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代码：600066

股票简称：宇通客车

编号：临 2016-022

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5 年年度报告事后审核问询回复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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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年 4 月 11 日，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本公司”或“公司”）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出的《关于对郑
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年度报告的事后审核问询函》
（上证公函【2016】0343 号）
，现就函件中有关问题回复公告如
下：
一、 关于行业政策对公司的影响
问题 1、年报披露，公司新能源客车销售 2.04 万辆，占公
司汽车总销量的 30.5%，营业收入 140 亿元，占总收入的 44.7%。
其中纯电动客车销量为 1.39 万辆，同比增长 706.8%；插电式混
合动力客车销量 6560 辆，同比增长 17.8%。请补充：
（1)以用途
和车型长度分类，披露新能源汽车销量及销售收入情况；（2)结
合产品特点、主要销售客户、同行业竞争对手等情况，说明行业
政策（包括但不限于中央及地方新能源客车相关扶持政策、整车
排放政策等）对公司新能源客车销售的影响。
回复：
（1）参照行业用途的分类标准，公司客车产品覆盖座位客
车、公交客车、校车和其他车型，其中新能源产品主要为座位客
车和公交客车，2015 年销量及收入情况如下：
用途分类

销量

收入（万元）

座位客车

4,180

326,723

公交客车

16,266

1,070,915

合计

20,446

1,397,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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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新能源客车参照行业标准，
可分为大型车（10 米<长度）
、
中型车（7 米<长度≤10 米）和轻型车（5 米<长度≤7 米），2015
年销量及收入情况如下：
长度分类

销量

收入（万元）

大型车

10,054

815,646

中型车

5,785

376,050

轻型车

4,607

205,942

合计

20,446

1,397,638

（2）新能源客车主要用于公共交通、短途客运等，相对于
传统客车，具有节能环保、运营成本低、舒适性高等特点，主要
客户为公交运营企业、客运企业等。
根据节能环保、减少碳排放及能源结构调整的需要，国家及
地方政府通过对用车客户进行购车补贴和运营补贴，并综合运用
减免税、电价优惠等措施，对新能源汽车产业进行扶持推广，基
于新能源汽车技术的日臻完善，用户对于新能源汽车正逐渐接受
并认可，近两年公司新能源客车销量快速增长，在实际运营中显
示出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问题 2、年报披露，公司 2015 年销售新能源汽车所获政府
补助共计 68.57 亿元，其中纯电动客车补贴 52.35 亿元，插电式
混合动力客车补贴 16.22 亿元，较公司归属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
(35.35 亿元）高 33.22 亿元。请你公司详细说明：
（1)截至目前，
新能源汽车补贴的最新政策及趋势；（2)补贴政策退坡对公司相
关产品销售、主营业务收入及利润的影响，并充分提示风险；
（3)
相关行业政策对公司主要产品价格及经营战略的影响。
回复：
公司 2015 年度共取得新能源客车销售收入 139.76 亿元，其
中 68.57 亿元为国家财政对消费者的新能源汽车补贴款。根据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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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财政部、科技部、工信部及发改委发布的《关于继续开展新能
源汽车推广应用工作的通知》
、
《关于 2016-2020 年新能源汽车推
广应用财政支持政策的通知》，新能源汽车补贴为国家对于消费
者的补助，由汽车生产企业统一申报，国家财政代替消费者支付
给汽车生产企业，减少了消费者实际承担的购车成本。因此该款
项为正常的销售收入，并不是对本公司的补助，公司在实际订单
交付后已按照会计准则确认为营业收入。
（1）最新政策及趋势
2015 年 4 月份，四部委联合下发了《关于 2016-2020 年新
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财政支持政策的通知》，在指标方面：增加了
新能源客车 EKG 和续航里程指标；在补贴政策方面：2017－2020
年除燃料电池汽车外其他车型的补助标准适当退坡，其中：2017
－2018 年补助标准在 2016 年基础上下降 20%，2019－2020 年补
助标准在 2016 年基础上下降 40%；在售后质保方面：要求商用
车生产企业对消费者提供动力电池等储能装臵、驱动电机、电机
控制器不低于 5 年或 20 万公里的质保期限。截止目前，国家尚
未发布最新的新能源汽车补贴相关政策。
（2）补贴政策退坡的相关情况
为了推进节能减排，促进大气污染治理，国家自 2009 年起
对新能源汽车行业实施补贴政策并逐步优化完善，近几年国内新
能源汽车取得了快速发展，行业规模持续扩大。
在新能源汽车行业逐步进入到自由竞争、良性发展的阶段后，
补贴逐步退坡是必然的趋势。在行业发展初期，国家推行优惠补
贴政策旨在扶植企业加大对新能源产品的研发及投入，引导市场
与客户逐步接受新产品，以实现行业的良性发展。随着行业进一
步发展，企业技术水平以及核心竞争力不断增强，规模化效应逐
步显现，产品成本不断下降，企业已初步具备市场化竞争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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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能力。国家政策正是在此背景下采取逐步平稳过渡的方式退出，
其目的是激发行业市场竞争的动力，逐步培养企业自身发展的能
力。
新能源客车销售价格比传统客车高，但在后期的运营成本、
维护保养成本方面具有较大的优势，目前客户已经逐步认可新能
源客车产品。从短期来看，补贴退坡会增加客户实际承担的购车
成本，行业总体销量在短期内存在同比下降的风险，如果行业总
量出现下降，则公司也会受到一定影响，后续公司将通过提高新
能源客车市场占有率以及加强各项成本的管控，力争降低或消除
在收入及利润方面下降的风险；从长期来看，国家于近期发布《关
于“十三五”新能源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奖励政策及加强新能源汽
车推广应用的通知的精神》等一系列政策，旨在通过多种举措推
进新能源汽车的发展与应用。随着企业技术水平和自身竞争力的
提升，在规模化效应下的整车成本会不断下降，行业集中度会进
一步提升，这样更加有利于优势企业的发展。
（3）国家的新能源产业补贴政策推动了新能源汽车行业的
发展，随着新能源产品技术的日臻完善以及规模化效应的逐步显
现，产品成本呈下降趋势，在保持一定盈利水平的前提下，产品
价格也将逐步下降。
公司在 2011 年投入资金建设节能与新能源客车生产基地，
未来仍将新能源客车作为重点细分市场，加大技术投入，不断提
升产品质量，降低产品成本，提升盈利能力，引领新能源客车行
业健康发展。
二、关于主营业务及主要产品
问题 3、公司 2015 年主营业务毛利率为 25%较 2014 年增加
1%；分季度看，产品毛利率呈稳步上升趋势，从一季度的 23%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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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四季度的 28%。(1)请结合宏观政策、行业总体情况、产品类
别及销量情况，分析主要产品毛利率上升的原因，并说明四季度
产品毛利率大幅提高的原因。
（2)公司披露的月度产销数据显示，
主要产品产销量在 2016 年 1 季度呈明显下降趋势，其中 2 月产
销量同比、环比均大幅下降，3 月产销量较 2 月有所回升，但仍
处于较低水平。请你公司结合主要产品特点、行业政策、同行业
竞争对手情况分析产销量下降的原因，产品销售是否受季节影响，
并提示相关风险。
回复：
（1）
公司 2015 年主营业务毛利率为 25%较 2014 年增加 1%，
主要原因是由于 2015 年大宗原材料价格比 2014 年下降较多，公
司采购成本下降，整车毛利率提升。
第四季度毛利率比前三季度高主要是因为行业存在显著的
季节性特点，通常第四季度营业收入最高（2015 年第四季度营
业收入占全年的 39.35%），规模化效应显现，固定成本率下降，
毛利率提升。
销售收入占比情况表
项目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万元）

427,332

611,392

854,183

1,228,181

占比

13.69%

19.59%

27.37%

39.35%

（2）2016 年第一季度累计实现销量 12,366 台，同比增长
18%，实现了较好的增长。根据行业的季节性特点，通常第一季
度是销售淡季，第四季度是销售旺季，各季度产销量占全年的比
例波动较大，季度环比不具有可参考性。另外，受 2016 年农历
春节时间（2 月 8 日）比 2015 年提前的影响， 2 月份实际工作
日较少，故各月度之间的同比数据出现波动属于正常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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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4、年报披露，新能源客车的关键零部件中，整车控制
系统为自主研发自主生产，集成式电机控制器、电机、超级电容
和动力电池系统均与行业综合实力较强的供应商联合开发。请补
充披露：（1)公司与上述供应商的合作模式，包括但不限于专利
归属、技术准备、采购定价依据、管理机制等；（2)相关零部件
的售后服务及保养模式；（3)合作开发关键零部件的优势，以及
存在的问题和风险。
回复：
（1）公司与供应商的合作主要采取联合开发并由供应商组
装生产的模式。本公司主要负责关键零部件技术参数的设计匹配，
整车及集成系统验证方案的设计和平台搭建，供应商根据本公司
的技术要求生产产品，并保证各个生产环节的质量控制。
新能源关键零部件所涉及的知识产权包含双方共有的知识
产权和各自单独拥有的知识产权，其专利归属视各零部件的具体
情况由双方商定。
联合开发产品的定价采用定价模型、类比定价或成本分析的
方法来确定最终采购价格，其采购价格水平与市场相比具备一定
的竞争力。
（2）根据公司与供应商签订的相关质保协议，供应商提供
关键零部件的售后服务，并承担因供方质量问题而产生的售后成
本。
（3）公司专注于客车领域关键技术的研发与探索，通过多
年以来的自主研发和系统的技术创新，逐步掌握了零部件系统匹
配以及整车性能匹配的相关经验与技术，而供应商作为各自行业
内的领先企业，具备研发生产专业化产品的能力。双方发挥各自
的优势，实现跨领域合作，联合开发出的产品具备定制化、专用
化的特点，更加符合客户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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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关键零部件均采取多渠道供货，这在一定程度上规避了
依赖单一供应商的风险，但会对供应商的规模化效应及成本领先
产生一定影响。
问题 5、年报披露，公司核心零部件前五名供应商的采购比
例较高，请补充披露：（1)公司以外购方式获得核心零部件的比
例；
（2)公司各类核心零部件前五大供应商的采购占比；
（3)上述
关键零部件的采购是否存在高度依赖单一供应商的情形，如是，
请提示风险。
回复：
（1）外购方式获得核心零部件的比例
品类采购额占比

发动机

车桥

100.00%

42.55%

轮胎

电池

变速箱

空调

品类外购金额/该品类外
100.00% 100.00% 100.00%

21.87%

购及自制总金额

（2）各类核心零部件前五大供应商采购额占总外购金额比
例：
品类采购额占比

发动机

车桥

轮胎

电池

变速箱

空调

93.31%

97.91%

89.76%

100.00%

90.20%

73.38%

品类前五大供应商采购
额/该品类外购总金额

（3）公司不存在高度依赖单一供应商的情形。对同一品类
的外购零部件，公司通常选择多家供货渠道，供应商之间的竞争
较充分，不存在单一供应商垄断的现象。
问题 6、请结合公司主要整车产品类别，说明公司是否需要
承担整车售后服务及保养义务，并说明对公司经营业绩的影响。
回复：
在国内市场，公司提供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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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法律法规和公司《产品质量保修规定》约定内容的售后服务；
在海外市场，公司提供符合当地法律法规和行业通用标准的售后
服务。公司在确定产品售价时已综合考虑所承担的售后服务成本，
且已在当期损益中预提了售后服务费，不会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
生较大影响。
三、关于公司海外业务
问题 7、针对公司海外销售，年报披露：在中国 5 米以上客
车出口数量同比下滑 24.41%大幅下滑的情况下，公司实现销量
7,018 台，同比增长 7.3%；年报同时披露，公司 2015 年海外销
售收入 36 亿元，较 2014 年下降 13%。请补充说明：
（1)海外销
售收入总体下降的原因;(2)海外销售毛利率上升的原因。
回复：
（1）2015 年公司出口销售客车 7,018 台，同比增长 7.3%，
由于出口销售的产品结构同比发生变化，中型客车占比上升，大
型客车占比下降，导致海外销售收入较同期下降 13%。
（2）2015 年大宗原材料价格较 2014 年下降，同时公司内
部推行生产降本及研发降本工作，整车总体成本持续下降，因此
海外销售毛利率较同期上升。
四、关于财务信息披露
问题 8、财务报表“预计负债”项目显示，“售后服务费”
期末余额为 4.96 亿元，较期初增加 1.81 亿元，增幅达 58%；同
时，
“销售费用”中“售后服务费”为 5.62 亿元，较上年度增加
2.27 亿元，增幅达 68%。请你公司说明上述两项“售后服务费”
的具体内容、计提原则、会计确认的具体依据，并分析上述费用
相对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增幅较大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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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1）销售费用中的售后服务费包括当期按销售收入的一定
比例计提的服务费和针对个性化订单提供延期质保所计提的服
务费，预计负债中的售后服务费是售后服务费累计计提金额和累
计实际支出金额之间的差额，主要用于向已销售产品提供质保期
内的售后服务。
（2）计提原则及确认依据
按照销售收入计提的标准：海外业务售后服务费按海外出口
整车收入的 2%计提，国内业务售后服务费按国内整车收入的 1%
计提。
针对个性化订单提供延期质保所计提的服务费是根据服务
期限及承诺超出标准部分按公司收费政策来确定，已在对应订单
的销售价格中予以适当考虑。
（3）本期预计负债中的售后服务费期末余额 4.96 亿，较期
初增加 1.81 亿，销售费用中的售后服务费 5.62 亿，较上年度增
加 2.27 亿，一方面是由于收入增加，按照既定比率预提的售后
服务费相应增加；另一方面是根据客户的需求，对于新能源客车
的电池、电机、电控等主要零部件超出国家标准质保期所预提的
延期质保服务费，2015 年公司新能源客车增长较快，导致该部
分售后服务费增加。
特此公告

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六年四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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