的情况。
4、公司信贷业务需求情况
公司将部分备用资金存放于财务公司随时调用，以备不时之需，公司所属的
各生产经营单位存一些临时性、阶段性的资金需求，其资金需求本公司并不能完
全满足，仍需从外部借款，其向财务公司借款符合生产经营要求，具有合理性。
5、公司在财务公司存贷款限制情况
根据公司与财务公司签订的金融服务协议条款，公司在财务公司存贷款额度
如下：
（1）协议有效期内，公司存放在财务公司的每日最高存款余额（包括应计利
息及手续费）不超过 10 亿元。
（2）协议有效期内，公司在财务公司的综合授信额度每日使用余额（包括所
支付的服务费用或利息支出）不超过 15 亿元。
（3）公司在财务公司的存贷款使用不受限制。
6、说明公司相关存贷款安排是否有利于上市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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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向财务公司借款具有无需抵押担保、资金使用灵活等优势，在同等
条件下，其借款利率与外部借款利率相当，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行为。
鉴于公司目前尚处于产业调整阶段，需要储备充足资金以保障长期经营及战
略目标的实现。储备资金的相关存款安排亦符合公司业务发展的实际需要。

四、根据年报披露的关联资金往来情况，公司和悦达集团（香港）有限公司
存在一般往来 70 万元，和江苏悦达黄海拖拉机制造有限公司存在余额 200 万
元的水电费、房补、后勤服务费。请公司补充披露：上述款项是否为非经营性
往来；上述款项是否构成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资金的情形。请年
审会计师事务所发表意见。
公司回复：
1、上述款项是否为非经营性往来
（1）其他应收款为我公司下属香港润德有限公司预付给悦达集团下属悦达集
团(香港)有限公司的委托制作广告宣传款，属经营性往来。后由于公司宣传方案
调整，经协商合同终止，相关款项退回。
（2）2018 年年末余额 200 万元，为我公司下属江苏悦达家纺有限公司盐城
分公司滚存未结清的预付给悦达集团下属江苏悦达黄海拖拉机制造有限公司的
职工住宿、后勤服务费及水电费，属经营性往来。
2、是否构成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资金的情形
上述事项属经营性往来，不构成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资金的情
况。
年审会计师事务所意见：
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关于江苏悦达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非经营性资
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的专项说明》(苏亚专审[2019]49 号)。根据会
计师的工作程序，会计师没有发现公司编制的 2018 年度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
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汇总表所载资料，与会计师审计财务报表时所审核的会计资
料及财务报表中所披露的相关内容在重大方面存在不一致的情况。会计师针对公
司与悦达集团（香港）有限公司存在一般往来 70 万元和江苏悦达黄海拖拉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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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有限公司存在余额 200 万元水电费、房补、后勤服务费的回复意见重新进行
了核实，会计师认为，上述款项认定为经营性往来是恰当的。

五、年报披露，公路收费是公司报告期主营业务之一，毛利率 36.82%。根据
沪市公路收费行业上市公司披露的主营业务数据，其公路收费项目的毛利率普
遍在 55%-75%区间，公司该项业务的毛利率明显偏低。请公司结合该项业务的
经营情况、成本构成、结算方式以及与同行业公司的对比情况，补充披露该项
业务毛利率较低的原因，并解释合理性。
公司回复：
1、公司下属徐州通达（广通、运通）公路有限公司为绕城公路开放式收费企
业，不同于高速公路封闭式收费，执行计次收费，单车收费额较低。同时，受城
市周边快速路开通影响，车辆分流较多。2018 年通达公司毛利为 29%，较同期增
长 3 个百分点。
2、公司下属陕西西铜高速公路有限公司经营收费公路由 G65 包茂高速由 210
国道西安市北郊张家堡至铜川市北郊中柳湾 100 公里一级公路、梁村塬立交至西
安（咸阳）国际机场 18.96 公里二级汽车专用公路组成，执行开放式收费标准，
2011 年~2018 年毛利情况如下：（单位：万元，个）
区分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81,175

70,600

67,482

44,695

39,223

30,800

27,111

28,126

35,649

22,174

25,793

23,843

23,703

20,245

16,218

16,438

56.1%

68.6%

61.8%

46.7%

39.6%

34.3%

40.2%

41.6%

11

11

11

11

11

11

8

8

营业收
入
营业成
本
毛利率
站点数
量

2014 年起，陕西西铜高速公路有限公司由于二通道铜川新区至何家坊段（半
截沟）道路通车分流及梁村、聂冯等收费站撤站影响，西铜公司通行费收入下滑
较多，同时西铜公司收费经营权按按直线法摊销，并不因收费下降而减少摊销成
本。2018 年西铜公司毛利为 41.6%，较同期增长 1.4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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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年报披露，公司有 1.2 亿元已贴现或背书的应收票据。请公司结合应
收票据的业务模式，以及是否具有追索权条款等情况，补充披露：（1）1.2 亿
元已贴现或背书应收票据的具体情况及业务背景；（2）上述贴现或背书的应收
票据是否满足终止确认条件；（3）上述票据相关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会计准则的
规定。请年审会计师事务所发表意见。
公司回复：
资产负债表日 1.2 亿元已贴现或背书的应收票据明细如下：
区分
棉纺公司

未到期已贴现

未到期已背书

37,285,670.48

家纺公司
智能农装公司
其他
合计

37,285,670.48

合计

33,057,647.04

70,343,317.52

40,930,581.22

40,930,581.22

8,337,000.00

8,337,000.00

40,000.00

40,000.00

82,365,228.26

119,650,898.74

（1）应收票据的具体情况及业务背景
1.2 亿元的已贴现或背书的应收票据主要由子公司棉纺公司、家纺公司和智
能农装公司三家公司发生，这三家公司日常销售货物时收到客户的银行承兑汇票。
所收到的汇票中，大部分作为原材料采购的支付方式进行背书转让，属于正常的
采购付款活动，少部分出于加速回笼资金的需求到银行进行了贴现，属于正常的
短期融资行为。
（2）上述贴现或背书的应收票据是否满足终止确认条件
上述应收票据全部属于银行承兑汇票，非商业承兑汇票，由银行作为承兑人
的银行承兑汇票到期时由银行作为付款人，我公司被追偿的可能性几乎是不存在
的。基于以上理由这些票据无论背书还是贴现均符合金融资产终止确认的条件。
（3）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会计准则
上述票据在资产负债表日符合金融资产终止确认的条件，因此相关会计处理
将其全部从资产负债表中移除是符合会计准则的规定的。
年审会计师事务所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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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师在 2018 年度财务报表的审计过程中已经充分关注公司已贴现或背书
的应收票据的情况。针对公司已贴现或背书的应收票据，会计师执行了相关的审
计工作。基于会计师所实施的审计程序，没有发现公司关于已贴现或背书的应收
票据的会计处理相关回复与会计师在审计过程中取得的资料及了解的信息在所
有重大方面存在不一致。

七、公司披露 2018 年 12 月 1 日拟将持有的内蒙古西蒙悦达能源有限公
司 43.7%股权转让给悦达集团，交易价格 4.2 亿元，截至报告期末，转让手续
正在办理之中。请公司补充披露：（1）上述交易的最新进展；（2）结合公司
关于该交易已披露的公开信息，说明是否存在影响交易进程的情况；（3）说明
该交易对于公司的具体影响。
公司回复：
1、股权转让进展情况
公司 2018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转让内蒙古西蒙悦达能源
有限公司 43.7%股权的议案》，截至目前，悦达集团已与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
并支付了首期股权转让款 2.1 亿元。
2、是否存在影响交易进程的情况
本次股权转让正在积极办理中，但股权转让手续的办理流程较长，相关审批
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
3、交易对公司的具体影响
公司本次交易的主要目的是解决公司与悦达集团在煤炭业务上存在的同业竞
争问题。同时有利于公司去除非主业产业，集中精力做好智能制造及汽车等相关
产业。本次交易公司可获得投资收益 11,300.53 万元。

八、请公司依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5 号一财务报
告的一般规定》的要求，补充披露分部报告。
公司回复：
1、报告分部的确定依据与会计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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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以内部组织结构、管理要求、内部报告制度为依据确定经营分部，以经
营分部为基础确定报告分部。公司的经营分部是指同时满足下列条件的组成部分：
①该组成部分能够在日常活动中产生收入、发生费用；②公司管理层能够定期评
价该组成部分的经营成果，以决定向其配置资源、评价其业绩；③公司能够取得
该组成部分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等有关会计信息。
公司提供分部信息所采用的会计政策，与编制财务报表时所采用的会计政策
一致。
本公司的报告分部包括(a)纺织业务；(b)公路收费业务；(c) 机械装备制造
业务；(d) 其他。
2、报告分部的财务信息
期末余额/本期发生额

公路收费业 机械装备制

项目(本年)

纺织业务

其他
务

分部间抵消

合计

造业务

一、对外交易收
1,230,943,207.37 441,791,475.97 366,756,881.43

45,909,097.12

2,085,400,661.89

入
二、分部间交易
收入
三、对联营和合
营企业的投资收

4,347,456.12

1,441,393.90

184,581,520.40

190,370,370.42

9,340,299.14

-1,372,059.80

473,776.84

8,442,016.18

40,458,746.25

36,109,614.98

235,383,135.41

2,790,626.38 129,740,052.67 -110,328,910.20

110,448,639.74

益
四、资产减值损
失
五、折旧费和摊
66,421,498.57

92,393,275.61

销费
六、利润总额（亏
-53,501,934.33

79,148,474.26

损总额）
七、所得税费用

180,445.25

33,190,715.49

-1,326,921.21

32,044,239.53

八、净利润（净
2,610,181.13

96,549,337.18 -109,001,988.99

亏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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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448,639.74

-53,501,934.33

47,104,234.73

九、资产总额

1,443,844,270.40 2,147,567,819.78 969,841,927.05 11,950,730,013.01 -5,819,760,991.18 10,692,223,039.06

十、负债总额

913,961,765.52

386,224,671.25 615,270,276.21 4,762,571,393.04 -2,662,326,806.19 4,015,701,299.83

十一、其他重要
的非现金项目
1.折旧费和摊销
费以外的其他非
现金费用
2.对联营和合营
企业的长期股权

55,067,231.29

5,739,647.81 5,613,675,378.77

5,674,482,257.87

投资
3.长期股权投资
以外的其他非流

-26,857,966.65

-97,415,799.98

25,218,515.92

-42,109,892.56

-4,425,000.00

-145,590,143.27

动资产增加额

（续）
期初余额/上期发生额
项目（上年）
）

公路收费业

机械装备制

务

造业务

纺织业务

一、对外交易收入 1,034,484,848.78

其他

421,040,944.90

分部间抵消

合计

203,091,634.96

24,723,959.88

1,683,341,388.52

5,444,971.70

1,614,027.08

7,341,992.36

14,400,991.14

29,632,549.59

-15,107,863.12

221,147,236.63

235,671,923.10

二、分部间交易收
入
三、对联营和合营
企业的投资收益
四、资产减值损失
五、折旧费和摊销
68,463,644.66

90,860,164.32

16,812,012.27

51,582,442.88

227,718,264.13

-62,925,435.09

107,328,051.17

-24,147,178.61

-274,105,894.35

-38,393,647.79 -292,244,104.67

-1,757,521.57

25,621,286.52

1,318,860.20

-11,624,505.52

13,558,119.63

-61,167,913.52

81,706,764.65

-25,466,038.81

-262,481,388.83

-38,393,647.79 -305,802,224.30

费
六、利润总额（亏
损总额）
七、所得税费用
八、净利润（净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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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初余额/上期发生额
项目（上年）
）

公路收费业

机械装备制

务

造业务

纺织业务

其他

分部间抵消

合计

损）
九、资产总额

1,508,365,068.05 2,145,224,504.87 1,007,598,363.13 10,909,923,400.32 -5,698,462,976.08 9,872,648,360.29

十、负债总额

1,680,994,212.59

405,999,046.26

809,086,754.47 3,741,511,157.97 -3,502,005,785.35 3,135,585,385.94

十一、其他重要的
非现金项目
1.折旧费和摊销费
以外的其他非现金
费用
2.对联营和合营企
50,507,806.88

4,298,253.91 4,993,917,985.79

5,048,724,046.58

业的长期股权投资
3.长期股权投资以
外的其他非流动资

-33,079,377.31

-94,515,526.02

305,786,043.11

-256,932,912.10

-78,741,772.32

产增加额

特此公告。

江苏悦达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4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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