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接D60 版 ）
1、2020年减值准备计提情况
2020年末公司库存商品期末余额及计提的减值准备情况（按单个项目）如下表所示：
单位：元

存货类别 品名
2020年末

期末余额 减值准备

产成品 合金刀具 GM 4,269,748.43 111,775.55

产成品 合金刀具 XJ 1,210,181.52 590,681.06

产成品 非标准合金刀具 1,005,517.24 153,719.97

合 计 6,485,447.19 856,176.58
公司对库存商品实施减值测试的方法如下：
①计算可售状态商品估计售价。为执行销售合同而持有的库存商品以合同价格为基础计算；其他

以一般销售价格为基础计算。 在估计一般销售价格时，公司通常会参考该产品近期销售价格。
②计算预计销售费用及税金。 测算费率、税率以销售费用、附加税占全年收入的比例计算。
③以可售状态商品估计售价减去预计销售费用及税金计算库存商品出可变现净值， 并与库存商

品成本进行对比。 若库存商品成本高于其可变现净值，则表明该商品存在减值迹象，并按照可变现净
值与存货成本差额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2020年末，公司主要存货跌价准备测算过程如下：
单位：万元

存货类别 品名

2020 年 末
存货余额

可 售 状 态
商 品 估 计
售价

预 计 继 续
生产 的 成
本

预 计 销 售
费用

预 计 税
金

可 变 现 净
值

是 否
跌价

计 提 存
货 跌 价
准 备 金
额

① ② ③ ④ ⑤ ②-③-④-
⑤

①-（②
-③-④
-⑤）

半成品 APT 8,551.74 8,644.35 - 43.19 14.18 8,586.98 否
半成品 氧化钨 7,628.18 7,928.40 - 45.13 12.82 7,870.45 否
产成品 钨粉 3,233.88 3,287.47 - 4.48 5.80 3,277.18 否
产成品 碳化钨 14,211.17 15,278.23 - 73.47 25.17 15,179.60 否
产成品 硬质合金 3,077.12 3,793.69 - 21.59 6.13 3,765.96 否
产成品 合金棒材 1,049.83 1,121.17 - 1.19 1.99 1,117.99 否

产成品 合 金 刀 具
GM 426.97 444.43 - 26.81 1.82 415.80 是 11.18

产成品 合金刀具 XJ 121.02 66.22 - 3.99 0.27 61.95 是 59.07
产成品 合金刀具 1,189.68 1,671.58 - 100.83 6.86 1,563.90 否

产成品 非标准合金
刀具 100.55 91.04 - 5.49 0.37 85.18 是 15.37

在产品 APT 716.62 801.03 71.88 4.56 1.30 723.29 否
在产品 钨粉 2,697.47 3,021.76 103.68 17.20 4.89 2,895.99 否
在产品 碳化钨粉 1,657.80 1,852.45 64.21 10.54 3.00 1,774.70 否
在产品 硬质合金 3,687.01 6,278.50 1,070.04 35.74 10.15 5,162.56 否
在产品 精磨圆棒 579.89 968.43 325.84 58.41 3.97 580.20 否
原材料 钨精矿 1,136.84 1,454.67 78.16 8.28 2.35 1,365.87 否
合计 50,065.78 56,703.39 1,713.82 460.91 101.08 54,427.59 / 85.62

2、存货跌价准备关键假设和参数及测算过程
①存货跌价准备的确定依据
资产负债表日，存货采用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计量，按照存货类别成本高于可变现净值的差额

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直接用于出售的存货，在正常生产经营过程中以该存货的估计售价减去估计的销
售费用和相关税费后的金额确定其可变现净值；需要经过加工的存货，在正常生产经营过程中以所生
产的产成品的估计售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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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负债表日，同一项存货中一部分有合同价格约定、其他部分不存在合同价格的，
分别确定其可变现净值，并与其对应的成本进行比较，分别确定存货跌价准备的计提或转回的金额。

②原材料减值测试的测算过程
公司的原材料全部用于加工为产成品后对外出售，根据库存商品的存货跌价准备测算，期末主要

库存商品均不存在跌价，且公司库存商品料工费占比较为稳定，对原材料的测算参照当年平均单耗及
生产成本水平，估计其预计生产为产成品的单位成本，按照所生产的产成品的估计售价减去至完工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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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主要原材料未见
明显跌价迹象。

③库存商品减值测试的测算过程
由于公司产成品用于直接对外出售， 且公司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政策以单项产成品资产负债表日

最近期销售价格为基础确定其在报告期资产负债表日的可变现净值。对于产成品，按照预计销售价格
及预期实现销售的费用及税金来确定其可变现净值。

④在产品减值测试的测算过程
公司在产品均为尚未生产完成的库存商品，全部用于加工完成为产成品后对外出售。各期末在产

品结存根据各加工环节投入产出比及预计产成品数量折算为约当产成品数量， 通过约当产成品数量
计算出最终产成品成本， 按照产成品的预计销售价格及预期实现销售的费用及税金来确定其可变现
净值。

⑤公司存货减值测试的关键假设和参数及其变化情况、原因
存货减值测试参数系根据各期末情况进行确定，变化情况说明如下：
（1）预计售价系根据产品在各期末资产负债表日最近期销售价格为基础确定，近 2 年主要产品期

后销售价格波动较小，与存货减值测试中预计售价波动基本一致。
（2）预期实现销售的费用及税金
预期实现销售的费用及税金系按照公司当年实际销售费用、税金及附加水平为基础确定。根据公

司的组织结构，不同产品由不同子公司负责生产销售，其中：APT、氧化钨、碳化钨粉、硬质合金、钨粉
等生产销售主体为本部和江西翔鹭，合金刀具的生产销售主体为东莞精密。 近 2 年参数如下：
参数 公司 2020年度 2019年度

预期实现销售的费用及税
金

本部 0.73% 0.74%
江西翔鹭 0.28% 0.75%
东莞精密 6.44% 10.22%

[注]由于东莞精密 2019-2020 年尚处于生产磨合阶段，产能处于爬坡过程，生产效益未得到充分
释放，销量较少导致销售费用率偏高。

（3）进一步加工成本系根据当年平均单耗、实际生产成本水平及预计投入产出比为基础确定。
3、与同行业公司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情况对比
2019年末和 2020年末，公司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比例与同行业可比公司对比如下：

项目
2020年 12月 31日 2019年 12月 31日

厦门钨业（600549） 中钨高新
（000657） 本公司 厦门钨业（600549） 中钨高新

（000657） 本公司

原材料 2.09% 4.86% 5.51% 5.82%
在产品 1.13% 6.78% 2.37% 7.52%
库存商品 3.00% 3.10% 0.30% 3.08% 4.93% 1.02%

公司整体计提存货跌价准备比例较可比公司相对较低，主要是因为相比同行业公司，翔鹭钨业的
业务较为单一。中钨高新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比例较高主要是因为前端产品市场价格本期持续下跌，导
致中钨高新相关业务板块的营业利润下降； 厦门钨业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比例较高主要是因为能源新
材料业务毛利率较低。 近几年，钨制品行业行情稳定，公司在手订单充足，存货周转情况良好，后续产
品销售价格及原材料采购价格稳定，市场销路及周转情况良好，不易产生存货跌价；公司对存货进行
了严格的管理，公司会对库龄临近半年、一年的存货进行检测，确保合格产品供应客户。故公司各期末
存货跌价准备较低具有合理性。

综上，公司主要产品市场销路及周转情况良好，不存在较大金额长期滞销的存货。 公司存货跌价
准备计提充分、谨慎，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情况能充分反映存货整体质量和周转适销情况。

2、会计师核查过程及意见
截至 2020年 12月 31日，翔鹭钨业存货账面价值 617,757,938.26 元，占合并资产 25.58%，期末存

货是否存在、成本计算及存货计价是否合理、期末存货是否存在跌价等情形对财务报表影响重大，因
此我们将其识别为关键审计事项。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要求， 设计和执行了相关程
序，针对上述问题我们执行的主要程序如下：

（1）了解和评估管理层与存货相关内部控制设计的合理性，测试执行的有效性。
（2）对原材料采购的价格和数量等进行细节测试。 检查存货采购合同、购货发票、付款单、入库单

等支持性证据， 检查存货采购的真实性和计价准确性； 结合应付账款的函证对公司存货采购进行核
实，对主要供应商进行函证核查交易真实性。

（3）对本期的存货领用和销售进行发出计价测试，复核存货领用和销售成本结转的准确性。
（4）分析并复核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的测试方法合理性、计提金额的充分性，复核存货跌价准备计

提政策合理性，并重新测算存货跌价准备。
（5）核查存货盘点制度，检查存货盘点计划、盘点表，复核期末存货盘点情况，执行存货监盘程序，

并选取主要存货进行抽盘，检查存货中是否存在库龄较长，保存状态较差的存货，并分析其减值准备
计提的充分性。

（6）执行截止测试，评估存货是否记录在恰当的会计期间。
（7）比较存货实际销售时，在手订单价格、市场价格与期后销售价格是否存在差异，分析其存货售

价的估计是否准确。
（8）评价公司对存货预计销售费用和相关税费估计的合理性，测试公司对存货可变现净值计算是

否准确。
（9）检查存货跌价准备在报告期各期末的变化情况，与同行业上市公司各期末存货跌价准备计提

情况，分析存货跌价准备变动的合理性。
基于执行的审计程序，我们认为：
公司主要产品市场销路及周转情况良好，不存在较大金额长期滞销的存货。 公司存货跌价准备

计提充分、谨慎，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情况能充分反映存货整体质量和周转适销情况。
15.你公司径南工业区基础工程、江西翔鹭基建工程预算变动频繁。 请说明上述项目的主要情况

与进展，预算频繁变动的原因与合理性，项目投资是否需履行审议程序与信息披露义务。 请年审会计
师核查上述事项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1、公司回复
（1）上述项目的主要情况与进展以及预算频繁变动的原因与合理性
径南工业区基础工程位于广东潮州产业转移工业园径南分园（后更名为“广东省潮州市凤泉湖工

业区”），占地面积 16,392平方米，建筑面积 36,082平方米，原作为翔鹭钨业首次公开发行募投项目之
一的年产 600吨特种硬质合金产业化项目的项目实施地点，2016 年 7 月开工建设。 2017 年 3 月由于
园区基础设施建设等尚未配套到位，致使该园区尚不能满足上述募投项目投产的需求，公司决议变更
部分生产工序实施地点为公司潮州官塘厂区。径南工业区之后作为 2019年 8月公开发行可转债募投
项目“年产 600 万支精密特种硬质合金切削工具智能制造项目”的实施地点。 由于上述项目涉及首次
公开发行募投项目以及可转债募投项目投入以及募投项目实施地点的变更， 所以项目预算有相应的
变动。

江西翔鹭基建工程位于江西省赣州市大余县南安镇新华工业园区，占地面积为约 250 亩，建筑面
积超过 5.3万平方米，2018年 7月开工建设。2019年报披露预算数为 40,000万元，2020年报披露预算
数为 20,000万元，主要是因为该项目在 2019年系按照新华工业园厂区整体披露项目预算数，2020 年
度将该项目区分一期工程和二期工程，目前在建是一期工程，截止报告期末项目工程进度 95.73%，二
期工程尚未开工建设，亦尚未在重要在建工程项目中列示，所以显示该项目预算数有相应的变动。

上述项目建设的具体情况如下：

项目 计划工期 工程进度
（%）

预 计 完 工
时间

是否符合建设
计划安排 未转固原因描述

径南工业区基础工程 2013 年 12 月至
2022年 2月 32.46 2022 年 2

月 是
属于可转债募投项目实施地点，
按照可转债项目计划工期施工，
截止报告期末项目工程进度
32.46%，尚未达到可使用状态。

江西翔鹭基建工程 2018 年 7 月至
2021年 3月 95.73 2021 年 3

月 是 截止报告期末项目工程进度
95.73%，尚未达到可使用状态。

（2）项目投资是否需履行审议程序与信息披露义务
上述投资项目立项和投入均履行了相关审议流程。 2016年 5月 17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募集资金运用方案及可行性的议
案》，同意公司发行募集资金一部分投入位于广东省潮州市深圳（潮州）产业转移工业园径南分园的

“年产 600吨特种硬质合金产业化项目”。 公司 2018 年 3 月 26 日第二届董事会 2018 年第二次临时
会议以及 2018年 5月 3日 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广东翔鹭钨业股份有限公司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运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同意公司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募集资金一部分投入位于广东省潮州市凤泉湖工业区的“年产 600 万支精密特种硬质合金切削工具
智能制造项目”。 公司于 2017年 3月 20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 2017年第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
于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地点的议案》，同意将“年产 600 吨硬质合金募投建设项目”中“氧化钨制成
碳化钨阶段”的加工地点由径南工业区变更为公司本部。 2019 年 7 月 20 日，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
会 2019年第三次临时会议，以 7 票全票审议通过了《关于大余县人民政府征收全资子公司相关资产
（退城入园项目）的议案》，同意推进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西翔鹭钨业有限公司退城入园工作。

上述项目投资均按照规定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具体披露情况详见下表：

序号 事项 披露情况 公告日期

1 发行募集资金一部分投入位于广东省潮州市深圳（潮州）产业
转移工业园径南分园的“年产 600吨特种硬质合金产业化项目”

201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决议 2016-12-27

2
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一部分投入位于广东省潮州市凤泉
湖工业区的“年产 600�万支精密特种硬质合金切削工具智能制
造项目”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决议公告 ， 公告编号 ：
2018-025

2018-05-04

3 将“年产 600 吨硬质合金募投建设项目”中“氧化钨制成碳化钨
阶段”的加工地点由径南工业区变更为公司本部

临 时 披 露 ， 公 告 编 号
2017-023 2017-3-22

4 推进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西翔鹭钨业有限公司退城入园工作
第三届董事会 2019 年第三
次临时会议决议， 公告编
号：2019-036

2019-07-23

2、会计师核查过程及意见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要求，设计和执行了相关程序，针对上述问题我们执行的主

要程序如下：
（1）评价管理层与在建工程相关的内部控制的设计和运行有效性。
（2）获取工程项目合同台账、相关业务银行回单，勾稽核对付款等关键合同条款及银行回单。
（3）对账面在建工程确认凭证选取样本量，核查在建工程确认的相关原始依据，核实在建工程确

认计量的准确性。
（4）通过现场盘点及核对合同交付条款、竣工验收单，核实在建工程转固时点的准确性。
（5）检查在财务报表中有关在建工程的披露是否符合企业会计的要求。
基于执行的审计程序，我们认为：
公司对于上述在建工程情况的说明，与我们在执行翔鹭钨业 2020年度财务报表审计过程中所了

解的情况在所有重大方面一致。
16.你公司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中收到的政府补助发生额为 830 万元，请说明是否

与你公司实际收到的政府补助存在差异及原因。 请年审会计师核查上述事项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1、公司回复
2020年实际收到的政府补助列示如下：
单位;万元

主体 列示科目 项目 金额 收到时间

江西翔鹭

其他收益 地方经济贡献奖 500.00 2020-03-30
其他收益 地方经济贡献奖 734.82 2020-12-26
其他收益 2018-2019年度重大招商引资项目奖励 100.00 2020-04-29
递延收益 工业转型升级专项资金 74.00 2020-04-26
其他收益 2019年电价补贴 40.07 2020-08-28

其他收益 县教科体局专利奖及市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奖 28.50 2020-06-11

营业外收入 2019年认定高新技术企业市级财政奖励 20.00 2020-06-28
其他收益 县教科体局 2019年市级科技计划项目经费 5.00 2020-06-11
其他收益 2019年军民融合产业发展市级奖励奖金 5.00 2020-08-05
其他收益 技能提升行动（以工代训补贴） 2.76 2020-01-02
其他收益 2020年园区企业招工补贴 2.49 2020-07-27
其他收益 2019年企业岗前培训补贴 2.25 2020-02-25
其他收益 培训补贴 2.10 2020-11-30
其他收益 2020年岗前培训补贴 2.00 2020-09-28
其他收益 2020年企业吸纳贫困户及工资补贴 0.88 2020-08-31
其他收益 市级专利资金 0.51 2020-07-24
其他收益 园区企业自主招聘经费补贴 0.50 2020-04-09

其他收益 2020年园区企业吸纳新招录毕业 5年内高校
毕业生奖金 0.30 2020-08-27

东莞精密

其他收益 2020年度外经贸发展专项资金（进口贴息事
项） 31.52 2020-08-31

其他收益 东莞市 2020 年支持企业引进关键设备和核
心技术专项资金 6.30 2020-11-19

其他收益 东莞市促进开放型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 5.97 2020-03-31
合计 / / 1,564.98 /

2020年公司实际收到政府补助金额为 1,564.98 万元，与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中收

到的政府补助发生额为 830万元，存在差异 734.98万元，主要系公司子公司江西翔鹭将收到的地方经
济贡献奖 734.82万元计入经营活动收到的其他现金，对现金流量表列示科目的处理方法与集团口径
不一致导致。

2、会计师核查过程及意见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要求，设计和执行了相关程序，针对上述问题我们执行的主

要程序如下：
（1）了解公司将收到的政府补助划分为收益相关或资产相关的依据，评价公司对于政府补助确认

和计量的相关会计政策。
（2）获取政府补助相关文件，了解相关补助项目的具体情况。
（3）取得政府补助明细账及测算表，重新测算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摊销金额。
（4）获取政府补助银行回单，复核政府补助发放主体及发放原因是否与补助文件一致。
（5）分析补助款项的用途，判断政府补助是与资产相关还是与收益相关。
（6）检查公司政府补助的账务处理及报告是否正确列报。
基于执行的审计程序，我们认为：
公司对于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中收到的政府补助的说明， 与我们在执行翔鹭钨业

2020年度财务报表审计过程中所了解的情况在所有重大方面一致。
17.你公司经营活动现金流与筹资活动现金流中均存在银行承兑汇票及信用证保证金项目，请说

明原因与合理性，相关处理是否符合会计准则规定。 请年审会计师核查上述事项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1、公司回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31号———现金流量表》第十条规定，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至少应当单

独列示反映下列信息的项目：（1）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2）收到的税费返还；（3）收到其他
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4）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5）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6）支付的各项税费；（7）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第十五条规定，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至少应当单独列示反映下列信息的项目：（1）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2）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3）收到
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4）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5）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6）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对于保证金在主表的列示，我们分析保证金的流动路径，根据其对应的银行承兑汇票的性质一并
列示。 注意到期后银行是直接从保证金账户支付，还是原保证金到期退回再以其他账户资金支付。

票据到期后直接动用保证金支付票据的，根据《2019 年上市公司年报会计监管报告》的要求，缴
付保证金时，区分所开具应付票据的用途，按照用途计入对应的现金流量表项目，用于支付生产用材
料款的，则支付的票据保证金应作为“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如果用作支付固定资产无形
资产等长期投资款，则支付的票据保证金应作为“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
金”等。 公司将收到或者支付有实质业务背景的票据的保证金列示为经营活动现金流。 对于不具有真
实交易背景的融资票据，则支付的票据保证金作为“支付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公司经营活动现金流与筹资活动现金流中均存在银行承兑汇票及信用证保证金项目， 主要是
2019年度和 2020年度公司银行承兑汇票保证金在现金流量表列示口径不一致导致。

2、会计师核查过程及意见
我们认为，公司对于上述现金流量表相关情况的说明，与我们在执行翔鹭钨业 2020 年度财务报

表审计过程中所了解的情况在所有重大方面一致。
18.你公司分项披露本期非交易性权益工具投资为空白，请补充披露并说明相关投资是否存在减

值迹象。 请年审会计师核查上述事项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1、公司回复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项目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元

项目名称 投资金额 持股比例 2019年账面价值 本期公允价
值变动 2020年账面价值 是 否 存

在减值
潮安县兆丰小额
贷款股份有限公
司

12,763,490.85 11.39% 12,763,490.85 - 12,763,490.85 不适用

广州民营投资股
份有限公司 1,000,000.00 0.50% 1,000,000.00 - 1,000,000.00 不适用

合 计 13,763,490.85 / 13,763,490.85 - 13,763,490.85 /

（1） 公司与上述被投资企业的股东或合伙人签署了拥有被投资企业在扣除所有负债后的资产中
的剩余权益的合同。 且满足：①该金融工具不包括交付现金或其他金融资产给其他方，或在潜在不利
条件下与其他方交换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的合同义务； ②将来须用或可用企业自身权益工具结算该
金融工具。

（2）公司持股比例较低，对被投资企业不具有控制、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
（3）公司持有被投资企业股权目的为长期持有，不是为了近期出售或短期获利目的而持有。
（4） 公司将上述非交易性权益工具投资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

融资产，公允价值的后续变动无论是利得还是损失均计入其他综合收益，即使处置也无需将累计计入
其他综合收益的利得或损失转入当期损益，因此无需进行减值测试。

综上，公司的其他权益工具的投资项目属于“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
资产”，按会计准则的规定，无需进行减值测试；公允价值的后续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

我们已获取潮安县兆丰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和广州民营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的财务报表， 经分
析上述投资不存在减值迹象。

2、会计师核查过程及意见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要求，设计和执行了相关程序，针对上述问题我们执行的主

要程序如下：
（1）了解公司对外投资的相关内部控制，并对公司投资审批流程、决策等关键内部控制进行了控

制测试。
（2）检查与被投资单位签订的投资协议及支付银行流水单据。
（3）根据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公允价值评估报告对公允价值变动金额重新计算。
基于执行的审计程序，我们认为：
公司对于其他权益工具投资情况的说明，与我们在执行翔鹭钨业 2020 年度财务报表审计过程中

所了解的情况基本一致。就财务报表整体的公允反映而言，公司关于其他权益工具投资的会计处理在
所有重大方面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翔鹭钨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9 月 23 日

附件 1：
序号 公司名称 成立时间 经营范围 注册资本

1 中钨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1993-03-18

硬质合金和钨、钼、钽、铌等有色金
属及其深加工产品和装备的研制、
开发、生产、销售及贸易业务；钢材、
稀贵金属、化工产品及原料（专营除
外）、矿产品、建材、五金工具、仪器
仪表、电器器材、汽车配件、纺织品
贸易业务；旅游项目开发；进出口贸
易按[1997]琼贸企审字第 C166 号文
经营。

105,429.0442 万
元人民币

2 信丰华锐钨钼新材料有限公司 2011-03-23

钨钼冶炼加工、钨钼冶炼产品经营；
钨精矿、仲钨酸铵、偏钨酸铵、氧化
钨、钨粉、碳化钨、硬质合金、钼粉、
钼精矿、钼酸铵、钼酸钠、氧化钼、硫
酸铜、电解铜、硫酸镍、碳酸镍、硫酸
铝、氧化铝的生产、加工、销售（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1,000 万元人民
币

3 湖南柿竹园有色金属有限责任
公司郴州钨制品分公司 1981-12-19

有色金属矿采选、冶炼、加工、销售
及相关产品生产、销售；本企业自产
的铅锭、锌锭、钼精矿、铋锭、钼铁、
钨铁、氧化钼、萤石、铜、锡对外出
口；本企业生产、科研所需要的原材
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零配件进
口、技术开发、咨询服务；工业及民
用建筑工程、矿山井巷工程施工、安
装（涉及许可证经营的凭许可证经
营）；普通货运运输；矿冶物料及矿
产品分析检测。（依法需经批准的项
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可开展经营
活动）

46,170.4473 万元
人民币

4 大余县金华矿产品加工厂(普通
合伙） 2004-05-19 钨、锡精选、销售（凭“资格证”经营） 200万元人民币

5 吉安德和钨业有限公司 2014-06-20

钨酸、仲钨酸铵、偏钨酸铵、超细钨
粉、碳化钨粉、氧化钨、钨粉的生产、
冶炼和销售，钨、钼、锡、铅锌、铋、铜
等精矿其他有色金属的销售。（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10,800.00 万元人
民币

6 湖南博云东方粉末冶金有限公
司 1994-11-28

研究、开发、生产、销售航空、汽车、
火车等刹车材料、 金属及其粉体材
料、 非金属及其粉体材料、 硬质合
金、 超硬材料等粉末冶金材料及设
备并提供与之相关的技术咨询服
务；销售建筑材料、百货、五金、交
电、化工（不含危险品）及政策允许
的金属材料； 经营商品和技术的进
出口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6,000 万元人民
币

7 洛阳栾川钼业集团销售有限公
司 2011-06-29

矿产品及其加工产品、建材、化工产
品批发（不含危险化学品、民用爆炸
物品）；合金材料、土特产品销售；货
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
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
术除外）。

5,000 万元人民
币

6 大余广荣钨业有限公司 2014-08-26

钨、锡、钼、铜、钨酸、钨酸钠、仲钨酸
铵、氧化钨、钨条、钨粉、碳化钨粉、
钨合金加工、销售。（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

2,000 万元人民
币

7 济南冶金科学研究所 1991-04-29

普通货运；研究、制造、自销：硬质合
金制品、金属陶瓷刀片（不含铸锻）；
进出口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

3,600 万元人民
币

8 五矿钨业有限公司 2018-09-26

销售金属矿石、非金属矿石、金属材
料、机械设备、电气设备、电子产品、
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货物
进出口；代理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
术服务。（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
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
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不得从事本市
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
活动。 ）

99,030 万元人民
币

9 株洲肯特硬质合金有限公司 2006-12-11

有色金属合金制造；硬质合金、超硬
材料及相关制品的研发、 生产、销
售；钨、钼、钽铌原材料的加工及销
售；金属工具、金属材料加工；房屋
租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6,266.60 万元人
民币

10 世泰科江钨特种钨 (赣州)有限
公司 2012-07-31

金属钨粉和碳化钨粉的研发、 生产
和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24,962.50 万元人
民币

11 赣州市南康区康飞矿业有限公
司 2006-06-01

许可项目：矿产资源（非煤矿山）开
采，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
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进出口代
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一般
项目：金属矿石销售，非金属矿及制
品销售，选矿，矿物洗选加工，常用
有色金属冶炼， 金属废料和碎屑加
工处理，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
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家
具制造， 家具销售， 机械设备销售
（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
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以上
经营项目不含放射性金属洗采选，
不含铝、稀土金属冶炼）

2,500 万元人民
币

12 赣州市南康区众鑫矿业有限公
司 1998-03-18

矿产品含钨、锡、钴、镍、钼（除混合
稀土、金、银及放射性矿产品）收购、
加工、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3,000 万元人民
币

13 赣州虹飞钨钼材料有限公司 1998-07-28

研发、生产、销售钨冶炼产品、钨合
金、钨钼金属的粉末、棒材、丝材、灯
丝、异型材和焊接电极及配件；粉末
冶金及压力加工机械、电气设备、辅
助材料的制造。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

2,580 万元人民
币

14 赣州市南康区汇丰矿业有限公
司 2000-11-23

钨冶炼、钨制品经营（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

1,100 万元人民
币

15 大余县金大有色金属有限责任
公司 2005-02-05

有色金属黑钨、白钨、锡、钼、铋、铜、
铅、锌、黄金矿山选矿、精选、冶炼、
销售；矿山资源勘探。（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

500万元人民币

16 大余县海欣有色金属有限公司 2013-05-15

钨、锡尾矿（砂）、钼、铋、铜、铅、锌加
工、销售，养老产业投资及开发（金
融、证券、期货、保险等国家有专项
规定的除外），养老服务 (凭有效养
老机构设立许可证经营），老年康复
护理服务（医疗卫生活动及涉及许
可证、 资质证或其他批准文件经营
的项目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

6,000 万元人民
币

17 赣州市开源科技有限公司 2005-06-27

许可项目：矿产资源（非煤矿山）开
采（不含放射性金属矿采选），货物
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一般项目：发电技术服务，金属废料
和碎屑加工处理， 常用有色金属冶
炼， 贵金属冶炼， 有色金属压延加
工，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
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园区管
理服务（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
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
目）

10,000 万元人民
币

18 大余县海盛矿产品有限公司 2014-03-19
钨、锡尾矿（砂）、钼、铋、铜、铅、锌、
仲钨酸铵、钨粉加工、销售。（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3,000 万元人民
币

19 大余县银剑矿业有限公司 2014-01-29
钨、锡尾矿（砂）、铜、钼、铋、铅、锌加
工、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500万元人民币

（续表）

序号 公司名称 股权结构 法定代表人 主要人员 是否存在关联关
系

1 中钨高新材料股份有限
公司

中国五矿股份有限公司
50.87%、国家军民融合产
业投资基金有限责任公
司 3.46%、 香港中央结算
有限公司 1.84%

李仲泽

李仲泽（董事长、
董事）、谢康德（董
事、总经理）、易丹
青（独立董事）、贺
洪森（监事）

否

2 信丰华锐钨钼新材料有
限公司 江亲义 75%、赖洪中 25% 江亲义

江亲义（执行董
事、总经理）、赖红
忠（监事）

否

3
湖南柿竹园有色金属有
限责任公司郴州钨制品
分公司

五矿钨业集团有限公司
97.3566%、湖南沃溪矿业
投资有限公司 2.6445%

何斌全

李仲泽（董事长）、
何斌全（董事、总
经理）、甘立钢（董
事）、 徐康乐（监
事）

否

4 大余县金华矿产品加工
厂(普通合伙） 黄颖 60%、颜小金 40% 黄颖 黄颖（执行事务合

伙人） 否

5 吉安德和钨业有限公司 刘国辉 52.5% 、 卢跃斌
47.5% 刘国辉

刘国辉（执行董
事、总经理）、卢跃
斌（监事）

否

6 湖南博云东方粉末冶金
有限公司

湖南博云新材料股份有
限公司 85.00%、邦信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 15.00%

李詠侠
李詠侠（董事长）、
龙波勇（总经理）、
何国新（董事）

否

7 洛阳栾川钼业集团销售
有限公司

洛阳栾川钼业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100.00% 陈君

姜忠强（执行董
事）、 孙玉生（监
事）

否

6 大余广荣钨业有限公司 廖广生 95%、李九香 5% 廖广生
廖广生（执行董
事）、 李九香（监
事）

否

7 济南冶金科学研究所 通裕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100% 司勇

司勇（董事、总经
理）、 高升业（董
事）、 王东洋（监
事）

否

8 五矿钨业有限公司 五矿有色金属控股有限
公司 100% 李仲泽

李仲泽（经理丽、
执行董事）、 贺洪
森（监事）

否

9 株洲肯特硬质合金有限
公司

张国顺 35.1704%、张云娴
13.7236%、株洲因特盈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1.9682% 、 高 绪 仁
11.1703%

张国顺
张国顺（董事长、
总经理）、 高绪仁
（董事）、 刘利民
（监事）

否

10 世泰科江钨特种钨 (赣
州)有限公司

H.C.� Starck� Tungsten�
GmbH�60%、 江西钨业股
份有限公司 40%

Dr.Hady�
Seyeda

Dr.Hady� Seyeda
（董事长）、闻南秋
（董事）、 谢树林
（监 事 ）、Stephan�
Broske（监事）

否

11 赣州市南康区康飞矿业
有限公司 胡宏开 50%、黄学海 50% 黄学海 胡宏开（监事） 否

12 赣州市南康区众鑫矿业
有限公司

陈祥明 40%、胡宏开 30%、
黄学海 30% 陈祥明

陈祥明（董事）、陈
衍传（董事）、陈衍
宝（监事）

否

13 赣州虹飞钨钼材料有限
公司

厦门钨业股份有限公司
70.093%、 赣州市章贡区
国有资产投资发展有限
公司 29.06%

李明琪

李明琪（董事长）、
钟炳贤（董事）、毛
盛平（董事）、王竹
青董事）、 徐广祺
（监事）

否

14 赣州市南康区汇丰矿业
有限公司

蓝光湖 25%、黄学华 25%、
黄学森 23.50%、 廖章洪
12.50%、廖桂珠 12.5%、黄
学财 1.5%

廖桂珠

廖桂珠（董事长、
总经理）、 廖章洪
（董事）、 蓝光湖
（董事）、 黄学森
（董事）、 刘光谋
（监事）

否

15 大余县金大有色金属有
限责任公司 颜小金 75%、邓应香 25% 颜小金 颜小金（执行董

事）、黄志（监事） 否

16 大余县海欣有色金属有
限公司

邱玉兰 50%、中国农发重
点建设基金有限公 司
50%

邱玉兰
邱玉兰（总经理、
执行董事）、 刘友
红（监事）

否

17 赣州市开源科技有限公
司

申其生 99.5% 、 何仁辉
0.5% 申其生

申其生（执行董
事）、 何仁辉（监
事）

否

18 大余县海盛矿产品有限
公司 刘友红 100% 刘友红

刘友红（总经理、
执行董事）、 刘典
伟（监事）

否

19 大余县银剑矿业有限公
司 肖艳 51%、曹剑林 49% 肖艳

肖艳（总经理、执
行董事）、 曹剑林
（监事）

否

附件 2：
序号 公司名称 成立时间 经营范围 注册资本

1 自贡钜典合金材料有限
公司 2018-06-29

销售：硬质合金原材料、硬质合金产品、
矿山工具、机电产品、建筑材料、五金交
电、化工产品（危化品及易制毒品除外）、
办公设备、体育用品、文化用品、机电设
备、电线电缆、家用电器、电子产品、电脑
及配件、 预包装食品兼散装食品、 农产
品、服装、日用百货。（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110万元人民币

2 株洲精工硬质合金有限
公司 2003-06-20

硬质合金、超硬材料及相关制品的研发、
生产、销售；新材料技术的开发、咨询、转
让、服务；有色金属合金制造；机械设备、
五金工具、机电产品、化工产品（不含危
险化学品）的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12,000万元人民币

3 中钨高新材料股份有限
公司 1993-03-18

硬质合金和钨、钼、钽、铌等有色金属及
其深加工产品和装备的研制、 开发、生
产、销售及贸易业务；钢材、稀贵金属、化
工产品及原料（专营除外）、 矿产品、建
材、五金工具、仪器仪表、电器器材、汽车
配件、纺织品贸易业务；旅游项目开发；
进出口贸易按[1997]琼贸企审字第 C166
号文经营。

105,429.0442 万 元
人民币

4 浙江华莎驰机械有限公
司 2004-06-04

金属轧机零件、锻件、硬质合金及合金焊
接件、粉末合金焊接件的生产，销售本公
司生产产品。

800万美元

5 株洲肯特硬质合金有限
公司 2006-12-11

有色金属合金制造；硬质合金、超硬材料
及相关制品的研发、生产、销售；钨、钼、
钽铌原材料的加工及销售；金属工具、金
属材料加工；房屋租赁。（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

6,266.6 万元人 民
币

6 五矿钨业有限公司 2018-09-26

销售金属矿石、非金属矿石、金属材料、
机械设备、电气设备、电子产品、化工产
品（不含危险化学品）；货物进出口；代理
进出口；技术进出口；技术开发、技术咨
询、技术转让、技术服务。（企业依法自主
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
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不得从事本市产
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99,030万元人民币

7 肯纳金属（中国）有限公
司 2005-02-03

研究、开发、设计、生产硬质合金产品（包
括高速、超硬精密刀具系统），销售自产
产品； 以上产品及相关原材料的批发业
务；相关技术转让，并提供相关技术支持
和技术咨询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4,096.7665万美元

8 美 国 SILVER� EAGLE�
TECHNOLOGY�LNC 2003年 钨金属批发等 /

9 韩国 TAEGUTEC.LTD 1916年
金属或其他材料的雕刻， 切削及类似处
理，硬质合金切削工具，钨粉末及陶瓷等
等

211,004百万韩元

10 河南省大地合金有限公
司 2007-11-15

硬质合金材料及刀具的生产、 研发和销
售；从事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
法律法规规定应经审批方可经营或禁止
进出口的货物及技术除外）

14,272.016 万元人
民币

11 IMC国际金属切削 (大
连)有限公司 2005-04-04

硬质合金、超硬复合材料、钨深加工产品
和精密数控加工用高速超硬刀具生产及
相应的设计、技术服务、售后服务和销售
（自产产品销售）；货物、技术进出口（进
口商品分销和法律、 法规禁止的项目除
外；法律、法规限制的项目取得许可证后
方可经营）；仓储；硬质合金、超硬复合材
料、 钨深加工产品和精密数控加工用高
速超硬刀具的批发、进出口 ***（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 ）

4,800万美元

12 百利精密刀具 (南昌)有
限公司 2006-08-22

半导体封装及印刷线路板用高速、 超硬
精密切削工具、自动化生产与检测设备、
零件、切削研磨用金钢石砂轮生产、销售
及售后服务；研发、生产和销售碳化钨棒
材、超微粒硬质合金材料（微粉）、塑胶制
品；印刷电路板生产、加工及售后服务，
机械设备零部件生产、加工、销售及售后
服务；道路普通货物运输（以上项目依法
需经批准的项目， 需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5,310万美元

13 洛阳栾川钼业集团销售
有限公司 2011-06-29

矿产品及其加工产品、建材、化工产品批
发（不含危险化学品、民用爆炸物品）；合
金材料、土特产品销售；货物及技术的进
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
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5,000万元人民币

14 信丰华锐钨钼新材料有
限公司 2011-03-23

钨钼冶炼加工、钨钼冶炼产品经营；钨精
矿、仲钨酸铵、偏钨酸铵、氧化钨、钨粉、
碳化钨、硬质合金、钼粉、钼精矿、钼酸
铵、钼酸钠、氧化钼、硫酸铜、电解铜、硫
酸镍、碳酸镍、硫酸铝、氧化铝的生产、加
工、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1,000万元人民币

15 赣州市南康区康飞矿业
有限公司 2006-06-01

许可项目：矿产资源（非煤矿山）开采，道
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货物进出
口，技术进出口，进出口代理（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一般项目：金属矿石销售，
非金属矿及制品销售，选矿，矿物洗选加
工，常用有色金属冶炼，金属废料和碎屑
加工处理，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
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 家具制
造，家具销售，机械设备销售（除许可业
务外， 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
或限制的项目）（以上经营项目不含放射
性金属洗采选，不含铝、稀土金属冶炼）

2,500万元人民币

16 赣州市南康区源广矿业
有限公司 2006-10-19

钨制品经营，钨、锡精选(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3,800万元人民币

17 赣州海创钨业有限公司 2004-04-22
钨冶炼，仲钨酸铵、钨粉末系列、硬质合
金、锡、铜、铋、钼系列产品加工销售。（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15,730万元人民币

18 湖南衡山金泰矿业有限
公司 2018-04-10

有色金属再生资源回收、加工、销售；钨、
钼、锡、白银等有色金属生产、加工、销
售；五金、交电销售；有色金属回收；农副
产品收购、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3,800万元人民币

19 赣州市南康区汇丰矿业
有限公司 2000-11-23

钨冶炼、钨制品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1,100万元人民币

20 赣州市南康区众鑫矿业
有限公司 1998-03-18

矿产品含钨、锡、钴、镍、钼（除混合稀土、
金、银及放射性矿产品）收购、加工、销售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3,000万元人民币

21 大余县海盛矿产品有限
公司 2014-03-19

钨、锡尾矿（砂）、钼、铋、铜、铅、锌、仲钨酸
铵、钨粉加工、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3,000万元人民币

22 赣州市开源科技有限公
司 2005-06-27

许可项目：矿产资源（非煤矿山）开采（不
含放射性金属矿采选），货物进出口（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一般项目：发电技术
服务，金属废料和碎屑加工处理，常用有
色金属冶炼，贵金属冶炼，有色金属压延
加工，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
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园区管理服务
（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
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10,000万元人民币

23 大余县鑫亮矿业有限公
司 2016-09-28

钨精矿、仲钨酸铵、氧化钨、钨粉、碳化钨
粉、 钨条及其他有色金属制品的加工和
销售。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3,000万元人民币

（续表）

序号 公司名称 主要人员 开始合作时间 近三年具体合作情况

1 自贡钜典合金材料有
限公司

邬崇明（经理、执行董事），何群玲（监
事） 2018年 销售碳化钨粉、钨粉、硬质

合金、氧化钨

2 株洲精工硬质合金有
限公司

袁少勇（执行董事）、黄朝辉（经理）、
陈明（监事） 2009年 销售碳化钨粉、钨粉

3 中钨高新材料股份有
限公司

李仲泽（董事长、董事）、谢康德（董
事、总经理） 2010年

销售仲钨酸铵、黄钨、蓝钨、
采购仲钨酸铵、 白钨精矿、
黑钨精矿、混合钨精矿

4 浙江华莎驰机械有限
公司

周志建（董事长 ,总经理）、冯菁（董
事）、周锡晚（董事）、黄秀梅（监事） 2017年 销售碳化钨粉、钨粉

5 株洲肯特硬质合金有
限公司

张国顺（董事长、总经理）、高绪仁（董
事）、刘孝飞（监事） 2007年 销售碳化钨粉、钨粉

6 五矿钨业有限公司 李仲泽（经理、执行董事）、贺洪森（监
事） 2010年

销售仲钨酸铵、 氧化铵，采
购白钨精矿、 黑钨精矿、仲
钨酸铵、蓝钨

7 肯纳金属（中国）有限
公司

王更兴（董事长）、吴旖（董事）、张永
康（董事）、何忆凡（董事） 2014年 销售钨粉、碳化钨粉、钨粉

8 美国 SILVER�EAGLE�
TECHNOLOGY�LNC 陈利民（总经理） 2019年 销售碳化钨粉、氧化钨

9 韩 国 TAEGUTEC.
LTD 韩显睿（社长） 2005年 销售碳化钨粉、氧化钨

10 河南省大地合金有限
公司 李建林（执行董事）、葛亮（监事） 2009年 销售碳化钨粉、钨粉

11 IMC 国际金属切削
(大连)有限公司

捷克伯·哈伯（董事长）、 海姆·寇恩
（副董事长）、朴炳吉（监事） 2009年 销售碳化钨粉

12 百利精密刀具 (南昌)
有限公司

陶嘉莉（董事长、总经理）、黄淑莲（董
事）、陶嘉英（董事）、方明莲（监事） 2010年 销售碳化钨粉、钨粉

13 洛阳栾川钼业集团销
售有限公司 姜忠强(执行董事）、孙玉生（监事） 2019年 采购仲钨酸铵

14 信丰华锐钨钼新材料
有限公司

江亲义（执行董事、总经理）、赖红忠
（监事） 2019年 采购仲钨酸铵

15 赣州市南康区康飞矿
业有限公司 胡宏开（监事） 2018年 采购仲钨酸铵、黑钨精矿

16 赣州市南康区源广矿
业有限公司 黄学森（监事）、黄学华（监事） 2018年 采购黑钨精矿

17 赣州海创钨业有限公
司

王水龙（董事长、总经理）、李大荣（董
事）、王海龙（董事）、王启桂（监事） 2017年 采购仲钨酸铵

18 湖南衡山金泰矿业有
限公司

宋志华（经理、执行董事）、单武军（监
事） 2019年 采购仲钨酸铵

19 赣州市南康区汇丰矿
业有限公司

廖桂珠(董事长、总经理）、廖章洪(董
事）、黄学华(董事）、蓝光湖(董事）、黄
学森 (董事）、刘光谋（监事）、黄学财
（监事）、蒙明（监事）

2018年 采购中钨酸铵、 黑钨精矿、
混合钨精矿

20 赣州市南康区众鑫矿
业有限公司

陈祥明（董事长）、陈衍传（董事）、陈
衍宝（监事） 2018年 采购仲钨酸铵、黑钨精矿

21 大余县海盛矿产品有
限公司

刘友红（总经理、执行董事）、刘典伟
（监事） 2017年 采购仲钨酸铵、 黑钨精矿、

白钨精矿、混合钨精矿

22 赣州市开源科技有限
公司 申其生（执行董事）、何仁辉（监事） 2017年 采购混合钨精矿、钨酸钠

23 大余县鑫亮矿业有限
公司

周才红（总经理、执行董事）、曾宪亮
（监事） 2017年 采购仲钨酸铵、黑钨精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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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翔鹭钨业股份有限公司
补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广东翔鹭钨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29 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披露了《广东翔鹭钨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全文》。 公司收到深圳证券交易上市公
司管理一部下发的《关于对广东翔鹭钨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报的问询函》（公司部年报问询函
〔2021〕第 406号）后，结合公司实际情况自查发现，由于工作人员疏忽，致使公司前述文件中有关内容
披露不完整，现补充如下：

补充前：
七、合并财务报表项目注释
18、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单位：元

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非交易性权益工具投资 13,763,490.85 13,763,490.85

合计 13,763,490.85 13,763,490.85

分项披露本期非交易性权益工具投资
单位：元

项目名称 确认的股利收
入 累计利得 累计损失

其他综合收益
转入留存收益
的金额

指定为以公允
价值计量且其
变动计入其他
综合收益的原
因

其他综合收益
转入留存收益
的原因

其他说明：
补充后：
七、合并财务报表项目注释
18、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单位：元

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非交易性权益工具投资 13,763,490.85 13,763,490.85

合计 13,763,490.85 13,763,490.85

分项披露本期非交易性权益工具投资
单位：元

项目名称 确认的股利收
入 累计利得 累计损失

其他综合收益
转入留存收益
的金额

指定为以公允
价值计量且其
变动计入其他
综合收益的原
因

其他综合收益
转入留存收益
的原因

潮安县兆丰小
额贷款股份有
限公司

0.00 0.00 0.00 0.00

广州民营投资
股份有限公司 0.00 0.00 0.00 0.00

其他说明：无
除上述补充内容外，原定期报告全文中列明的其他事项均未发生变更。
同时，公司于 2021年 4月 29 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刊登了《关于广东翔鹭钨

业股份有限公司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的专项审核说明》中，遗漏了“广东翔鹭
钨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度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汇总表”，现就《关于广东翔
鹭钨业股份有限公司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的专项审核说明》进行补充，详见公
司于 2021年 9月 23日披露的《关于广东翔鹭钨业股份有限公司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
往来情况的专项审核说明》（补充后）。

公司对上述补充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敬请广大投资者谅解。
特此公告。

广东翔鹭钨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9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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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翔鹭钨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 2021 年

第三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广东翔鹭钨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2021年第三次临时会议（以下简称

“本次会议”）于 2021年 9月 22日上午 10：00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及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的通知
已于 2021年 9月 19日以电子邮件等形式发出。本次会议由董事长陈启丰先生主持，会议应出席董事
7名，实到董事 7名，董事 7名通过通讯方式出席会议。 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现场列席了会议。 本
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 审议通过《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的议案》。
董事会认为：本次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是必要的、合理的，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相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以及公司的实际情况，能够客观反映公司实际财务状况，更正后的定期报告亦能够更加客
观、公允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本次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事项的决策程序符合法
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不会导致公司相关年度盈亏性质改变，不存在利用该等事项调节
各期利润误导投资者的情形，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同意本次对前期会计差错更正
及追溯调整，并同意同步对公司 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2020年半年度报告以及 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
相关披露信息进行相应补充及更正。

详细内容请见与本公告同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的公告》。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详细内容请见同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2021年第三次临时会议决议；
2、关于第四届董事会 2021年第三次临时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广东翔鹭钨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9 月 23 日

股票代码：002842 股票简称：翔鹭钨业 公告编号：2021-071

广东翔鹭钨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广东翔鹭钨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通知于 2021 年 9 月 19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全体监事，会议于 2021年 9月 22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会议的方式召开。会
议应到监事 3人，实到 3人，全体监事现场出席会议并表决。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合法有效。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姚明钦先生主
持。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并表决，通过如下事项：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了如下议案：
1、 审议通过《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本次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以及公司的

实际情况，能够客观反映公司实际财务状况，更正后的定期报告亦能够更加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财
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本次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事项的决策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
等相关规定，不会导致公司相关年度盈亏性质改变，不存在利用该等事项调节各期利润误导投资者的
情形，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我们同意本次对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并同意同
步对公司 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2020 年半年度报告以及 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相关披露信息进行相
应补充及更正。

详细内容请见与本公告同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的公告》。

表决结果：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备查文件
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广东翔鹭钨业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1 年 9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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