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匹凸匹金融信息服务（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复上交所问询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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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匹凸匹金融信息服务（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 “匹凸匹”）于2017年5月4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

公函【2017】0507号问询函《关于对匹凸匹金融信息服务（上海）

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第一季度报告的事后审核问询函》，现回复

如下：  

匹凸匹金融信息服务（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经对你公司2016年度报告问询函回复及2017年第一季度报

告的事后审核，为便于投资者理解，请公司从行业特点、业务模

式、财务核算等方面进一步补充披露下述信息。 

我部关注到公司贸易业务收入金额及占比大幅增加。公司年

报问询函披露，公司2016年度营业收入中来源于贸易业务的收入

为4688.40万元，占比92.90%，主要为金属材料、农产品等大宗

商品的供应链管理与服务；一季度报告披露营业收入总额较上年

同期增加4,783.91万元，主要原因系开展贸易、房屋租赁和融资

租赁业务所致。请公司补充披露： 



 

1. 一季度贸易业务的收入及占营业收入的比例。 

答：公司一季度贸易业务收入4632.59万元，占营业收入

的比例为96.77%。 

2. 2016年度和2017年一季度公司贸易业务的具体产品类

别，各类别产品2016年度及2017年第一季度实现的销售收入及占

比、毛利率。 

答：2016 年度和 2017 年一季度公司贸易业务的具体产

品类别见下表： 

单位：元 

序号 
产品类

别 

 2016年   2017 年一季度  

 销售收入  占比 毛利率  销售收入  占比 毛利率 

1 镍  21,809,124.92  46.52% 6.42%  46,325,906.53  100.00% 7.32% 

2 锡  17,107,641.23  36.49% 4.23%    

3 铅  4,660,221.99  9.94% 9.27%    

4 白银  3,307,056.54  7.05% -5.21%    

合计  46,884,044.68  100.00% 5.09%  46,325,906.53  100.00% 7.32% 

 

3.贸易业务的前五大客户、供应商及其购销金额、占比、购

销产品内容。 

答：2016年及 2017 年一季度贸易业务前五大客户见下表： 

单位：元 

序号 客户名称  产品类别   金额  占比 

（一）2016年贸易业务前五大客户 

1 上海懿昊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镍  14,230,503.38  30.35% 

铅  4,660,221.99  9.94% 



 

小计  18,890,725.37  40.29% 

2 上海国梁实业有限公司 锡  8,873,478.50  18.93% 

3 上海慧鸿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镍  7,578,621.54  16.16% 

4 上海瀚骏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锡  3,181,631.02  6.79% 

白银  3,307,056.54  7.05% 

小计  6,488,687.56  13.84% 

5 江苏中全金属有限公司 锡  3,527,268.38  7.52% 

合计  45,358,781.35  96.75% 

（二）2017年一季度贸易业务客户 

1 上海慧鸿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镍   42,941,823.67  92.70% 

2 上海宏章投资有限公司  镍   3,384,082.86  7.30% 

合计  46,325,906.53  100.00% 

 

2016年贸易业务供应商见下表： 

单位：元 

序号 客户名称  产品类别   金额  占比 

1 一德期货有限公司 

镍  30,614,685.28  21.04% 

白银  17,334,350.44  11.91% 

锡  16,383,323.07  11.26% 

沥青  9,213,675.19  6.33% 

铅  4,228,107.17  2.91% 

小计  77,774,141.15  53.44% 

2 成都启润投资有限公司 镍  67,757,442.84  46.56% 

合计  145,531,583.99  100.00% 

2017年一季度无采购发生。 

4.结合公司与客户、供应商购销协议的主要条款，以及库存、

运输和价款结算、风险转移等因素，说明贸易收入的确认是按照



 

总额法还是净额法，相应会计处理的依据及合理性，并请会计师

发表意见。 

答：公司贸易收入按照总额法确认。公司以大宗商品产

业链研究为基础，适时选择供应商建立库存，确认为存货，

并采用期货现货结合的交易模式，降低商品价格波动风险，

随后根据市场行情的波动，选择客户销售商品，相应确认收

入和成本。公司严格执行现货现款的贸易方式，款到发货，

风险自货物交付至需方后转移至需方。 

公司贸易收入确认方法：公司依据《企业会计准则》，

在同时满足下列条件时予以确认贸易收入：①将商品所有权

上的主要风险和报酬转移给购货方，即货权转移； ②公司

不再保留通常与所有权相联系的继续管理权，也不再对已售

出的商品实施有效控制；③收入的金额能够可靠地计量；④

相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⑤相关的已发生或将发生的成

本能够可靠地计量。 

具体确认时点为商品货权已转移并取得库转单等货物

转移凭据，相关的收入已经取得并取得银行回单等收款凭

据，且按照交易合同约定符合其他收入确认条件的时候确认

销售收入的实现。 

会计师发表意见如下： 

中喜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未对匹凸匹公司 2017

年一季度财务报表进行审计，应要求，中喜所对匹凸匹公司 2016



 

年涉及到的相关问题补充回答如下： 

匹凸匹公司贸易收入按照总额法确认。 

贸易收入确认方法： 

依据《企业会计准则》，在同时满足下列条件时予以确认贸

易收入：①将商品所有权上的主要风险和报酬转移给购货方，即

货权转移； ②公司不再保留通常与所有权相联系的继续管理权，

也不再对已售出的商品实施有效控制；③收入的金额能够可靠地

计量；④相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⑤相关的已发生或将发生

的成本能够可靠地计量。 

具体确认时点为：商品货权已转移并取得库转单等货物转移

凭据，相关的收入已经收到或取得收款的权利，同时满足交易合

同约定确认收入的其他条件的时候确认销售收入的实现。 

5.结合贸易业务的行业发展、公司渠道和客户、人员配备、

2016年度和2017年一季度的财务数据等信息，说明公司贸易业务

的盈利模式及其是否具有持续盈利能力，如贸易业务的持续盈利

能力存在重大不确定性的，请进行风险提示。 

答：公司贸易业务品类主要为有色金属为主的大宗商品贸

易，公司以大宗商品现货贸易为基础，并合理运用期货交易工具，

合理的规避现货的价格波动，通过期现货有效结合，增强客户粘

性，拓展销售渠道，服务实体经济，获取商业利润。 

2016 年以来，主要大宗商品的价格都经历了大幅下跌、大

幅上涨、然后高位回落的剧烈波动，在这个过程中很多对于价格

管理和库存管理不善的企业，都面临着巨额亏损的压力，与之对



 

应的很多诸如工厂、矿山资产也出现巨大的资产减值，致使很多

行业巨头都出现资产减值和流动性不足的经营风险，随之而来的

出现并购和倒闭的风潮。我司通过期货手段，有效合理的处理了

价格风险，并适时将库存进行部分销售，为下游节省了采购成本，

将服务产业落实到实处，并为企业带来实际利润。 

公司借助上市公司的资源与背景，不断加强与上下游的沟

通，公司目前主要合伙为大中型贸易企业，并争取开发更多的产

业用户，积极构建上游厂商与下游用户的业务合作。上海事聚贸

易有限公司有专职业务人员，财务人员，并由母公司集中提供后

台服务人员，各司其职。 

公司以大宗商品产业链研究为基础，综合运用现货贸易，期

货等工具，采用期货现货结合的交易模式，降低商品价格波动风

险，扩大业务模型实现稳定盈利，通过持续的现货产业研究，投

资工具的创新，构建多元化的业务模式和盈利点，最终实现为产

业客户提供价值服务。通过对大宗商品价格波动风险的有效控

制，公司在为客户创造价值的同时，自身获得稳定的收益。 

公司期货套期保值业务以卖出套期保值为主，主要是在公司

现货采购完成之后，为了对冲将来卖出时的价格下跌风险，在期

货市场建立空头头寸，即卖出套期保值。 

公司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的实施通常分两步完成：第一步为开

仓卖出期货合约，第二步为在现货市场卖出现货的同时，在期货

市场买进原先持有的部位进行平仓。 

公司套期保值业务依据公司董事会的授权，实施过程中严格

遵从以下原则： 



 

（1）与现货商品种类相同或相关原则，原则上不买入与现

货交易无关的期货品种； 

（2）数量相等或相当原则（套期保值合约量不超过现货交

易量）； 

（3）月份相同或相近； 

（4）买入现货则卖出期货保值，卖出现货同时买入平仓期

货头寸。 

公司套期保值业务不以盈利为目的，因此在商品价格高于市

场预期的情况下，公司卖出套期保值业务会出现亏损，但公司在

现货交易中公司会有超额盈利，现货库存的价值会上涨；在商品

价格低于市场预期的情况下，公司卖出套期保值业务会出现盈

利，但是现货库存可能出现跌价损失，在现货交易中可能会出现

亏损。 

2016 年下半年，主要有色金属类大宗商品的价格都经历了大幅

波动，先是大幅上涨，然后在 12 月经历了高位回落，反映在期货套

期保值业务上，在 2016年平仓的套期保值合约出现亏损（投资收益：

-16,692,196.31 元），在 2016年底持有未平仓的卖出套期保值合约

出现浮动收益（公允价值变动收益：6,916,350.00 元），公司现货

业务盈利较小（实现毛利：2,384,095.22元）。 

2017 年 1季度，主要有色金属类大宗商品的价格相对平稳，

1-2月出现了小幅上涨，3月出现了小幅下跌，反映在期货套期保

值业务上，在 2017 年一季度平仓的套期保值合约实现盈利（投资收

益：4,772,923.45元），在 2017年 1季度末持有未平仓的卖出套期

保值合约出现浮动亏损（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3,973,570.00元），



 

公司现货业务也实现了稳定的盈利（实现毛利：3,389,773.35元）。 

2016年度及 2017年一季度，公司贸易业务（现货和期货套

期保值业务）的综合盈利情况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16年度   2017 年一季度  备注 

（一）现货贸易    

1.主营业务收入  46,884,044.68   46,325,906.53   

2.主营业务成本  44,499,949.46   42,936,133.18   

3.毛利（3=1-2）  2,384,095.22   3,389,773.35   

（二）期货交易    

1.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6,916,350.00   -3,973,570.00  
主要为期末持仓期货合约

浮动盈亏 

2.投资收益  -16,692,196.31   4,772,923.45  
主要为本期期货合约平仓

盈亏 

3.收益小计（3=1+2）  -9,775,846.31   799,353.45   

合计  -7,391,751.09   4,189,126.80  
现货贸易毛利与期货交易

收益之和 

 

 

    特此公告。 

            匹凸匹金融信息服务（上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5月1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