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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210               证券简称：飞马国际                公告编号：2016-045 

 

深圳市飞马国际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复深交所问询函的公告 

 

 

 

 

深圳市飞马国际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6 年 4 月 25 日

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出具的《关于对深圳市飞马国际供应链股份

有限公司 2015 年年报的问询函》（中小板年报问询函【2016】第 50 号），现就相

关问询事项说明如下： 

 

一、报告期内，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75 亿元，同比增长

18.20%；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9.51 亿元，同比下降 404.18%，请结合财务

报表附注中的现金流量表补充资料，分析净利润同比增长而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为负数的合理性，并说明公司盈利规模是否与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相匹配。 

 

【答复】 

（一）报告期内，公司盈利增长主要是经营规模扩大、营业收入增加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476.37 亿元，同比增长 48.31%，实现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75 亿元，同比增长 18.20%，公司盈利增长的主要原因是公司经

营规模扩大、营业收入增加所致。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增减变动幅度

（%） 

营业总收入 47,637,224,877.40 32,119,055,956.28 48.31% 

营业利润 211,045,501.53 166,399,956.38 26.83% 

利润总额 215,906,441.15 169,646,981.15 27.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74,686,914.65 147,790,604.35 18.20%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

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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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司 2015 年度现金流量表补充资料如下： 

补充资料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1．将净利润调节为经营活动现金流量：   

净利润 175,127,489.79 147,911,958.12 

加：资产减值准备 67,405,174.62 25,678,888.56 

固定资产折旧、油气资产折耗、生产性生物

资产折旧 
12,609,029.38 11,479,602.49 

无形资产摊销 226,231.10 1,912,954.40 

长期待摊费用摊销 1,828,186.91 1,538,659.99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的

损失（收益以“－”号填列） 
-197,361.82 942,798.36 

公允价值变动损失（收益以“－”号填列） 9,463,787.11 -3,796,857.49 

财务费用（收益以“－”号填列） -256,716,066.55 -58,455,894.27 

投资损失（收益以“－”号填列） 50,911,033.48 10,934,016.39 

递延所得税资产减少（增加以“－”号填列） -1,887,939.56 -9,752,729.91 

递延所得税负债增加（减少以“－”号填列） 1,284,421.26 -3,523.84 

存货的减少（增加以“－”号填列） 200,173,825.56 -174,648,771.39 

经营性应收项目的减少（增加以“－”号填

列） 
-2,748,959,435.27 -977,664,316.82 

经营性应付项目的增加（减少以“－”号填

列） 
1,530,444,220.80 1,331,436,127.45 

其他（投资性房地产摊销） 6,956,984.17 5,242,993.0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51,330,419.02 312,755,905.08 

2．不涉及现金收支的重大投资和筹资活动： -- -- 

3．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变动情况： -- -- 

现金的期末余额 1,186,010,052.68 450,834,940.42 

减：现金的期初余额 450,834,940.42 1,214,677,496.95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735,175,112.26 -763,842,556.53 

 

（三）公司经营活动现金流净额与净利润没有同比增长的原因 

2015 年度，公司营业收入 476.37 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48.31%，其中贸易执行

服务的业务收入为 473.71 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48.59%。由于贸易执行服务需要根

据客户的需求提供资金结算配套服务，以预付形式采购、并提供信用账期给客户，

导致公司总体经营性应收项目增加金额达到 27.49 亿元，而经营性应付项目增加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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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为 15.30 亿元，两相抵扣导致经营现金流入减少 12.19 亿元；同时，2015 年存货加

速出货，导致经营现金流入增加 2.00 亿元，明细如下： 

补充资料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1．将净利润调节为经营活动现金流量： 
  

净利润 175,127,489.79 147,911,958.12 

  加：各项非付现的费用小计 -108,116,519.90 -14,279,092.28 

小计 ① 67,010,969.89 133,632,865.84 

      

  加：存货的减少（增加以“－”号填列） 200,173,825.56 -174,648,771.39 

      经营性应收项目的增加 -2,748,959,435.27 -977,664,316.82 

      经营性应付项目的增加 1,530,444,220.80 1,331,436,127.45 

小计 ② -1,018,341,388.91 179,123,039.24 

      

   合计 ①+② -951,330,419.02 312,755,905.08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量净额为-9.51 亿元，比上年同期减少

404.18%，与公司本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75 亿元，存在较大差异，主

要原因是： 

1、报告期内，公司业务拓展，能源资源行业供应链业务增长，经营性应收项目

增加 27.49 亿元，经营性应付项目只增加了 15.30 亿元，经营性应收应付项目相抵后

导致经营现金流入减少了 12.19 亿元。  

2、报告期内，公司积极拓展业务，加快业务周转效率，存货加速出货结算，导

致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增加了 2.00 亿元。 

3、公司不断优化服务模式及结算方式，在对外支付上更多地采用信用证、银行

承兑汇票等支付方式，前期延缓的经营活动项目现金流出在报告期支付。 

4、公司 2015 年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净额 14.86 亿元，全部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

金，有效降低了公司的财务费用。同时，在归还了部分银行借款并在流动资金保证

的基础上，公司部分业务对外支付直接用了现金支付，而没有使用票据结算的方式，

也增加了经营性活动在报告期内的流出。 

 

（四）公司盈利规模与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的匹配情况 

供应链管理为使供应链运作达到最优化，以最少的成本，让供应链从采购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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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满足最终顾客的所有过程，包括商流、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等均能高效率地操

作，把合适的产品、以合理的价格，及时、准确的送到客户手上。争取获得更加高

质、高效、低成本的物流及供应链管理服务一直是企业迫切需求之一，供应链管理

服务行业应运而生。供应链管理企业所创造的价值，来源于承接客户企业的非核心

业务并通过自身的专业化服务将其转化为自己的核心业务，通过降低客户运营成本

来分享客户节约成本而产生的价值。同时，供应链管理企业也通过一系列方式降低

自己的经营成本，进一步提高整体运营效率与盈利水平。 

公司的贸易执行服务融合了物流、资金流、商流、信息流，实现了四流合一；

同时，公司依托供应链业务开展外汇业务，所以，公司的盈利规模不能仅仅从经营

活动现金流的情况来考量。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活动现金流净额与公司净利润没有

同比增长的主要原因是公司经营性应收项目与经营性应付项目的影响，详见上述（二）

的分析。报告期内，公司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为 7.35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加

了 196.25%。 

 

 

二、2015 年、2014 年、2013 年公司资产负债率分别为 88.20%、95.26%、94.44%，

其中 2015 年应付票据期末余额为 129.86 亿元，较 2014 年期末余额增加 88.46%，占

负债总额的比例为 71.56%，请结合公司业务模式，说明资产负债率高和应付票据余

额增加的合理性，并补充说明公司面临的短期流动性风险。 

 

【答复】 

（一）公司的业务模式 

按照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 年修订）》，公司为专

业的供应链管理服务提供商，所属行业为 L72 商务服务业。供应链是围绕核心企业，

通过对商流、信息流、物流、资金流的控制，从采购原材料开始，制成中间产品以

及最终产品，最后由销售网络把产品送到消费者手中的将供应商、制造商、分销商、

零售商、直到最终用户连成一个整体的功能网链结构模式。供应链管理，则指的是

将供应链上各企业，如供应商、制造商、仓库、配送中心和渠道商等，有机结合成

一体，通过协同配合与流程优化提高整体链条。 

公司主营业务为供应链管理服务，主要包括贸易执行（采购执行·销售执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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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采购执行、国际订单执行、精益物流（VMI·DC）、塑化交易与综合供应链服务、

标案执行、进出口通关服务、保税物流、大型及特种设备国际供应链管理服务。目

前，公司主要服务的行业包括资源、能源、IT、电子、塑化等行业。 

 

（二）公司资产负债率偏高的主要原因 

公司贸易执行服务的业务特点、公司现主要服务的能源资源行业的大宗商品特

性，以及公司依托进口供应链业务开展的外汇业务，是公司资产负债率偏高的主要

原因。 

1、公司 2015 年营业收入 476.37 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48.31%，其中，贸易执

行服务收入 473.71 亿元，占公司营业收入的 99.44%。 

贸易执行服务是指在国内、国际贸易中由公司先行“形式买断”供应商产品，通

过公司的物流、营运网络将货物配送到供应商指定的产品经销商、代理商或最终用

户，产品经销商、代理商或最终用户按预先约定的采购数量付款提货的综合物流服

务，该服务融合了物流、资金流、商流、信息流，实现了四流合一。在贸易执行服

务模式下，公司按厂家或供应商指令，先行从厂家或供应商处付款提货，然后厂家

指定其经销商、代理商、最终用户从公司控制或管理的仓库提货或由公司组织物流

配送，从而执行了生产厂家或供应商到经销商、最终用户之间的销售执行功能。此

服务模式，为生产厂家解决了资金回笼和仓库存储问题，可专注产品的生产，提高

产品的竞争力；同时，经销商、最终用户可以在规定的时间内，分期分批付款提货，

解决了流动资金不足及仓库存储问题，可提高市场占有率及降低经营成本。 

2、在贸易执行服务模式下，公司收取下游客户一定比例的保证金，向上游客户

支付全额货款。公司现主要服务的资源能源行业，煤炭、有色金属等产品均为大宗

商品，单位价值高，业务的资金总额和单笔业务资金的金额都会比其他行业的大，

所以公司对资金的需求量较大，公司业务的开展及拓展都需要一定的银行授信作为

支持。现公司的业务、经营及管理都得到了许多金融机构的认可，银行的授信为公

司的业务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在对外支付的方式上，公司不断优化，更多地采取信用证、银行承兑汇票等方

式，一方面可降低资金成本，另一方面可降低业务的经营风险。 

另一方面，鉴于能源供应链业务的下游客户大部分为大型电厂、钢铁厂或其代

理商等，业务量稳定、信誉好，公司会根据客户及业务的情况提供短于公司向上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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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的信用证、银行承兑汇票期限的账期。 

因此，公司资源能源行业供应链业务对公司的应收账款、预付账款、短期借款、

应付票据、预收账款的影响较大，资产和负债的同时增加，对资产负债率造成了一

定的影响。 

3、公司依托进口供应链业务开展的外汇业务，存入的足额保证金是在流动资产

的“货币资金-其他货币资金”中核算，贷出的外币授信是在流动负债的“短期借款”、

“应付票据”或“长期借款”中核算，资产和负债同时增加，对资产负债率也造成了一定

的影响。2015 年末，公司存入的该项业务的保证金余额为 101.81 亿元，占公司资产

205.75 亿元的 49.48%，如公司资产负债同时剔除这部分保证金的金额，公司 2015

年末的资产负债率为 76.64%。 

 

（三）公司应付票据增长的主要原因 

2015 年末，公司应付票据为 129.86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88.46%，增长的主要

原因是：在对外支付的方式上，公司不断优化结算模式，更多地采取信用证、银行

承兑汇票等方式，一方面可降低资金成本，另一方面可降低业务的经营风险。 

类别 2015 年度 2014 年度 
本年比上年

增减 

营业收入    47,637,224,766.40    32,119,055,956.28  48.31% 

类别 2015 年 12 月 31 日 2014 年 12 月 31 日 
本年比上年

增减 

短期借款     3,542,463,297.98     8,497,377,391.75  -58.31% 

应付票据    12,986,245,430.37     6,890,676,996.10  88.46% 

长期借款*    527,412,977.61  --  --  

小计   17,056,121,705.96     15,388,054,387.85  10.84% 

受限制的货币资金    10,180,988,877.96    10,092,842,696.40  0.87% 

剔除受限制货币资金后

的授信余额 
    6,875,132,828.00     5,295,211,691.45  29.84% 

     *不包括新加坡恺恩资源用于办理房产抵押的长期借款。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增长 48.31%，各项主要用于业务的授信余

额期末较上年增长 10.84%（剔除受限货币资金后的授信余额较上年增长 29.84%），

其中，应付票据增加 88.46%，短期借款减少 58.31%。公司应付票据余额增长的主要

原因是：公司业务规模的扩大，以及对外支付上更多地使用票据支付方式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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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公司短期流动性风险分析 

公司近三年主要的偿债能力指标如下： 

类别 2015 年度 2014 年度 2013 年度 

流动比率（倍） 1.15 1.04 1.04 

速动比率（倍） 1.15 1.03 1.04 

资产负债率（%） 88.20 95.26 94.44 

从上表可知，短期偿债能力指标来看，公司流动比率及速动比率较为稳定且大

于 1，2015 年较前两年均有所提升，具有较强的短期偿债能力。从长期偿债能力指

标来看，近三年各期末，公司的资产负债率分别为 94.44%、95.26%和 88.20%，处于

较高水平，2015 年有所下降，如上述分析，主要由公司行业特性决定。 

公司在获得质押借款、应付票据等短期融资的过程中在商业银行存入一定的保

证金。鉴于该部分负债有对应货币资金支持（该部分保证金在“其他货币资金”中核

算），且银行有权在违约出现时从公司的保证金专用账户自动划转保证金以偿还所欠

债项，该部分负债不存在偿债风险。若剔除该部分保证金及对等金额的负债，调整

后的财务指标如下： 

类别 2015 年度 2014 年度 2013 年度 

调整后的流动比率（倍） 1.36 1.10 1.08 

调整后的速动比率（倍） 1.35 1.07 1.08 

调整后的资产负债率（%） 76.64 88.39 89.90 

注：此处剔除的保证金包括：银行承兑汇票保证金、信用证保证金、远期外汇交易合约保证

金、保函保证金、进口押汇保证金、定期存单质押、D/A 保证金、贸易融资保证金以及协议融

资保证金。 

调整后流动比率和速动利率有所上升，资产负债率下降明显，且 2015 年各项指

标明显优于前两年，显示公司具有较强的偿债能力。但总体上，公司偿债压力仍然

较大，这主要是供应链管理服务的特性所决定的。 

2015 年末，公司应收账款余额为 19.96 亿元，公司近三年应收账款周转率较快，

平均 28.22 次，大部分应收账款账龄均在 1 年以内，平均 92.01%。应收账款的及时

回收也将可改善公司的营运资金状况。 

综上，公司经营和财务状况良好、有较为稳定的融资渠道、流动资产质量较高，

公司面临的短期流动性风险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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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截至2015年12月31日，公司应收票据余额为 10.96亿元，同比增加906.53%，

请补充说明应收票据余额增长的原因，并结合应付票据余额的变动，说明公司业务

模式和结算模式是否发生重大变化，如是，请说明变化的具体情况。 

 

【答复】 

（一）公司的业务模式和结算模式未发生重大变化 

近年来，公司主要业务是贸易执行服务、综合物流服务、物流园经营服务。报

告期内，公司各项业务的业务模式未发生重大变化。 

公司在对外支付上，采取货币资金、TT、远期信用证、银行承兑汇票等方式，

以 TT、票据结算方式为主；在收取下游客户的回款上，主要是 TT、银行承兑汇票

等方式为主。报告期内，公司各项业务的结算模式未发生重大变化，票据结算有所

增加。 

（二）公司应收票据、应付票据的变动情况 

1、应收票据的变动情况 

报告期末，公司应收票据余额为 10.96 亿元，同比增加 906.53%，增长的主要原

因是：报告期内，公司大力拓展资源行业供应链业务，公司业务规模的不断扩大；

同时，下游客户的回款的票据结算部分，在资产负债表日，票据尚未到期结算所致。 

2、应付票据的变动情况分析见“问题二、（三）”。 

3、应收款项和应付款项余额变动情况 

报告期内，随着业务规模的扩大，公司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和业务应收、应付

款项相应同比增长，具体情况如下： 

类别 2015 年度 2014 年度 
本年比上年

增减 

营业收入    47,637,224,766.40    32,119,055,956.28  48.31% 

营业成本 47,397,075,652.65 31,954,837,480.84 48.33% 

类别 2015 年 12 月 31 日 2014 年 12 月 31 日 
本年比上年

增减 

应收票据 1,096,043,000.00 108,893,625.22 906.53% 

应收账款 1,996,527,911.55 1,302,437,496.62 53.29% 

小计 3,092,570,911.55 1,411,331,121.84 11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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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付票据 12,986,245,430.37 6,890,676,996.10 88.46% 

应付账款 279,405,477.61 203,521,648.50 37.29% 

小计 13,265,650,907.98 7,094,198,644.60 86.99% 

如上表，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 476.37 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48.31%，期末

业务应收款项余额为 30.93 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 119.12%；公司营业成本 473.97

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48.33%，期末业务应付款项余额为 132.66 亿元，比上年同期

增加 86.99%。公司业务应收、应付款项余额基本保持同向一致变动，皆主要为公司

业务规模扩大，收入成本增长，票据结算增加所致。 

 

 

四、公司 2015 年营业收入构成中，矿产资源行业的贸易执行服务产生的收入为

471.42 亿元，占比 98.96%，且同比增长 50.29%，请按照主要矿产品品种，补充披

露各类矿产资源贸易执行服务的营业收入、成本、毛利率、利润贡献情况以及各项

财务数据或财务指标同比变化的具体原因。 

 

【答复】 

（一）公司现主要提供服务的行业是矿产资源行业 

按照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 年修订）》，公司为专

业的供应链管理服务提供商，所属行业为 L72 商务服务业。供应链管理，指将供应

链上各企业，如供应商、制造商、仓库、配送中心和渠道商等，有机结合成一体，

通过协同配合与流程优化提高整体链条的运行效率并降低运营成本，以实现价值最

大化。供应链管理企业所创造的价值，来源于承接客户企业的非核心业务并通过自

身的专业化服务将其转化为自身的核心业务，通过降低客户运营成本来分享成本节

约而产生的价值。公司有较强的资金及配套结算能力、优质的客户资源以及专业的

业务团队等优势，一直致力于物流供应链综合服务平台建设，不断完善供应链管理

服务，现公司以贸易执行服务的形式所开展业务的主涉行业矿产资源行业，主要包

括资源行业的有色金属行业和能源行业的煤炭行业。 

 

（二）公司 2015 年度矿产资源行业业务情况 

1、公司 2015 年“贸易执行服务-矿产资源行业”的营业收入为 471.42 亿元，占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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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营业收入比重为 98.96%，同比增长 50.29%，具体情况如下： 

 类别 
营业收入 

（万元） 

营业成本 

（万元） 

毛利 

（万元） 

毛利

率 

营业收入

比上年同

期增减 

营业成本

比上年同

期增减 

毛利率比

上年同期

增减 

贸易执行服务-矿产资

源行业 
4,714,224.61 4,696,400.67 17,823.94 0.38% 50.29% 50.25% 0.03% 

其中：能源行业 162,977.97 161,819.87 1,158.10 0.71% 116.22% 118.09% -0.85% 

资源行业 4,551,246.65 4,534,580.80 16,665.84 0.37% 48.66% 48.60% 0.05% 

 

2、报告期内，公司继续实施大力拓展资源能源行业供应链服务的发展战略，积

极加强与上游大型供应商的业务合作，拓展了与国内及海外多家大型矿业集团的深

度合作关系，进一步提升公司业务竞争优势，保障公司可持续发展，实现业务量稳

定增长。同时，公司积极通过并购方式整合各方资源优势，推进业务战略布局。报

告期内，公司全资子公司香港飞马收购了新加坡恺恩资源 86%股权，提高了公司境

外市场知名度，打造了国内国外双向交易平台，有助于公司在业务领域分散经营风

险，提升了公司供应链服务品质，增强了公司业务国际竞争力，形成可持续竞争优

势。 

3、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 476.37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48.31%，其中，“贸

易执行服务-矿产资源行业”营业收入 471.42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50.29%，主要是

在有色金属行业的营业收入增长，增长的主要原因是： 

①公司积极拓展业务，业务规模不断扩大。 

②公司 2014年下半年在上海自贸区新设立的上海银钧及在报告期内新收购的新

加坡恺恩资源，在 2015 年度纳入合并范围的营收 48.16 亿元，均是“贸易执行服务-

矿产资源行业”的收入。 

4、报告期内，公司“贸易执行服务-矿产资源行业”的毛利率比上年同期增加

0.03%，其中，能源行业减少 0.85%，资源行业增加 0.05%。由于能源资源行业为大

宗商品，其单位产品价值较高，其产品及业务的特性使能源资源行业供应链业务的

毛利率相对偏低。 

报告期内，由于受国家限制过剩产能、节能减排等政策影响，以及在煤价下行

压力的背景下，国内煤炭行业运行低迷，对公司能源行业供应链业务的业务毛利率

造成一定的影响，但鉴于该部分营收在公司总体营收中所占的比重在不断下降，其

毛利率的下降不会对公司的总体盈利造成太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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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由于有色金属货物为标准化产品且主要集中在监管仓进行交割，运

营成本较低，随着公司资源行业供应链业务规模不断扩大及业务流程优化，公司提

供服务的单位成本进一步降低，公司资源行业的业务毛利率比上年同期有所增加，

保持了良好、稳定的发展态势。 

 

 

五、报告期，公司其他应收款中关联方往来款的期初余额为 3,000 万元，请说

明该款项期初余额形成的具体原因以及是否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上市公司

资金的情况。 

 

【答复】 

报告期，公司其他应收款中关联方往来款的期初余额 3,000 万元，是公司与联营

企业深圳前海启航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前海启航”）2014 年末的资金往

来余额，该往来款的具体情况如下： 

（一）前海启航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2014年9月15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计划

成立合资公司的议案》，公司与TCL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惠州市冠联实业投资有限

公司共同出资人民币10,000万元成立前海启航。 

前海启航设立的相关工商手续于2014年10月完成，未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其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投资金额（万元） 持股比例 

深圳市飞马国际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4,000.00 40% 

TCL集团股份有限公司（“TCL集团”） 4,000.00 40% 

惠州市冠联实业投资有限公司（“冠联投资”） 2,000.00 20% 

合计 10,000.00 100% 

根据约定，股东认缴出资额于前海启航设立后根据其运营需要逐步按持股比例

缴纳。截止2014年12月31日，股东出资额均尚未注入。 

 

（二）前海启航股东与前海启航的资金往来情况 

1、2014 年 12 月 11 日，TCL 集团通过其控股子公司 TCL 集团财务有限公司（TC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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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持股比例 93.3%）转入前海启航 4,000 万元。 

2、2014 年 12 月 29 日，公司转入前海启航 3,000 万元，前海启航于 2015 年 1

月 5 日转回。 

3、截止 2014 年 12 月 31 日，冠联投资未与前海启航发生资金往来情况。 

 

（三）公司与前海启航资金往来的原因 

公司在 2014 年期末转入前海启航 3,000 万元，前海启航在 2015 年 1 月初转回公

司。该资金往来的主要原因是：前海启航开户银行对于银行存款余额时点数的要求

（即银行要求企业在期末 12 月 31 日的银行存款余额达到一定的金额要求）。 

 

（四）公司与前海启航的资金往来没有按对外提供财务资助履行审批流程的原

因 

公司持有前海启航 40%的股权，没有纳入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公司与前海

启航的资金往来属于《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对外提

供财务资助”的范畴。公司对上述资金往来没有按对外提供财务资助履行相关审批流

程的主要原因是： 

1、公司应投资前海启航的投资金额 4,000 万元，业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截

止 2014 年 12 月 31 日，尚未注入。 

2、公司 2014 年 12 月末转入前海启航的金额 3,000 万元，低于应投资注入的金

额 4,000 万元。 

3、前海启航的另一股东 TCL 集团通过其控股子公司 TCL 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已于 2014 年 12 月 11 日转入前海启航 4,000 万元。 

4、公司工作人员对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理解不够透彻，

误认为公司董事会已审议通过投资前海启航的投资款 4000 万元尚未注入，此次转给

前海启航的 3,000 万元低于业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尚未注入的投资款限额，可不

需再履行相关的审批流程。 

 

（五）其他 

除上述与联营企业前海启航的资金往来情况外，公司与东莞市飞马物流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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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河北合冠物流有限公司、上海银钧实业有限公司、上海合冠供应链有限公司、

飞马大宗投资有限公司的资金往来，均属于上市公司与合并报表范围内的控股子公

司的资金往来，不属于《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对外

提供财务资助的范畴。 

 

综上，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

情况。公司将以本次事件为契机，认真吸取教训，杜绝上述问题的再次发生；并将

进一步组织公司董事、监事、高管人员和其他相关工作人员认真学习相关法律法规，

不断提升业务素质和责任意识，严格履行相关的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努力保

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及时、完整。 

 

 

特此公告 

 

 

 

 

                                 深圳市飞马国际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五月四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