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接C41版 ）
1) 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
单位：元

项 目 期初递延收益 本期
新增补助 本期摊销 期末递延收益

省级重点企业研究院项目补助
资金 6,500,000.00 6,500,000.00

受让土地使用权所缴纳契税和
耕地占用税的补助款 613,604.74 15,469.08 598,135.66

专项技术改造资金贴息 687,500.16 249,999.96 437,500.20
工业转型升级发展资金 275,000.16 99,999.96 175,000.20
节能技改项目专项资金 766,666.44 200,000.04 566,666.40
不锈钢线材后整理系统技改项
目专项资金 408,333.57 99,999.96 308,333.61

战略性新兴产业财政专项补助
资金 3,375,000.00 450,000.00 2,925,000.00

加热炉及配套设施系统节能技
改项目专项补助资金 300,000.00 60,000.00 240,000.00

企业技术中心创新能力专项补
助资金 240,000.14 39,999.96 200,000.18

年产 6万吨超超临界火电用高
温材料技术改造项目专项补助
资金

33,000,000.00 1,650,000.00 31,350,000.00

液化天然气等领域用管坯、部
件及配套技改项目专项补助资
金

36,382,978.72 4,851,063.84 31,531,914.88

不锈钢表面处理技术改造项目
补助资金 1,958,680.14 239,838.36 1,718,841.78

年产 25 万吨高品质不锈钢和
特种合金棒线项目专项补助资
金

5,000,000.00 169,491.52 4,830,508.48

年产 1万吨电池级碳酸锂项目
补助资金 13,118,350.00 13,118,350.00

年处理 120万吨锂矿石高效选
矿与综合利用项目补助资金 21,664,000.00 21,664,000.00

锂矿石高效选矿与综合利用项
目补助资金 11,684,091.51 11,684,091.51

其他零星补助 93,000.16 30,999.96 62,000.20
小 计 84,600,764.23 51,466,441.51 8,156,862.64 127,910,343.10

2) 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单位：元

项 目 金额 政府补助文件 收到政府
补助时间

再 生 资 源
回 收 财 政
补助

113,456,643.00 湖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关于财政奖励政策的函》

2018-2-11201
8-3-212018-
4-22018-7-2
62018-8-2920
18-9-272018
-11-28

研 究 开 发
补助款 1,750,000.00 浙江省财政厅《关于提前下达 2018年省级科技型中小企业扶持和

科技发展专项资金的通知》(浙财科教〔2017〕28号) 2018-2-13

工 业 发 展
补助款 1,000,000.00

湖州市财政局、 湖州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关于下达 2017 年度
“中国制造 2025”试点示范城市建设财政专项资金（第一批）的通
知》(湖财企〔2017〕440号)

2018-1-30

金 象 企 业
奖励款 1,000,000.00 湖州市财政局、 湖州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关于下达 2018 年度

“中国制造 2025”试点示范城市建设财政专项资金（第一批）的通
知》(湖财企〔2018〕206号)

2018-9-26

研 究 开 发
补助款 300,000.00 2018-9-27

企 业 奖 励
款 900,000.00 湖州南太湖产业集聚区管理委员会、湖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

会《关于促进工业强区的二十条意见》(湖集（开）委〔2016〕76号) 2018-3-29

研 究 开 发
补助款 555,100.00 湖州市科学技术局、湖州市财政局《关于下达 2018 年度第四批科技

经费补助的通知》(湖市科计发〔2018〕12号) 2018-12-28

稳 岗 补 助
款 271,569.38 湖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2017 年度企业稳岗补贴第一批名

单公示》 2018-9-27

研 究 开 发
补助款 250,000.00 湖州市科学技术局、湖州市财政局《关于下达 2018 年度第一批科技

经费补助的通知》(湖市科计发〔2018〕5号) 2018-6-29

人 才 补 助
款 200,000.00

湖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关于拨付永兴特种不锈钢股份有限
公司等三家单位的外籍人才入选 2017年度浙江省扩大海外工程师
经费的请示》

2018-5-17

外 贸 补 助
款 200,000.00 湖州市商务局、湖州市财政局《关于申报 2017 年度市本级外贸扶持

政策的通知》（湖商务联发（2018）105号） 2018-3-30

专 利 补 助
款 140,000.00 湖州市科学技术局、湖州市财政局《关于下达 2018 年湖州市（本级）

第二批专利经费的通知》(湖市科发〔2018〕31号) 2018-12-14

企 业 扶 持
资金 116,400.00 湖州市财政局、湖州市商务局《关于兑现 2016 年度市本级开放型经

济政策扶持资金的通知》(湖财企〔2017〕436号) 2018-1-24

其 他 零 星
补助 232,713.00

小 计 120,372,425.38
2. 公司政府补助收益具体政策及确认时点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相关规定，政府补助在同时满足下列条件时予以确

认：(1) 公司能够满足政府补助所附的条件；(2) 公司能够收到政府补助。 政府补助为货币性资产的，按
照收到或应收的金额计量。 政府补助为非货币性资产的，按照公允价值计量；公允价值不能可靠取得
的，按照名义金额计量。

公司将政府补助划分为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和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
助，确认为递延收益，并在相关资产的使用寿命内平均分配计入当期损益。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用
于补偿以后期间的相关费用和损失的，确认为递延收益，并在确认相关成本费用或损失的期间计入当
期损益；用于补偿已经发生的相关成本费用或损失的，直接计入当期损益。

综上，公司近三年确认的各项政府补助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3. 结合公司会计政策，以 100万元以上的政府补助为例，说明划分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和与收

益相关的政府补助的会计处理依据及合理性
(1)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6号———政府补助》相关规定：
1) 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判断依据及会计处理方法
政府文件规定用于购建或以其他方式形成长期资产的政府补助划分为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

政府文件不明确的，以取得该补助必须具备的基本条件为基础进行判断，以购建或其他方式形成长期
资产为基本条件的作为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冲减相关资产的账面价值或
确认为递延收益。 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确认为递延收益的，在相关资产使用寿命内按照合理、系统
的方法分期计入损益。 按照名义金额计量的政府补助，直接计入当期损益。 相关资产在使用寿命结束
前被出售、转让、报废或发生毁损的，将尚未分配的相关递延收益余额转入资产处置当期的损益。

2) 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判断依据及会计处理方法
除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之外的政府补助划分为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对于同时包含与资产

相关部分和与收益相关部分的政府补助，难以区分与资产相关或与收益相关的，整体归类为与收益相
关的政府补助。 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用于补偿以后期间的相关成本费用或损失的，确认为递延收
益，在确认相关成本费用或损失的期间，计入当期损益或冲减相关成本；用于补偿已发生的相关成本
费用或损失的，直接计入当期损益或冲减相关成本。

3) 与公司日常经营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 按照经济业务实质， 计入其他收益或冲减相关成本费
用。 与公司日常活动无关的政府补助，计入营业外收入。

(2) 近三年，公司收到 100万元以上的政府补助明细如下：
1) 2020年
单位：万元

项 目 金额 与资产相关 /
与收益相关 政府补助文件 说明

高性能不锈钢连
铸系统升级改造
项目补助资金

344.83 与资产相关
湖州市财政局、 湖州市经济和信息化局
《关于下达 2020 年度湖州市工业发展专
项资金（第六批）的通知》（湖财企〔2020〕
212号）

与高性能不锈钢连铸系
统升级改造项目相关

再生资源回收财
政补助 9,408.73 与收益相关 湖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关于财

政奖励政策的函》
用于补偿已发生的相关
成本费用

企业质量赶超奖
励款 130.00 与收益相关

湖州南太湖新区管理委员会《关于印发促
进湖州南太湖新区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
政策意见的通知》（湖南太湖委〔2019〕60
号）

用于补偿已发生的相关
成本费用

研究开发补助款 106.50 与收益相关

浙江省财政厅《关于提前下达 2020 年省
科技发展专项资金的通知》（浙财科教
〔2019〕48号）、湖州市科学技术局、湖州市
财政局《关于下达 2019 年度第四批科技
经费补助的通知》（湖市科计发〔2019〕10
号）

与海洋工程用超级双相
不锈钢制品开发及产业
化 --S32750超级双相不
锈钢低温冲击韧性稳定
性研发项目相关，用于补
偿已发生的相关成本费
用

2) 2019年
单位：万元

项 目 金额 与资产相关 /
与收益相关 政府补助文件 说明

年产 1 万吨电池级
碳酸锂项目补助资
金

1,311.84 与资产相关
宜丰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宜丰县人民
政府办公室抄告单》（宜府办抄字
〔2019〕142号)

与年产 1 万吨电池级碳酸
锂项目相关

再生资源回收财政
补助 10,191.10 与收益相关 湖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关

于财政奖励政策的函》
用于补偿已发生的相关成
本费用

提档升级奖励款 1,000.00 与收益相关
湖州市“中国制造 2025”试点示范城
市建设工作领导《关于印发“中国制
造 2025”试点示范城市建设的若干意
见的通知》（湖 2025发〔2017〕1号）

用于补偿已发生的相关成
本费用

社会保险费返还 481.98 与收益相关 湖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湖州
市区社会保险费返还企业名单公示》

用于补偿已发生的相关成
本费用

工业政策奖励款 100.00 与收益相关

湖州南太湖产业集聚区管理委员会、
湖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关
于 2018 年度工业、服务业、科技、人
才、商务和质量品牌建设发展奖励的
决定》（湖集（开）委〔2019〕15号）

用于补偿已发生的相关成
本费用

3) 2018年
单位：万元

项 目 金额 与资产相关 /
与收益相关 政府补助文件 说明

年产 25 万吨高品
质不锈钢和特种合
金棒线项目专项补
助资金

500.00 与资产相关

湖州市财政局、 湖州市经济和信息
化委员会《关于下达 2018年度“中国
制造 2025” 试点示范城市建设财政
专项资金（第一批）的通知》(湖财企
〔2018〕206号)

与年产 25�万吨高品质不锈
钢和特种合金棒线项目相关

年产 1万吨电池级
碳酸锂项目补助资
金

1,311.84 与资产相关
宜丰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宜丰县人
民政府办公室抄告单》（宜府办抄字
〔2018〕249号)

与年产 1 万吨电池级碳酸锂
项目相关

年处理 120 万吨锂
矿石高效选矿与综
合利用项目补助资
金

2,166.40 与资产相关
宜丰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宜丰县人
民政府办公室抄告单》（宜府办抄字
〔2018〕405号)

与 120 万吨 / 年锂矿石高效
选矿与综合利用项目相关

锂矿石高效选矿与
综合利用项目补助
资金[注]

1,168.41 与资产相关

宜丰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宜丰县人
民政府办公室抄告单》（宜府办抄字
〔2015〕305号)、宜丰县人民政府办公
室《宜丰县人民政府办公室抄告单》
（宜府办抄字〔2016〕249号)

与锂瓷石高效综合利用选矿
厂技改项目相关

再生资源回收财政
补助 11,345.66 与收益相关 湖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关于财政奖励政策的函》
用于补偿已发生的相关成本
费用

研究开发补助款 175.00 与收益相关
浙江省财政厅《关于提前下达 2018
年省级科技型中小企业扶持和科技
发展专项资金的通知》(浙财科教
〔2017〕28号)

与 能 源 装 备 用 -N08825、
N08800 特 种 合 金 材 料 、
ERNiCrMo-3 镍基焊丝、抗
高硫化氢高二氧化碳腐蚀环
境的油气工程用材料研发项
目相关， 用于补偿已发生的
相关成本费用

工业发展补助款 100.00 与收益相关

湖州市财政局、 湖州市经济和信息
化委员会《关于下达 2017年度“中国
制造 2025” 试点示范城市建设财政
专项资金（第一批）的通知》(湖财企
〔2017〕440号)

用于补偿已发生的相关成本
费用

金象企业奖励款 100.00 与收益相关

湖州市财政局、 湖州市经济和信息
化委员会《关于下达 2018年度“中国
制造 2025” 试点示范城市建设财政
专项资金（第一批）的通知》(湖财企
〔2018〕206号)

用于补偿已发生的相关成本
费用

[注]锂矿石高效选矿与综合利用项目补助资金系公司收购永诚锂业前永诚锂业收到的政府补助，
2018年年度报告中体现为当期新增的政府补助

综上， 近三年公司收到的政府补助划分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和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的会计
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三）请分别说明各项大额政府补助的信息披露情况，并根据行业政策、运作特点、近三年政府补
助占净利润的比重等情况说明公司获得政府补助的稳定性、政府补助相关政策的可持续性、公司是否
对政府补助存在较大依赖，并进行相关风险提示。

公司回复：
1. 2018-2020 年，公司各项大额政府补助均已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

的要求进行了披露，具体披露情况如下：
单位：元

公告时间 公告编号 收到政府
补助主体 发放补助的主体 发放金额 补助形式

2020-11-4 2020-075号 永兴物资 湖州市财政局 12,495,539.00 现金补助
2020-8-22 2020-060号 永兴物资 湖州市财政局 13,233,378.00 现金补助
2020-6-20 2020-049号 永兴物资 湖州市财政局 17,292,551.00 现金补助
2020-4-1 2020-022号 永兴物资 湖州南太湖新区财政局 18,000,000.00 现金补助
2020-2-28 2020-006号 永兴物资 湖州南太湖新区财政局 20,991,400.00 现金补助
2019-11-23 2019-084号 永兴物资 湖州市财政局 15,340,000.00 现金补助
2019-9-26 2019-070号 永兴物资 湖州南太湖新区管委会 18,865,900.00 现金补助
2019-8-1 2019-051号 永兴物资 湖州南太湖新区管委会 20,000,000.00 现金补助

2019-3-27 2019-016号 永兴物资
湖州市财政局 11,705,088.00

现金补助湖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
会 18,000,000.00

2019-3-1 2019-011号 永兴物资 湖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
会 10,000,000.00 现金补助

2018-11-30 2018-086号 永兴物资
湖州市财政局 10,170,000.00

现金补助湖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
会 21,392,200.00

2018-9-29 2018-075号 永兴物资
湖州市财政局 10,500,000.00

现金补助湖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
会 11,000,000.00

2018-8-31 2018-071号 永兴物资 湖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
会 9,000,000.00 现金补助

2018-7-28 2018-058号 永兴物资 湖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
会 10,900,000.00 现金补助

2018-4-3 2018-022号 永兴物资 湖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
会转湖州市财政局 20,747,843.00 现金补助

2018-3-22 2018-020号 永兴物资 湖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
会 10,000,000.00 现金补助

2018-2-13 2018-013号 永兴物资 湖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
会 9,746,600.00 现金补助

2. 根据行业政策、运作特点、近三年政府补助占净利润的比重等情况说明公司获得政府补助的稳
定性、政府补助相关政策的可持续性、公司是否对政府补助存在较大依赖

近三年公司政府补助占净利润比重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度 2019年度 2018年度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11,489.83 13,198.78 12,852.93
净利润 25,743.25 34,033.10 38,625.49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占净利润比例 44.63% 38.78% 33.28%
其中：再生资源回收财政补助 9,408.73 10,191.10 11,345.66
再生资源回收财政补助占净利润比例 36.55% 29.94% 29.37%
剔除再生资源回收财政补助的影响：
计入当期损益的其他政府补助 2,081.10 3,007.68 1,507.27
计入当期损益的其他政府补助占净利润比例 8.08% 8.84% 3.90%

从上表可知，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占净利润比例较高，主要系再生资源回收财政补助金额较
大。再生资源回收财政补助的产生原因详见本报告二(一)之说明。根据湖州市财政局《关于对再生资源
回收大户继续实行财政扶持政策的请示》（湖财企〔2019〕306 号）及其批复文件，湖州市政府为提高企
业经营再生资源的积极性，降低企业经营风险，促进企业做大做强，继续实行再生资源回收的财政扶
持政策，该扶持政策持续至 2022年 12月 31日，同时结合公司历史再生资源回收财政补助情况，该财
政补助具有一定稳定性和可持续性， 除再生资源回收财政补助外的计入当期损益的其他政府补助具
有不确定性，但其金额占净利润比例较低，公司对政府补助不存在较大依赖。

请年审会计师核查上述事项并发表明确意见。
会计师核查程序及结论：
1. 主要核查程序
(1) 访谈公司管理层，了解有关政府补助会计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情况；
(2) 检查政府补助相关文件，包括企业申报的相关资料、拨款文件、收款凭证、银行流水记录等支

持性文件， 以复核账面记录的收到政府补助的金额是否正确及与资产或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划分是
否准确；

(3) 检查与政府补助相关的项目情况，确认政府补助是否计入适当的会计期间，并与相应的项目
匹配是否合理；

(4) 分析与政府补助相关的项目执行情况，检查相关成本费用的支出是否合理、资产转固与折旧
计提情况，复核政府补助的摊销情况；

(5) 检查公司各项大额政府补助的信息披露情况；
(6) 了解公司所处行业的主要行业政策、运作特点，统计最近三年政府补助占净利润的比重，关注

公司获得政府补助的稳定性、政府补助相关政策的可持续性、以及是否对政府补助存在较大依赖。
2. 核查结论
通过实施上述主要核查程序，会计师认为：
(1) 再生资源回收财政补助系为促进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企业的稳步健康发展，湖州财政系统各级

单位每年以政府补助形式给予一定的补助。因该政府补助不是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的补助，故计
入非经常性损益具有合理性。 永兴物资近三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负的原因合理；

(2) 公司确认的各项政府补助以及划分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和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的会计
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3) 再生资源回收财政补助具有一定稳定性和可持续性，除再生资源回收财政补助外的计入当期
损益的其他政府补助具有不确定性，但其金额占净利润比例较低，公司对政府补助不存在较大依赖。

三、你公司 2017年先后以增资、收购股权的方式以 2.05亿元获得合纵锂业 25.75%股权。 你公司
与交易对方约定， 若 2017年和 2018 年合纵锂业实现净利润合计不足 0.96 亿元或 2020 年末之前未
能在 A股完成首发并上市或者被第三方以不低于增资的估值收购 100.00%股权， 你公司有权要求交
易对方按照约定的回购价格购买合纵锂业的 14.2857%股权。你公司于 2018年 12月以 1.75亿元向交
易对方出售合纵锂业 25.75%股权。

（一）请说明你公司增资、收购、出售合纵锂业股权的作价依据，结合交易标的的市场可比交易价
格、同行业上市公司的市盈率与市净率等指标详细分析交易定价的公允性，说明出售作价低于增资、
收购作价的原因与合理性，是否损害上市公司利益。

公司回复：
1. 公司增资合纵锂业及收购合纵锂业部分股权
(1) 对合纵锂业及永诚锂业增资是公司新能源发展战略第一步
2017年 7月，公司正式启动新能源发展战略，以战略投资的方式向分别属于锂云母制备锂盐上、

下游的永诚锂业、合纵锂业进行增资。根据合纵锂业增资协议，公司以 10,000.00万元认购合纵锂业新
增的注册资本 776.629万元， 增资价格为 12.88元/股， 增资款与新增注册资本之差额部分 9,223.371
万元将作为公司认购新增注册资本的溢价计入合纵锂业资本公积， 增资完成后公司持有合纵锂业
14.2857%股权，标志着公司新能源领域战略部署迈出第一步。

(2) 受让合纵锂业部分股权是以收购合纵锂业控股权为基础
2017年 9月，为加快对合纵锂业的收购，实现对合纵锂业控股权收购，综合考虑合纵锂业股东的

不同诉求，公司采取现金收购陈红梅、深圳市智祥创业资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深圳市智祥柏赫动力
投资企业(有限合伙)合计持有的合纵锂业 11.4691%的股权，收购价格为 16.85 元/股，收购总金额为
10,503.81万元。

(3) 增资和收购时电池级碳酸锂市场预期较好，且合纵锂业与下游客户建立了合作关系
增资和收购前，因电池级碳酸锂市场供给难以满足需求，电池级碳酸锂价格持续攀升，从 2015 年

初的销售均价 4.30万元/吨，上涨至 2017年上半年的销售均价 16.63万元/吨，市场前景较好。 在客户
层面，合纵锂业已与天津巴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当升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江门市优美科长
信新材料有限公司等下游企业建立了合作关系。

(4) 增资时合纵锂业原控股股东做出业绩承诺
增资时，合纵锂业建成年产 1 万吨电池级碳酸锂的生产线，但因原材料供应等原因，产能利用率

不足，故数据与产能得到充分释放的同行业上市公司不具有可比性。合纵锂业原控股股东基于业绩判
断，承诺 2017年和 2018年净利润合计不低于 12,000万元。 以其业绩承诺为依据确定的股权价值，与
同行业上市公司的市盈率、市净率对比如下：
股票代码 公司名称 2017年 6月末市盈率 2017年 6月末市净率

002466.SZ 天齐锂业 35.74 9.33

002460.SZ 赣锋锂业 72.60 13.54

002176.SZ 江特电机 64.93 3.36

-- 算数平均值 57.76 8.74

-- 合纵锂业 10.00[注] 3.99

[注]2017 年市盈率计算时的净利润采用增资协议中约定的 2017 年和 2018 年承诺净利润的年均
数

综上，公司增资合纵锂业及收购合纵锂业部分股权对进军新能源行业具有战略意义，增资时电池
级碳酸锂市场爆发式增长且合纵锂业原控股股东依据对未来业绩的判断做出业绩承诺， 在此基础上
公司综合考虑合纵锂业内部优势等因素，经各方协商定价，本次增资、收购符合市场交易原则，定价公
允，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2. 公司出售合纵锂业股权
2018年 12月，为有效整合资源、提高管理效率，公司将持有的合纵锂业 25.7549%股权（其中：增

资获取的 14.2857%股权， 合纵锂业原控股股东出具业绩承诺并承担约定回购等义务； 收购获取的
11.4691%股权，转让方（非控股股东）未出具业绩承诺，亦未约定回购义务）以 17,500.00万元转让给湖
南锂星、宜春科源、湖南中大。

本次股权转让具体情况如下：

受让方 转让出资额（元） 转让价款（元） 转让价格（元 /股）

湖南锂星 10,723,536.00 134,031,008.00 12.50

宜春科源 3,256,126.00 40,697,674.00 12.50

湖南中大 21,716.00 271,318.00 12.50

小 计 14,001,378.00 175,000,000.00 12.50

(1) 公司出售合纵锂业股权的原因
2018年，永兴新能源已组建自有的锂云母提锂的建设、研发和生产管理团队，并锁定了上游锂矿

资源，可独立发展锂电产业。 合纵锂业的主要业务是从卤水制备电池级碳酸锂，与永兴新能源电池级
碳酸锂项目业务有一定的重合，出售合纵锂业股权完成后，公司将锂电新材料业务集中在江西省宜丰
县，交通便利，管理集中，可有效节约管理成本，推进自建锂电项目的建设和投产进度。

(2) 出售合纵锂业作价低于增资、收购作价的原因
公司出售合纵锂业的作价为 12.50元/股，低于增资时的 12.88元/股和收购时的 16.85 元/股，主要

原因系增资和收购时，锂电行业处于高速发展期，电池级碳酸锂需求和销售均价持续增长；出售时，合
纵锂业 2017年度实现净利润 556.41 万元、2018 年 1-9 月实现净利润 289.55 万元， 短期内业绩大幅
提升的可能性较低。 为保障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以及战略发展需要，公司决定出售持有合纵锂
业的全部 25.7549%股权（包括约定回购义务部分和未约定回购义务部分）。 经多次协商，该部分股权
转让给合纵锂业原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指定的关联方，转让价格为 17,500.00万元。

综上，公司出售合纵锂业股权作价低于增资、收购作价原因具有合理性，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
益的情形。

（二）请说明你公司未执行回售权的原因与合理性，是否损害上市公司利益。
公司回复：
1. 合纵锂业回购义务的形成
2017 年 7 月，公司以 10,000.00 万元认购合纵锂业新增的注册资本 776.629 万元，增资完成后公

司持有合纵锂业 14.2857%股权。 合纵锂业增资协议约定，投资方享有股权转让限制、优先认购权、反
稀释权、优先购买权、共同出售权、知情权、股权回购请求权。 其中股权回购请求权为：

在以下任一情形下， 投资方有权要求控股股东或其关联方回购投资方取得的合纵锂业全部或部
分股权：

(1) 合纵锂业于 2017年和 2018年实现的净利润总和不足 0.96亿元；
(2) 于 2020年 12月 21日前合纵锂业未能在中国境内 A股完成股票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或者被

任何第三方以不低于增资的估值收购 100%股权。
2. 未执行回售权的原因
公司仅对上述增资获取的合纵锂业 14.2857%股权约定了回售权， 但公司另持有收购获取的

11.4691%股权未约定回购义务。 考虑整体出售持有合纵锂业的全部 25.7549%股权，比单独执行合纵
锂业 14.2857%股权回售权并继续持有其 11.4691%股权，更加符合公司利益。

综上，公司未执行回售权的原因合理，未损害上市公司利益。
（三）请说明交易对方在股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与你公司、公司持股 5%以上股

东、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利益往来。
公司回复：
经核查，交易对方陈红梅、深圳市智祥创业资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深圳市智祥柏赫动力投资企

业(有限合伙)、湖南锂星、宜春科源、湖南中大在股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与公司、公司
持股 5%以上股东、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利益往
来。

请年审会计师核查上述事项并发表明确意见。
会计师核查程序及结论：
1. 主要核查程序
(1) 访谈公司管理层，了解公司增资、收购、出售合纵锂业的原因及合理性；
(2) 获取合纵锂业增资协议、股权转让协议、银行水单等资料，检查其交易是否真实，分析增资、收

购、出售的定价公允性及合理性；
(3) 了解公司未执行回售权的原因，分析其合理性；
(4) 通过公开信息查询深圳市智祥创业资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市智祥柏赫动力投资企业

(有限合伙)、湖南锂星、宜春科源、湖南中大工商信息，了解该等公司的股东构成、法定代表人等情况；
(5) 获取公司、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陈红

梅、深圳市智祥创业资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深圳市智祥柏赫动力投资企业(有限合伙)、湖南锂星、宜
春科源、湖南中大在股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利益往来的书面
声明。

2. 核查结论
通过实施上述主要核查程序，会计师认为：
(1) 公司增资、收购、出售合纵锂业的定价公允，出售合纵锂业作价低于增资、收购作价原因具有

合理性，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2) 公司未执行回售权的原因合理，未损害上市公司利益；
(3) 交易对方陈红梅、深圳市智祥创业资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深圳市智祥柏赫动力投资企业(有

限合伙)、湖南锂星、宜春科源、湖南中大在股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与公司、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利益往来。

四、你公司第四季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0.04亿元。 请结合收入、成本、费用、产品
价格变动等情况说明第四季度净利润与前三季度存在较大差异的原因与合理性。 请年审会计师核查
上述事项并发表明确意见。

公司回复：
1. 公司第四季度收入、成本、费用和主要产品平均价格与二、三季度无明显差异
2020 年度，公司第一季度受疫情影响，营业收入和净利润下降幅度较大，第二、三季度恢复正常

生产经营后业绩趋于稳定。 第四季度收入、成本、费用和主要产品平均价格与二、三季度无明显差异。
2020年度，公司分季度营业收入、营业成本、费用、净利润和产品价格等情况列示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一季度 二季度 三季度 四季度
营业收入 91,892.06 131,512.42 140,283.91 133,624.23
营业成本 81,776.98 114,730.98 121,349.05 118,149.46
销售费用 823.32 1,356.05 1,386.73 1,155.12
管理费用 1,435.38 2,237.85 2,139.64 2,146.74
研发费用 3,162.74 3,452.09 5,007.64 4,447.46
信用减值损失 -61.94 -33.85 0.43 -4,723.85
资产减值损失 -2,941.88
净利润 7,376.66 9,011.51 9,180.88 174.20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7,406.51 8,930.70 9,070.83 391.65
棒材产品平均价格(元 /吨) 15,880.22 15,550.23 14,922.17 15,758.30
线材产品平均价格(元 /吨) 16,335.44 14,955.74 15,915.97 16,455.37
碳酸锂产品平均价格(元 /吨) 33,668.99 31,992.59 33,614.29

2. 第四季度净利润与前三季度存在较大差异的原因
第四季度净利润与前三季度存在较大差异的原因主要系：(1) 计提科丰新材应收款项坏账准备，

增加信用减值损失 3,552.23万元，详见本报告一(三)1之说明；(2) 计提永诚锂业商誉减值准备，增加资
产减值损失 2,941.88万元，详见本报告一(二)3之说明；(3) 计提对合纵锂业的担保损失，增加信用减值
损失 1,357.94万元，详见本报告一(五)2之说明。

上述因素合计影响净利润 7,852.05万元，导致第四季度净利润显著偏低。 剔除上述因素影响后，
公司第四季度的净利润与前三季度不存在重大差异。

请年审会计师核查上述事项并发表明确意见。
会计师核查程序及结论：
1. 主要核查程序
(1) 获取公司各季度财务报表，对主要科目的发生额进行合理性分析；
(2) 访谈公司管理层，了解第四季度利润下滑的原因；
(3) 检查公司第四季度的差异原因，关注是否合理。
2. 核查结论
通过实施上述主要核查程序，会计师认为：
公司第四季度净利润与前三季度存在较大差异的原因具有合理性。
五、你公司锂盐产品毛利率为 3.87%，请结合产品上下游价格变动、成本费用归集、同行业公司毛

利率等情况说明其毛利率较低的原因与合理性，请年审会计师核查上述事项并发表明确意见。
公司回复：
2020年度，公司锂盐产品毛利率为 3.87%，结合产品上下游价格变动、成本费用归集、同行业公司

毛利率情况，分析如下：
1、产品上游原材料主要系自供，对毛利率影响较小
公司锂盐产品的上游原材料主要来源于子公司宜丰县花桥矿业有限公司白市化山瓷石矿矿石。

白市化山瓷石矿矿权面积 1.8714平方公里，截至 2019 年 4 月 30 日累计查明控制的经济资源量矿石
量 4507.30万吨，为锂盐生产提供了充分资源保障。 由于公司采矿成本相对较为稳定，因此对毛利率
影响较小。

2、下游碳酸锂产品价格波动较大，对毛利率影响较大
公司年产 1万吨电池级碳酸锂项目 2020年 1-3月处于试生产阶段，其中一条生产线于 4 月达到

预定可使用状态，另一条生产线于 7月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公司锂盐产品于 2020 年 4 月起实现对
外销售。 2020年 4月至 12月，锂盐产品日均价走势图如下：

注：数据来源于上海有色网
由上图可见，2020年第二、三季度锂盐产品销售价格持续走低，电池级碳酸锂和工业级碳酸锂均

价仅为 41,826.00元/吨和 35,844.00元/吨，且此时公司正处于市场开拓初期，为锁定优质客户，给予了

一定的价格优惠。 2020年第四季度锂盐产品销售价格有所反弹，但公司产品定价有滞后性，第四季度
产品平均销售价格提升不明显。 因此，2020年公司锂盐产品毛利率较低。

3、成本费用归集对毛利率影响较小
公司生产锂盐产品的直接材料、直接人工和制造费用按生产步骤归集。 人工、材料和制造费用按

产品产量进行分配，完工产品与在产品的成本分配按完工产品的产量和在产品的约当产量进行分配。
公司 2020年度成本费用归集方法未发生变化，对毛利率影响较小。

4、锂行业公司毛利率情况
公司以锂瓷石为主要原材料，经选矿生产锂云母，并深加工生产碳酸锂。 目前类似于公司的上市

公司主要为江特电机，天齐锂业和赣锋锂业虽生产锂系列产品，但与公司的原材料来源和产品结构有
较大差异。

2020年，公司与相关上市公司锂盐产品经营数据对比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万元/每吨

公司名称 产品 项目 2020年度

永兴材料 锂盐产品

营业收入 26,783.24
营业成本 25,745.80
销量（吨） 8,131.60
平均单位售价 3.29
平均单位成本 3.17
毛利率（%） 3.87

天齐锂业 锂化合物及
衍生品

营业收入 175,664.06
营业成本 134,016.75
销量（吨）[注] 35,701.03
平均单位售价 4.92
平均单位成本 3.75
毛利率（%） 23.71

赣锋锂业 锂系列产品

营业收入 386,235.84
营业成本 295,861.87
销量（吨）[注] 63,013.64
平均单位售价 6.13
平均单位成本 4.70
毛利率（%） 23.40

江特电机 碳酸锂

营业收入 12,439.69
营业成本 24,888.95
销量（吨） 3,713.47
平均单位售价 3.35
平均单位成本 6.70
毛利率（%） -100.08

[注]天齐锂业和赣锋锂业销售的锂盐产品包含氢氧化锂、碳酸锂和氯化锂等，表中所取的销量数
据系碳酸锂当量 LCE，即固/液锂矿中能够实际生产的碳酸锂折合量。 永兴材料和江特电机锂盐产品
均系碳酸锂销售数量，因产品结构不同，故天齐锂业和赣锋锂业的平均单位售价和平均单位成本数据
与永兴材料不具有可比性

从上表可知，天齐锂业和赣锋锂业的毛利率远高于本公司，江特电机的锂盐产品毛利率远低于本
公司，主要原因系：

公司年产 1万吨电池级碳酸锂项目于 2020年 4月份开始陆续转固投产， 公司初入新能源市场，
客户尚不稳定，为拓展业务稳定客户关系，因此给予客户一定的价格优惠，导致碳酸锂产品销售价格
偏低，毛利率偏低。

天齐锂业拥有西澳大利亚格林布什锂矿等优质锂资源， 为天齐锂业产品供应稳定和质量稳定提
供了保障，降低了产品成本，提高了天齐锂业毛利率水平；赣锋锂业生产的锂系列产品主要系电池级
氢氧化锂产品，产品溢价较高。 同时其营业收入的 28.98%来自于海外业务，主要系出口锂盐产品。 近
年来中国市场主要锂化合物价格波动幅度较大，呈下降趋势，而国际市场的主要锂化合物价格变化则
相对平稳，提高了赣锋锂业锂系列产品的毛利率；江特电机由于 2020 年度碳酸锂行业受周期性波动
的影响，持续低迷，全年大部分时期碳酸锂产品市场价低于成本价。 为减少亏损、提升产品竞争力，江
特电机主动降低了现有产线的产量及销量和库存量，导致全年收入规模较小，单位碳酸锂产品分摊的
固定成本较高，毛利率较低。

综上，公司锂盐产品毛利较低主要系受新能源市场行情影响，且因前期客户开拓需要，产品销售
价格较低所致，具有合理性。

请年审会计师核查上述事项并发表明确意见。
会计师核查程序及结论：
1. 主要核查程序
(1) 了解公司与销售、采购、生产相关的内部控制制度，评价这些控制的设计，确定其是否得到执

行，并测试相关内部控制的运行有效性；
(2) 访谈公司管理层、销售部门相关人员，了解公司产品毛利率较低以及与同行业可比公司存在

差异的原因；
(3) 检查公司与主要客户签订的销售合同、订单及产品销售明细表，分析公司产品销售价格变动

情况；
(4) 查询同行业可比公司公开披露的定期报告，比较公司与同行业可比公司的可比数据，分析公

司毛利率变动趋势与同行业可比公司存在差异的原因及合理性。
2. 核查结论
通过实施上述主要核查程序，会计师认为：
公司锂盐产品毛利率较低主要系：
(1) 碳酸锂市场价格低迷，单价持续走低；
(2) 公司正处于市场开拓初期，为锁定优质客户，给予一定的价格优惠。公司锂盐产品毛利率与同

行业公司虽存在差异，但具有合理性。
六、你公司前五名客户销售额中关联方销售额占年度销售总额比例为 7.88%，前五名供应商采购

额中关联方采购额占年度采购总额比例为 11.58%。
（一）请说明采购金额前五大供应商、销售收入前五大客户的具体情况，包括但不限于成立时间、

主营业务、注册资本、主要财务数据（如有）、与你公司开展的具体业务、开展业务的时间等情况，并自
查上述客户与供应商在股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与你公司、你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
制人、你公司董监高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利益往来，并说明近三年主要供应商及客户结构是
否发生变化及变化原因。

公司回复：
1. 公司近三年销售收入前五大客户
(1) 近三年前五大客户销售情况如下：

年度 序号 客户名称 金额（元） 占比（%）

2020年度

1 久立集团[注 1] 391,891,794.67 7.88
2 中国石化物资装备华东有限公司 390,965,192.51 7.86
3 宁波腾业贸易有限公司 309,312,451.37 6.22
4 浙江永立钢业有限公司 183,442,613.54 3.69
5 浙江东明不锈钢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176,172,396.37 3.54
前五大客户合计 1,451,784,448.46 29.19

2019年度

1 中国石化物资装备华东有限公司 653,661,023.07 13.31
2 久立集团 436,336,054.08 8.89

3 宁波腾业贸易有限公司等同一控制下的关联公
司[注 2] 328,568,145.18 6.69

4 常州展悦贸易有限公司 201,073,106.77 4.10
5 浙江永立钢业有限公司 184,976,876.47 3.77
前五大客户合计 1,804,615,205.57 36.76

2018年度

1 中国石化物资装备华东有限公司 643,166,217.07 13.42
2 久立集团 396,814,193.69 8.28

3 宁波腾业贸易有限公司等同一控制下的关联公
司 329,142,714.28 6.87

4 浙江永立钢业有限公司 235,810,845.26 4.92
5 浙江东明不锈钢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184,923,396.56 3.84
前五大客户合计 1,789,857,366.86 37.33

[注 1]久立集团包括湖州久立实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久立实业”）、浙江久立钢构工程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久立钢构”）和浙江久立特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久立特材”）及其子公司

[注 2]宁波腾业贸易有限公司、腾龙精线集团宁波钢材有限公司（已于 2019 年 12 月注销）均为同
一控制下的关联公司

(2) 近三年前五大客户基本情况如下：
序
号 客户名称 注册资本（万元） 成立时间 是否存在关

联关系

1
[注]

久立特材 97,717.07 2004年 1月 8日 是

湖州久立穿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久立穿孔”） 1,150.00 2001年 3月 8日 是

湖州久立永兴特种合金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永兴合金”） 20,000.00 2014年 5月 23日 是

湖州华特不锈钢管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州
华特”） 3,095.02 2005年 5月 23日 是

久立实业 5,000.00 2013年 2月 5日 是

2 中国石化物资装备华东有限公司 3,173.30 1987年 5月 22日 否

3 宁波腾业贸易有限公司 6,000.00 2008年 4月 28日 否

4 浙江永立钢业有限公司 5,398.00 2006年 9月 1日 否

5 浙江东明不锈钢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70,600.00 1995年 12月 1日 否

6 常州展悦贸易有限公司 2,058.00 2009年 03月 17 否

(续上表)
序
号 客户名称 开展的具体

业务
开展业务的
时间 主营业务

1

久立特材 销售棒材 2006年 不锈钢焊接管、不锈钢无缝管、金属管材、双金属
复合管、水暖器材制造、销售等

久立穿孔 销售棒材 2001年 不锈圆钢热轧穿孔、金属材料、不锈钢棒、丝、管、
带、板材加工、销售等

永兴合金 销售钢锭 2014年 高品质特种合金新材料的研发、生产和销售等

湖州华特 销售棒材 2006年 不锈钢管材的制造、 加工， 金属材料及制品的批
发、零售等

久立实业 销售棒材 2013年 实业投资，金属材料、煤炭、焦炭、建材、化工产品、
机械设备、五金交电、电子产品的批发、零售等

2 中国石化物资装备华东有限公
司 销售棒材 2012年

化工产品、煤炭、焦炭、石油制品、矿产品、金属材
料、钢材、建筑材料、水泥、木材及制品、机电产品、
设备、汽车配件、商用车及九座以上乘用车的销售
等

3 宁波腾业贸易有限公司 销售线材、
棒材 2013年

钢材、金属材料及制品、机电产品、机械设备及配
件、轴承、建材、五金交电、通讯设备、电动工具的
批发、零售等

4 浙江永立钢业有限公司 销售棒材 2009年
不锈钢管、管坯、方坯 、元钢、钢板、管件、法兰、阀
门制造，金属锻件加工，不锈钢制品、金属材料、金
属矿销售等

5 浙江东明不锈钢制品股份有限
公司 销售线材 2009年

生产销售高档建筑五金件、水暖器材及五金件、标
准件、汽车、摩托车模具、夹具、精冲模、精密型腔
模、模具标准件、钢管及相关的圆棒、磨光棒，不锈
钢拉丝等

6 常州展悦贸易有限公司 销售棒材 2013年 金属材料、普通机械、建筑材料销售；不锈钢管加
工等

[注]根据公司与久立特材于 2019年 6月 10日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并经四届十九次董事会
临时会议审批通过，自 2019 年 6 月起久立特材公司(含控股子公司)以及其母公司或母公司控制的公
司作为公司关联方披露

从上表可知，公司近三年与主要客户系长期合作，合作关系较为稳定，客户结构未发生重大变化。
2. 公司近三年采购金额前五大供应商
(1) 近三年前五大供应商采购情况如下：

年度 序号 供应商名称 金额（元） 占比（%）

2020年度

1 久立集团 469,443,709.45 11.58

2 上海正宁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279,634,506.54 6.90

3 HANWA�CO.,�LTD. 134,436,668.61 3.32

4 张家港龙晟发冶金科技有限公司 117,232,342.93 2.89

5 蚌埠市高纷商贸有限公司 114,807,353.21 2.83

前五大供应商合计 1,115,554,580.74 27.52

2019年度

1 久立集团 376,625,822.97 9.10

2 中国石化物资装备华东有限公司 214,525,167.41 5.18

3 MITSUBISHI� CORPORATION� RTM�
INTERNATIONAL�PTE.�LTD 102,444,910.19 2.47

4 新华联矿业有限公司 102,323,703.73 2.47

5 ANGLO�AMERICAN�MARKETING�Ltd 82,782,108.51 2.01

前五大供应商合计 878,701,712.81 21.23

2018年度

1 上海正宁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246,349,956.83 6.37

2 久立集团 211,734,308.11 5.47

3 湖州兴诚物资有限公司 148,296,771.81 3.83

4 中国石化物资装备华东有限公司 104,045,294.23 2.69

5 HANWA�CO.,�LTD. 92,900,487.65 2.40

前五大供应商合计 803,326,818.63 20.76
(2) 近三年前五大供应商基本情况如下：

序
号 供应商名称 注册资本（万元） 成立时间 是否存在关联

关系

1

久立特材 97,717.07 2004年 1月 8日 是

久立穿孔 1,150.00 2001年 3月 8日 是

永兴合金 20,000.00 2014年 5月 23日 是

久立实业 5,000.00 2013年 2月 5日 是

久立钢构 6,000.00 2001年 2月 9日 是

2 上海正宁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5,000.00 2001年 7月 15日 否

3 HANWA�CO.,�LTD. - - 否

4 张家港龙晟发冶金科技有限公司 2,000.00 2010年 12月 9日 否

5 蚌埠市高纷商贸有限公司 200.00 2018年 11月 22日 否

6 中国石化物资装备华东有限公司 3,173.30 1987年 5月 22日 否

7 MITSUBISHI� CORPORATION� RTM�
INTERNATIONAL�PTE.�LTD - - 否

8 新华联矿业有限公司 200,000.00 2006年 7月 26日 否

9 ANGLO�AMERICAN�MARKETING�Ltd - - 否

10 湖州兴诚物资有限公司 1,000.00 2007年 9月 13日 否

(续上表)
序
号 供应商名称 开展的

具体业务
开展业务
的时间 主营业务

1

久立特材 采购合金 2005年 不锈钢焊接管、不锈钢无缝管、金属管材、双金属复
合管、水暖器材制造、销售等

久立穿孔 采购废钢 2001年 不锈圆钢热轧穿孔、金属材料、不锈钢棒、丝、管、带、
板材加工、销售等

永兴合金 委托加工、采购废
钢 2015年 高品质特种合金新材料的研发、生产和销售等

久立实业 采购镍铁、水淬镍 2013年 实业投资，金属材料、煤炭、焦炭、建材、化工产品、机
械设备、五金交电、电子产品的批发、零售等

久立钢构 采购渣包 2009年 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壹级， 新型建筑用墙体材料制
造，建筑材料批发零售，起重设备和机电设备安装等

2 上海正宁国际贸易有
限公司 采购纯镍 2018年

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销售有色金属、贵金
属（除专项）、金属材料、矿产品（除专项）、机电产品
等

3 HANWA�CO.,�LTD. 采购镍铁 2008年 -

4 张家港龙晟发冶金科
技有限公司 采购镍铁 2018年 冶金技术研发，钢材、金属材料及制品、五金交电、机

械设备及零部件、购销等

5 蚌埠市高纷商贸有限
公司 采购废钢 2019年 金属材料、轻纺材料、机械设备、五金工具的销售；再

生资源回收、加工、销售等

6 中国石化物资装备华
东有限公司 采购纯镍 2015年

化工产品、煤炭、焦炭、石油制品、矿产品、金属材料、
钢材、建筑材料、水泥、木材及制品、机电产品、设备、
汽车配件、商用车及九座以上乘用车的销售等

7

MITSUBISHI�
CORPORATION�
RTM�
INTERNATIONAL�
PTE.�LTD

采购镍铁 2016年 -

8 新华联矿业有限公司 采购镍铁 2019年 矿业技术咨询、技术服务，销售煤炭（不在北京地区
开展实物煤的交易、储运活动）、不锈钢制品、钢材等

9 ANGLO� AMERICAN�
MARKETING�Ltd 采购镍铁 2014年 -

10 湖州兴诚物资有限公
司

采购高碳铬铁、电
解锰 2007年 金属材料销售，高品质特种钢铁材料销售，高性能有

色金属及合金材料销售等
从上表可知，公司近三年主要供应商变化相对较大，主要原因系：钢铁冶炼行业上游废钢和镍铁

等主要原材料的市场供应充足，市场竞争充分，切换供应商成本较低；公司采购随行就市，根据各个供
应商报价和资质情况选择供应商。

3. 前五大客户、供应商主要财务数据列示如下：
经查询公开信息，除久立特材及其子公司湖州华特和永兴合金外，其余前五大客户、供应商均未

披露财务数据。
久立特材、湖州华特和永兴合金的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公司名称
2020.12.31

流动资产 非流动资产 资产合计 流动负债 非流动负债 负债合计

久立特材 384,569.28 297,393.69 681,962.97 161,723.22 25,234.42 186,957.64

湖州华特 5,950.64 3,379.21 9,329.86 3,289.28 74.79 3,364.07

永兴合金 15,772.66 29,173.69 44,946.35 12,452.82 9,590.68 22,043.49

(续上表)

公司名称
2020年度

营业收入 净利润 综合收益总额 经营活动现金流量

久立特材 495,524.67 77,561.95 77,054.93 132,784.56

湖州华特 16,042.00 1,317.45 1,317.45 2,123.11

永兴合金 23,726.14 1,294.62 1,294.62 4,230.74

4. 前五大客户和前五大供应商关联关系说明
经核查， 除湖州久立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浙江久立钢构工程有限公司和久立特材及其子公司自

2019 年 6 月起为公司关联方外，其他客户与供应商除正常经营业务外，在股权、业务、资产、债权债
务、人员等方面与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公司董监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利益往
来。

（二）请说明 2020年你公司与前 5大客户发生的交易是否具备商业实质，相关交易是否符合收入
确认的条件，前五名应收账款对应客户与你公司前五大客户是否存在重大差异及原因。

公司回复：
1. 公司与前 5大客户发生的交易是否具备商业实质
2020年公司前 5大客户均为不锈钢产品生产贸易企业， 签订的合同均为一般商品销售条款，发

生交易的具体内容详见本报告六(一)1之说明，交易具备商业实质。
2. 相关交易是否符合收入确认的条件
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2017 年修订）的规定制定收入确认的具体方法：公

司主要销售不锈钢棒、线材及碳酸锂产品等，属于在某一时点履行的履约义务。 内销收入在公司将产
品运送至合同约定交货地点并由客户确认接受、 已收取价款或取得收款权利且相关的经济利益很可
能流入时确认；外销收入在公司已根据合同约定将产品报关，取得提单，已收取货款或取得了收款权
力且相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时确认。

综上，公司向前五大客户的销售收入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
3. 前五名应收账款对应客户与公司前五大客户是否存在重大差异及原因
(1) 前五大应收账款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客户名称 应收账款余额 销售额 信用政策

应收 1 科丰新材 7,221.20 [注]

应收 2 江苏武进不锈股份有限公司 3,694.94 16,701.65 信用额度范围内

应收 3 厦门厦钨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1,054.75 1,925.84
货物验收合格之日起
60 天内支付全额合同
款

应收 4 浙江中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825.36 8,893.23
货物验收合格之日起
30 天内支付全额合同
款

应收 5 重庆三爱海陵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767.15 1,186.22
货物验收合格之日起
90 天内支付全额合同
款

[注]公司 2018 年末收购永诚锂业时，科丰新材就负有对永诚锂业的债务，详见本报告一(三)1 之
说明

(2) 前五大客户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客户名称 应收账款余额 销售额 信用政策

收入 1

久立穿孔 73.67 17,901.53

货物验收合格
之日起 30 天
内支付全额合
同款

久立特材 376.90 9,895.92
永兴合金 6,490.78
湖州华特 3,564.33
久立实业 1,336.62

收入 2 中国石化物资装备华东有限公司 241.56 39,096.52
收入 3 宁波腾业贸易有限公司[注] -28.54 30,931.25
收入 4 浙江永立钢业有限公司[注] -129.90 18,344.26
收入 5 浙江东明不锈钢制品股份有限公司[注] -173.19 17,617.24

[注]宁波腾业贸易有限公司、浙江永立钢业有限公司和浙江东明不锈钢制品股份有限公司期末余
额为预收账款，金额较小

从上表可知， 公司前五名销售客户的信用政策均以货物验收合格之日起 30 天内支付全额合同
款，故前五大客户期末应收账款余额均较小。 前五大应收账款客户中除科丰新材外，其余客户的应收
账款余额均在公司给予的信用期和信用额度内。

（三）请说明久立特材同时为你公司客户与供应商的原因与合理性。
公司回复：
1. 久立特材基本情况
久立特材系由久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美欣达集团有限公司和周志江、陈培良、蔡兴强、李郑周、

徐阿敏、张火根、张建新等 7 名自然人共同发起设立，于 2005 年 9 月 19 日在浙江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登记注册。 久立特材作为久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创建于 1987 年，座落于浙江省湖州
市，是一家专业致力于工业用不锈钢及特种合金管材、棒材、线材、双金属复合管材、管配件等管道系
列产品研发与生产的公司。 久立特材公司股票已于 2009年 12月 11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

2. 公司与久立特材的合作背景
公司与久立特材分别为对方的主要客户和供应商，已形成多年产品购销关系。 双方于 2019 年 6

月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以进一步在供应链稳定、关键技术合作等多方面开展战略性合作，在满
足各自战略发展理念的前提下，以共同发展为目标和根本利益，实现互利共赢。

(1) 久立特材为公司客户的合理性
公司为国内不锈钢长材领域龙头企业， 久立特材是国内最大的工业用不锈及特殊合金管材制造

企业，亦是公司在多年经营过程中稳定的优质客户。 为进一步促进双方在生产经营，技术研发等方面
形成稳固长期的合作关系，公司与久立特材于 2019年 6月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久立特材承诺，
在同等条件下，将优先采购永兴特钢产品；永兴特钢承诺，满足久立特材对管坯原料的个性化定制需
求，并确保产品质量和交期。 同时，双方均为高新技术企业，将发挥各自领域的优势，进行关键技术合
作，共同推进高端产品的研发生产和标准制定，在高端特种不锈钢、双相不锈钢、超级双相钢、特殊合
金等领域提高市场占有率，不断满足客户需求，进一步推进双方产品在油气开采炼化、核电等高端装
备制造领域的应用提升。

(2) 久立特材为公司供应商的合理性
2020年，公司向久立集团采购的商品和劳务情况如下：
单位：元

关联方 采购金额

湖州久立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409,273,812.39

永兴合金 58,925,070.51

浙江久立钢构工程有限公司[注] 1,041,838.94

久立特材 164,778.76

湖州久立穿孔有限公司 38,208.85

[注]上表仅列示公司向其采购商品和劳务金额，不包含工程款
从上表可知，公司与久立集团的采购业务主要集中在湖州久立实业投资有限公司和永兴合金，其

余系零星采购业务。 公司向贸易公司湖州久立实业投资有限公司采购镍铁和水淬镍等原料， 早在
2013年已开始合作。 公司向永兴合金的采购主要系产品加工费，2019年公司将不锈钢锻造车间快锻
机组项目转让给永兴合金后（详见本报告十三(一)1之说明），公司生产流程中的锻造加工工序则委托
给永兴合金加工，故需向永兴合金支付加工费。

综上，久立特材同时为公司的客户与供应商具有合理性。
（四）请说明关联销售与关联采购的必要性，并结合市场可比价格说明关联定价的公允性。
公司回复：
1. 关联销售与关联采购的主要业务类型
(1) 产品销售：公司向关联方久立集团销售不锈钢产品，主要应用于钢铁领域；
(2) 原料采购：公司向关联方采购镍铁等物资，均为生产必需原料；
(3) 其他业务：公司向关联方采购及销售生产经营需要的其他业务及服务，包括电力、天然气及吊

装费等。
2. 形成关联交易的原因
(1) 公司主营不锈钢业务所处的产业链使得关联交易的存在具有必然性
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关联销售与关联采购属于产业链上下游公司之间的正常业务， 是公司开展

生产经营活动的必要支撑。 由于行业发展特性，公司下游知名品牌市场占有率较高，公司可选择的优
质客户相对集中。

(2) 公司所处地域相近，更有利于提高运营效率
公司地处湖州地区，就近与久立特材达成战略合作协议并开展业务往来，有利于节约社会资源，

降低公司整体运营成本，提高运营效率，提升市场竞争力，有利于公司开展持续稳定的生产经营活动。
综上，公司向关联方销售与采购具有必要性和合理性。
3. 结合市场可比价格说明关联定价的公允性
(1) 关联销售定价
公司向关联方销售产品种类较多，选取销售金额前十的产品价格与市场价格对比，明细如下：

产品名称 交易金额
（万元）

交易价格
（元 /公斤）

非关联方价格
（元 /公斤） 单价差异 差 异 率

（%）
价格差异
原因

棒材(304L≥8) 5,448.20 12.96 12.62 0.34 2.69 无重大差
异

棒材(316L≥10) 4,293.59 18.58 18.50 0.08 0.43 无重大差
异

光圆(304L≥8) 2,587.96 16.40 15.71 0.69 4.39 无重大差
异

棒材(304≥8) 2,563.89 12.93 12.92 0.01 0.08 无重大差
异

钢锭 N08825≥41.5 2,033.38 53.28 53.61 -0.33 -0.62 无重大差
异

光圆(S31254≥17.5) 1,978.46 45.20 48.67 -3.47 -7.13 无重大差
异

光圆(Ni10Ti≥9) 1,669.61 20.01 15.92 4.09 25.69 [注]

棒材(Ni10Ti≥9) 1,621.45 15.39 15.27 0.12 0.79 无重大差
异

光圆(316L≥10) 1,454.28 22.47 20.89 1.58 7.56 无重大差
异

光圆(2205≥4.8，Mo≥3.0) 1,325.48 21.31 20.91 0.40 1.91 无重大差
异

[注]公司向久立集团销售光圆(Ni10Ti≥9)定价与非关联方定价差异较大的原因系受规格型号及
市场行情影响，公司向久立集团销售以口径大于 200MM的规格型号为主，平均价格高于非关联方。另
选取同一时期同种规格型号的销售单价对比：2020 年 11 月规格型号为 65MM 的光圆，向关联方销售
单价为 15.47 元/公斤， 向非关联方销售单价为 15.75 元/公斤， 单价差异-0.28 元/公斤， 差异率为-
1.81%，不存在重大差异

公司的销售定价系在保证产品毛利率的同时综合考虑市场因素灵活调整产品报价，主要由钢种、
规格型号、市场行情等多种因素影响，公司向关联方销售同种产品价格与非关联方价格基本一致，关
联定价公允。

(2) 关联采购定价
公司的关联采购主要系向湖州久立实业投资有限公司采购镍铁和水淬镍， 浙江久立钢构工程有

限公司主要提供工程施工服务，永兴合金主要提供加工服务，久立特材和湖州久立穿孔有限公司系零
星采购。 故选取湖州久立实业投资有限公司的采购价格与市场价格对比，明细如下：
产品名称 交易金额

（万元）
交易价格
（元 /公斤）

非关联方价格
(元 /公斤) 单价差异 差 异 率

(%) 价格差异原因

钼铁(55＜Mo≤65) 264.41 80.12 78.34 1.78 2.27 无重大差异
镍铁(5＜Ni≤10) 12,813.90 8.70 9.13 -0.43 -4.71 无重大差异
镍铁(Ni＞10) 15,271.18 10.49 9.74 0.75 7.70 无重大差异
水淬镍 10,405.58 25.65 27.09 -1.44 -5.32 无重大差异

公司的采购价格主要系受原材料中金属镍含量的影响波动。从上表可知，公司向关联方采购同种
产品价格与非关联方价格基本一致，未见重大差异，关联定价公允。

综上，公司关联销售与关联采购的定价均参考市场价定价，与非关联的采购价格或者销售价格无
明显差异，关联交易定价公允。

请年审会计师核查上述事项并发表明确意见。
会计师核查程序及结论：
1. 主要核查程序
(1) 了解公司与销售、采购相关的内部控制制度，评价这些控制的设计，确定其是否得到执行，并

测试相关内部控制的运行有效性；
(2) 实施销售细节测试，检查与收入确认相关的支持性文件，包括销售合同、发货单、验收单、运单

及客户回款记录等，检查与采购相关的文件，包括采购合同、采购订单、入库单、签收单及付款回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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