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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961     证券简称：株冶集团     公告编号：2018-026 

 

株洲冶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年度报告信息披露问询函的回复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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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株洲冶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或“株冶集团”）于 2018 年

4 月 26 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公函【2018】0393 号《关于对株洲冶炼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年度报告信息披露的问询函》（以下称“问询函”），根

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要求，现就问询函中的有关问题回复如下： 

1.关于季节波动。年报披露，公司报告期内一季度至四季度分别实现营业

收入 33.02 亿元、32.71 亿元、35.27 亿元、36.97 亿元，基本保持稳定，实

现归母净利润 279 万元、407 万元、3619 万元、1239 万元，扣非后分别为 1.33 

万元、2574.4 万元、5584.1 万元、-4601.4 万元，季节波动较大。请公司结

合主营产品的分季度产销量情况、平均销售价格季度变动趋势、成本费用等，

说明报告期内各季度净利润波动较大的原因及合理性，是否符合行业整体趋势。

请会计师发表意见。 

回复： 

2017 年公司分季度的营业收入、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等主要经营

指标情况如下表： 

2017年分季度主要经营指标情况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一季度 二季度 三季度 四季度  2017 年度  

营业收入 330,196.12 327,089.05 352,744.30 369,653.42 1,379,682.89 

营业成本 314,416.09 314,023.00 333,612.49 353,232.86 1,315,284.45 

毛利率 4.78% 3.99% 5.42% 4.44% 4.67% 

销售费用 1,958.96 2,358.48 1,946.76 2,500.65 8,764.84 

管理费用 5,186.12 4,175.03 5,756.00 13,134.88 28,25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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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一季度 二季度 三季度 四季度  2017 年度  

财务费用 5,169.54 4,368.16 4,504.83 4,315.60 18,358.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279.09 407.38 3,619.20 1,239.29 5,544.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1.33 2,574.36 5,584.13 -4,601.37 3,558.44 

（1）由上表可知，主营业务 1-4季度毛利率分别为 4.78%，3.99%，5.42%，

4.44%，全年平均毛利率为 4.67%。公司铅锌产品销售以上海有色网公布的 0#锌、

1#铅价格作为基准价格。各季度上海有色网（SMM 网不含税）价格如下明细表。 

价格单位：元/吨 

项目 一季度 二季度 三季度 四季度 2017 年度 

SMM0#锌锭价格 19,419.09 19,080.49 21,122.81 22,076.35 20,443.11 

SMM1#铅锭价格 15,724.68 14,119.66 16,313.28 16,445.15 15,663.97 

2季度毛利率较低，主要因为铅、锌产品价格较 1季度下降所致。 

（2）由上表可知，公司各季度期间费用的波动情况如下： 

1）销售费用各季度波动幅度较小，1-4季度分别为 1,958.96万元，2,358.48

万元，1,946.76 万元，2,500.65万元。 

2）管理费用 1-4 季度分别为 5,186.12 万元，4,175.03 万元，5,756.00 万

元，13,134.88万元。管理费用第 4季度增加的主要原因：一是 4季度进行了修

理费用结算较 3 季度增加 3,197.17 万元；二是 4 季度支付排污费较 3 季度增加

519.53 万元；三是 4 季度支付辞退福利 2,711 万元，在批复工资总额内支付年

度绩效奖金 845.53 万元。 

3）财务费用 1-4 季度分别为 5,169.54 万元，4,368.16 万元，4,504.83 万

元，4,315.60万元。1 季度财务费用较高主要是公司汇兑损失增加相应财务费用

增加。 

（3）2017年公司各季度非经常性损益如下表：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一季度 二季度 三季度 四季度 2017 年度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21.09 
 

-242.58 -221.49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

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

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

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1,400.78 702.39 5,268.21 7,37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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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一季度 二季度 三季度 四季度 2017 年度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

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

有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

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

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

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和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

资收益 

-700.56 -2,615.73 -2,664.00 973.10 -5,007.19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

外收入和支出 
978.32  -971.86  -4.77  186.43  188.12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

的损益项目 
   -341.99 -341.99 

所得税影响额 
 

-1.26 1.46 -2.51 -2.31 

合计 277.76 -2,166.98 -1,964.92  5,840.66   1,986.52  

根据上表列示，影响非经常性损益波动较大的主要原因：一是以公允价值计

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的投资收益和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1-4 季度

分别为-700.56 万元，-2,615.73 万元，-2,664.00 万元，973.10 万元；二是 4

季度收到人员安置补助款 2,711万元；三是 4 季度确认与资产及收益相关的政府

补助 2,557.21万元。 

 

2.关于净资产较低风险。年报披露，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仅为 2.05 亿元。另据临时公告，因生产基地被纳入老工业区改造

试点范围，公司在清水塘地区的生产用地将被株洲市政府依法收回，公司预计

将计提约 12 亿至 14 亿元的资产减值损失。请公司补充披露：（1）上述清水塘

基地的搬迁进度，对生产经营是否构成重大不利影响；（2）新生产基地的建设

进度及预计完工时间；（3）计提大额资产减值后，公司应对净资产为负风险的

主要措施。 

回复： 

（1）经中国五矿与湖南省政府相关部门协同推动，周密计划，采取新项目

抓紧兴建、清水塘基地生产正常进行、原生产系统视新项目进度有序退出的方式，

以确保新老项目顺利衔接，从而维护公司产品市场份额及行业影响力。为应对不

可抗力及不可预见风险，公司制定了多项应急方案。目前公司清水塘基地生产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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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正常开展，清水塘基地搬迁与新项目建设投产将有序衔接，不会对公司生产经

营构成重大影响。 

（2）搬迁转移项目总体目标：努力建设“中国第一、世界一流”的铜铅锌

产业基地，具体体现为“工艺技术指标一流、加工成本指标一流、环保排放指标

前瞻、生产智能控制一流”。30 万吨锌冶炼项目 2017 年 11 月全面启动并按项

目进度有序推进，目前各项工作进展顺利，预计 2018年 12 月建成投料试生产。 

（3）公司应对净资产为负风险的主要措施： 

1）确保生产经营稳定，新老项目正常衔接，老基地有序退出，减少搬迁损

失； 

2）及时向湖南省政府做好汇报沟通工作，争取土地收储等资金及时支付到

位； 

3）保持与各贷款银行的顺畅沟通，保证生产经营信贷资金及项目建设资金

的有序衔接，确保资金需求； 

4）为应对净资产为负的风险，公司正积极推进相关工作，争取各方面的支

持,并将持续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3.关于主营业务毛利率。年报披露，公司报告期内主要产品锌及锌合金、

铅及铅合金、稀贵金属等毛利率均出现不同程度下降，而硫酸的毛利率却较去

年同期大幅上涨了 31.75 个百分点。请公司结合报告期内硫酸行业发展趋势、

产品价格走势、成本构成情况、产销情况，分析说明硫酸毛利率大幅上涨的原

因及合理性。请会计师发表意见。 

回复： 

（1）硫酸价格走势 

2017 年国内硫酸市场价格整体呈现上行的状态，年初国内硫酸市场成交均

价在 333 元/吨，年末涨至 487 元/吨，整体涨幅 46.25%。2017 年硫酸市场价格

趋势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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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硫酸成本构成情况 

硫酸系公司副产品，原材料为铅锌精矿含硫，采购过程中矿料含硫不计价，

成本构成主要包括辅材和加工费。因产量较为稳定，工艺成熟，故硫酸加工成本

相对比较稳定，本期单位成本较上期增长 4.90%。 

（3）产销情况 

硫酸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产销量变动 变动率 

产量（吨） 569,873.00 571,772.00 -1,899.00 -0.33% 

销量（吨） 563,253.00 569,626.00 -6,373.00 -1.12% 

由上述数据可知，公司 2016、2017年产销量基本持平。 

综上所述，公司硫酸产品毛利率较去年同期上涨了 31.75%，主要是受硫酸价

格上涨因素影响，与硫酸市场价格增长趋势一致。 

 

4.关于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年报披露，公司报告期末应收票据余额为 2.37

亿元，较期初余额大幅上涨 117.5%，同时，应收账款为 1.03 亿元，较期初余额

增加 41%。请公司：（1）结合经营情况、销售模式、收入确认政策、回款政策

等，分析说明应收票据、应收账款大幅增长的原因及合理性；（2）期后款项回

收情况，坏账准备计提是否充分；（3）前五大应收账款和应收票据的交易对手

方，与公司是否存在关联关系。请会计师发表意见。 

回复： 

（1）应收票据、应收账款大幅增长的原因及合理性  

2017 年公司完成铅锌销量 52.33 万吨，实现营业收入 1,379,682.89 万元，

同比增加 8.76%。公司销售收入在商品所有权的风险和报酬已转移至客户时确认，

根据合同约定买方仓库交货的销售，取得购买方接受后确认收入；合同约定卖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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仓库交货的销售，由购买方提货后确认收入。公司产品销售除授权批准的信用客

户外均采取“先款后货”政策，期末应收账款主要为信用客户的货款。 

应收账款期末余额 10,301.46万元，较期初余额增加 2,980.89 万元，增长

41%，主要系：1、2017 年公司营业收入为 1,379,682.89 万元，较上期增加

111,159.16 万元，应收账款余额增长比例高于营业收入增长比例，但应收账款

金额增长低于营业收入增长，应收账款期末余额占营业收入比重为 0.75%，占比

较小；2、2017 年 12 月公司向大型国有钢铁企业销售产品，应收账款余额增加

2,714.10万元。 

应收票据期末余额 23,717万元，较期初余额大幅增长 117.5%。主要系公司

本期票据结算总额较上期增加，同时由于本期票据贴现成本较高，公司合理安排

资金结构减少票据贴现，致使应收票据余额大幅增加。 

（2）期后款项回收情况，坏账准备计提是否充分  

截至 2017年 12 月 31日，应收账款余额为 10,301.46万元，其中前五名应

收账款合计 9,145.18 万元，占总额的 88.78%。截至本问询函收到日（2018年 4

月 26日）2017年 12 月 31日应收账款余额前五名单位已累计收回款项 8,975.16

万元，累计回款率 98.14%。 

公司坏账准备计提方法：A、对单项金额重大的应收款项，单独进行减值测

试，有客观证据表明其发生了减值的，按照其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低于其账面价值

的差额，计提坏账准备。B、对单项金额不重大的应收款项，与经单独测试后未

减值的应收款项一起按账龄特征划分为若干组合，根据以前年度与之相同或相类

似的、具有类似信用风险特征的应收账款组合的实际损失率为基础，结合现时情

况确定本期各项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比例，据此计算本期应计提的坏账准备。 

2017 年末，公司应收账款欠款单位较为集中，主要为品牌知名度高、资金

实力雄厚、信用比较好的国内大型钢铁企业等，故应收账款回收风险较小。公司

应收账款中无持有公司 5%（含 5%）以上表决权股份的股东的欠款。账龄在一年

以内的应收账款余额占比为 91.97%，账龄结构较为合理，符合公司业务特点，

应收账款的结构性风险较小。年末公司应收账款计提坏账准备 862.46 万元，已

充分计提。 

（3）前五大应收账款和应收票据的交易对手方，与公司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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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应收账款前五名主要是国内知名钢铁企业。通过工商查档，穿透上述单

位实际控制人直至可辨认组织或自然人，公司与上述单位不存在关联关系。 

应收票据前五名主要是国内知名钢铁企业以及行业内大型贸易企业。通过工

商查档，穿透上述单位控制人直至可辨认组织或自然人，公司与上述单位不存在

关联关系。 

 

5. 关于预付款项。年报披露，公司报告期末预付款项余额为 2.36 亿元，

较期初余额大幅上涨 111.7%。请公司结合采购模式及报告期内的原材料采购情

况，分析说明预付款项大幅增长的原因及合理性。请会计师发表意见。 

回复： 

公司原料采购根据合同约定比例按到货款、结算款分次支付。2017 年末公

司预付款项大幅增长主要原因为： 

1、原料价格上涨。根据 SMM 网 1#锌锭 2016 年末 21,020 元/吨（含税）到

2017年末 25,580元/吨（含税）上涨 22%，1#铅锭 2016年末 18,326 元/吨（含

税）到 2017年末 19,175 元/吨（含税）上涨 4%； 

2、锌精矿及铅精矿供应形势较 2016年明显紧张，公司为保障原料供应提高

到货款支付比例。 

 

6.存货跌价准备。年报披露，公司本期对存货计提了约 1285.5 万元的跌价

准备，本期转回及转销 2224 万元。请公司补充披露：（1）前期计提跌价准备

的原因，本期转回及转销的具体原因；（2）结合本期主要产品的价格走势、产

销情况，分析说明本期计提跌价准备的原因，计提是否充分。请会计师发表意

见。 

回复： 

（1）前期计提跌价准备的原因，本期转回及转销的具体原因： 

公司前期计提跌价准备主要系原材料和库存商品可变现净值低于账面余额。

公司原材料以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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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税费后的金额确定其可变现净值。库存商品以其销售价

格减去估计的销售费用和相关的税费后的金额确定其可变现净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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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转销原因是上期账面库存的原材料和库存商品本期已出售，相应转销已

计提的跌价准备。 

（2）本期计提跌价准备的原因，计提是否充分： 

1）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方法 

公司原材料、在产品均以加工产成品为目的，2017 年末不存在持有以备出

售的原材料、在产品。因此，公司主要存货（原材料、在产品、库存商品）的可

变现净值均以产成品的销售价格为基础确定。原材料和在产品，以其所生产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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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税

费后的金额确定其可变现净值。库存商品以其销售价格减去估计的销售费用和相

关的税费后的金额确定其可变现净值。 

2）存货跌价准备计提充分性 

公司 2017年计提存货跌价准备情况如下表所示：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本期计提 

原材料 825.27 

在产品 318.07 

库存商品 133.37 

委托加工物资 8.75 

合  计 1,285.46 

原材料、在产品和库存商品中本期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主要为含铅、含银及

其他小金属产品。2017 年白银价格较上年下降，含银存货期末可变现净值低于

账面价值计提存货跌价准备。铅产品价格本期较上年上涨，但公司铅产品产量降

低及辅材价格上涨，导致加工成本增加，含铅存货期末可变现净值低于账面价值

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2017 年末，根据存货全面清查的结果，公司按照原材料、在产品、库存商

品、委托加工物资中等分类对不同品种期末存货进行了减值测试，通过比较账面

价值和可变现净值孰低来确定是否需要计提跌价准备。具体计提跌价准备时，公

司结合每一类存货的具体情况，考虑其加工费和回收率的影响对每类存货进行跌

价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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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关于自营贸易业务。年报披露，公司报告期内自营贸易收入为 8.54亿元，

同比大幅下降 63.78%。请公司结合业务类型及战略规划，分析说明大幅收缩自

营贸易业务的主要考虑。 

回复： 

2017 年，公司在“回归经营本质”的理念指导下，紧紧围绕降本增效目标，

通过创新经营模式、优化资源配置等措施，以保证现有产能的平稳经济运行。 

同时公司基于转移转型战略要求进行业务整合，缩减了与公司主营业务相关

性较小的自营业务，聚焦转移转型项目筹划与建设，着重强化转型升级、工艺技

术提升和设备装备升级等，确保公司转移转型项目起好步、开好头，顺利按期达

产达标。 

特此公告。 

 

 

 

株洲冶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8年 5 月 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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