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代码：002590

证券简称：万安科技

公告编号：2020-054

浙江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交所年报问询函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任何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浙江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万安科技”）于 2020 年 6
月 29 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下发的《关于对浙江万安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报的问询函》中小板年报问询函【2020】第 249 号，公司
现根据问询函的要求，对问询函相关问题作出回复并披露如下：
1、你公司 2019 年四个季度实现营业收入分别为 49,163 万元、57,429 万元、
49,296 万元和 69,023 万元，请说明第四季度收入较前三季度大幅增长的原因，
是否存在第四季度提前确认收入的情况。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一、公司回复
（1）公司第四季度收入较前三季度大幅增长的原因
公司自设立以来一直致力于汽车底盘控制系统的研发、生产和销售，拥有底
盘前后悬架系统、汽车电子控制系统、气压制动系统、液压制动系统、离合器操
纵系统等多个产品系列。第四季度，海通车桥 20 寸盘式制动器标配 JH6 凸地板
车型上量，江淮新开发车型 A5 开始批量生产，公司作为其底盘前后模块的供应
商，销售收入大幅上涨。
公司所处的汽车零部件行业与整车制造业存在着密切的联动关系，第四季度
为传统的汽车销售旺季，2019 年各季度汽车销量情况如下所示：
单位：万辆
项目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商用车

111

109

93

120

乘用车

526

486

511

620

合计

637

595

604

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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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上表数据来源中国汽车工业协会
由上表可知，2019 年汽车销量在第四季度较前三季度有所上升。公司的主
营业务为汽车底盘控制系统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产品覆盖乘用车和商用车底盘
控制系统两大领域。公司的销售收入情况受整车销量影响，各季度销售情况基本
与汽车销售情况相匹配。
选取同行业可比公司对比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季度

亚太股份

浙江世宝

银轮股份

双环传动

万安科技

第一季度

88,218.57

27.71%

21,542.29

21.93%

138,860.45

25.15%

75,625.20

23.37%

49,163.00

21.86%

第二季度

73,323.19

23.03%

23,509.01

23.93%

130,677.62

23.67%

78,539.36

24.27%

57,429.00

25.53%

第三季度

63,647.60

19.99%

23,632.24

24.06%

116,192.26

21.05%

71,941.60

22.23%

49,296.00

21.92%

第四季度

93,159.41

29.26%

29,553.48

30.08%

166,344.01

30.13%

97,476.26

30.12%

69,023.00

30.69%

合计

318,348.77

100.00%

98,237.02

100.00%

552,074.34

100.00%

323,582.42

100.00%

224,911.00

100.00%

由上表可知，2019 年各个季度，公司与同行业可比公司的营业收入变动趋
势基本一致。
（2）关于是否存在第四季度提前确认收入的情况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第 5 条的规定：“销售商品的收入，应
当在下列条件均能满足时予以确认：1）企业已将商品所有权上的主要风险和报
酬转移给购货方；2）企业既没有保留通常与所有权相联系的继续管理权，也没
有对已售出的商品实施控制；3）收入的金额能够可靠地计量 4）与交易相关的
经济利益能够流入企业；5）相关的、已发生或将发生的成本能够可靠地计量。”
公司销售商品收入确认的具体原则如下：
内销：一般情况下，主机厂客户领用货物或者领用货物所生产的产品验收合
格后，开具开票通知单，双方确认后，公司确认收入。部分主机厂客户通过网络
平台公布领用并验收合格的货物清单，公司根据公布的货物领用情况确认收入；
其他客户在收到货物并验收合格后确认收入。
外销：对以 FOB、CIF、CFR 方式进行交易的客户，公司以货物在装运港越
过船舷作为相关风险报酬转移时点以及收入确认时点。
公司的收入确认符合企业会计准则要求，第四季度营业收入较其他季度增长
较多主要原因为：一方面，下游行业需求拉动；另一方面受汽车零部件的行业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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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特征影响。
公司建立了完备的售后服务体系，在主要销售区域均设立了办事处，并配备
售后服务员以解决产品使用中的质量问题。公司根据自身产品的特点，建立了质
量判定和退货补货的标准和规范。
报告期后不存在较大金额的销售退回情况。
综上，公司认为，公司第四季度营业收入较其他季度增长较多具有真实性及
合理性，不存在提前确认收入的情况。
二、年审会计师意见
针对上述事项，我们实施的审计程序包括但不限于：
（1）了解和评价管理层与收入确认相关的关键内部控制的设计和运行的有
效性；
（2）获取与主要客户签订的销售合同，对合同关键条款进行核实，识别与
商品所有权上的风险和报酬转移相关的合同条款与条件，评价公司收入确认是否
符合会计准则要求；
（3）将报告期的销售收入与上一期的销售收入进行比较，分析产品销售的
结构和价格变动的原因，评价公司产品销售结构和价格变动是否合理；
（4）采用抽样方法对已确认的收入执行细节测试，查看销售合同、发票、
出库及发运的记录和签收单据、收款凭证，抽查已确认收入的销售报关单、提单
和发票，并结合对资产负债表日应收账款的函证程序，确认公司销售收入的真实
性；
（5）检查应收账款报告期内的收款记录及期后收款记录，抽测销售收款的
银行进账单据，核对收款单位金额、日期与收款凭证是否一致，查明期后是否存
在大额退货情况；
（6）对资产负债表日前后的销售收入执行截止性测试，就资产负债表日前
后记录的交易选取样本，核对出库单、提单以及客户实际领用结算单等，并结合
应收账款函证和海关函证数据等，评价销售收入是否计入恰当的会计期间；
（7）对比同行业上市公司第四季度营业数据，确认公司营业收入的变动与
同行业相比是否存在异常。
基于实施的审计程序，我们认为，公司说明的信息与我们执行万安科技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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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财务报表审计中了解的情况没有重大不一致。我们未发现公司在第四季度提
前确认收入的情况。

2 、 你 公 司 2019 年 对 外 出 售 持 有 的 飞 驰 镁 物 13.8153% 的 股 权 以 及
Protean9.37%的股权，请说明：
（1）出售上述资产的定价依据，若采用收益法进行评估，请补充说明未来
预测收入、折现率等主要参数的选取情况；
回复：
1）关于出售持有的飞驰镁物 13.8153%的股权
定价依据：本次股权交易价格依据交易各方协商后的交易对价结果确定。
2019 年 4 月 10 日，飞驰镁物完成了本次股权转让前的最后一轮融资，融资
总额为人民币 2,940 万元，本次融资前飞驰镁物估值为人民币 65,000 万元，融资
完成后估值为人民币 67,940 万元。
在飞驰镁物上述估值基础上，飞驰镁物所有股东与收购方经过多轮报价协商，
交易各方最终同意并确定本次飞驰镁物 100%股权交易价格为 13,000 万美元，公
司持有的飞驰镁物 13.8153%股权及其他股东合计持有的飞驰镁物 86.1847%股权
全部出售给收购方，飞驰镁物所有股东按照交易价格及其持有的股权比例计算各
自的股权转让价格。
本次股权交易价格为 13,000 万美元（按汇率 1:7.0262，折合人民币 91,340.60
万元），飞驰镁物本次 100%股权转让对价较最后一轮融资后的估值溢价人民币
23,400.60 万元，溢价率为 34.44%，公司持有飞驰镁物 13.8153%的股权，对应的
股权转让价格为 17,959,890 美元（按汇率 1:7.0262，折合人民币 126,189,779.12
元）。
2）关于出售持有的 Protean9.37%的股权
定价依据：本次股权交易价格依据 Protean 大股东与收购方协商后的交易对
价结果确定。
本次Protean Holdings Corp.（简称“Protean”）股权交易价格始终由Protean大
股东与收购方进行沟通谈判，公司虽持有Protean9.37%的股权，但未参与本次股
权交易价格的谈判。经过Protean大股东与收购方多轮报价协商，最终Protean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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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同意以6,000万美元出售Protean100%股权，本次股权交易，Protean大股东有
拉动权，大股东同意接受6,000万美元的出售价格，其它股东必须跟售。在满足“拖
售权”的情况下，公司只能以相同价格和相同条款及条件、按照持有股票总量的
比例参与出售活动，致使公司被拖动出售持有的9.37%的Protean股票。
根据2016年6月1日公司与Protean签订的《浙江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购买
Protean Holdings Corp. 第二次交割的D轮优先股投资条款和双方战略合作》
“Series D Preferred”D轮优先权的权利、优先权、特权和限制条件”（15）之“强制
出售权”规定：“在IPO之前，当有足够的投资者表决同意出售所有或部分Protean
证券或接受任何并购提议，该等投资者应享有权利强制其他Protean普通股、优先
股或任何其他股票持有人以相同价格和相同条款及条件、按照持有股票总量的比
例参与拟出售活动。该等投资者有权表决或使得Protean批准进行拟出售活动的权
利。任何其他Protean优先股或普通股或任何其他股票的持有人均应接受按持有股
票总量的比例参与并表决赞同批准以相同价格和相同条款进行拟出售活动”。
本次交易，运用了Protean Holdings Corp. 的第五次修订及重述股东协议中的
5.1 “拖售权”，即由“5.1（a）i.绝大部分股东以持股比例同意；ii. 持有特权并持
有64.77% 已发行股票的Oak Investment Partners XII（“橡树“）的赞成；iii.持有特
权并且共持有9.58%已发行股票的金沙江创投（”金沙江“）等的赞成；iv. Protean
董事会大多数赞成”。
由于Protean大股东行使了“拖售权”，Protean的绝大部分股东以持股比例赞成，
及Protean董事会大多数赞成，满足拖售条件，公司持有的9.37%的Protean股票被
拖动出售，被拖动出售股票的还有其它共持有其余16.28%已发行股票的数十位股
东。
（2）出售上述资产确认的投资收益金额是否准确。
回复：
1）关于出售持有的飞驰镁物 13.8153%的股权
按照交易协议的约定，本次股权转让价格 17,959,890 美元中的 16,854,666
美元在交割时支付，其余 1,105,224 美元为暂扣款，需考虑流动资金调整额、现
金、债务、费用补偿等因素后计算所得金额。
2019 年 12 月 18 日，公司与收购方完成资金交割，收到了收购方支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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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54,666 美元等值人民币 118,424,254 元的股权转让款。2020 年 4 月 30 日，公
司与收购方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补充协议二》，确定了收购方就目标股权向公
司支付的对价总额，经调整后为 16,854,666 美元的等值人民币 118,424,254.25 元。
详见《关于出售参股公司股权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0-030）。
公司购入飞驰镁物股权时初始投资成本为人民币 2,000 万元，损益调整
-292.05 万元，2019 年账面价值为 1,707.95 万元，合同约定出售价格为 1,795.99
万美元，其中 110.52 万美元为暂扣款，在相关价格调整日按照约定的计算方式
(考虑流动资金调整额、现金、债务、费用补偿等因素)计算所得金额，如果金额
为正值，公司有权基于出售的股权按比例获得相应款项，如果金额为负值，公司
应基于出售的股权按比例向埃森哲(中国)支付等于该等金额绝对值的款项。公司
年报期间与对方确认，剩余款项预计收不回，也无需支付，故暂扣款未确认投资
收益，公司按已收到的 11,842 万元确认投资收益 10,134 万元。
2）关于出售持有的 Protean9.37%的股权
公司对 Protean 股权的投资成本为人民币 13,604 万元，损益调整为-3,525
万元，减值准备 9,481 万元，账面价值为 598 万元。合同约定本次获得的股权转
让款为 631.23 万美元，折合人民币金额 4,337 万元。其中 470.02 万美元已收到，
剩余 161.20 万美元（2020 年 6 月 23 日，公司已收到备用金中的部份资金 127.25
万美元）作为并购保证备用金，预计将在 12 个月后收到剩余资金。协议中并未
约定将扣除相关费用，拟全额确认投资收益。故确认投资收益 3,739 万元。
综上，出售上述资产确认的投资收益金额准确。

3、你公司子公司浙江诸暨万宝机械有限公司 2018 年亏损 68 万元，2019 年
亏损 10,345 万元，请说明该子公司 2019 年亏损额大幅增长的原因。
回复：
2019 年度影响子公司浙江诸暨万宝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宝机械”）
净利润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

2018 年

变动额

营业收入

31,103.30

41,885.47

-10,782.17

营业成本

27,733.74

34,970.59

-7,236.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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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减值损失

2,247.87

1,494.63

753.24

资产减值损失

7,845.92

365.54

7,480.38

-10,344.64

-67.90

-10,276.73

净利润

万宝机械亏损额大幅增长的原因主要系：
（1）2019 年度汽车行业整体表现不佳，国产自主品牌乘用车厂家业绩下滑，
万宝机械受客户订单规模下滑、部分产品售价下降等因素影响，销售收入下降，
毛利率下滑；
（2）本报告期对子公司安徽盛隆铸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隆铸业”）的
长期股权投资计提减值准备 6,571.93 万。盛隆铸业注册资本 12,500.00 万元，其
中万宝机械出资 7,150.00 万元，持有 57.20%的股权，盛隆铸业自 2017 年以来持
续亏损，2017 年、2018 年、2019 年净利润分别为-1,202.83 万元，-3,963.39 万元，
-4,320.65 万元，且该公司后续经营存在继续亏损的风险，根据《会计准则第 2
号——长期股权投资》及《企业会计准则第 8 号——资产减值》等相关规定计提
减值准备。
（3）万宝机械的客户主要是国内乘用车，2019 年受国内外各种因素影响，
国内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特别是国内汽车行业整体下滑严重，多家国产自主
乘用车品牌汽车厂家客户经营陷入困境，由于万宝机械部分客户经营情况持续恶
化，且涉及较多诉讼、资产查封等导致履约能力较差，通过综合评估客户的资产
状况、经营情况、履约能力后，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按谨慎性原则，
计提了相应的应收账款坏账准备。同时，万宝机械对为经营陷入困境且已暂停向
其供货的客户如上述应收账款单项计提客户而备货的存货进行了全面的清理，并
相应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导致信用减值损失和资产减值损失金额相对较高。

4、你公司副车架类产品 2017 年至 2019 年毛利率分别为 14.67%、5.78%和
0.36%，请说明该类产品毛利率持续下滑的原因。
回复：
2019 年，国内汽车行业下滑趋势严重，多家国产自主品牌乘用车厂家经营
业绩下滑，公司配套的副车架产品产量逐年下降。副车架类产品 2017 年产量为
36.35 万套，2018 年为 34.49 万套，2019 年为 30.12 万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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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为提升副车架产品的竞争力，扩大产能，最近几年对副车架厂房及设备
等持续投入，累计已投入资金 24,468 万元。随着厂房设备验收，公司副车架类
产品的折旧额逐年增加，2017 年为 1,163.34 万元，2018 年为 1,486.92 万元，
2019 年为 2,064.37 万元。
由于投资金额逐年增加，折旧等固定成本持续上升，而产量逐年降低，导致
单位产品固定成本分摊上升，毛利率持续下滑。

5、报告期内，你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陈锋向你公司借款 12 万元，请说明
该笔借款发生的原因，你公司是否存在对董事、高管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形。
回复：
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陈锋于 2019 年 1 月借款 10 万元，5 月借款 2 万元，
合计 12 万元，个人借款主要是用于差旅备用金，并于 2019 年 12 月前全部归还。
公司不存在对董事、高管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形。

特此公告。

浙江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7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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