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成都华泽钴镍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的三季报问

询函》（公司部三季报问询函【2016】第 1 号）所涉事项的核查意见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信证券”或“财务顾问”）作为成都

华泽钴镍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ST 华泽” 或“上市公司”）重大资产

重组的独立财务顾问，依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

理办法》、《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财务顾问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以

下简称“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对 ST 华泽进行持续督导。 

一、深交所关注事项 

10 月 27 日，深交所向 ST 华泽出具了《关于对成都华泽钴镍材料股份有限

公司的三季报问询函》（公司部三季报问询函【2016】第 1 号），问询函称 ST 华

泽董事夏清海、陈建兵、独立董事张莹和监事杨源新无法保证 ST 华泽三季报内

容的真实、准确、完整，并对 ST 华泽三季报的内容提出了质疑。深交所在三季

报审查过程中发现下述问题并要求国信证券进行核查。  

二、国信证券就深交所关注事项的说明及核查意见 

问题 1：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6.62 亿元，同比减少-79.99%，实现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0.37 亿元。公司 2015 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55 亿元，2016 年前三季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0.91 亿元。 

（1）请你公司结合行业、公司生产经营情况、利润表主要项目变动情况，

说明本年出现亏损的原因。 

答复： 

ST 华泽 2016 年前三季度利润表主要项目变动情况如下： 

项目 今年 1-9 月累计 上年同期累计 变动金额 变动比例 

营业收入（元） 1,796,990,427.43 8,981,058,377.25 -7,184,067,949.82 -79.99% 

营业成本（元） 1,795,356,628.02 8,802,784,743.39 -7,007,428,115.37 -79.60% 



项目 今年 1-9 月累计 上年同期累计 变动金额 变动比例 

销售费用（元） 3,239,139.26 8,430,144.13 -5,191,004.87 -61.58% 

财务费用（元） 68,267,717.85 22,255,769.15 46,011,948.70 206.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元） 
-90,747,747.61 96,170,008.97 -186,917,756.58  -194.36% 

结合上述利润表主要项目变动情况，财务顾问认为，上市公司本年出现亏损

的原因主要如下： 

1、2016 年，受世界经济复苏不及预期和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影响，有色

行业需求未见明显提升。近年镍产品价格大幅下行，至 2016 年 6 月 30 日，镍价

达到 7.20 万元/吨，相比 2013 年初的 13.08 万元/吨已经跌幅近 45%，产品售价

格大幅下降，导致产品毛利率降低，镍同行业企业均显示亏损。 

2、下游不锈钢行业发展增速放缓，对镍产品的需求量显著下滑，上市公司

也同步调整了业务结构，压缩了业务量，导致收入同比大幅降低；同时钢厂对镍

产品的供应品质要求大幅提高，上市公司主要产品质量还未达到同行业领先水平，

产品附加值不高，利润空间有限。 

 3、由于大股东资金占用问题尚未解决，上市公司偿债能力显著降低，财务

费用同比大幅增加，甚至出现银行贷款逾期罚息情况；此外，受美元加息及人民

币快速贬值等汇率变动影响，公司汇兑损失增加。 

（2）请说明公司业绩对政府补助、资产处置利得等非经常性损益的依赖程

度，并结合公司目前的经营环境、现金流量状况等量化分析对银行贷款（如适用）

等负债的偿债能力和正常运营能力是否存在影响，以及未来应对计划。 

答复： 

1、上市公司业绩对政府补助、资产处置利得等非经常性损益的依赖程度不

高，业绩主要来源于主营业务。2016 年 1-9 月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0,747,747.61 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

-91,206,241.40 元，非经常性损益金额为 458,493.79 元，对当期公司业绩影响较

小。 

2、由于有色行业整体不景气，同时大股东资金占用问题尚未解决，目前上

市公司经营环境十分严峻。此外，由于 2015 年下半年上市公司开具的应付票据

大量到期承兑，导致公司现金流量净额为负，无法覆盖公司的财务费用，公司偿



债能力大幅降低。因此，大股东是否能及时偿还占用资金对上市公司的偿债能力

和持续经营能力造成重大影响。 

3、为了有效改善上市公司经营现状，上市公司在推动大股东解决资金占用

问题的过程中，通过督促大股东出具还款承诺函、制定还款措施、提供担保、决

定进行专项审计、就整改进展履行信息义务等方式推动关联方占款清欠的工作。

同时，上市公司也就公司面临的困境与银行等债权人保持积极沟通，通过展期、

续贷等方式来降低债务到期还本压力。 

经核查，财务顾问认为：鉴于上市公司偿债能力急剧下降，同时面临大量银

行债务逾期等不利情形，若资金占用清欠事宜若在约定时限内仍无实质进展，公

司董事会应采取司法手段对资金占用事宜进行解决，保护上市公司及其他股东的

利益。同时，由于目前已接近公司实际控制人承诺的资金占用还款期限，财务顾

问再次督促，上市公司应全力配合审计机构，尽快完成资金占用专项审计，确认

关联方资金占用款项；此外，就关联方资金占用清欠义务可能存在到期未履行的

风险，上市公司应立即制定可行、有效的应急预案，准备采取法律手段保护上市

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利益。 

 

问题 2： 

你公司监事杨源新对“公司财务费用增加 4601 万元”提出质疑，称“财务

费用增加的根本原因是控股股东及关联方违规占用公司资金造成的”，而非公告

中披露的“变动原因系本期罚金支出增加”。请详细说明财务费用的具体构成、

增加的原因、本期罚金支出具体的性质等，并说明上述会计处理的依据和合理性。 

答复： 

经财务顾问核查： 

1、公司财务费用的具体构成及增加的原因 

上市公司 2016 年前三季度的财务费用发生额及同比增加原因如下： 

财务费用明细 本期发生额（元） 上期发生额（元） 主要增加原因 

利息支出 81,154,010.31 43,995,125.59 银行贷款逾期导致罚息增加 

利息收入 -19,801,286.59 -32,171,471.48 - 

手续费 1,807,960.13 10,531,864.87 - 

汇兑损益 5,107,034.00 -99,749.83 受美元加息及人民币快速贬值等



财务费用明细 本期发生额（元） 上期发生额（元） 主要增加原因 

汇率变动影响，汇兑损失增加 

合计 68,267,717.85 22,255,769.15 - 

2、本期罚金支出具体性质 

上市公司 2016 年前三季度罚息支出为 24,623,279.22 元，具体明细如下：                                      

单位：元 

序

号 
类别 支付单位 到期日   贷款金额  罚息利率 

截止到 9.30

计提罚息 
备注 

1 流贷 重庆银行 2016-3-3 50,000,000.00  9.63% 2,822,125.00  
罚息为加收贷款利率

的 50% 

2 流贷 恒丰银行 2016-4-30 54,000,000.00  8.48% 1,946,733.75  
罚息为加收贷款利率

的 50% 

3 

信用

证 
中国银行 

2016-3-6 25,564,350.00  0.05% 2,658,692.40  

国内信用证到期垫款

罚息（日息计算） 

4 2016-3-13 18,760,000.00  0.05% 1,885,380.00  

5 2016-4-25 13,977,600.00  0.05% 1,104,230.40  

6 2016-5-1 20,994,540.00  0.05% 1,595,585.04  

7 2016-5-4 20,960,800.00  0.05% 1,561,579.60  

8 2016-5-8 14,175,000.00  0.05% 1,027,687.50  

9 2016-5-11 14,595,700.00  0.05% 1,036,294.70  

10 2016-6-7 8,964,360.00  0.05% 515,450.70  

11 2016-6-8 13,440,000.00  0.05% 766,080.00  

19 
押汇

业务 
中国银行 2016-4-19 12,117,415.68  7.20% 376,125.13  

美元押汇业务，本金为

1,814,582 美元 

12 

银承 民生银行 

2016-7-5 18,562,400.00  0.05%  807,464.40  

银行承兑汇票到期垫

款罚息（日息计算） 

13 2016-7-6 20,844,000.00  0.05% 896,292.00  

14 2016-7-12 22,568,400.00  0.05% 902,736.00  

15 2016-7-21 22,248,000.00  0.05%  789,804.00  

16 2016-8-2 38,603,088.00  0.05% 1,138,791.10  

17 2016-8-2 39,045,000.00  0.05% 1,151,827.50  

18 2016-8-3 13,500,000.00  0.05% 391,500.00  

19 流贷 
浦发西宁

支行 
2016-8-3 40,000,000.00  10.85%  698,900.00  

罚息为加收贷款利率

的 50% 

20 银承 
浦发西宁

支行 
2016-8-6 20,000,000.00  0.05% 550,000.00  

银行承兑汇票到期垫

款罚息（日息计算） 

 合计  24,623,279.22    



3. 上市公司就罚金支出会计处理的依据及合理性 

经核查，财务顾问认为： 

（1）上市公司将债权银行对公司的罚息列入“利息支出”科目，有对应的

罚息凭证作为依据，会计处理合理。 

（2）虽然大股东资金占用尚未解决的情况导致上市公司偿债能力大幅降低，

但上市公司三季报中将财务费用增加的主要原因归结为“本期罚金支出增加”未

违反信息披露的基本原则。 

（3）上市公司于 2016 年 4 月 21 日收到《陕西星王集团、王涛关于资金占

用情况的说明》及《陕西星王集团、王涛及其一致行动人对相关事项的承诺》，

公司大股东已承诺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归还占用资金及由此所产生的所有

财务费用。财务顾问督促上市公司尽快履行专项审计程序，确认大股东占款具体

数额及由占用而产生的财务费用，待公司收到大股东归还占用资金后，依据真实

情况将大股东占用所涉财务费用进行合理的会计处理。 

 

问题 3： 

2015 年 7 月 18 日，你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陕西华泽

镍钴金属有限公司委托关联方陕西星王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筹资建设镍基镁基新

材料综合回收利用项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2015 年 8 月 5 日，你公司董事会

审议通过《关于关联方陕西星王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向青海鑫泽新材料有限公司增

资的议案》，之后披露了《关于委托陕西星王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进行项目投资的

补充公告》，上述事项已经通过股东大会审议。监事杨源新质疑，“截止本报告

期末，青海鑫泽新材料有限公司尚未收到陕西星王任何出资。一年多的未执行项

目，该项目应该终止了。”请说明上述事项的基本情况、项目进展情况、资金投

入情况等。 

答复： 

1、上述事项的信息披露义务以及审议程序的履行情况 

2014 年 4 月 21 日，上市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同意平安鑫海资源开发有限公司启动红土镍矿综合利用年产 10 万吨镍基新材



料工程项目的议案》，截止 2014 年 12 月 31 日，平安鑫海累计投入 851 万元用

于技术研发。 

2015 年 6 月 24 日，上市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陕西华泽镍钴金属有限公司设立青海镍镁基地建设项目全资子公司的议

案》，陕西华泽全资子公司青海鑫泽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海鑫泽”）

已于 2015 年 7 月 16 日完成工商注册登记。 

2015 年 7 月 18 日，上市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陕西华泽镍钴金属有限公司委托关联方陕西星王投资控

股有限公司筹资建设镍基镁基新材料综合回收利用项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2015 年 7 月 22 日，上市公司披露了《成都华泽钴镍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委托

陕西星王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进行项目投资的关联交易公告》（公告编号：

2015-056），公告披露“由于公司自有资金主要用于运营，资本性资金不足，拟

由青海鑫泽根据项目前期工作情况，待项目条件成熟时，与关联方星王控股签署

《委托建设协议书》，委托星王控股筹资建设镍基镁基新材料综合回收利用项目。

项目建成完成验收后，对于项目参与各方在项目建设过程中形成的权益，由本公

司以现金或发行股份方式收购。” 

2015 年 8 月 5 日，上市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关联方陕西星王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向青海鑫泽新材料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协议约定由陕西星王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星王控股”）以现金方式对

青海鑫泽增资，增资额为人民币 4,000 万元，增资完成后，青海鑫泽的注册资本

由 1,000 万元增加到 5,000 万元。协议双方一致同意，根据项目投资的初步估算，

项目总投资为人民币 13 亿元，由星王控股负责筹集建设资金，包括但不限于采

用产业投资基金或引进其他投资人以股权或债权方式对青海鑫泽进行投资。待项

目建成达产后，上市公司拥有优先收购项目股权或资产的权利。2015 年 8 月 6

日，上市公司披露了《关于委托陕西星王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进行项目投资的补充

公告》（公告编号：2015-062）。 

2015 年 8 月 11 日，上市公司召开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陕西华泽镍钴金属有限公司委托关联方陕西星王投资控

股有限公司筹资建设镍基镁基新材料综合回收利用项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  



2、项目基本情况及投资估算  

2015 年 7 月 21 日，上市公司披露了《成都华泽钴镍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委托陕西星王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进行项目投资的关联交易公告》（公告编号：

2015-056），公告披露了项目的基本情况及投资估算如下： 

“本项目建设规模为金属镁及镁合金制品 8 万吨/年，200 系镍铬不锈钢基料

11 万吨/年，水泥混合材 60 万吨/年。项目总投资预算 12.9 亿元，其中：建筑费

3.91 亿元，设备费 5.43 亿元，安装费 9876 万元，其他费 5160 万元，预备费 6502

万元，建设期利息支出 5370 万元，流动资金 8800 万元。 

拟建项目包括：原料破碎、镁镍矿回转窑预还原、金属镁制备车间、镁精炼

及合金化车间、2³33000KVA 不锈钢基料车间、4³33000KVA 硅铁矿热炉车间和

为上述车间配置的回转式烘干机、石灰制备以及相应的公辅设施。  

配套建设 330KV 变电站、水处理系统、化验分析、研究工程中心等辅助系

统。” 

3、投资效益预测  

2015 年 7 月 22 日，上市公司披露了《成都华泽钴镍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委托陕西星王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进行项目投资的关联交易公告》（公告编号：

2015-056 ，公告披露“按现行价格计算，项目达产后年营业收入 22.42 亿元，利

税总额 4.66 亿元，净利润 2.21 亿元，投资回收期 6.16 年（含建设期），投资利

润率 22.47%，盈亏平衡点 59.35%。”  

4、项目进展 

2015 年初，依据中科院的项目策划书，经过充分调研完成选址确定在青海

海东工业园区。 

2015 年上半年，委托中冶东方设计院 7 月份完成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评

审；  

2015 年 7 月，注册成立青海鑫泽新材料有限公司； 

2015 年 8 月，与青海省海东市工业园民和工业园签订入园协议； 

2015 年 9 月，项目经青海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备案，取得项目备案通知

书； 



2015 年 11 月，签订青海省环境科学研究院进行项目环境影响预评价合同，

确定了环境监测方案。 

2015 年 11 月，与项目的研发单位（西安有色冶金设计研究院）签订扩大试

验技术合同，确定工业试验方案及试验地点。 

2015 年 12 月，与青海君正安全技术有限公司签订安全预评价编制合同。  

2016 年一季度，青海省环科院对项目区域环境做了充分调研，结合环境工

程分析确定了环境现状检测方案；经与青海省环保厅环评处和监察处多次沟通，

确定与青海省环境监测总站签订相关合同。 

2016 年 4 月，在工业园区的协调下，项目建设临时用电方案已经获得青海

海东电力中心批复；项目生产用电初步方案已上报省电力中心。 

2016 年 6 月，因环评工作需要确定甘肃水文地质工程勘察院为项目地下水

水文地质调查合作单位。  

5、资金投入 

由于青海鑫泽注册较晚，目前仅投入少量前期差旅费、业务招待费合计 13.2

万元。 

 

问题 4： 

2015 年 8 月 5 日，你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陕西华泽

镍钴金属有限公司与关联方陕西星王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设立印尼合资公司的议

案》，并于 2015 年 8 月 6 日披露了《关于委托陕西星王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进行

项目投资的补充公告》，上述事项已经通过股东大会审议。监事杨源新质疑，“截

止本报告期末，该合资公司尚未设立。一年多的未执行项目，该项目应该终止了”。

请说明上述事项的基本情况、项目进展情况、资金投入情况等。 

答复： 

1、上市公司就上述事项履行的审议程序以及信息披露义务 

（1）审议程序 



上市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15 年 7 月 20 日、2015 年 8 月 11 日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陕西华

泽镍钴金属有限公司委托关联方陕西星王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筹资建设印尼（中国）

镍基新材料项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审议事项为由陕西华泽出资折合人民币

1000 万元的外汇，陕西星王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星王控股”）出资

折合人民币 4000 万元的外汇，共同在印尼设立合资公司。合资公司成立后主要

经营范围包括在印尼投资建设镍基新材料项目（包括但不限于投资开采矿山、建

冶炼厂等），根据项目投资的初步估算，项目总投资为人民币 109.2 亿元。由星

王控股负责筹集建设资金，包括但不限于采用产业投资基金或引进其他投资人以

股权或债权方式对合资公司进行投资。 

（2）信息披露 

①2015 年 7 月 20 日，上市公司披露了《成都华泽钴镍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委托陕西星王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进行项目投资的关联交易公告》（公告编号：

2015-056），公告中披露了如下内容： 

A、项目委托建设的背景：公司于 4 月 2 日发布了 2015-019 号公告，披露了

公司全资子公司陕西华泽与印尼泛华国际股份有限公司签署了《合作框架协议》，

拟采用“海外矿山开发-原料加工基地”的矿业链和共赢发展的模式，共同开发

印尼红土镍矿资源，建设镍基新材料项目。 

B、项目基本情况及投资估算：项目按照矿、电、材料一体化设计，项目建

设分为冶炼系统、码头和电厂三部分，项目总投资 109.2 亿元人民币。  

冶炼系统投资 63.2 亿元人民币，码头投资 14.9 亿元人民币，电厂投资 31.1

亿元人民币。 

冶炼系统建成 4×230m3 高炉，18×33000KVA RKEF 镍合金电炉生产车线，

功能齐备、配套设施齐全的绿色环保现代化厂区。 

码头建成 5 万吨级散货进口泊位一个，分期建成 1 万吨级件杂货泊位 3 个，

配套火力发电厂总投资 5 亿美元，总装机容量 594MW。 

C、投资效益预测：本项目总投资折合人民币约 109.2 亿元，按现行价格计

算，项目达产后每年可实现销售收入 87 亿元，利润总额 38.3 亿元，净利润 28.7

亿元，投资利润率 33.2%，投资回收期 6.25 年（含建设期），盈亏平衡点 33.70%。 



②2015 年 8 月 6 日，上市公司披露了《成都华泽钴镍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委托陕西星王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进行项目投资的补充公告》（公告编号：

2015-062）。公告做出特别风险提示： 

“1、与关联方合资的两个合资公司中，上市公司子公司分别投入 1000 万，

持股比例均为 20%，仅就上述投资额为限承担损失。在未对项目资产收购前，子

公司因仅持有合资公司 20%的股权，长期股权投资按照权益法核算，上述项目对

公司后续财务以及经营影响有限；另外后续合资公司如引入其他投资方，可能会

进一步稀释子公司股权比例，上述合资公司对上市公司影响将进一步降低。 

 2、本公司于 2015 年 8 月 11 日召开的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陕西华泽镍钴金属有限公司委托关联方陕西星王投资控

股有限公司筹资建设印尼（中国）镍基新材料项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和《关于

公司全 资子公司陕西华泽镍钴金属有限公司委托关联方陕西星王投资控股有限

公司筹 资建设镍基镁基新材料综合回收利用项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议案仅

就是否同意上述合资公司建设印尼项目和青海项目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后续合资

公司如增资扩股或者引入第三方导致股权稀释，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则就是否放弃

优先购买权持续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以及审批程序。  

3、本次关联交易项目投资金额大，涉及主体多，资金筹集及项目进度具有

不确定性。  

4、关联方筹资建设所形成的资产，承诺由本公司收购，项目建设是否成功，

以及建设成功后本公司是否能够顺利完成收购，具有不确定性。后续公司如对上

述合资公司收购，公司将进一步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和审批程序。  

5、本次关联交易的印尼镍基新材料项目属于境外投资，关联方及本公司对

当地的经济、政治、人文、宗教等投资环境的了解程度，对项目建设和运营能否

达到预期，具有实质性的影响，提醒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③2016 年 4 月 30 日，上市公司于《2015 年年度报告》“第五节、重要事项”

之“十六、重大关联交易”之“5、其他重大关联交易”中披露：“印尼（中国）

镍基新材料项目进展情况：完成了项目前期可行性研究，初步确定园区用地、项

目实施技术方案和融资方案，项目用地与项目原料已初步确定合作方，目前正在

办理项目立项等前期手续。截至本报告日，公司未出资。” 



2、“印尼（中国）镍基新材料项目”的情况说明 

（1）项目的基本情况 

2015 年 7 月 20 日，上市公司披露了《成都华泽钴镍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委托陕西星王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进行项目投资的关联交易公告》（公告编号：

2015-056）。公告就项目的基本情况进行了披露，详见本问题答复“1、上市公

司就上述事项履行的审议程序以及信息披露义务”之“（2）信息披露”。 

（2）项目进展情况 

经财务顾问核查： 

①本项目合资公司注册事宜于目前仍在筹备阶段，没有实质进展。本项目投

资尚未取得国家发改委审批。 

②印尼项目受托方星王控股已与多家国内、国外技术和装备供应商、设计院

就大型矿热炉冶炼等技术以及供电孤网运行方案进行交流。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

日，星王控股正在就本项目与项目建设单位、战略投资者进行洽谈，战略投资者

正在项目所在地进行尽职调查，如有实质性进展，上市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 

（3）项目资金投入情况 

截止本核查意见出具日，该项目尚未投入建设资金，仅发生少量差旅、咨询

等费用，该费用由星王控股负担。 

（4）建成后年收入、利润总额和净利润的具体测算方法 

根据星王控股提供的《印尼（中国）镍基新材料项目可行性研究》（中冶东

方工程技术有限公司，2015 年 8 月编制），项目一期总投资折合人民币约 109.2

亿元，按现行价格计算，项目达产后每年可实现销售收入 87.18 亿元，利润总额

37.46 亿元，净利润 28.1 亿元，投资利润率 31.3%，投资回收期 6.26 年（含建设

期），盈亏平衡点 30.84%。 

以上数据与上市公司于 2015 年 7 月 20 日披露的《成都华泽钴镍材料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委托陕西星王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进行项目投资的关联交易公告》内容

存在有细微差别，但基本相符，具体原因为公告时采取的是可研报告初稿数据，

上述终稿数据略有调整，更为精确。 

 



问题 5： 

2016 年 1 月 13 日，你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申请注销公司孙公司西

安华泽置业有限公司的议案》，称目前注销工作正在办理中。监事杨源新质疑，

“长达 9 个月未办理完注销工作，该公司是否存在其他问题”。请说明注销工作

的进展情况，是否存在注销的障碍和风险，涉及信息披露的请及时公告。 

答复： 

经财务顾问核查，西安华泽置业有限公司的注销情况如下： 

2016 年 1 月 13 日，上市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申请注销公司孙公司

西安华泽置业有限公司的议案》。2016 年 4 月 25 日股东大会通过《关于申请注

销公司孙公司西安华泽置业有限公司的议案》决议； 

2016 年 5 月 5 日，上市公司提交税务注销资料，7 月 21 日收到西安高新地

税清税通知，税务注销完毕； 

2016 年 8 月 2 日，上市公司完成建行高新支行西安华泽置业有限公司基本

户的注销； 

根据《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五条规定，工商局要求上市公司在市级以上的报

纸登报公示 45 天后方可办理正式注销，上市公司已于 2016 年 8 月 16 日在西安

晚报进行了“注销公示”并于 2016 年 10 月 8 日完成公示； 

根据《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五条规定，清算组需在工商局备案，且备案公示

45 天后方可办理工商注销手续，上市公司已于 2016 年 10 月 21 日向工商局高新

分局提交清算组备案资料，并于 2016 年 10 月 28 日收到西安市工商局高新分局

备案通知书。 

综上，财务顾问认为：待清算组备案公示结束后，西安华泽置业有限公司即

可办理工商营业执照注销，注销工作不存在注销的障碍和风险，财务顾问将督促

上市公司在上述工商注销事项完成后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问题 6： 

三季报显示，本报告期预付账款增加 5728 万元，截至本报告期期末，预付

账款金额为 9.88 亿元。 



（1）请说明预付账款的交易基础，包括但不限于：交易背景、交易性质、

本期发生额、本期新增的原因等。 

答复： 

1、预付账款的交易背景、交易性质 

截至 2016年 9月 30日，上市公司预付账款前五大余额约占账款余额的 87%，

预付账款前五大余额及本期余额变化情况见下表： 

序号 单位名称 期初余额 本期增加 本期减少 期末余额 

1 四川远大聚华实业有限公司 521,985,918.40 35,878,190.00 
 

557,864,108.40 

2 宣汉县骏德贸易有限公司 196,249,569.97      31,026,000.80 165,223,569.17 

3 天祝亨润商贸有限公司 55,484,260.39                           55,484,260.39 

4 陕西民沣科工贸有限公司         52,088,225.00               52,088,225.00 

5 上海朝能实业有限公司 30,010,229.28     30,010,229.28 

  合计 803,729,978.04 87,966,415.00 31,026,000.80 860,670,392.24 

 

（1）四川远大聚华实业有限公司 

按照上市公司 2016 年三季报披露信息，截至 2016 年 9 月 30 日，上市公司

对四川远大聚华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远大聚华”）的预付账款余额

557,864,108.40 元。上述款项形成的原因为陕西华泽于 2015 年、2016 年陕西华

泽陆续与远大聚华签订采购电解镍、粗制硫酸镍合同并支付货款。就上述事项，

财务顾问实施核查程序如下： 

①财务顾问收集了上述交易的财务记录、会计凭证及后附的采购合同、付款

审批单据、支付凭证等附件。 

②就上述预付账款款项，财务顾问访谈了上市公司审计机构瑞华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的签字注册会计师，并形成访谈记录，会计师称：“四川远

大聚华实业有限公司 2015 年作为华泽钴镍供应商，期末结余 521,985,918.40 元，

我们对该客户执行了函证程序，函证回函相符；实地走访了四川远大公司；并检

查了公司财务记录及会计凭证后附的采购合同、采购发票、运输凭证及付款单据

等附件，经检查未发现异常。” 

③财务顾问向远大聚华发出了函证，核实其与陕西华泽之间的往来款项余额，

但未取得回函。 

④财务顾问已向上市公司发送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成都华泽钴镍



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近期信息披露问题及要求公司配合核查的督导函》，要求上市

公司配合财务顾问对远大聚华进行实地走访，但上市公司未能予以配合。 

⑤经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http://gsxt.saic.gov.cn），远大聚华股

东为雷远大、雷小，公司设董事三名，分别为雷远大、雷小、雷亚和，监事一名，

由唐国中担任，上述四人不在 ST 华泽向深交所备案的关联人名单之内，未发现

该公司与 ST 华泽存在关联关系。 

综上，财务顾问认为：上述预付款项金额较大，主要由于贸易业务采购形成，

函证未取得回函确认，并且上市公司未能配合财务顾问对远大聚华进行访谈，因

此，财务顾问无法判断上述业务的真实性。 

（2）宣汉县骏德贸易有限公司 

按照上市公司 2016 年三季报披露信息，截至 2016 年 9 月 30 日，上市公司

对宣汉县骏德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宣汉骏德”）的预付账款余额

165,223,569.17 元。上述款项形成的原因为陕西华泽于 2015 年陆续与宣汉骏德签

订采购电解镍、高碳铬铁合同并支付货款。就上述事项，财务顾问实施核查程序

如下： 

①财务顾问收集了上述交易的财务记录、会计凭证及后附的采购合同、付款

审批单据、支付凭证等附件。 

②就上述预付账款款项，财务顾问访谈了上市公司审计机构瑞华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的签字注册会计师，并形成访谈记录，会计师称：“宣汉县

骏德贸易有限公司 2015 年作为华泽钴镍供应商，期末结余 196,249,569.97 元，

我们对该客户执行了函证程序，函证回函相符；实地走访了骏德贸易公司；并检

查了公司财务记录及会计凭证后附的采购合同、采购发票、运输凭证及付款单据

等附件，经检查未发现异常。” 

③财务顾问向宣汉骏德发出了函证，核实其与陕西华泽之间的往来款项余额，

但未取得回函。 

④财务顾问已向上市公司发送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成都华泽钴镍

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近期信息披露问题及要求公司配合核查的督导函》，要求上市

公司配合财务顾问对宣汉骏德进行实地走访，但上市公司未能予以配合。 

⑤经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http://gsxt.saic.gov.cn），宣汉骏德股



东为雷孟明、曾庆国，公司设执行董事一名，由雷孟明担任，监事一名，由曾庆

国担任，经理一名，由雷鸣远担任，上述三人不在 ST 华泽向深交所备案的关联

人名单之内，未发现该公司与 ST 华泽存在关联关系。 

综上，财务顾问认为：上述预付款项金额较大，主要由于贸易业务采购形成，

函证未取得回函确认，并且上市公司未能配合财务顾问对宣汉骏德进行访谈，因

此，财务顾问无法判断上述业务的真实性。 

（3）天祝亨润商贸有限公司 

按照上市公司 2016 年三季报披露信息，截至 2016 年 9 月 30 日，上市公司

对天祝亨润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祝亨润”）的预付账款余额 55,484,260.39

元。上述款项形成的原因为平安鑫海于 2014 年、2015 年与天祝亨润签订采购煤

炭合同并支付货款。就上述事项，财务顾问实施核查程序如下： 

①财务顾问收集了上述交易的财务记录、会计凭证及后附的采购合同、付款

审批单据、支付凭证等附件。 

②就上述预付账款款项，财务顾问访谈了上市公司审计机构瑞华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的签字注册会计师，并形成访谈记录，会计师称：“天祝亨

润商贸有限公司 2015 年作为华泽钴镍供应商，期末结余 55,484,260.39 元，我们

对该客户执行了函证程序，函证回函相符；并检查了公司财务记录及会计凭证后

附的采购合同、及付款单据等附件，经检查未发现异常。” 

③财务顾问向天祝亨润发出了函证，核实其与平安鑫海之间的往来款项余额，

但未取得回函。 

④财务顾问已向上市公司发送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成都华泽钴镍

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近期信息披露问题及要求公司配合核查的督导函》，要求上市

公司配合财务顾问对天祝亨润进行实地走访，但上市公司未能予以配合。 

⑤经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http://gsxt.saic.gov.cn），天祝亨润股

东为赵启禄、徐世玲、俞新军、赵俊臣，上述人员不在 ST 华泽向深交所备案的

关联人名单之内，未发现该公司与 ST 华泽存在关联关系。 

综上，财务顾问认为：上述预付款项金额较大，主要由于煤炭采购业务形成，

函证未取得回函确认，并且上市公司未能配合财务顾问对天祝亨润进行实地走访，

因此，财务顾问无法判断上述业务的真实性。 



（4）陕西民沣科工贸有限公司 

按照上市公司 2016 年三季报披露信息，截至 2016 年 9 月 30 日，上市公司

对陕西民沣科工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陕西民沣”）的预付账款余额

52,088,225.00 元。上述款项形成的原因为陕西华泽于 2016 年与陕西民沣签订采

购锌锭的合同并支付货款。就上述事项，财务顾问实施核查程序如下： 

①财务顾问收集了上述交易的财务记录、会计凭证及后附的采购合同、付款

审批单据、支付凭证等附件，发现付款审批单据仅有经办人员和时任董事长签字，

未取得业务部门经理、财务负责人等人员的签字，审批程序存在瑕疵。 

②就上述预付账款款项，财务顾问访谈了上市公司审计机构瑞华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的签字注册会计师，并形成访谈记录，会计师称：“2016

年新增供应商不在本所审计范围。” 

③财务顾问向陕西民沣发出了函证，核实其与平安鑫海之间的往来款项余额，

但未取得回函。 

④财务顾问对陕西民沣工商注册地址进行了实地走访，但在现场未联系到其

工作人员。 

⑤经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http://gsxt.saic.gov.cn），陕西民沣股

东为刘文萍，监事为周小利，上述二人不在 ST 华泽向深交所备案的关联人名单

之内，未发现该公司与 ST 华泽存在关联关系；同时发现陕西民沣已被西安工商

局高新分局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原因为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联系。 

综上，财务顾问认为：该笔预付账款是在 2016 年上市公司资金紧张的情况

下预付的，未按照公司《资金管理制度》履行相应的付款审批，陕西民沣已被西

安工商局高新分局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函证未取得回函确认，并且未能配合财务

顾问访谈，因此，财务顾问无法判断上述业务的真实性。 

（5）上海朝能实业有限公司 

按照上市公司 2016 年三季报披露信息，截至 2016 年 9 月 30 日，上市公司

对上海朝能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朝能”）的预付账款余额 30,010,229.28

元。上述款项形成的原因为上市公司孙公司华泽镍钴金属（上海）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上海华泽”）与上海朝能陆续签订电解铜采购合同并支付货款。就上述

事项，财务顾问实施核查程序如下： 



①财务顾问收集了上述交易的财务记录、会计凭证及后附的采购合同、付款

审批单据、支付凭证等附件。 

②就上述预付账款款项，财务顾问访谈了上市公司审计机构瑞华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的签字注册会计师，并形成访谈记录，会计师称：“上海朝

能实业有限公司 2015 年作为华泽钴镍供应商，期末结余 30,010,229.28 元，我们

对该客户执行了函证程序，未收到回函，对其进行了替代审计程序：检查了公司

财务记录及会计凭证后附的采购合同及付款单据等附件，经检查未发现异常。” 

③财务顾问按工商注册地址向上海朝能发出了函证，核实其与上海华泽之间

的往来款项余额，但函件被退回。 

④经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http://gsxt.saic.gov.cn），上海朝能股

东为方慧、方显，上述二人不在 ST 华泽向深交所备案的关联人名单之内，未发

现该公司与 ST 华泽存在关联关系。 

⑤财务顾问取得了上海华泽起诉上海朝能的相关文件。2016 年 6 月 22 日，

上海华泽已将上海朝能起诉至上海浦东新区人民法院，请求判令解除上海华泽与

上海朝能之间的电解铜采购合同，并偿还上海华泽已支付货款。上海浦东新区人

民法院已于 2016 年 9 月 27 日下达传票，通知当事人将于 2017 年 1 月开庭审理

此案。 

综上，财务顾问认为：上市公司与上海朝能往来款系由于采购贸易业务形成，

公司催促货款无果，已经上海朝能起诉至法院。 

2、预付账款本期的发生额及新增原因 

经财务顾问核查新增预付账款对应的财务记录、记账凭证及后附的合同、付

款凭证等附件，本期新增预付账款主要为上市公司支付远大聚华电解镍采购款

35,878,190 元，支付陕西民沣锌锭采购款 52,088,225 元。由于上述两家企业均未

回复财务顾问函证，且财务顾问未能对其履行正常的走访核查程序，财务顾问无

法对上述交易的真实性发表意见。 

 

（2）请说明是否存在资金回收风险，公司的应对措施（如有）。公司相应

风险提示的信息披露情况。 

答复： 



上述预付账款中 1 年以上预付账款比例较高，存在资金回收风险，ST 华泽

决定采用如下措施进行资金回收： 

1、与供应商积极核对账目，清理相互欠款，通过三方销账等方式，降低公

司预收款余额； 

2、与供应商进行沟通协商，通过终止合同、实现退款等方式回收预付账款； 

3、对不按采购合同供货且不退回预付货款的供应商，上市公司将采取法律

手段回收预付账款。 

 

（3）请说明相关事项履行审议程序和临时信息披露的情况。 

答复： 

经核查，财务顾问认为： 

1、根据上市公司提供的财务记录、会计凭证及后附的采购合同、付款审批

单据、支付凭证等资料，上述预付账款主要是通过公司贸易业务所形成，无需履

行临时信息披露义务，相关协议均履行了公司合同审批程序，但向陕西民沣的付

款审批流程存在程序瑕疵。 

2、若上述预付账款只涉及非关联经营性往来，上市公司仅需履行公司业务

合同审批程序，且无需履行临时信息披露义务。但如本题答复“1、预付账款的

交易背景、交易性质”中所述，财务顾问无法就上述预付账款的真实性发表意见，

如果存在无贸易实质的对外财务资助或资金占用行为，上市公司仍需履行董事会

或股东大会审批程序，且应当履行临时信息披露义务。 

 

问题 7： 

三季报显示，本报告期应付票据减少 16.69 亿元，截至本报告期期末，应付

票据金额为 6.41 亿元。请说明应付票据大幅减少的原因、减少的应付票据的交

易性质、具体明细和会计处理。 

答复： 

经核查，财务顾问发表核查意见如下： 



1、上市公司 2016 年三季报财务报表中应付票据减少的原因及明细 

2016 年前三季度，上市公司财务报表中应付票据变化的具体明细及原因如

下： 

序

号 
开票银行 业务品种 

2016 年初应付票据

余额（元） 

2016 年 9 月应付票

据余额（元） 
减少金额（元） 减少原因 

1 民生银行 
银行承兑

汇票 
431,414,400.00 241,080,800.00 190,333,600.00 到期承兑 

2 民生银行 
国内信用

证 
345,927,388.04 

 
345,927,388.04 到期承兑 

3 中国银行 
国内信用

证 
225,929,800.00 

 
225,929,800.00 

到期转为

短期借款 

4 建设银行 
银行承兑

汇票 
866,507,130.00 

 
866,507,130.00 到期承兑 

5 建设银行 
商业承兑

汇票 
300,000,000.00 300,000,000.00 - 

 

6 宁夏银行 
银行承兑

汇票 
100,000,000.00 100,000,000.00 - 

 

7 
浦发银行西

宁分行 

银行承兑

汇票 
40,000,000.00 

 
40,000,000.00 

到期转为

短期借款 

 
合计 

 
2,309,778,718.04 641,080,800.00 1,668,697,918.04 

 

2、上市公司 2016 年三季报财务报表中减少应付票据的交易性质 

上市公司 2016 年三季报财务报表中减少应付票据的交易性质为： 

（1）对外贸易往来：陕西华泽开具银行承兑汇票、国内信用证等应付票据，

用以支付向四川远大聚华实业有限公司、上海太欣实业有限公司、上海祥佑贸易

有限公司、上海全隆贸易有限公司采购电解镍、粗制硫酸镍等镍产品的贸易业务

货款，应付票据减少的原因为到期承兑或到期转为短期借款。 

（2）内部往来：因内部业务资金调拨需要，陕西华泽开具银行承兑汇票，

收票人为其全资子公司平安鑫海资源开发有限公司，应付票据减少的原因为到期

承兑。 

3、上市公司 2016 年三季报财务报表中减少应付票据的会计处理 

上市公司对上述减少的应付票据的业务会计处理如下： 

（1）应付票据到期承兑会计处理： 

借：应付票据 



   贷：其他货币资金 

       银行存款 

（2）应付票据到期转为短期借款会计处理： 

借：应付票据 

   贷：其他货币资金 

       短期借款



（本页无正文，为《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成都华

泽钴镍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的三季报问询函>（公司部三季报问询函【2016】第 1

号）所涉事项的核查意见》之盖章页） 

 

 

财务顾问主办人：张  苗  _____________ 

                 

                

 曹仲原  _____________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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