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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瑞德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的 

信息披露监管问询函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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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奥瑞德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5 月 28 日收到上海证

券交易所下发的《关于奥瑞德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问询

函》（上证公函【2020】0598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问询函》全文内容

如下： 

“奥瑞德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依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 号——年度报告的内容

与格式》（以下简称《格式准则第 2 号》）、上海证券交易所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等规

则的要求，经对你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的事后审核，根据本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7.1

条的规定，请你公司进一步补充披露下述信息。 

一、关于债务重组 

报告期内公司与朱丽美、江西新航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航科技）部分原股

东、安徽省金丰典当有限公司等债权人达成多项债务和解协议，上述事项使公司 2019

年扭亏为盈。请公司补充披露下列事项。 

1.年报显示，2019 年 12 月 18 日，公司与朱丽美签订债务和解协议，免除债务本

金及利息 1.84 亿元，同时将债务年利率由 24%降至 10.08%。12 月 31 日双方签订补充

协议，公司以现金分期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 8,160 万元及补偿金 1,890 万，并向朱丽

美转让公司 1.05 亿元应收账款抵偿剩余借款 2.53 亿元。同时，双方约定若公司未按

期支付上述违约金及补偿金，朱丽美有权将上述债权回转给公司，并恢复原债务和解



协议执行。请公司补充披露：（1）列示上述转让的应收款项的具体情况，包含但不限

于欠款方名称、业务背景和形成原因、对应款项金额、账龄、坏账计提情况等；（2）

结合上述债权转让的具体安排，说明朱丽美如无法收回上述应收账款，是否会向公司

进行追偿，上述债权转让损益确认是否合理；（3）结合和解协议及补充协议的执行情

况及相关会计处理，说明是否满足债务重组收益的确认条件。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 

2.年报显示，新航科技原股东出具《债务豁免声明》，豁免公司剩余股权转让款

及违约金 2亿元，公司因此确认收益 2亿元。前期，新航科技因未实现 2018 年业绩承

诺等触发业绩补偿义务，其股东应补偿公司金额合计为 5.28 亿元。请公司补充披露：

（1）新航科技原股东是否已支付上述业绩补偿款；若未支付，请公司说明相应的会计

处理，相关方说明支付安排及公司追偿措施；（2）若新航科技原股东未支付业绩补偿

款，形成对公司的负债，公司将前述豁免债务确认为收益的依据和合理性；（3）新航

科技原股东豁免剩余股权转让款的主要原因，是否存在其他利益安排。请年审会计师

发表意见。 

3.年报显示，报告期内公司获得共计约 5.61 亿元的债务豁免收益，处置债权取得

的投资收益为 2.24亿元。请公司补充披露：（1）上述 5.61亿元债务重组收益的具体

构成、会计处理及相应的依据；（2）结合处置债权的具体情况，说明相关投资收益确

认的依据及合理性；（3）债权人豁免公司大额债务的合理性，是否存在未在报表确认

或披露的对债权人的补偿安排或其他安排；（4）是否已就上述债务豁免事项履行相关

信息披露义务。 

二、关于资产减值 

2019 年公司发生各类资产减值损失共计 2.01 亿元、信用减值损失 1.53 亿元，导

致公司 2019年度利润总额减少 3.54 亿元。 

4.关于商誉减值。年报显示，公司本期对收购新航科技形成商誉计提减值 1.9 亿

元。2015年公司因收购新航科技形成商誉 21.25 亿元，公司已于 2018年对上述商誉计

提减值 16.56亿元。请公司补充披露：（1）结合新航科技的业务情况和主要财务数据，

说明其业绩下滑的主要原因，是否具有可持续性；（2）补充披露计提商誉减值准备的

原因、减值迹象出现的时点、减值测试过程、关键数据（如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时



的预测期增长率、稳定期增长率、利润率、折现率、预测期等）以及前期减值情况，

并说明相关参数值是否发生较大变动及其合理性；（3）结合商誉减值测试及减值计提

情况，说明前期对商誉减值计提是否充分，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 

5.关于应收账款减值。年报显示，公司应收账款期末余额 5.5 亿元，本期计提坏

账准备 1.33 亿元，其中按单项计提坏账准备 1.27 亿元，按账龄组合计提 587 万元。

部分应收账款对象已被法院列为失信公司或者员工数量较少。此外，本期因转让债权

及收到设备抵账款转回应收账款减值准备 1.01 亿元。请公司补充披露：（1）按单项

计提坏账准备对应客户往来款形成的具体情况，包括业务背景、资金往来、应收账款

账龄、本期是否有新增销售等；（2）上述转让债权计提坏账准备的时点及依据、转让

价款及是否已经收回；（3）转让债权的账龄、对应客户名称、受让方名称、坏账准备

等情况，是否构成关联交易；（4）抵账债权计提坏账准备的时点及依据、抵账设备的

作价依据、抵账设备的用途、成新率及目前的使用状态等。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 

6.关于存货减值。年报披露，2019年公司存货账面价值 6.32亿元，同比下降 12.71%，

存货跌价准备余额 1.61 亿元，本期转回或转销 1.07 亿元，占年初存货跌价准备余额

39.92%。请公司补充披露：（1）说明存货跌价准备转回或转销的原因，转回或转销的

比例与存货余额下降的比例是否匹配；（2）结合存货具体构成、相应库龄、产销量变

动等，说明本期存货减值准备的计提是否充分。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 

7.关于其他应收款。年报显示，公司对其他应收款计提减值 1.31亿元，上述款项

主要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左洪波对公司的资金占用，金额合计 5.87亿元，公司前期已对

上述借款计提减值 4.56 亿元。请公司补充披露：（1）结合上述借款对应账龄、左洪

波债务情况、偿付能力及前期坏账计提的依据等，说明上述其他应收款减值准备计提

的合理性；（2）左洪波及相关方关对偿还违规资金占用的具体安排及进度，公司拟采

取的追偿措施。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 

三、关于公司业务 

8.年报显示，公司热弯机收入 0.47亿元，同比增长 15,654.05%。蓝宝石产品全年

收入呈下滑趋势，其中蓝宝石晶片收入 2.89亿元，同比下降 32.63%，蓝宝石晶棒收入



1.01亿元，同比下降 29.80%。报告期内，公司对关联方东莞市中图半导体科技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中图半导体）销售 4 寸蓝宝石晶片，金额合计 2.33 亿元，占 2019 年公

司蓝宝石晶片收入的 80.62%。从地区看，公司在东北地区、西南地区以及国外地区的

销售收入增幅明显，而西北、华北地区销售下降明显。请公司补充披露：（1）热弯机

前五大客户名称、销售金额、应收账款回款及是否与公司及控股东存在关联关系，说

明热弯机收入大幅增加的原因以及合理性；（2）结合同行业可比公司、蓝宝石产销量

变动、蓝宝石产品平均价格走势等，说明蓝宝石产品单价及收入下滑的合理性；（3）

结合与中图半导体的业务往来，说明报告期向其大额销售蓝宝石镜片的原因，销售定

价是否公允，是否有销售退回，是否实现最终销售及应收账款回款情况；（4）结合各

地区的具体产品、主要客户，说明各地区销售收入波动较大的原因以及合理性；（5）

核实报告期内公司关联方及关联交易是否披露完整。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 

9.年报显示，公司各产品毛利率变动较大。其中，热弯机毛利率 53.69%，同比增

加 80个百分点，蓝宝石晶棒、蓝宝石晶块毛利率分别由上年同期-12.47%、1.55%分别

增长至 9.72%、50.83%，其他类毛利率为-9.51%，同比增加 16.80个百分点。部分产品

如镀膜机系列、仿形磨边系列毛利率下降较为明显。请公司结合市场竞争状况、主要

产品单位价格、成本构成、原材料价格变动等因素量化分析各类产品毛利率变动原因

及合理性，说明与可比公司相同或相似产品毛利率变动趋势是否一致。 

10.年报显示，公司分季度营业收入分别为 2.14 亿元、2.44亿元、1.51 亿元、1.20

亿元，归母净利润分别为-5,034.15 万元、1,074.44 万元、1,353.21 万元、9,320.54

万元。请公司补充披露：（1）结合业务模式、经营情况等，说明报告期第三、四季度

收入下滑的原因；（2）分析各季度净利润波动与营业收入的变化趋势不一致的原因及

合理性。 

11.年报显示，报告期内前五名客户销售额 4.13 亿元，占全年销售收入 56.25%，

其中第一大客户销售收入金额 2.33 亿元，占全年销售收入的 31.93%。请公司补充披露：

（1）列示前五大客户名称、合作年限、产品类别、销售金额及占比、信用政策、结算

周期及方式，说明与公司及控股股东等是否存在关联关系；（2）结合与第一大客户的

业务往来、应收账款余额及收回情况，说明本期收入占比金额较大的原因及合理性，

说明公司对其是否存在重大依赖。 



四、关于财务会计信息 

12.年报显示，公司预付账款期末余额为 2,597.37 万元，其中 1 年以上预付账款

余额 1,454.45万元。请公司补充披露：（1）期末预付账款前五名单位、金额、账龄，

说明报告期内前五名预付对象与公司、实际控制人、主要股东、董监高是否存在关联

关系或其他利益安排；（2）预付款项账龄 1年以上的预付对象名称、预付原因、事项

内容、长期未结算原因。 

13.年报显示，公司 2019年固定资产账面价值 9.12亿元，在建工程账面价值 2.26

亿元。报告期内公司购置机器设备 7,099.35 万元，由在建工程转入设备类资产

1,222.06 万元，处置房屋及建筑物 5,344.68 万元，同时公司对机器设备计提减值

2439.29 万元、对工程物资计提减值准备 1,034.43 万元。公司因处置固定资产形成损

失 506.83 万元。请公司补充披露：（1）结合新增机器设备的具体用途、公司近年来

各产品产量、销量及产品线的产能利用率等，说明大额购置机器设备等固定资产的原

因及合理性；（2）对机器设备和工程物资计提减值准备的依据及合理性；（3）本期

处置房屋建筑物的位置、面积、处置原因、购买方及损益确认情况，说明购买方是否

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及是否履行相关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4）在建工程预算

金额、工程进度以及转入固定资产的具体时间、转固依据；（5）在建工程其他减少

3,810.57万元，说明上述减少金额产生的原因。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 

14.年报显示，公司报告期研发投入合计 8,878.96 万元，占当期营业收入的 12.17%，

其中费用化支出 3,835.69 万元，资本化支出 5,043.27 万元。公司研发支出中材料费

及固定资产折旧金额占比较大，此外，部分研发项目开发支出发生额为负值。请公司

补充披露：（1）详细列示在研项目所处的研发阶段，预计研发完成时间、预算研发投

入、已投入金额，说明研发投入金额变动的合理性；（2）研发支出费用化和资本化划

分的具体依据，以及资本化研发支出的确认时点和依据；（3）研发支出中材料费较高

的原因，是否符合研发实际需求；（4）结合研发支出中固定资产折旧对应资产的具体

名称、用途及折旧计提情况，说明将上述折旧费用计入研发费用的依据及合理性，说

明是否存在生产成本和期间费用之间任意调整的情形；（5）部分研发项目开发支出发

生额为负值的原因及合理性。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 

15.年报披露，公司财务费用为-333.30 万元，同比减少 101.24%，主要由于本期



非金融机构借款利息豁免、金融机构利息下调所致。报告期内利息支出 1.25 亿元，利

息收入 1.31 亿元，其中利息收入增幅较大。请公司补充披露：（1）结合非金融机构

借款利息豁免、金融机构利息下调的具体情况及公司有息负债规模等，说明利息支出

变动的合理性；（2）说明利息收入大幅增加的原因及合理性。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 

16.年报披露，公司递延所得税资产期末余额为 2.61亿元。公司 2017、2018年连

续两年亏损，2019 年虽通过债务豁免收益扭亏为盈，但营业利润依旧为负。请公司补

充披露未来期间是否能够产生足够的应纳税所得额，递延所得税资产确认金额是否合

理。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 

五、其他事项 

17.关于业绩承诺补偿。根据哈尔滨奥瑞德光电技术有限公司借壳上市时对

2015-2017年公司的业绩承诺、《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及海通证券核查意见，公司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左洪波、褚淑霞需分别履行 233,223,515股、157,483,093股的上市

公司股份赔偿义务，截至目前，由于左洪波、褚淑霞夫妇所持公司股份被冻结（轮候

冻结），个人资产权利受限，导致业绩赔付承诺超期未履行。请公司披露：（1）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及相关补偿方按照前期重组承诺进行补偿的具体解决方案；（2）公

司是否对上述事项制定应对措施，以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合法利益。 

18.年报显示，报告期末公司存在大额逾期债务。请公司补充披露：（1）截至目

前逾期债务的偿付情况，后续解决逾期负债的具体安排和资金来源等；（2）结合一年

内债务到期情况，说明相关偿债安排和资金来源，以及逾期借款对公司生产经营和后

续融资的影响；（3）分析公司目前的流动性，充分披露相关风险。 

对于前述问题，公司依据《格式准则第 2 号》、上海证券交易所行业信息披露指

引等规定要求，认为不适用或因特殊原因确实不便说明披露的，应当详细披露无法披

露的原因。 

请你公司收到本问询函以后立即披露，并在五个交易日内，回复本问询函并予以

披露，同时对定期报告作相应修订。” 

公司将根据《问询函》的要求，积极组织相关各方准备答复工作，尽快予以回复



并及时履行相应信息披露义务。 

本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和网站为《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有关信息以公司在上述指定媒体和网站刊登的公告为

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奥瑞德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5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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