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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四菱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开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对《关于陕西四菱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挂牌申请文件的第

二次反馈意见》的回复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贵公司出具的《关于陕西四菱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挂牌申请文件的第二次

反馈意见》已收悉。感谢贵公司对我公司推荐的陕西四菱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挂牌申请文件的审查。我公司已按要求组织陕西四菱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其

他中介机构对反馈意见进行了认真讨论，对反馈意见中所有提到的问题逐项落实

并进行书面说明，涉及需要相关中介机构核查并发表意见的问题，已由各中介机

构出具核查意见，涉及到公开转让说明书及其他相关文件需要改动部分，已经按

照反馈意见的要求进行了修改。 

除另有说明，本反馈意见回复中的简称与《公开转让说明书》中的简称具有

相同含义。 

本反馈意见回复中的字体代表以下含义： 

宋体（加粗） 反馈意见所列问题 

宋体（不加粗） 对反馈意见所列问题的回复 

楷体（加粗） 对公开转让说明书等申报文件的修改或补充披露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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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根据一反回复，公司部分业务涉军涉密。公司已向我司申请信息披露豁

免，请公司豁免披露相关信息。 

【公司回复】 

公司已对公开转让说明书中涉军、涉密信息进行了豁免披露。 

2、公司的高新技术企业证书已到期，请公司披露续期情况，以及对公司生

产经营的影响。 

【公司回复】 

公司已在公开转让说明书“第二节 公司业务”之“三、与业务相关的关键

资源要素”之“（三）公司及其子公司取得的业务许可资格或资质”处补充披露

如下： 

“公司持有的《高新技术企业》证书于2019年12月到期，公司已积极开展

高新技术企业复审工作。根据2019年11月7日全国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领

导小组办公室发布的《关于公示陕西省2019年第一批拟认定高新技术企业名单

的通知》，公司在陕西省2019年第一批1282家企业拟认定高新技术企业的名单之

中，且名单公示期10天已满，预计在2020年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前公司可以取

得高新技术企业证书，续期不存在障碍，对公司的生产经营不存在影响。” 

3、公司原控股股东，第一大客户中航富士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为挂牌公司，

请主办券商补充核查公司与富士达信息披露的一致性。请公司结合与富士达交

易价格及与第三方交易价格进一步分析关联交易的公允性，请主办券商及会计

师补充核查关联交易公允性，并发表专业意见。 

【公司回复】 

公司将销售给富士达的三种产品与销售给其他客户的同类型产品价格进行

比对，对比情况如下表： 

所属期间 客户 销售货物名称 规格 
单价（元

/只） 

价格 

差异 

（元/只） 

差异率 

2018 年 
中航富士达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配电控制设备*

电路连接装置 
J30J-21TJLL=300 123.418 4.453 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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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成都仁健微波技术

有限公司 

配电控制设备*

电路连接装置 
J30J-21TJL-200 118.965 

2018 年 
中航富士达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配电控制设备*

电路连接装置 

J40J1FD-27TJ- 

100(L=100mm) 
378.621 

-4.284 -1.12% 

2018 年 
成都微泰科技有限

公司 

配电控制设备*

电路连接装置 

J40J1FD-27TJL- 

100mm 
382.905 

2017 年 
中航富士达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连接器 SL9-2.54-29TS 129.914 

5.983 4.83% 

2017 年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

公司第二十六研究

所 

连接器 SL9-2.54-29TS 123.931 

由上表可见，公司销售给富士达的三种产品与销售给其他客户的同类型产品

价格定价合理，且差异率在合理范围内。 

【主办券商回复】 

（1）公司原控股股东，第一大客户中航富士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为挂牌公

司，请主办券商补充核查公司与富士达信息披露的一致性。 

1）核查程序 

①查阅挂牌公司富士达公开披露信息； 

②与公司管理人员进行访谈； 

③查阅公司业务合同、《审计报告》、《法律意见书》。 

2）事实依据 

①富士达公开披露信息； 

②访谈记录； 

③业务合同、审计报告、法律意见书。 

3）分析过程 

主办券商通过查看挂牌公司富士达公开披露信息、访谈公司管理层、查看公

司业务合同、审计报告、法律意见书等文件获知，2018年 11月，富士达将所持

51.00%股权全部转让给新股东陈晓觉。2018年 11月之前，四菱电子为富士达控

股子公司，在其报表合并范围内。根据公司与富士达的业务合同，公司与富士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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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属于正常业务往来，交易真实且合法。富士达所公开披露的信息与公司披露

信息不存在冲突的情况。 

4）结论意见  

经核查，主办券商认为，公司与挂牌公司富士达披露的信息相一致，不存在

矛盾和冲突。 

（2）请公司结合与富士达交易价格及与第三方交易价格进一步分析关联交

易的公允性，请主办券商及会计师补充核查关联交易公允性，并发表专业意见。 

1）核查程序 

①对同类产品进行销售价格对比； 

②访谈公司销售管理人员。 

2）事实依据 

①通过对同类产品进行销售价格对比，分析作价公允性。 

②访谈公司销售管理人员，了解定价原则，分析合理性。 

3）分析过程 

①项目组选取公司将销售给富士达的三种产品与销售给其他客户的同类型

产品价格进行比对，差异率在合理范围内。 

②交易价格及作价公允性 

经主办券商与公司销售管理人员访谈了解交易价格的定价原则，公司销售交

易定价原则为公司参考市场价格定价或在遵循市场定价原则的基础上，与客户协

商确定价格。主办券商选取公司销售给富士达的三种产品与销售给其他客户的同

类型产品价格进行比对，对比结果可见，公司销售给富士达的产品与销售给其他

客户的同类型产品价格定价合理，且差异率在合理范围内。 

4）结论意见 

经核查，主办券商认为，公司与富士达的关联交易价格作价公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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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公司股权结构图持股 51%股东名字为陈觉晓，其他表述 51%股东名字为

陈晓觉，请核实修改相关披露。 

【公司回复】 

公司已在公开转让说明书“第一节 基本情况”之“三、公司股权结构”之

“（一）股权结构图”处修改披露如下：“ 

 

” 

5、报告期内，公司主要客户、主要产品、销售模式等均未发生变化，但公

司 2018 年产品销售量价齐升。（1）请公司进一步结合市场竞争情况、产品竞争

优势等分析并披露公司 2018 年产品销量及价格提升的合理性，并说明主要客户

及产品未发生变化的情况下提升价格的商业理由。（2）请公司补充披露 2019 年

年化净利润增加的合理性。（3）请主办券商及会计师补充核查销售合同，并结

合主要产品 2017 年、2018 年的价格情况以及销量变动情况定量分析公司价格提

升对收入的影响，并进一步核查收入增加的真实性。 

（1）请公司进一步结合市场竞争情况、产品竞争优势等分析并披露公司

2018年产品销量及价格提升的合理性，并说明主要客户及产品未发生变化的情

况下提升价格的商业理由。 

【公司回复】 

公司市场竞争情况：随着2017年军民融合政策等国防和军队改革持续推进，

更多的厂商介入连接器领域，市场竞争激烈。公司由于2017年受到军事改革的影

响，从2018年开始不断扩展新市场，并且增加研发投入，拓展客户、提高产品性

能。2018年市场环境趋于平稳，经过公司前期的市场铺垫，以及公司产品性能的

提升，促使公司的竞争优势更加明显，因此公司2018年销量及价格有所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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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产品竞争优势：公司2018年新品进入投产期，研发的新品多是用于替代

进口的产品，因此产品技术含量高、新产品利润相对老产品利润高，同时由于公

司前期市场铺垫较好，新产品替代进口产品在市场需求量较大，因此新品订货量

较大。  

2018年以来，市场竞争环境趋于稳定，公司产品竞争优势凸显，主要产品尤

其是配套军品量价齐升。公司2018年前五大客户较2017年新增加了海南宝通实业

公司和天津七一二通信广播股份有限公司，分别实现收入为5,114,157.59元和

2,538,797.58元。公司针对优质客户所销售的产品毛利率较2017年有大幅提升，

主要原因系部分军工行业的客户对产品的定制化要求较高，该细分行业技术门槛

较高，公司历年来承担了“装备发展部”、“空军装备部”及省市各级部门多项科

研项目。公司拥有多条军用电连接器生产线，能达到客户的定制化要求，进而取

得较高的产品利润。 

同时，公司对原有大客户的销售金额及产品毛利率保持平稳，2018年和2017

年，公司对主要客户中航富士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销售收入分别为

6,766,044.37元和6,983,871.11元，对陕西凌云电器集团有限公司的销售收入分

别为1,222,937.39元和1,260,023.31元，对上述客户的销售毛利率也保持平稳。 

综上所述，2018年公司营业收入和毛利率较2017年大幅增长的主要原因系

2017年下游行业行情较差导致公司净利润及毛利率较低，2018年随着下游军工行

业订单需求的回升，公司也新开发了部分优质大客户，公司产品竞争优势明显，

因此公司当年度毛利润及净利润均大幅上升。 

（2）请公司补充披露2019年年化净利润增加的合理性。 

【公司回复】 

公司已在公开转让说明书“第四节 公司财务”之“四、报告期内的主要财

务指标分析”之“（一）盈利能力分析”之“2.波动原因分析”处补充披露如下： 

“公司2019年1至7月的净利润为120.09万元，2019年年化后的净利润为

205.87万元。2019年年化后的净利润较2018年净利润165.90万元增加39.96万元。

增长的主要原因系2019年1至7月公司营业外收入为50.46万元，该部分收入年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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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的数据为86.51万元，由于该部分收入不与月份数成正比，公司2019年8至12

月的营业外收入总额为1.06万元，因此2019年整年的营业外收入为51.52万元，

若营业外收入按照51.52万元列报，则公司2019年年化净利润为170.88万元。 

综上所述，公司2019年年化后扣除营业外收入的影响后的净利润与2018年

净利润大致相当。” 

（3）请主办券商及会计师补充核查销售合同，并结合主要产品2017年、2018

年的价格情况以及销量变动情况定量分析公司价格提升对收入的影响，并进一

步核查收入增加的真实性。 

【公司回复】 

（1）核查程序和事实依据 

①对公司与收入确认有关的内部控制有效性实施核查； 

检查销售合同签订、会计记录等工作是否相互分离，是否形成有效控制等； 

②大额销售检查 

抽查报告期内金额较大的销售业务，检查与销售流程有关的客户订单、合同、

验收单等是否真实、齐全； 

③函证、检查 

将销售台账和销售合同、发货单、发票等核对，以确定是否存在未入账的收

入；将销售明细账和银行流水单进行核对，并抽取公司90%的收入客户实施函证；

2017年度、2018年度、2019年1-7月的回函比例分别为90.85%、91.41%、90.01%。 

（2）分析过程 

主办券商补充核查公司2017年、2018年的销售合同、凭证、发票、验收单等

原始资料，对公司主要产品的销售单价及销量进行对比分析，对比情况如下： 

产

品 

2017 年销量

(只) 

2017 年收入

（元） 

2017 年价

格（元/

只） 

2018 年销量

(只) 

2018 年收入

（元） 

2018 年价

格（元/只） 

价格对

比（元/

只） 

销量对比

（只） 

连 278,016.00 9,362,806.47 33.68 325,005.00 19,621,298.35 60.37 26.70 46,98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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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

器 

线

缆

组

件 

80,614.00 2,485,621.68 30.83 92,331.00 3,809,384.39 41.26 10.42 11,717.00 

其

他 
1,047,424.00 1,728,121.46 1.65 1,110,983.00 1,476,825.31 1.33 -0.32 63,559.00 

(续) 

产品 收入变动额（元） 其中销量影响额（元） 销量影响占比 其中售价影响额（元） 售价影响占比 

连 接

器 
10,258,491.88 1,582,458.97 15.43% 8,676,032.91 84.57% 

线 缆

组件 
1,323,762.71 361,277.56 27.29% 962,485.15 72.71% 

其他 -251,296.15 104,864.57 -41.73% -356,160.72 141.73% 

如上所示，公司主要产品连接器2018年单位售价60.37元/只，较2017年33.68

元/只上升了79.25%，同时连接器单位成本2018年38.78元/只，较2017年25.61

元/只上升了51.41%。公司主要产品的销售单价和单位成本均有所增加。 

综上，公司针对优质客户所销售的产品毛利率较2017年有大幅提升，主要原

因系部分军工行业的客户对产品的定制化要求高，该细分行业技术门槛较高，公

司历年来承担了“装备发展部”、“空军装备部”及省市各级部门多项科研项目。

公司拥有多条军用电连接器生产线，能达到客户的定制化要求，进而取得较高的

产品利润。公司连接器及线缆组件2018年较2017年销售价格及销量增加，导致

2018年的收入也随之增加。 

（3）结论意见 

经核查，主办券商认为，公司收入增长真实、合理。 

6、据公司一反回复，公司管理人员增加主要是质量检测人员及生产管理人

员。（1）请公司补充说明上述质量检测人员及生产管理人员是新招聘的还是原

有员工转岗的，并结合质量检测人员的工作内容及性质补充分析将其薪酬确认

为管理费用的合理性。（2）请主办券商及会计师结合上述情况进一步核查管理

人员薪酬增加的合理性，是否存在成本费用混同的情形，并发表专业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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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请公司补充说明上述质量检测人员及生产管理人员是新招聘的还是原

有员工转岗的，并结合质量检测人员的工作内容及性质补充分析将其薪酬确认

为管理费用的合理性。 

【公司回复】 

公司管理人员增加，其中1名生产管理人员是原有职工转岗，其余人员为新

招聘的员工。质量检测人员的工作职责为协助总经理做好部门的日常管理工作及

质量管理体系实施的运行；全面负责管辖范围内的检验和实验工作，提高产品质

量及合格率；协助总经理制定质量管理制度；参与品质检讨会议并提出合理整改

意见，参与对原材料实用性能的评审；分析最终产品和过程产品的失效原因，并

提出改进方案等工作。 

综上所述，公司由于职责的因素，将质量检测人员归集到管理费用是合理的。 

（2）请主办券商及会计师结合上述情况进一步核查管理人员薪酬增加的合

理性，是否存在成本费用混同的情形，并发表专业意见。 

【主办券商回复】 

1）核查程序 

①查阅公司人员花名册； 

②查阅工资发放表。 

2）事实依据 

①公司人员花名册； 

②工资发放表。 

3）分析过程 

主办券商经查阅公司人员花名册、工资发放表，核实了公司管理人员及管理

人员薪酬变动情况。由于公司报告期内业务规模的增加，公司对产品质量的把控

更加严格，公司增加了相应的质量检测人员，根据工作职责划分，将质量检测人

员薪酬归为管理人员薪酬，按公司薪酬政策，公司员工薪酬年均上涨 10%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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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报告期内公司管理人员薪酬增加。 

4）结论意见  

经核查，主办券商认为公司不存在成本费用混同的情形。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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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陕西四菱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对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

系统有限责任公司《关于陕西四菱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挂牌申请文件的第二次

反馈意见回复》签章页） 

 

 

 

 

 

 

陕西四菱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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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开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

责任公司《关于陕西四菱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挂牌申请文件的第二次反馈意见

回复》签章页） 

 

项目负责人签字： 

 

_________________ 

      陈  渊 

 

 

项目组成员签字： 

 

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陈  渊                         彭世超                

 

 

 

 

 

 

开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1、根据一反回复，公司部分业务涉军涉密。公司已向我司申请信息披露豁免，请公司豁免披露相关信息。
	2、公司的高新技术企业证书已到期，请公司披露续期情况，以及对公司生产经营的影响。
	3、公司原控股股东，第一大客户中航富士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为挂牌公司，请主办券商补充核查公司与富士达信息披露的一致性。请公司结合与富士达交易价格及与第三方交易价格进一步分析关联交易的公允性，请主办券商及会计师补充核查关联交易公允性，并发表专业意见。
	4、公司股权结构图持股51%股东名字为陈觉晓，其他表述51%股东名字为陈晓觉，请核实修改相关披露。
	5、报告期内，公司主要客户、主要产品、销售模式等均未发生变化，但公司2018年产品销售量价齐升。（1）请公司进一步结合市场竞争情况、产品竞争优势等分析并披露公司2018年产品销量及价格提升的合理性，并说明主要客户及产品未发生变化的情况下提升价格的商业理由。（2）请公司补充披露2019年年化净利润增加的合理性。（3）请主办券商及会计师补充核查销售合同，并结合主要产品2017年、2018年的价格情况以及销量变动情况定量分析公司价格提升对收入的影响，并进一步核查收入增加的真实性。
	6、据公司一反回复，公司管理人员增加主要是质量检测人员及生产管理人员。（1）请公司补充说明上述质量检测人员及生产管理人员是新招聘的还是原有员工转岗的，并结合质量检测人员的工作内容及性质补充分析将其薪酬确认为管理费用的合理性。（2）请主办券商及会计师结合上述情况进一步核查管理人员薪酬增加的合理性，是否存在成本费用混同的情形，并发表专业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