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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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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9日，公司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出的《关于对林海股份有限公

司2018年年度报告的事后审核问询函》（以下简称“《问询函》”），公司及公

司年审会计师事务所就有关问题答复如下： 

一、关于公司生产经营 

1.年报显示，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5.26 亿元，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264.78 万元。自 2008 年起，公司年度盈利均低于 500 万元。

请公司： 

(1）结合所处行业整体发展情况、国内同行业企业经营情况、竞争格局、产

业链上下游情况等，分析说明公司盈利能力弱的原因； 

答复：公司所处行业在2018年前分为：特种车辆、摩托车及通用动力机械行

业。2018年公司重新定义行业分类，划分为特种车辆行业、摩托车行业、农业机

械及消防机械行业。 

2018年公司各行业收入占比表：                            单位：元 

分行业 营业收入 占公司营业收入比例（%） 

特种车辆行业 230,163,811.02 47.00  



摩托车行业 88,069,214.26 17.98  

农业机械行业 46,084,968.83 9.41  

消防机械行业 125,409,642.61 25.61  

合 计 489,727,636.72 100.00  

特种车辆行业，公司主要产品包括：ATV、UTV系列特种车辆，面向国际市场

销售；公司的主要竞争对手为美国北极星、日本雅马哈、本田等。2008年以来，

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国际市场需求大幅下滑，销售网络一度萎缩，公司主销

产品300CC系列特种车辆，销量呈现较大幅度下滑，2008年销售收入约2500万元，

仅为2006年销售收入的30%。近年来，我国特种车辆行业出口呈现一定幅度的增

长，公司根据市场需求，加快产品结构调整步伐，逐步开发500CC、700CC、T－

BOSS等系列特种车辆共8款新品车型，在美国、法国等重点市场站稳了脚跟，2018

年公司特种车辆板块实现营业收入2.3亿元，同比增长54%，但由于国际贸易保护

主义抬头及国内劳动力成本上升，导致公司与日本、美国等竞争对手的比较优势

已大幅缩小，该板块总体盈利水平不高。 

摩托车行业，2012年以来开始转型升级,连续多年处于下滑调整阶段，产销

量从2011年的近2700万辆，下降到2018年的不到1600万辆（国内、国际行业数据

见下表）；在禁摩、油转电、“国Ⅳ”排放标准实施等大政策趋势下，国内摩托

车市场销售下降趋势仍将继续。公司摩托车主要产品为100CC系列踏板车、125CC

系列踏板车，目前未涉足附加值高、大功率的休闲摩托车产品。由于国内摩托车

市场总体需求持续下降,行业竞争加剧,公司主要产品(中等排量踏板车)同质化

竞争严重，各生产厂家价格竞争日趋激烈，造成公司摩托车产品毛利率较低。近

年来，公司积极开拓国际摩托车市场，2018年国际市场摩托车销售收入比2015

年增长1694万元，但总体出口数量不大。公司摩托车板块业务量不大，未形成规

模效应,盈利水平不高。 

摩托车行业国内、国际销量数据表                            单位：万辆 



项 目 2012年    
行业销量  

2014年   
行业销量  

2015年  
行业销量 

2016年  
行业销量 

2017年  
行业销量 

2018年  
行业销量 

行业国

内销售 
1471 1271 1112 987 962 826 

行业国

际销售 
894 858 770 693 751 731 

合计 2365  2129 1882 1680 1713 1557 

公司摩托车产品销售情况表                                  单位：万元 

项 目 2012年销售收入 2015年销售收入 2018年销售收入 

公司国内销售 822.84 9897.13 6052.38 

公司国际销售 124.80 1065.68 2754.54 

合计   947.64  10,962.81  8806.92 

通用动力机械行业，一直受欧美发达国家在技术和品牌优势方面的钳制，以

及国内生产厂商低成本、低价格的冲击，竞争力往往体现在低端市场的无序竞争

中，很难有较大发展。公司通用动力产品为400CC以下小型通用汽油机，2012年，

公司H系列汽油机（水平轴）和1P65汽油机产品实现销售收入约5000万元,由于该

类产品附加值不高，价格竞争激烈,产品盈利能力低，近几年来公司已逐步淡出

通用动力机械行业。                                           

公司部分通用动力机械产品销售情况表                        单位：万元 

项目 2012年销售收入 2015年销售收入  2018年销售收入 

H系列 4705.93 0 0 

1P65 358.50 1561.54 0 

消防机械行业，公司原有产品主要为风力灭火机、油锯、单级手抬机动泵，

由于产品投放市场多年，传统竞争优势削弱，产品销售逐年下降；2015年起，公

司着手产品结构调整，推出消防车、智能式消防泵、高扬程多级消防泵等新产品，



虽然新产品毛利率较高，但新产品总体销售收入规模不大。 

公司部分消防机械产品销售情况表                            单位：万元 

项  目 2012年销售收入 2015年销售收入 2018年销售收入 

消防车 397.14 3,397.75 3,903.71 

智能式消防泵 无 1984.67 1,520.50 

高扬程多级消防泵 无 290.48 1,216.17 

农业机械行业，2016年起，在农田作业机械化趋势和国家产业政策的引导下，

公司进入农业机械细分行业，主要产品为手扶式插秧机、打药机，2017年，公司

启动高速插秧机开发项目。 2018年，公司农业机械板块业务实现营业收入4608

万元，同比增长31.84%，该业务板块尚处于发展初期，虽具备一定盈利能力，但

尚未形成较强的规模效应。  

公司部分农业机械产品销售情况表                            单位：万元 

项目 2016年销售收入 2017年销售收入 2018年销售收入 

手扶式插秧机   1,173.29    3,203.59  4,180.75 

打药机 无      292.03      427.72  

综上所述，公司特种车辆板块出口值在行业排名前3位，但与行业排名第1

位企业差距较大；摩托车业务板块，公司在摩托车行业排名前50名左右，业务规

模较小；消防机械业务板块，公司主要经营森林消防产品，在森林消防机械细分

行业中位于前列，但行业规模整体较小；农业机械业务板块，公司主要经营插秧

机、打药机等产品，是公司近年来新进入的业务领域，尚处于发展初期。因此，

公司总体经营规模相对较小，盈利能力相对较弱。 

（2）结合公司目前实际经营情况，说明后续改善经营业绩的具体安排，同

时就相关不确定性充分揭示风险。 

答复：公司将大力提高盈利能力高的产品的生产和销售，坚持能力提升与业



绩增长并重，坚持产品竞争力提升与业务模式创新并重，不断深化战略调整，加

快新品开发速度和新项目进度，加快产品的转型升级。 

特种车辆板块：2019 年，公司针对美国等重点市场客户需求，加快新产品

开发和上市步伐，推出多款新品特种车辆（如 850ATV、Z180、LH1200UTV、

T-BOSS750 改进版等产品），以大排量、精品化为特色，以中小排量、高性价比

形成全系列规模化产品线。进一步提升产品竞争力，提高特种车辆的市场占有率，

努力成为国内外具有较强影响力的特种车辆全系列供应服务商。 

农业机械板块：紧跟国家农业机械化战略，加大研发投入，聚焦植保机械细

分领域做精做强；手扶式插秧机，巩固现有东北市场的同时积极开拓南方市场，

力争 2019 年整机销量有较大增长；高速插秧机形成小批量销售；通过召开现场

推介会等方式，加大打药机产品的市场推广力度，力争在江苏、河北等地打造产

品应用示范基地。 

消防机械板块：公司积极适应市场形势，抓住森林防火机械需求上升的机遇，

开发新型森林消防产品，如新风力灭火机、水冷森林消防泵等；扩大森林消防水

罐车、高扬程水泵销售，巩固行业地位，同时加大特种消防车辆在社区消防领域

的推广力度，在全国多地形成示范效应。 

摩托车板块：稳定现有摩托车市场，进一步延伸市场触角，加强林海品牌建

设，积极探索差异化、个性化的发展道路。针对国际市场推出 MINIBIKE 摩托车、

新雅格系列；国内市场，针对休闲、娱乐踏板摩托车细分市场，加大 LH175领程

系列产品的市场推广力度。 

风险提示：2019 年特种车辆行业受到中美贸易谈判的影响，可能产生新的

贸易壁垒，公司特种车辆国际市场销售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农业机械行业市场

竞争加剧，市场对产品性价比的要求越来越高，对企业的综合竞争力提出了更高

的要求。公司高速插秧机产品开发进度有可能达不到预期；公司打药机产品（带

静电吸附功能），因处于市场推广初期，其市场接受度能否达到预期具有一定的



不确定性；消防机械行业在转型升级的过程中，市场存在着一定的不确定性；摩

托车行业由于国四排放标准实施，切换国四排放标准后，产品售价将会有所提高，

相对于二轮电动车竞争力下降，市场对国四产品的接受程度存在一定的不确定

性。 

2.年报显示，公司一至四季度营业收入分别为 1.27 亿元、1.34亿元、1.09 

亿元、1.57 亿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为3.33 万元、18.51 万元、

-1.10 万元、244.04 万元。其中，第四季度营业收入占全年比重为 29.80%，但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占比高达 92.17%。请公司： 

（1）结合所处行业特点及自身实际经营情况，说明公司业绩是否具有明显

的季节性特征； 

答复：公司四大业务板块，其中消防机械、农业机械板块的季节性较强，特

种车辆、摩托车板块季节性特征不明显。消防机械板块中消防泵、消防车产品，

因四季度属于林业防火季节，订单较多，具有明显的季节性特征；由于水稻季节

性播种作业所致，公司农业机械板块中主要产品插秧机一季度和四季度订单较

多，属于销售旺季，具有明显的季节性特征。 

（2）结合主要产品的销量、毛利率情况，说明报告期内各季度营业收入相

对均衡，但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差异较大，尤其是第四季度净利润增幅

远超营业收入增幅的原因及合理性。 

答复：公司2018年四季度利润增幅超过营业收入增幅的主要原因为：消防机

械板块中的消防泵、消防车产品四季度属于销售旺季；农业机械板块中的主要产

品插秧机一季度和四季度属于销售旺季；对公司全年的利润贡献较大。 

由于公司每期一季度均按国机集团下发的额度计提绩效薪金，未在各月间进

行分配，拉低了一季度净利润，凸显四季度净利润相对其他季度净利润较高。 

公司消防泵、消防车、插秧机收入和毛利情况表                 

单位：万元 

项目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消防泵 
收入 484.33 377.61 587.77 1406.31 

毛利 110.38 92.56 172.32 345.83 

消防车 
收入 816.89 1135.5 482.34 1468.98 

毛利 129.87 77.81 58.39 142.07 

插秧机 
收入 1985.01 261.07 468.18 1466.49 

毛利 240.09 63.56 64.46 241.92 

公司年审会计师事务所发表意见：消防机械板块中消防泵、消防车产品四季

度属于销售旺季；农业机械板块中主要产品插秧机一季度和四季度属于销售旺

季，具有季节性特征。我们取得相关资料并进行了复核，我们认为公司做出的相

关回复是合理的。 

3.年报显示，公司主要采用以销定产的生产经营模式，同时根据市场需求适

度备货。报告期末，公司存货余额 1.25 亿元，占总资产的 21.07%，同比增加 

46.56%，主要是四季度生产备料增加所致。请公司： 

（1）补充披露生产备料的具体种类，结合在手订单情况、具体生产安排，

说明加大生产备料规模的原因及合理性； 

答复：生产备料增加原因为：①产品结构调整，期末新产品植保机械（打药

机）备料400台；②特种车辆备料较多，原因为应对中美贸易谈判的不确定因素，

按客户要求集中在2019年一季度出货，美国市场2019年一季度订单较去年同期增

加527辆；③因配套单位（如浙江三阳机车工业有限公司、湖州振健液压制动器

有限公司、浙江双环传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弘正科技有限公司、浙江金浪

动力有限公司等）2019年春节放假时间比以往年度长，故公司备料提前准备。 

（2）说明各主要产品库存量差异较大的原因，不同种类产品的生产经营模

式是否存在差异； 

答复：公司产品均实行以销定产、适当备货的生产经营模式,但不同板块之

间由于市场需求不同，库存量有差异。公司特种车辆属于正常库存；摩托车产品

由于报告期末有约700台摩托车（雅格系列）出口订单，已完成生产，但未到合



同交货期，库存有所增长；消防机械产品（消防泵、消防车、风力灭火机等）为

应急产品，适当备货保证应急采购所需，由于报告期末，有约2700台消防机械配

套动力（SPE160/200）出口订单，已完成生产，但未到合同交货期，造成消防机

械产品库存量同比上升；农业机械产品四季度属于销售旺季，报告期末所有成品

均已销售。 

（3）结合摩托车、消防机械库存量较大的实际情况，说明公司对生产经营

模式的披露是否准确。 

答复：消防机械产品库存量同比上升，是由于报告期末，有约2700台消防机

械配套动力（SPE160/200）出口订单，已完成生产，但未到合同交货期；摩托车

库存量同比上升，是由于报告期末，有约700台摩托车（雅格系列）出口订单，

已完成生产，但未到合同交货期。公司产品均实行以销定产、适当备货的生产经

营模式。 

公司年审会计师事务所发表意见：我们取得林海股份四季度销售订单和生产

计划，并对期后对外销售情况进行了抽查，我们认为林海股份的回复符合公司实

际状况。 

4.年报显示，报告期内公司国际市场、国内市场营业收入分别为 2.51 亿元、

2.39 亿元，分别同比增长 106.55%、下降 21.40%。公司在国际市场、国内地区

的主营业务毛利率分别为 8.05%、16.22%，分别同比增加 2.93 个百分点、2.19 

个百分点。在出口市场，公司采用代理商模式。请公司： 

（1）结合主要产品的目标市场，说明报告期内国际市场营业收入增加、国

内市场营业收入下降的原因； 

答复：公司特种车辆业务主要面向国际市场，消防机械及农业机械主要面向

国内市场，摩托车业务主要面向国内和国际市场。 

国际市场：因国际市场需求增长，公司接到的美国市场特种车辆 T-BOSS500、

750系列产品订单增加，以及阿尔及利亚市场雅格系列摩托车订单增加，造成国



际市场营业收入增加。 

国内市场：一是国内市场摩托车行业 2018 年整体销售下降 14.10%，行业竞

争进一步加剧，加之公司摩托车国内销售主导产品 100CC、125CC 系列踏板车投

放市场多年，竞争优势削弱，产品同质化竞争严重，故公司国内摩托车 2018 年

度销售下降 24.25%；二是消防机械中配套动力 1P65、SPE175系列、油锯系列等

产品投入市场多年，竞争力下降，销售同比下降。造成公司国内市场营业收入下

降。 

（2）结合国内销售情况，说明国内营业收入下降但毛利率上升的原因及合

理性； 

答复：国内营业收入下降，主要是因为摩托车板块销售下降幅度较大所致。

同时，由于农业机械板块销售上升，而农业机械板块毛利率高于摩托车板块毛利，

导致公司国内营业收入总体下降的情况下，毛利率反而有所上升。 

公司摩托车、农业机械、消防机械销售收入及毛利情况表单位          万元 

国内销售 
主要品种 项目 2018年 2017年 增减比例（%） 

摩托车 
销售收入 60,523,803.52  79,824,376.01   -24.18  

毛利率         11.31           8.35     2.96  

农业机械 

产品 

销售收入 46,084,968.83  34,956,277.36    31.84  

毛利率         14.44           6.50     7.94  

消防机械 

产品 

销售收入 125,409,642.61  144,406,071.46   -13.15  

毛利率         20.38           21.42    -1.04  

（3）补充披露公司在出口市场所采用代理商模式的具体信息，包括销售信

用政策、收入确认政策、销售退回处理等，以及是否涉及关联交易； 

答复：公司国际市场销售采取代理商模式，公司产品销售给江苏林海动力机

械集团有限公司，由其自行在国际市场销售。多年来，公司利用江苏林海动力机

械集团有限公司的销售网络，形成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公司根据江苏林海动力机

械集团有限公司所下订单组织生产，交货后进行开票结算，结算多采用现款和银

行票据方式，货款结算期不超过 4个月。 



公司与江苏林海动力机械集团有限公司为购销关系，在销售过程中已将商品

所有权上的主要风险和报酬转移给购买方（江苏林海动力机械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既没有保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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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

控制；收入的金额能够可靠地计量；相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企业；相关的已

发生或将发生的成本能够可靠地计量时，按照会计准则确认商品销售收入实现。 

本公司以商品发货单客户签收日期作为销售商品收入确认时点。 

关于销售退回处理：除因重大设计、制造缺陷造成批量产品无法在市场销售，

经双方确认，可作销售退回处理，公司在收到实际退货后冲减当期销售收入。其

余风险，由江苏林海动力机械集团有限公司承担。 

以上涉及关联交易，公司已在关联交易公告中披露。 

（4）说明国际市场主营业务毛利率显著低于国内市场毛利率的原因，量化

分析公司采取的代理商模式对外销业务的影响。 

答复：公司销往国际市场的主要产品为特种车辆及摩托车，国内市场产品为

消防机械、农业机械及摩托车，造成毛利率差异的主要原因是：消防机械及农业

机械相比与特种车辆、摩托车整体毛利水平较高，且国内销售中消防机械、农业

机械销售额占比 72%，拉高了国内市场销售的毛利率。 

尽管国内市场销售毛利率较高，但是公司需承担市场开拓维护等相关的销售

费用，而国际市场的开拓维护均由销售商负责，相关销售费用由其自行承担，公

司无需额外承担销售费用。 

公司摩托车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比较表                           单位：元 

项目 2016年 2017年 2018 年 

国内市场 

摩托车 

收入 107,190,750.64 79,824,376.01 60,523,803.52 

毛利率（%） 11.83 8.35 11.31 

销售费用   3,189,263.97    2,425,630.95  2,830,738.13 

销售利润率           8.85            5.31  6.67 

国际市场 

摩托车 

收入 16,389,086.61 16,717,867.24 27,545,410.74 

毛利率（%） 9.58 3.20 6.04 



通过以上分析，考虑到销售费用的影响，公司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销售的产

品，除行业不同造成的差异外，同类产品销售利润率基本相近。 

5.年报显示，报告期内公司农业机械销量同比增长 215.25%、消防机械销量

同比下降 64.56%，对应营业收入分别同比增长 31.84%、下降 13.15%。其中，

农业机械行业整体处于调整期，但细分领域差距明显，冷热不均；消防机械行业

产品市场需求属于上升期，行业发展前景较好。请公司： 

（1）结合农业机械、消防机械各自的产品类别、价格信息，量化说明其营

业收入变动比例与销量不匹配的原因及合理性； 

答复：农业机械营业收入变动比例与销量不匹配的主要原因：报告期内，一

方面，手扶式插秧机整机销量同比上升 216.09%，但由于价格下调以及型号差异，

对应的销售收入同比上升 155.45%；另一方面插秧机配件销售收入下降 44.93%，

因此综合二者因素造成农业机械销量同比增长 215.25%，对应的营业收入同比仅

增长 31.84%。 

消防机械营业收入变动比例与销量不匹配的主要原因：报告期内，公司单位

价格高的消防泵、消防车的销量同比上升 22.48%，收入同比增长 32.09%；单位

销售价格低的油锯、风力灭火机等同比销量下降 38.87%，收入同比下降 23.61%；

SPG/SPE小动力同比销量下降 80.47%，收入同比下降 62.97%。 

公司农业机械与消防机械主要品种见下表： 

项目 2018年 2017年 同比（±%） 原因 

插秧机 

销量（台）  3,477.00   1,100.00  216.09 
整机售价调

整，配件销售

收入下降。  

整机收入（万元）  3,080.56   1,205.93  155.45 

配件收入（万元）  1,100.19   1,997.67  -44.93 

销售收入小计 4,180.75 3,203.60 30.50 

SPG/SPE小动

力系列 

销量（台）  8,101.00  41,471.00  -80.47 产品结构变

化。  收入（万元）    853.82   2,305.98  -62.97 



油锯/割灌机

/风力灭火机 

销量（台）  8,056.00  13,178.00  -38.87 产品结构变

化。  收入（万元）    957.29   1,253.09  -23.61 

消防车/消防

泵系列 

销量（台）  4,309.00   3,518.00  22.48 智能泵增长

幅度较大。  收入（万元）  8,322.32   6,300.49  32.09 

消防机械配
件销售 

收入（万元） 2,407.53  4,581.05  -47.45% 
配件销售收
入下降。 

（2）补充披露公司农业机械产品的具体名称、所处细分领域，并对行业发

展趋势作进一步分析； 

答复：公司农业机械板块主要经营插秧机、打药机，属于植保机械。我国作

为全球最主要的水稻种植基地，拥有水稻种植面积 4.5亿亩。近年来随着农村劳

动力人口老龄化以及用工成本的攀升，水田作业机械化已成为大势所趋。植保机

械近年来经历了农户逐步接受，到产销量的井喷，植保机械年需求量将长期稳定

在 8万台的水平；另一方面随着国家土地流转政策的实施、农业集中化管理模式

的逐步推行以及产品升级换代的大趋势，植保机械将迎来发展机遇。 

（3）补充披露公司消防机械产品的具体类型，说明报告期内消防机械销量

同比大幅下降是否背离公司所述行业发展趋势。 

答复：公司消防机械产品主要包括：消防泵、消防车、风力灭火机、油锯以

及配套动力等。报告期内，公司生产的单位价格高的消防泵、消防车等新产品销

量上升，单位价格低的油锯、风力灭火机等老产品同比销量大幅下降，产品结构

发生变化，符合行业向集成化、智能化发展的方向，公司未偏离行业发展趋势。 

公司消防机械主要产品销售与收入情况表 

项目 2018年 2017年 同比（±%） 

SPG/SPE小动力系列 
销量（台） 8,101.00  41,471.00  -80.47 

收入（万元）   853.82   2,305.98  -62.97 

油锯/割灌机/风力灭火机 
销量（台） 8,056.00  13,178.00  -38.87 

收入（万元）   957.29   1,253.09  -23.61 

消防车/消防泵 
销量（台） 4,309.00   3,518.00  22.48 

收入（万元） 8,322.32   6,300.49  32.09 



公司年审会计师事务所就问题（1）发表意见：我们取得相关资料并进行复

核比较分析，林海股份对农业机械和消防机械营业收入变动比例与销量不匹配的

原因回复是合理的。 

二、关于公司业务独立性 

6.年报显示，公司报告期内关联销售收入为 2.56 亿元,占公司全年营业收

入的 48.73%,同比增加 9.54 个百分点。请公司： 

（1）分产品列示报告期内关联交易和非关联交易的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和

毛利率，对于同类产品关联交易毛利率和非关联交易毛利率存在差异的，说明相

关交易是否公允； 

答复： 

1)关联交易和非关联交易对比表                           单位：万元 

项目 
同类产品

数量（辆） 
同类产品收入 同类产品成本 

毛利率

(%) 

特种车辆 关联 13,083 23,016.38 21,197.74   7.90  

摩托车 
非关联 34,189 6,052.38 5,367.73 11.31 

关联 8,135 2,754.54 2,588.17 6.04 

消防机械（消防

车、消防泵） 
非关联 4,309 8,322.32 6,951.63 16.47 

农业机械（插秧
机） 

非关联 3,477 3,080.56 2,595.10 15.76 

报告期内，公司销售给关联方的主要产品为特种车辆、摩托车。 

特种车辆销售均为关联交易，经过公司与江苏扬州、泰州等地外贸公司（非

关联方潜在合作方）洽谈，其对同类产品的报价不优于公司与江苏林海动力机械

集团有限公司成交价格；且其不能对应收账款提供有效的保证措施，存在较高的

经营风险。故公司选择将产品销售给江苏林海动力机械集团有限公司，由其进行

对外出口。 

摩托车销售包含关联方和非关联方销售，毛利率存在差异：尽管非关联交易

（国内市场）销售毛利率较高，但是公司需承担市场开拓维护等相关的销售费用，



而关联交易（国际市场）的开拓维护均由销售商负责，相关销售费用由其自行承

担，公司无需额外承担销售费用。 

公司摩托车国内、国际市场销售对比表                          单位：元 

项目 2018年 

国内市场 

摩托车 

收入 60,523,803.52 

毛利率（%） 11.31 

销售费用 2,830,738.13 

销售利润率 6.67 

国际市场 

摩托车 

收入 27,545,410.74 

毛利率（%） 6.04 

通过以上分析，考虑到销售费用的影响，公司关联交易毛利率和非关联交易

毛利率基本相近。 

公司与关联方销售定价是在符合市场原则的基础上的协议价，公司通过合作

共盈的模式，充分利用关联方的销售网络，促进了国际市场业务的增长，同时减

少了公司在海外市场开拓、售后服务、人才队伍建设等市场开发方面的投入,规

避了相关风险。 

（2）说明公司是否具有独立完整的销售系统，是否存在依赖关联方开展经

营活动的情况； 

答复：公司拥有完整的销售系统，国内市场以直销模式为主，国际市场采用

代理商模式，通过江苏林海动力机械集团有限公司进行产品的外贸出口，在国际

市场存在着一定的依赖性。 

（3）说明公司增强业务独立性的具体举措并充分提示经营风险。 

答复：公司增强业务独立性的具体措施：探索通过业务整合、寻求非关联方

合作伙伴等方式，增强公司业务的独立性。 

相关风险：业务整合及非关联方合作伙伴关系的建立，能否达到预期，存在

一定的不确定性。 



公司年审会计师事务所发表意见：我们通过抽查关联销售合同，并对公司提

供的相关资料进行复核，我们认为林海股份做出的相关回复符合公司实际状况。 

7.年报显示，报告期内公司以 89.12 万元向关联方江苏林海动力机械集团

有限公司、江苏联海动力机械有限公司租赁生产及办公用地。请公司补充披露前

述租赁用地的具体用途、实际使用情况，说明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活动是否对该租

赁用地形成较大依赖。 

答复：租赁用地的具体用途：部分特种车辆的仓库、周转等生产配套设施，

约占公司自有厂房面积的7%，不形成较大依赖。 

三、关于公司资产减值计提 

8.据近三年年报，2016 年至 2018 年公司存货期末余额分别为6305.32 万

元、8496.14 万元、1.25 亿元，当期存货跌价准备增加金额分别为 28.89 万元、

21.67 万元、40.03 万元。报告期内，公司仅对期末余额为 938.36 万元的库存

商品计提跌价准备，未对期末余额合计达 1.16 亿元的原材料、在产品等其他存

货计提相应跌价准备。请公司： 

（1）补充披露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的主要考虑、计提依据及涉及产品类型； 

答复：公司于每个报告期期末在对存货进行全面清查后，按存货成本与可变

现净值孰低提取或调整存货跌价准备。 

各类存货期末可变现净值的确认方法如下： 

存货类别 可变现净值确定方法 

期末为执行销售合同而持有

的直接用于出售的商品存货 

以合同价格减去估计的销售费用和相关税费后

的金额确定 

期末持有的常规直接用于出

售的商品存货 

以一般销售价格减去估计的销售费用和相关税

费后的金额确定 

需要经过加工及处于加工过

程在产品及材料存货 

以合同价格（或一般销售价格）减去至完工时

估计将要发生的成本、估计的销售费用和相关

税费后的金额确定 

公司存货跌价准备涉及产品类型及计提情况如下：                  单位：元 

分产品 项目 账面余额 期末跌价准备 
报告期内计

提跌价 
账面价值 



特种车辆 
产成品 1,385,620.86 39,695.73   1,345,925.13 

原材料、在产品 82,343,167.02 77,861.17   82,265,305.85 

摩托车 
产成品 6,094,104.02 616,339.82 400,263.17 5,477,764.20 

原材料、在产品 16,503,896.06            -      16,503,896.06 

农业机械 
产成品              -               -                   -    

原材料、在产品 6,733,831.33            -      6,733,831.33 

消防机械 
产成品 1,903,877.24 509,461.12   1,394,416.12 

原材料、在产品 10,456,748.31     10,456,748.31 

低值易耗品 403,981.75 58,515.09   345,466.66 

合   计 125,825,226.59 1,301,872.93 400,263.17 124,523,353.66 

特种车辆：以前年度经减值测试，已对公司库存样机计提了跌价准备。报告

期末，公司对存货进行了减值测试，上述样机无持续减值迹象；其他存货均为按

照订单生产的待出库产品，存货管理严格按照先进先出原则，存货状态良好，不

存在减值迹象。 

摩托车：报告期末，因国4新规即将实施，公司对期末结存的国3标准的摩托

车进行重新计量，通过向多家经销商进行询价的方式，以各产品的最低报价作为

可变现净值进行跌价测试，计提依据如下表所示： 

单位：元 

存货名称或类别 
数量
（辆） 

单位成本 
市场最 
低售价 

计提跌价金额 

摩托车 LH100T-11（V火）     5   3,380.77    2,586.21  3,972.81 

摩托车 LH100T-11（V影）     1  3,376.58    2,586.21  790.37 

摩托车 LH400T-B(神舟）     8  10,545.98    6,465.52  32,643.73 

摩托车 LH125T-C（极光）   106   4,498.63    3,017.24  157,026.90 

摩托车 LH100T-12（U雅）    59   3,507.83    2,586.21  54,375.96 

摩托车 LH110T（小金刚）    38   3,105.15    2,155.17  36,099.03 

摩托车 LH100T-19（启程）     5   2,709.11    1,293.10  7,080.01 

摩托车 LH110T-2（U 逸）    34   3,124.65    2,586.21  18,306.99 

摩托车 LH100T-12（U雅）电喷     3   3,916.22    1,724.14  6,576.24 

摩托车 LH125T-11（尚雅）     9   3,025.02    1,293.10  15,587.23 



摩托车 LH100T-5D     6   4,393.16    1,724.14  16,014.14 

摩托车 LH100T-18    10   3,965.81    1,724.14  22,416.74 

摩托车 LH125T-C（极光）电喷款    12   4,879.92    2,586.21  27,524.51 

摩托车 LH125     1   3,572.65    1,724.14  1,848.51 

合计 400,263.17 

消防机械：部分老产品由于改型换代，以前年度经减值测试，已计提了跌价

准备。报告期末，公司对存货进行了减值测试，上述产品无持续减值迹象；其他

存货状态良好，不存在减值迹象。 

（2）结合具体存货类型、价格波动趋势，说明未对原材料、在产品等存货

一并计提减值的原因及合理性；  

答复：公司采取“以销定产、适当备货”的经营模式，对常用规格产品保持

一定的库存量，根据销售订单下达生产计划按生产进度安排进行材料采购，期末

处于生产过程中的原材料和在产品，公司按订单价（或一般销售价格）减去至完

工时估计将要发生的成本、估计的销售费用和相关税费后的金额确定其可变现净

值。期末其可变现净值高于存货成本，故未对此部分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公司各板块具体情况如下： 

特种车辆：公司库存样机对应的原材料，以前年度经减值测试，已计提了跌

价准备。报告期末，公司对原材料进行了减值测试，不存在减值迹象。 

摩托车：摩托车原材料库存，系按照新的国4标准购进的原材料，经测试不

存在减值迹象。 

农业机械：农业机械产品为公司新产品，其原材料为新采购，经测试不存在

减值迹象。 

消防机械：报告期末，库存原材料均为正常备货，经测试不存在减值迹象。 

另外，因公司销售订单分布广，产品品种多（如：特种车辆板块共计29个品

种，摩托车板块共计26个品种），导致各类产品、各区域客户的配件需求呈现多

样化。按照《部分商品修理更换退货责任规定》，为满足市场零部件的需求，保



证在产品停产后五年内继续提供符合技术要求的零部件，公司适当备货，期末原

材料中包含一部分可直接用于出售的零配件。2018年整体配件销售的毛利率约为

7%，公司按销售价格减去销售发生的相关税费后的金额确定其可变现净值。期末

其可变现净值高于原材料成本，故未对此部分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3）结合同行业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情况，说明公司存货跌价准备的计提是

否充分。 

答复：参照同行业对比分析，公司存货跌价准备占期末存货的比例略低。期

末存货占比最大是原材料，其增加的主要原因是为新产品进入量产、特种车辆美

国订单集中、春节放假提前备货。公司结合在手订单和一般销售价审慎核算确定

期末存货可变现净值，除已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的存货外其他存货期末可变现净值

均高于存货成本，公司存货跌价准备计提充分。 

同行业计提情况单位：万元 

类别 

春风动力 钱江摩托 力帆 

账面

余额 

跌价

准备 

账面

价值 

计提比

例(%) 

账面

余额 

跌价

准备 

账面 

价值 

计提比

例(%) 

账面 

余额 

跌价

准备 

账面

价值 

计提比

例(%) 

原材料 16371 941 15430  5.75  17713 958 16754   5.41  38066 668 37398   1.75  

库存商品 17923 515 17408  2.87  49735 5797 43938  11.66  119585 31618 87967  26.44  

在产品 671 0 671   -    6198 89 6109   1.44  24912 74 24838   0.30  

类别 

新大洲 林海股份 

账面

余额 

跌价

准备 

账面

价值 

计提比

例(%) 

账面

余额 

跌价

准备 

账面 

价值 

计提比

例(%) 

原材料 3768 1 3767   0.03  8332 8 8325   0.10  

库存商品 11864 3691 8173  31.11  938 117 822  12.47  

在产品 0 0 0    -    3271 0 3271    -    

农业机械为公司新进入行业，为扩大市场销售份额，公司调整销售策略，虽

然售价有所下调，但整体销量上升，毛利率仍然保持在15%左右，相关零部件库

存不存在减值迹象。 

公司年审会计师事务所发表意见：通过对公司在手销售订单及期后销售合同



抽查，并复核期末存货跌价准备的计提，我们认为公司期末存货跌价准备的计提

是充分的。 

9.年报显示，报告期末公司应收账款及应收票据余额为 9561.36万元，其中

对关联方应收账款余额为 1487.87 万元，未计提坏账准备；应收商业承兑票据

余额为 852.71 万元，较期初增长 40.06%。请公司：（1）结合相关关联方的经

营情况、信用情况、偿债能力、是否提供足额担保、期后回款和历史账款回收情

况等，说明未对关联方应收账款计提坏账准备的原因及合理性； 

答复：公司基于以往应收关联公司款均能在信用期内回款，历史上无坏账记

录并且关联公司经营正常，无失信行为，财务状况良好，在风险特征组合计提坏

账准备的应收账款会计政策中将应收关联方款单独作为组合，对此部分不计提坏

账。截止回复日公司期末大额应收关联方款已全部回款。 

公司期后关联方回款情况                                  单位：万元 

主要关联方 与本企业关系 
期末应收
账款余额 

总资产 
资产负债
率（%） 

江苏林海动力机
械集团有限公司 

同一母公司控制的其
他企业 

1,373.32  115,135.25   43.56 

中国福马机械集
团有限公司 

母公司    21.50  68,520.47   18.21 

江苏林海雅马哈
摩托有限公司 

同一母公司控制的其
他企业的合营企业 

   13.90  33,120.52  18.78 

合计  1,408.72     

主要关联方江苏林海动力机械集团有限公司近三年销售及回款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16年 2017 年 2018 年 

销售 9,631.45 12,160.39 20,862.96 

回款 10,077.33 13,360.13 22,866.25 

（2）补充披露报告期内商业承兑汇票是否类同应收账款计提坏账准备，若

未计提，说明原因及合理性。 

答复：商业承兑票据出票方（贵州众友摩托车有限公司、北京明睿杰智科贸

有限公司、佛山市南海区大沥东辉隆摩托车商行、南宁市迅雅商贸有限公司、章



贡区龙海摩托车行、合肥汉骏商贸有限公司、湘潭市岳塘区聚福摩托车销售部、

南京金城机械有限公司、济南新本经贸有限公司）共计9家单位，为林海股份摩

托车销售的长期合作伙伴，信誉良好，多年来未有失信行为，并且对方已提供相

关保证，票据期限2个月，在信用期内已全部回款，公司对商业承兑汇票类同应

收账款计提坏账准备，以上9家单位出具的商业承兑汇票采用个别认定法，公司

认为此部分无坏账风险，故未计提坏账准备。 

公司年审会计师事务所发表意见：通过对期末关联方应收款项和应收商业承

兑汇票期后回款情况进行检查，上述款项在信用期内全部收回，无坏账风险。 

四、其他 

10.据近三年年报，2016 至 2018 年公司研发支出资本化率分别为 47.91%、

72.85%、28.73%。其中，2016 年、2017 年资本化的研发支出金额超过当期归母

净利润。2018 年公司研发支出合计 698.43万元，其中资本化金额 200.63 万元。

请公司： 

（1）补充披露 2016至2018 年各年度的具体研发项目名称及成果； 

答复：                                         单位：万元 

项目起始年份 新品名称 至报告期末实现收入 

2016 年 
M550      5,720.44  

M150      2,764.11  

2017 年 

M750        685.55  

LH40DA         43.60  

全地形车 410        491.14  

手扶插秧机 7,384.35 

2018 年 

全地形车 400        518.34  

全地形车 500        657.23  

全地形车 550      2,658.14  

全地行车 750        101.30  

摩托车 LH155T      1,394.38  

打药机 427.72 

高速插秧机 开发中 



（2）补充披露公司研发投入会计处理的具体依据，并结合相关研发成果，

说明近三年研发费用资本化率差异较大的原因；  

答复：公司近三年研发投入金额如下表：                    单位：元 

项目 2016年 2017年 2018 年 

研发总投入 4,613,455.99 9,867,335.44 6,984,331.04 

资本化金额 2,210,139.30 7,188,444.23 2,006,303.51 

资本化率（%） 47.91 72.85 28.73 

2017年，公司研发费用资本化率较高，主要原因为当年新品模具、箱体加工

中心的投入较多，共计682.43万元。 

2018年，公司按照研发投入的信息披露要求，披露本期资本化研发投入金额

为200.63万元。 

根据会计准则关于企业内部研究开发项目开发阶段的支出予以资本化的条

件： 

1、完成该无形资产以使其能够使用或出售在技术上具有可行性。 

2、具有完成该无形资产并使用或出售的意图。 

3、无形资产产生经济利益的方式，包括能够证明运用该无形资产生产的产

品存在市场或无形资产自身存在市场。 

4、有足够的技术、财务资源和其他资源支持，以完成该无形资产的开发，

并有能力使用或出售该无形资产。 

5、归属于该无形资产开发阶段的支出能够可靠地计量。 

公司管理层将研发高速插秧机项目的设计图样完成评审并进行方案样机试

制，作为研究阶段和开发阶段的划分节点，认为此项目开发阶段的支出同时满足

以上资本化的确认条件，资本化开始时点为2018年1月。截止2018年12月31日，

项目工程样机通过专家初步鉴定处于测试试验阶段。 

（3）结合同行业研发费用资本化情况，说明公司研发费用的资本化率是否

合理。 



答复：参照同行业对比分析，公司2018年研发费用资本化率略高。主要原因

为公司高速插秧机项目投入，满足开发阶段支出资本化的确认条件，资本化开始

时点为2018年1月，截止2018年12月31日，项目工程样机通过专家初步鉴定处于

试验阶段。 

同行业研发费用资本化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宗申动力 林海股份 

资本化金额 1671.77 200.63 

研发投入金额 15508.12 698.43 

资本化研发投入占研发投入的比例 10.78% 28.72% 

总资产 826192.66 59088.80 

收入 602629.34 52609.14 

净利润 41554.52 264.78 

公司年审会计师事务所发表意见：2018年公司资本化研发投入金额为200.63

万元，我们已将其作为需要审计报告中沟通的关键审计事项予以关注，基于我们

执行审计程序和取得的审计证据，公司管理层对高速插秧机项目研发投入资本化

确认所做出的评估和判断是合理的。 

11.年报显示，公司银行承兑票据期末终止确认金额为 1.11 亿元。请公司

补充披露报告期内大额应收票据贴现或背书的具体情况，并结合应收票据的业务

模式及是否具有追索权条款分别说明上述贴现或背书的应收票据是否满足终止

确认条件，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答复：公司银行承兑票据无贴现的情况，公司大额应收票据均为信用较好的

金融机构签发并承兑的银行承兑汇票，不存在到期无法兑付风险。公司通过背书

转让已将票据所有权的几乎所有的风险和报酬转让给转入方，满足终止确认条

件，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截止报告期期末公司已背书且在资产负债表日已到期、单张票面金额超 100 万

的应收票据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元 

票号 出票日期 到期日 票面金额 使用情况 

16732077 2018-3-1 2018-9-1 2,360,000.00 背书转让 

17572753 2018-3-27 2018-9-27 2,000,000.00 背书转让 

18650100 2018-4-25 2018-10-25 3,000,000.00 背书转让 

19811479 2018-5-23 2018-11-23 2,600,000.00 背书转让 

20467579 2018-6-6 2018-12-6 2,650,000.00 背书转让 

20541128 2018-6-7 2018-12-7 2,000,000.00 背书转让 

合   计 14,610,000.00   

截止报告期期末公司已背书且在资产负债表日尚未到期、单张票面金额超 100

万的应收票据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元 

票号 出票日期 到期日 票面金额 使用情况 

23083628 2018-7-9 2019-1-9 2,209,900.00 背书转让 

24083646 2018-7-18 2019-1-18 3,000,000.00 背书转让 

23754309 2018-8-13 2019-2-13 3,000,000.00 背书转让 

22343089 2018-7-16 2019-1-16 2,000,000.00 背书转让 

25766693 2018-9-19 2019-3-19 2,000,000.00 背书转让 

25667551 2018-9-18 2019-3-18 3,000,000.00 背书转让 

25664002 2018-9-18 2019-3-18 3,400,000.00 背书转让 

28050627 2018-10-31 2019-4-30 5,228,500.00 背书转让 

29920807 2018-11-30 2019-5-30 3,000,000.00 背书转让 

29920145 2018-11-30 2019-5-30 3,000,000.00 背书转让 

30833425 2018-12-19 2019-6-7 1,030,000.00 背书转让 

合   计 30,868,400.00   

公司年审会计师事务所发表意见：我们取得林海股份应收票据备查登记表，

通过对已背书转让的大额应收票据进行抽查，我们认为公司应收票据背书转让满



足终止确认条件，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12.年报显示，公司预付款项期末余额为 1465.00 万元。请公司具体列示报

告期内预付账款的对象、金额和用途，并说明预付对象与公司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答复：公司10万元以上的预付款如下：  

单位：元 

序号 预付款对象名称 金额 用途 

1 泰州扬子江车辆部件有限公司  4,000,000.00  预付采购货款 

2 泰州市天鑫机械有限公司  2,604,143.01  预付采购货款 

3 江苏隆庆机械有限公司  1,253,710.19  预付采购货款 

4 江苏嘉禾燃气设备有限公司    949,968.19  预付采购货款 

5 济南林海林业科技有限公司   515,800.00  预付采购货款 

6 浙江金浪动力有限公司    452,000.69  预付采购货款 

7 宁波市镇海海瑞森车业有限公司    344,550.00  预付采购货款 

8 济南弘正科技有限公司    251,801.30  预付采购货款 

9 上海赛益实业有限公司    223,353.60  预付采购货款 

10 斯佩尔汽车零部件（上海）有限公司    182,717.83  预付采购货款 

11 利星行机械(昆山)有限公司    181,543.16  预付采购货款 

12 泰州市开发区双星东风商贸有限公司    148,245.92  预付采购货款 

13 山东弘泽森林防火科技有限公司    106,400.00  预付采购货款 

14 黄冈威汉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100,000.00  预付采购货款 

  合   计 11,314,233.89   

公司预付款项期末余额中，预付对象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公司年审会计师事务所发表意见：我们取得公司提供的预付账款明细表将其

与财务系统进行核对相符并抽查了预付款采购合同，我们认为公司做出的回复符

合公司的实际状况。 

13.年报显示，公司本期关键管理人员报酬 200.42 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136.69%。请公司说明关键管理人员的具体范围、报告期内报酬大幅增长的原因。 

答复：公司本期关键管理人员薪酬包含高层管理人员和部分核心岗位中层管



理人员薪酬，而上年度报告期关键管理人员报酬只包含高层管理人员，统计口径

发生了变动，不影响会计报表。 

14.年报显示，公司存在账面值为2024.74 万元的房屋及建筑物尚未办妥产

权证书。请公司补充披露上述房屋建筑物的具体用途、实际使用情况，以及相关

权属证书至今未办妥的原因，说明是否会对公司生产经营造成不利影响。 

答复：  单位：元 

资产名称 原值 累计折旧 账面价值 用途 

第一综合车间 27,262,509.28  13,449,094.20  13,813,415.08  生产装配 

油库    506,000.00     220,869.00     285,131.00  存放油料 

润滑站及基建用房    174,600.00      76,918.58      97,681.43  生产配套 

林机车间  8,574,083.50   2,910,901.35   5,663,182.15  生产装配 

简易仓库    538,000.00     150,034.75     387,965.25  存放物资 

合  计 37,055,192.78  16,807,817.87  20,247,374.91   

未办妥原因为：公司上市时遗留的产权变更历史问题尚未解决完成（第一综

合车间、林机车间、简易仓库土地使用权人为江苏林海动力机械集团有限公司，

房屋与土地权属不一致；油库、润滑站及基建用房项目建设相关手续不完备），

导致未办妥相关产权证书，未对公司生产经营造成不利影响。 

15.年报显示，公司报告期内存在多笔临时公告未披露的关联交易，合计金

额达601.74万元。请公司核实是否已就前述关联交易履行相应决策程序、相关交

易是否达到应当披露的标准，公司是否存在信息披露违规情形。 

答复：未披露关联交易具体明细如下：                      单位:元 

关联交易方 关联关系 
关联交易

类型 

关联交易内

容 

关联交易

定价原则 
关联交易金额 

占同类交

易金额的

比例(%) 

关联交

易结算

方式 

江苏林海商贸有

限公司 
其他关联人 销售商品 

销售商品、

配件等 

基于市场

的协议价 
411,730.79 0.0783 现汇 

中国福马林业机

械上海有限公司 

母公司的全

资子公司 
销售商品 

销售商品、

配件等 

基于市场

的协议价 
20,571.76 0.0039 现汇 

江苏苏美达机电

科技有限公司 
其他关联人 销售商品 

销售商品、

配件等 

基于市场

的协议价 
1,140,517.25 0.2168 现汇 

中国福马机械集

团有限公司 
母公司 销售商品 

销售商品、

配件等 

基于市场

的协议价 
445,588.13 0.0847 现汇 



中国福马林业机

械上海有限公司 

母公司的全

资子公司 
销售商品 

销售商品、

配件等 

基于市场

的协议价 
5,389.23 0.0010 现汇 

江苏林海集团泰

州海风机械有限

公司 

其他关联人 销售商品 
销售商品、

配件等 

基于市场

的协议价 
5,875.63 0.0011 现汇 

江苏罡阳股份有

限公司 
其他关联人 销售商品 

销售商品、

配件等 

基于市场

的协议价 
1,048,312.17 0.1993 现汇 

江苏林海商贸有

限公司 
其他关联人 销售商品 

销售商品、

配件等 

基于市场

的协议价 
1,585.18 0.0003 现汇 

江苏苏美达机电

科技有限公司 
其他关联人 销售商品 

销售商品、

配件等 

基于市场

的协议价 
1,402.60 0.0003 现汇 

中国福马林业机

械上海有限公司 

母公司的全

资子公司 
购买商品 

采购库存商

品、配件等 

基于市场

的协议价 
142,281.17 0.0375 现汇 

采埃孚一拖（洛

阳）车桥有限公司 
其他关联人 购买商品 

采购库存商

品、配件等 

基于市场

的协议价 
1,809.32 0.0005 现汇 

江苏罡阳转向系

统有限公司 
其他关联人 购买商品 

采购库存商

品、配件等 

基于市场

的协议价 
1,061,672.29 0.2801 现汇 

江苏苏美达机电

有限公司 
其他关联人 购买商品 

采购库存商

品、配件等 

基于市场

的协议价 
23,931.62 0.0063 现汇 

江苏苏美达机电

科技有限公司 
其他关联人 购买商品 

采购库存商

品、配件等 

基于市场

的协议价 
631,465.52 0.1666 现汇 

江苏苏美达机电

产业有限公司 
其他关联人 购买商品 

采购库存商

品、配件等 

基于市场

的协议价 
895,392.78 0.2362 现汇 

江苏林海雅马哈

摩托有限公司 
其他关联人 购买商品 

采购库存商

品、配件等 

基于市场

的协议价 
179,854.99 0.0474 现汇 

合计 / 6,017,380.43  / 

上表中，公司向受实际控制人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同一关联人销售的商品金额

为203.27万元，公司向由公司监事担任董事的法人（江苏罡阳股份有限公司）销

售的商品金额为104.83万元，分别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0.43%和

0.22%，未达到披露标准；公司向关联方销售商品金额为308.1万元，占公司最近

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0.65%，达到披露标准，公司虽未及时在临时公告中披露，

但已在公司年度报告中进行补充披露；公司向关联人购买的商品金额为293.64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0.62%，未超过300万元，未达到披露标准。

以上关联交易，已经过公司总经理办公会及董事会审议通过。 

特此公告。 

 

林海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5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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