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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喜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
ZHONGXI CPAs（ SPECIAL GENERAL PARTNERSHIP）

关于对广晟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报事后审核问询函的回复

上海证券交易所:

根据贵所下发的《关于对广晟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

度报告的事后审核问询函》（上证公函【2019】0443 号，以下简称

《问询函》），就会计师需发表意见的事项回复如下：

一、关于经营业绩及现金流

1.公司经营业绩季节性波动显著，第四季度净利润与经营性现金

流不匹配。年报显示，报告期内，公司各季度营业收入分别为 6.02

亿元、5.42 亿元、4.47 亿元、8.20 亿元，归母净利润分别为 0.04

亿元、-0.34 亿元、-1.05 亿元、-1.31 亿元，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

额分别为-0.50 亿元、-0.57 亿、-0.78 亿元、2.74 亿元，季度波动

较大。同时，公司在年报中表示，2018 年稀土市场整体维持低迷态

势，未发生大幅波动。请公司结合自身业务模式、各主要产品价格波

动、行业竞争格局、历史同期情况等因素，补充披露：（1）各季度

营业收入波动较大，第四季度营业收入显著上升的原因；（2）各季

度归母净利润由盈转亏，且亏损规模不断增加的原因；（3）第四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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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归母净利润亏损增加的情况下，公司营业收入大幅增长的商业合理

性，二者变化趋势显著背离的原因；（4）第四季度经营活动现金流

量净额扭正并大幅增长，与当季归母净利润大额亏损显著背离，请公

司结合相关业务开展情况、销售结算及回款模式，说明形成上述不匹

配的原因及合理性。

公司说明：

（1）各季度营业收入波动较大，第四季度营业收入显著上升的

原因。

公司 2018 年各季度营业收入波动较大，原因是年度内主要产品

价格波动较大，公司适时调整经营策略、控制贸易规模所致。一季度

主要稀土产品价格较年初小幅上涨，公司抓住市场机会销售；二季度

至三季度因稀土产品价格下行、行情低迷，公司采取惜售策略，导致

销售收入逐步减少；四季度以来公司对经营策略进行重大调整，结合

降库存、回笼资金、防控资金风险以及为配合公司可能的资本性开支

需要，加大了产品销售及存货处置力度，其中公司存货价值从三季度

末的 19.47 亿元下降至年末的 15.82 亿元，营业收入显著上升。

2018 年，主要稀土产品每月均价如下：

单位：万元/吨

2018年 氧化镨钕 氧化铽 氧化镝 氧化镥 氧化铕

1 月 33.83 298.57 117.52 435.00 40.14 
2 月 34.72 306.67 118.22 435.00 39.00 
3 月 36.08 323.86 120.43 435.00 39.00 
4 月 34.50 318.50 118.00 435.00 39.00 
5 月 32.64 300.45 115.25 435.00 39.00 
6 月 33.94 306.20 116.91 435.00 39.00 
7 月 32.96 296.81 115.37 431.19 34.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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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32.21 289.89 114.36 410.65 30.14 
9 月 32.42 291.21 115.07 410.00 29.45 

10 月 31.86 291.42 114.99 410.00 29.45 
11 月 31.73 292.20 116.65 410.00 29.18 
12 月 31.83 296.14 122.52 410.00 27.74 

（2）各季度归母净利润由盈转亏，且亏损规模不断增加的原因。

公司 2018 年各季度变化较大的财务数据列示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一季度 二季度 三季度 四季度

营业收入 60,185   54,232   44,652    82,003 

营业成本 57,005   52,005   43,647    83,204 

税金及附加   1,369    2,756      561     4,880 

期间费用   4,940    4,315    5,065     6,514 

资产减值损失   -398    2,461    8,660     1,252 

其他收益   3,648    3,527      210       448 

投资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30     -406      260    -1,097 

营业外支出     173       45      192     1,659 

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752   -3,974 -13,003   -16,017 

所得税费用     542     -396   -1,754    -1,104 

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210   -3,578 -11,249   -14,9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51   -3,365 -10,507   -13,093 

2018 年一季度实现归母净利润 351 万元主要原因是部分稀土产

品价格有所反弹，公司抓住市场机会加大销售和收到大额政府补助资

金所致；二季度尽管也收到大额政府补助资金，但由于主要稀土产品

价格下跌毛利润减少，同时公司采取惜售策略，并计提较大额度存货

跌价准备，导致公司出现亏损；三季度公司主要稀土产品价格持续下

跌导致毛利润空间进一步压缩，同时公司延续二季度惜售策略，并计

提大额存货跌价准备，导致公司亏损持续扩大；四季度公司调整了经

营策略，加大产品销售及存货处置力度，回笼资金，集中快速销售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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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毛利润进一步减少；加之受联营企业发生较大额度亏损、确认子公

司韶关石人嶂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探矿工程损失、税金及附加增加和期

间费用环比增加等因素影响，致使归母净利润亏损 1.3 亿元。

（3）第四季度归母净利润亏损增加的情况下，公司营业收入大

幅增长的商业合理性，二者变化趋势显著背离的原因；（4）第四季

度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扭正并大幅增长，与当季归母净利润大额亏

损显著背离，请公司结合相关业务开展情况、销售结算及回款模式，

说明形成上述不匹配的原因及合理性。

为降低库存、回笼资金、防控财务风险、配合公司资本性开支，

公司第四季度调整经营策略，加大产品销售力度，加大应收账款的催

收力度，收紧原料采购，减少贸易采购，严控预付款项，及时验收结

算货物，其中预付款项同比下降了 74.48%，存货从 19.47 亿元降至

15.82 亿元，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实现了经营活动现金的净流入，营

业收入也较第三季度大幅上涨。

而第四季度由于受联营企业发生较大额度亏损、确认子公司韶关

石人嶂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探矿工程损失、税金及附加增加和期间费用

环比增加等因素影响，导致归母净利润亏损 1.3 亿元。

会计师意见：

我们在对公司 2018 年度利润表、现金流量表项目进行审计过程

中，结合公司各月份的产销量、销售单价、各项期间费用、现金收付

情况进行了分析性复核。我们认为报告期内各季度收入、归母净利润

以及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的波动以及波动趋势不匹配系上述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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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所致。

2、公司全年营收大幅下滑，业绩转亏且亏损额度较大。年报显

示，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4.11 亿元，同比下降 56.13%，

实现归母净利润-2.66 亿元，业绩下滑明显。公司在年报中表示，营

业收入下滑主要是稀土产品市场需求疲软导致公司产销量下降，同时

上年同期公司参加了国家稀土收储业务，本报告期未发生国家收储稀

土产品事项，以及削减了毛利率较低的贸易业务。此外，公司年报“应

收账款”科目下“采用其他方法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中，“国

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物资储备局”的账面余额由 2.76 亿元降至

36.08 万元。请公司补充披露：（1）具体列示本年度及上一年度国

家收储稀土事项对公司营业收入、净利润的影响，并结合应收账款中

相应科目余额变化情况，说明国家收储战略对公司净利润及现金流是

否存在较大影响，若后续年度公司再度未参加国家稀土收储业务，经

营业绩是否将进一步出现下滑；（2）请明确说明主营业务分行业列

示中的“商业”类是否即为公司贸易业务。同时，根据主要贸易产品

分项列示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及同比变化情况，并详细说明本报告期

该部分同比降幅较大的原因；（3）公司贸易业务采用的收入确认方

法，是全额法还是净额法，并说明所采用收入确认方法的合理性，以

及是否符合相关会计准则要求。

公司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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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具体列示本年度及上一年度国家收储稀土事项对公司营业

收入、净利润的影响，并结合应收账款中相应科目余额变化情况，说

明国家收储战略对公司净利润及现金流是否存在较大影响，若后续年

度公司再度未参加国家稀土收储业务，经营业绩是否将进一步出现下

滑。

2011 年，国务院发布《关于促进稀土行业持续健康发展的若干

意见》，正式提出建立稀土战略储备体系，主要目的包括统筹规划稀

土开采、保护国家战略性稀土资源等，而在此后陆续实施多次稀土收

储中，也起到了调节市场产品供求关系、促进市场均衡发展的作用。

2018 年，国家未启动稀土收储工作；2017 年公司销售给国家发

改委物资储备局稀土产品 72,850 万元，占总营业收入 13.26%，实现

毛利润 3469 万元，对应增加归母净利润 2607 万元，占公司 2017 年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28.30%，截至 2017 年末该笔收储业

务的应收账款账面余额为 2.76 亿元，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

额为 2.41 亿元。国家收储结算模式导致部分货款周期延长，但总的

来看，国家稀土收储可以改善公司经营业绩，且对公司现金流未产生

重大影响。

公司判断，若后续年度也未参加国家稀土收储业务，对经营业绩

不会产生重大影响，国家稀土收储经过多年的实践，收储价格趋同市

场价格，且收储数量占市场份额不大，并不能从根本改变供求关系，

只能在短期、有限范围内稳定市场价格。公司利润的实现则更依赖于

报告期内产品价格的稳步上升以及公司产能利用率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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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请明确说明主营业务分行业列示中的“商业”类是否即为

公司贸易业务。同时，根据主要贸易产品分项列示营业收入、营业成

本及同比变化情况，并详细说明本报告期该部分同比降幅较大的原

因。

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中主营业务分行业列示的“商业”即为公

司贸易业务。2018 年，公司贸易业务主要产品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分类
2017 年 2018 年 收入比

上年增

减（%）

成本比

上年增

减（%）

毛利率比

上年增减

（%）收入 成本 毛利率 收入 成本 毛利率

稀土 163,222.34 155,144.63 4.95% 93,873.22 94,495.11 -0.66% -42.49% -39.09%
减少 5.61

个百分点

铜类 200,390.77 200,066.40 0.16% 1,762.42 1,606.76 8.83% -99.12% -99.20%
增加 8.67

个百分点

其他

稀有

金属

11,615.83 11,366.62 2.15% 42,276.68 41,253.22 2.42% 263.96% 262.93%
增加 0.27

个百分点

其他 12,847.79 12,416.67 3.36% 14,768.82 14,436.67 2.25% 14.95% 16.27%
减少 1.11

个百分点

合计 388,076.73 378,994.33 2.34% 152,681.14 151,791.75 0.58% -60.66% -59.95%
减少 1.76

个百分点

2017 年公司在全力开展日常生产经营的同时，积极拓展贸易业

务品种和渠道，寻求新的利润增长点，最终贸易业务实现营业收入

38.81 亿元，占营业总收入 70.63%。2018 年，公司调整策略稳健经

营，坚持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积极推进降负债工作，加大应收账款催

收力度，适时降存货，严控预付账款，回笼资金，聚焦主业发展，主

要削减了大部分资金占用较大、毛利率低甚至亏损的铜及稀土贸易业

务，2018 年公司铜贸易业务同比下降 99.12%，稀土贸易业务同比下

降了 4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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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公司贸易业务采用的收入确认方法，是全额法还是净额法，

并说明所采用收入确认方法的合理性，以及是否符合相关会计准则要

求。

公司代理业务按照收取的代理费确认收入，对自营贸易业务，

采用全额法确认收入。公司销售商品确认收入的条件是：①已将商品

所有权上的主要风险和报酬转移给购买方；②公司既没有保留与所有

权相联系的继续管理权，也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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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⑤相

关的已发生或将发生的成本能够可靠地计量。

在判断收入确认应当采用“全额法”还是“净额法”时，首先

需要分析公司在交易中所处的地位，即其自身是否构成交易的一方，

并直接承担交易的后果；还是仅仅在交易双方之间起到居间作用，仅

仅就其提供居间代理服务收取佣金，而并不承担交易的后果。也就是，

公司与供应商之间的交易是否为独立于公司与销售客户之间的交易

的另一项交易；企业是否承担了所交易的商品或服务的所有权上的主

要风险和报酬。公司采用全额法确认收入主要考虑以下因素：

①根据签订的合同约定，企业是首要的义务人，负有向客户销售

商品或提供服务的首要责任，包括确保所销售的商品或提供的服务可

以被客户接受。

公司根据签订的合同约定要求，向其他独立供应商采购符合质

量、规格要求的商品，交付给客户，确保产品符合合同要求；如果产

品质量和规格达不到客户的要求，公司负有换货、退货和赔偿损失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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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因此公司是合同的首要的义务人。

②与商品相关的风险和报酬由谁承担和享有，如商品的价格变动

风险与产品毁损的风险。

自上游供应商按照合同约定交付商品给公司直至商品销售给客

户之前，商品价格变动增值、减值和毁损风险均由公司独立享有或承

担，与他方无关；公司承担了与商品相关的主要风险和报酬。

③是否能够自主决定所交易的商品和服务的价格、能够改变所提

供的商品和服务，或者自行提供其中的部分服务。

公司向供应商采购商品的价格、规格、质量、付款条件，以及向

客户销售商品的价格、规格、质量、付款条件，均是按照自身利益最

大化，以市场原则独立谈判的结果，按照市场公允价格进行的交易。

④是否有权自主选择供应商及客户以履行合同。

公司可以根据自己的库存状况和经营策略，可以独立自主选择供

应商和客户履行合同，不存在上下游一揽子安排。

⑤是否承担了与产品销售和服务有关的主要信用风险。

公司对供应商的采购款负有自主支付义务，对下游客户的销售

货款独立拥有收款权，自主选择信用政策，承担货款无法收回等信用

风险。

综上，公司收入确认方法是合理的，符合《企业会计准则》规

定。

会计师意见：

我们在对公司 2018 年度财务报表审计过程中，将公司营业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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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认为关键审计事项，针对营业收入的确认执行的主要审计程序如

下：

了解和评价管理层对销售与收款内部控制设计和执行的有效

性；通过检查主要销售合同、了解货物签收及退货的政策、与管理层

沟通等程序，了解和评价收入确认会计政策的适当性；对收入和成本

执行了分析程序，分析各期收入、成本及毛利的波动情况，对稀土产

品及钨矿产品的各期的销售单价与市场报价进行比对；通过抽样的方

式检查了与收入确认相关的支持性凭证：销售合同或订单、销售发票、

出库单、货运单、银行进账单等；执行函证程序，以确认本期销售金

额及期末应收账款余额；针对资产负债表日前后记录的收入交易，选

取样本核对相关支持性凭证，评估收入确认是否记录在恰当的会计期

间。

综上，我们认为公司关于本报告期贸易收入同比降幅较大系上

述客观说明所致；公司自营贸易收入采用全额法确认符合《企业会计

准则》规定。

二、关于产销情况

3.钨精矿生产、销售量占全年开采指标比重较低。年报显示，报

告期内公司钨精矿生产、销售量、库存量分别为 655 吨、541 吨、177

吨，分别同比增长 42.39%、下降 64.05%、增长 180.95%。同时公司

在年报中表示，2018 年合计获得钨精矿开采指标 2500 吨，且公司钨

产业仅从事钨矿采选环节，未涉足中下游产业。请公司补充披露：（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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钨精矿生产、销售量占全年开采指标比重较低的原因及合理性；（2）

公司解释钨精矿销售量下滑的原因为上年集中销售以前年度库存的

钨产品，报告期可售钨产品较上年大幅减少，请具体说明在全年生产

量、库存量均上升的情况下，可售钨产品大幅减少的原因及合理性。

公司说明：

（1）钨精矿生产、销售量占全年开采指标比重较低的原因及合

理性。

2018 年，公司控股及参股的 5 家钨矿企业共获得钨精矿（WO3含

量 65%）开采指标 2500 吨，其中控股的 3 家钨矿企业获得钨精矿开

采指标 1500 吨，实际产量 655 吨，占开采指标 43.67%，具体如下：

单位：吨

企业名称 2018 年开采指标 2018 年生产量 2018年销售量

翁源红岭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600 281

541
韶关石人嶂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420 114

韶关梅子窝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480 260

合计 1500 655

注：公司对钨矿企业实施统一销售模式。

公司控股的钨矿企业已经过数十年的开采，矿山资源逐渐贫化，

证内储量下降，2018 年出窟品位不足 0.2%，远低于国内钨矿山平均

水平，开采难度及开采成本不断加大，产量难以提升，导致 2018 年

实际产销量低于全年开采指标。

面对以上困境，近年公司已加大了钨矿勘探力度，尤其是翁源红

岭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完成了接替资源的详细勘探工作，共探获白钨金

属量 6.4 万吨，有效增厚公司钨矿资源储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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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司解释钨精矿销售量下滑的原因为上年集中销售以前年

度库存的钨产品，报告期可售钨产品较上年大幅减少，请具体说明在

全年生产量、库存量均上升的情况下，可售钨产品大幅减少的原因及

合理性。

近三年，公司钨精矿产销量情况如下：

单位：吨

指标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2018 年增减比例（%）

生产量 1090 460 655 42.39

销售量 1777 1505 541 -64.05

库存量 1108 63 177 180.95

近年来，国内钨矿行情有所回暖，钨精矿价格持续上升，2016

年至 2018 年钨精矿（WO3,65%）年平均价格分别为 7.08 万元/吨、9.04

万元/吨、10.64 万元/吨。

生产方面，2017 年受安全环保自查工作等影响，钨矿企业开工

时间及产量减少；2018 年公司加大钨矿开采力度，钨矿产量较上年

有所提升，同比增幅较大，但由于证内资源储量减少、品位下降，实

际上公司整体产量已处于较低水平。销售方面，2017 年为提升经营

业绩，公司利用价格回升契机，加大库存销售力度，导致年末钨精矿

库存量降至较低水平；尽管2018 年公司钨精矿产量略有回升，但2017

年年底钨精矿库存量仅为 63 吨，加之产销率达 82.60%，导致可售钨

产品大幅减少。

会计师意见：

我们在对公司 2018 年度财务报表进行审计过程中，执行了存货

监盘程序；检查了存货进销存台账，对存货发出计价进行了重新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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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了生产成本分配表，对营业成本进行了倒轧测试；同时结合公司

各月份的产销量、销售单价情况进行了分析性复核，对可售钨产品的

各期的销售单价与市场报价进行比对。我们认为报告期在全年生产

量、库存量均上升的情况下，可售钨产品大幅减少系上述合理原因所

致。

4.年报显示，报告期内公司稀土矿生产、销售量分别同比下降

32.74%、20.84%，公司解释稀土矿产销量下滑的原因为报告期内公司

稀土矿自产自用的量比上年同期增加，合并层面的对外产销量相应减

少。请公司补充披露：（1）各主要产品的总生产及销售量（包含自

产自销量）及同比变化情况，并分析变动原因；（2）各类稀土氧化

物的生产、销售及库存量数据及同比变化情况。

公司说明：

近年来，公司稀土矿及稀土氧化物总体产销量情况如下（含自产

自销部分）：

单位：吨

指标

2018 年 2017 年
总量增减

比例（%）总量
自产自用

量
占比（%） 总量

自产自用

量
占比（%）

生产量 2191 1355 61.84 2530 1287 50.87 -13.40

销售量 2403 1446 60.17 2441 1232 50.47 -1.56

公司所属稀土冶炼分离企业生产所需主要原料是稀土精矿和稀

土富集物，稀土精矿来源于公司自有稀土矿山企业及外部市场，稀土

富集物主要来源于外部市场。在管理运营机制上，公司所属稀土矿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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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和稀土分离企业都是独立核算企业，独立经营，自负盈亏，稀土

矿山可根据市场情况选择对内或者对外销售稀土精矿；冶炼分离企业

根据自身工艺特点向不同供应商采购原料。。

近两年来，公司稀土矿的生产总量及销售总量未有重大变化。公

司稀土矿山所生产稀土精矿超过 50%供应给公司所属冶炼分离企业，

2018 年内部销售较上年同期相比有所提升，导致对外销售稀土矿同

比下降，符合公司所属企业生产经营特点及实际情况。

下一步公司将从战略层面，加强稀土矿山企业与冶炼分离企业的

联动，提高冶炼分离企业的自给率，加强稀土原料控制，进一步提升

公司的整体经营效益。

会计师意见：

我们在对公司 2018 年度财务报表进行审计过程中，执行了存货

监盘程序；检查了存货进销存台账，对存货发出计价进行了重新计算，

检查了生产成本分配表，对营业成本进行了倒轧测试；同时结合公司

各月份的产销量、销售单价情况进行了分析性复核，对稀土矿产品的

各期的销售单价与市场报价进行比对。我们认为报告期各主要产品的

总生产及销售量（包含自产自销量）及同比变化情况各类稀土氧化物

的生产、销售及库存量数据及同比变化情况系上述合理原因所致。

三、关于财务会计信息

5.公司预付账款大幅度下降，期末余额前五名对象变化较大。年

报显示，公司预付款项期末余额 1.17 亿元，同比下降 74.48%,期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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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额前五名对象中，四名均为本年度新增供货商。请公司补充披露：

（1）结合预付账款的构成情况，说明预付账款大幅度下降的原因及

合理性；（2）具体说明期末余额前五名对象变化较大的原因及合理性，

并明确上述对象与公司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公司说明：

（1）公司 2018 年、2017 年预付款项前五名如下：

2018 年预付款项前五名

                                     单位：元

单位名称 期末余额
占预付款项期末余

额合计数的比例(%)

是否关

联方

全南品佳有色金属有限公司 37,800,000.00 32.24 否

连云港富丰再生资源回收有

限公司
13,364,000.00 11.40 否

上海和利稀土材料有限公司 10,080,000.00 8.60 否

江苏广晟健发再生资源有限

公司
8,305,266.90

7.08
是

株洲矿中环保设备有限公司 8,108,666.16 6.92 否

合计 77,657,933.06 66.24 

2017 年预付款项前五名

                                  单位：元

单位名称 期末余额
占预付款项期末余

额合计数的比例(%)

是否关

联方

宜兴新威利成稀土有限公司 87,529,100.15 19.06 否

中国福州国际经济技术合作

公司
47,207,500.00 10.28 否

赣州步莱铽新资源有限公司 32,981,100.00 7.18 否

赣州晨光稀土新材料股份有

限公司
30,000,000.00 6.53 否

江苏广晟健发再生资源有限

公司
22,909,267.05 4.99 是

合计 220,626,967.20 48.04

(2)公司 2017年末和 2018年末预付账款主要是正常经营过程中

形成的预付购货款。2018 年，公司坚持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积极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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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降负债工作，加大应收账款催收力度，适时降存货，严控预付账款，

回笼资金，聚焦主业发展，削减了大部分资金占用较大、毛利率低甚

至亏损的贸易业务，贸易业务同比下降了 60.66%；同时严控存货采

购，从严从紧控制预付款项，及时验收结算货物，预付款项同比下降

了 74.48%，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实现了经营活动现金净流入，控制

了负债规模，确保了资金链稳健。

（3）公司 2018 年预付账款前五名对象与 2017 年差异较大，主

要原因有两方面：一是公司削减了大部分资金占用较大、毛利率低甚

至亏损的贸易业务，停止与部分客户的购销业务；二是从严从紧控制

预付款。

（4）除江苏广晟健发再生资源有限公司（简称“广晟健发公司”）

是公司的关联方企业外，预付款项前五名的其他客户均不是公司的关

联方。公司大股东广东省广晟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持有广东省稀土产业

集团有限公司 100%股权，广东省稀土产业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广晟健

发公司 35%股权，广晟健发公司与公司构成关联方。该预付款是公司

正常采购行为，且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公司正积极敦促广晟健发

公司履行合同义务 。

会计师意见：

我们在对公司 2017 及 2018 年度财务报表审计过程中，针对预

付账款的确认执行的主要审计程序如下：

了解和评价管理层对采购与付款内部控制设计和执行的有效

性；通过与管理层沟通，了解和评价执行预付款采购的适当性；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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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样的方式检查了与预付账款相关的支持性凭证：采购合同或订单、

银行流水单等；执行函证程序，以确认期末预付账款余额；针对资产

负债表日后记录的采购交易，检查预付款采购的执行情况。

综上，我们认为公司关于本报告期预付账款大幅度下降以及预付

账款期末余额前五名对象变化较大系上述合理说明所致。

6.公司计提存货减值准备较大。年报显示，公司存货期末余额

15.82 亿元，存货跌价准备 1.28 亿元，其中本年度计提存货减值准

备 1.13 亿元，主要系库存商品计提减值。上述计提金额对本年净利

润影响较大，且被审计机构确认为关键审计事项。请公司补充披露存

货减值的具体产品种类和金额，上述存货减值的测算依据和过程，结

合经营情况和售价波动情况，说明本期存货减值计提额与以前年度的

差异原因及合理性。

公司说明：

（1）存货减值准备的具体产品种类和金额:

单位：万元

项  目 产品
期初已

计提

报告期

计提

报告期

转回

报告期

转销

期末

余额

库存商品 钨产品 13.93 293.66 - 105.46 202.13

库存商品 稀土氧化物 2,542.20 7,367.96 796.94 4,430.37 4,682.85

库存商品 稀土金属 150.04 476.12 130.69 210.12 285.35

库存商品 其他产品 0.48 176.99 56.62 33.49 87.35

委托加工物资 稀土氧化物 - 331.47 - - 331.47

在产品 稀土氧化物 4,569.85 2,650.12 - - 7,219.97

合   计 7,276.50 11,296.31 984.25 4,779.44 12,809.12

   （2）存货减值的测算依据和过程：

报告期末，公司对存货盘点账实核对一致，计算可变现净值；对



18

可变现净值低于成本的存货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对已计提存货跌价准

备的存货，以前减记存货价值的影响因素已经消失的，在原已计提的

存货跌价准备金额内转回。产成品、库存商品和用于出售的材料等直

接用于出售的商品存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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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经过加工的材料和处于

生产过程的在产品存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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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执行销售合同或者劳务合同而持有的存货，其可变现

净值以合同价格为基础计算，若持有存货的数量多于销售合同订购数

量的，超出部分的存货的可变现净值以一般销售价格为基础计算。

（3）2018 年，本年度计提存货减值准备 1.13 亿元，比 2017 年

增加幅度较大，两年变化较大的原因分析。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公司期末对存货进行减值测试，已计提

跌价准备的存货对外销售时，对存货跌价准备做转销抵减销售成本处

理；以前减记存货价值的影响因素已经消失的，在原已计提的存货跌

价准备金额内转回。2018 年公司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11,296.31 万元，

因销售产品转销存货跌价准备 4,779.44 万元，部分产品价格反弹转

回存货跌价准备 984.25 万元，存货跌价准备余额由年初的 7,276.50

万元增加至年末的 12,809.12 万元，当年存货跌价准备实际增加

5532.62 万元，主要为镨钕、镥、铕、铽等元素的相关产品计提计存

货跌价准备。本年度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增加的主要原因如下：

①2017 年，主要稀土产品和钨矿产品价格虽然有所震荡，但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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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呈现前低后高走势，部分产品价格第四季度有所回落，但仍然高于

年初价格或与年初价格基本持平，所以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较少。

2018 年，氧化镨钕、氧化镥、氧化铕、氧化铽平均价格较 2017 年分

别下跌了 3%、11%、38%、11%，且 2018 年氧化镨钕、氧化镥、氧化

铕、氧化铽从 3 月份开始持续震荡下跌，总体呈现前高后低走势。2018

年具体价格走势图如下：

单位：万元/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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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以上数据来源瑞道金属网

②公司稀土矿原料自给率偏低，受行业整顿影响，原料采购竞

争激烈，采购成本较高，稀土分离企业本来利润微薄，企业从购买原

料到分离出产品对外销售需要一定周期，2018 年部分产品出现持续

震荡下跌行情，导致部分稀土存货成本与市场价格倒挂，需计提存货

跌价准备。

③2018 年主要产品稀土氧化物产量为 2573 吨，2017 年产量为

4685 吨，同比下降幅度 45.08%，部分稀土分离企业产能未能充分利

用，规模效应未体现，导致单位生产成本较 2017 年上升，进一步增

加了存货跌价风险。

会计师意见：

我们在对公司 2018 年度财务报表审计过程中，将公司存货跌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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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确认为关键审计事项，针对存货跌价准备的确认执行的主要审计

程序如下：

了解和评价管理层对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相关的内部控制设计和

执行的有效性；获取管理层编制的存货跌价准备测算表，在存货监盘

的基础上，核实存货跌价测算表中的存货为公司所属存货；核实存货

跌价准备测算表中管理层估计的售价是否合理，对原材料、在产品至

完工时估计将要发生的成本、估计的销售费用及相关税费是否合理；

核实存货跌价准备计提的准确性以及会计处理和披露的合理性。

综上，我们认为公司关于本报告期存货减值计提额与以前年度

的差异原因系上述合理说明所致。

7.公司应付票据、应付账款及预收账款大幅度下降。年报显示，

公司应付票据期末余额 1.03 亿元，同比下降 67.26%，变化幅度较大，

且均为银行承兑汇票。公司期末应付账款期末余额 1.47 亿元，同比

下降 42,56%，变化幅度较大，其中 1 年内的应付账款期末余额同比

下降 41.32%。公司预收账款期末余额 0.50 亿元，同比下降 40.23%，

变化幅度较大。请公司结合本期经营情况，补充披露报告期内采销政

策及结算模式是否发生重大变化，应付票据、应付账款及预收账款大

幅下降的原因。

公司说明：

2017 年公司在全力开展日常生产经营的同时，积极拓展贸易业

务品种和渠道，寻求新的利润增长点，营业收入和利润均有所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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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贸易业务实现营业收入 38.81 亿元，购销规模增加，相应期末应

付账款、预收账款和以银行承兑汇票结算金额较大。2018 年，公司

坚持防范化解债务风险，积极推进降负债工作，及时调整经营策略，

削减了部分利润率较低的贸易业务，最终实现贸易收入 15.27 亿元，

同比减少 23.54 亿元，下降幅度 60.66%；同时严控债务规模及采购

规模，及时进行业务结算，降低资产负债率，应付票据、应付账款和

预收账款均出现大幅度下降。

会计师意见：

我们在对公司 2017 及 2018 年度财务报表审计过程中，针对应

付票据、应付账款及预收账款的确认执行的主要审计程序如下：

了解和评价管理层对采购与付款内部控制设计和执行的有效

性；通过抽样的方式检查了与采购相关的支持性凭证：采购合同或订

单、采购发票、入库单、货运单、银行流水等；执行函证程序，以确

认本期采购金额及期末应付账款余额；针对资产负债表日前后记录的

收入交易，选取样本核对相关支持性凭证，评估采购确认是否记录在

恰当的会计期间。

了解和评价管理层对销售与收款内部控制设计和执行的有效

性；通过抽样的方式检查了与预收账款确认相关的支持性凭证：销售

合同或订单、银行进账单等；执行函证程序，以确认期末预收账款余

额；针对资产负债表日后记录的收入交易，选取样本核对相关支持性

凭证。

综上，我们认为公司关于本报告期应付票据、应付账款及预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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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款大幅下降系上述合理说明所致。

8.研发费用中职工薪酬大幅下降。年报显示，报告期内公司研

发费用 642.60 万元，同比下降 32.08%，其中职工薪酬 372.70 万元，

同比下降 45.59%。同时，公司在员工情况部分披露在职员工中技术

人员共 112 名，去年同期为 122 名，同比下降 8.20%。请公司补充披

露在技术人员人数仅小幅下降的情况下，研发费用中职工薪酬大幅下

降的原因及合理性。

公司说明：

公司 2017 年技术人员共 122 名，其中，专职研发人员 84 人，

计入研发费用的职工薪酬 684.99 万元；其他人员为非专职研发人员，

其薪酬计入其他损益项目。2018 年技术人员共 112 名，其中，专职

研发人员 44 人，计入研发费用的职工薪酬 372.70 万元；其他人员为

非专职研发人员，其薪酬计入其他损益项目。

公司 2018 年专职研发人员同比下降 47.62%；对应职工薪酬同比

下降 45.59%，二者下降幅度接近一致，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公司根据

研发活动和生产经营计划，统筹安排技术人员工作。

会计师意见：

我们在对公司 2017 及 2018 年度财务报表审计过程中，针对研

发费用的确认执行的主要审计程序如下：

了解和评价管理层对研发活动内部控制设计和执行的有效性；

通过抽样的方式检查了与研发相关的支持性凭证：结合公司各月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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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费用情况进行了分析性复核。

综上，我们认为公司关于本报告期在技术人员人数仅小幅下降

的情况下，研发费用中职工薪酬大幅下降系上述合理说明所致。

四、其他

9.审计意见中提及，公司 2018年度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103,120,581.24元，同时财务报告附注七、（五）显示公司报告期内

计提存货跌价准备112,963,085.59 元。请公司补充说明上述两项数

据存在不一致的原因，并核实审计意见中针对关键审计事项部分的附

注索引是否正确，如有错误，请更正。

公司说明：

（1）公司2018年计提存货跌价准备112,963,085.59元，转回存

货跌价准备9,842,504.35元，计入利润表的存货跌价准备损失金额为

103,120,581.24元。

（2）公司《2018 年年度报告》报表附注与中喜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审计报告》（中喜审字【2019】第 0497 号）报

表附注内容一致。由于公司年度报告信息量更大，且根据上海证券交

易所发布的固定版本格式编制披露，因此编号、格式与《审计报告》

存在不一致。为确保公司年度报告披露的《审计报告》内容与《审计

报告》正式稿原文一致，维护《审计报告》严肃性，公司在年度报告

中全文采用《审计报告》正式稿原文的描述，导致审计意见的附注索

引号与公司年度报告附注的实际编号不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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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师意见：

我们在对公司 2018 年度财务报表审计过程中，将公司存货跌价

准备确认为关键审计事项，针对存货跌价准备的确认执行的主要审计

程序如下：

了解和评价管理层对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相关的内部控制设计和

执行的有效性；获取管理层编制的存货跌价准备测算表，在存货监盘

的基础上，核实存货跌价测算表中的存货为公司所属存货；核实存货

跌价准备测算表中管理层估计的售价是否合理，对原材料、在产品至

完工时估计将要发生的成本、估计的销售费用及相关税费是否合理；

核实存货跌价准备计提的准确性以及会计处理和披露的合理性。

综上，我们认为公司关于上述两项数据存在不一致系上述合理

说明所致。

中喜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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