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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692     证券简称：亚通股份    公告编号：2019-029 

 

上海亚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上海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的回复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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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亚通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9年 12月 3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

《关于对亚通股份全资子公司受让上海善巨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49%股

权事项的问询函》（上证公函【2019】3036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

公司收到《问询函》后高度重视，立即组织相关方对《问询函》中涉

及的问题逐项落实。根据《问询函》的相关要求，对有关问题进行了

认真分析及核查，现逐项回复如下： 

一、 钢材贸易开展情况。请公司核实并补充说明：（1）公司开

展钢材贸易的详细背景以及近三年钢贸业务的规模和利润情况，并详

细列示说明同主要供应商和客户的交易情况；（2）西盟物贸在前期取

得善巨国际 51%股份的具体过程，西盟物贸与善联投资开展业务的时

间、背景和规模情况。 

公司回复： 

（1） 公司开展钢材贸易的详细背景以及近三年钢贸业务的规

模和利润情况，并详细列示说明同主要供应商和客户的交易情况； 

西盟物贸自 2011 年以来的主要业务为钢材和煤炭贸易，2011 年

钢材和煤炭销售额分别为 6401 万元和 7864 万元，2012 年钢材和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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炭销售额分别为 3438 万元和 1662 万元，2013 年钢材和煤炭销售额

分别为 1577 万元和 5753 万元。2014 年开始，西盟物贸退出煤炭贸

易，主营钢材贸易业务，该公司最近三年钢材贸易业务的规模和利润

见下表： 

  2016年 2017 年 2018 年 2019年 1-9月 

钢贸业务销售额（万元） 14429.26 24315.18 14740.65 18371.71 

钢贸业务利润总额（万元） 19.57 111.63 -122.16 328.4 

 

西盟物贸最近三年与主要供应商的交易情况见下表： 

西盟物贸与主要供应商的交易情况               （单位：万元） 

序

号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1-9 月 

供应商名称 采购金额 供应商名称 采购金额 供应商名称 
采购金

额 

供应商名

称 

采购金

额 

1 
上海善联投

资有限公司 
14295.81  

上海善联投

资有限公司 
18195.86 

上海善联投

资有限公司 
7501.96 

上海找钢

网信息科

技股份有

限公司 

4072.05  

2 
倩惠实业（上

海）有限公司 
579.31  

上海华远实

业有限公司 
1150.00  

上海阮奕实

业有限公司 
1129.74  

上海钢银

电子商务

股份有限

公司 

3086.58  

3 

    

上海宝合实

业股份公司 
1124.93  

西安东岭钢

铁物资有限

责任公司 

1075.95  

兰州鑫汉

荣商贸有

限公司 

2291.81  

4 

    

倩惠实业

（上海）有

限公司 

771.20  

倩惠实业

（上海）有

限公司 

903.22  

重庆品茂

实业有限

公司 

1858.80  

5 

    

上海钢银电

子商务股份

有限公司 

744.42  

上海找钢网

信息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721.40  

西安东岭

钢铁物资

有限责任

公司 

1626.71  

 

西盟物贸最近三年与主要客户的交易情况见下表： 

西盟物贸与主要客户的交易情况               （单位：万元） 

序

号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1-9 月 

客户名称 销售金额 客户名称 销售金额 客户名称 销售金额 客户名称 销售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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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上海丰瀛

物资有限

公司 

6008.27  

上海建工四

建集团有限

公司物资部 

11106.57 

上海建工四

建集团有限

公司物资部 

7658.90 

中国核工业

华兴建设有

限公司 

14955.01 

2 

上海建工

七建集团

有限公司 

3194.50  
上海丰瀛物

资有限公司 
6408.78 

上海建工七

建集团有限

公司 

4295.35 

上海华盛建

设投资控股

（集团）有

限公司 

2001.38 

3 

上海建工

四建集团

有限公司

物资部 

2381.53  

上海建工七

建集团有限

公司 

4812.28 

中国核工业

华兴建设有

限公司 

1565.04 

上海建工七

建集团有限

公司 

1272.00 

4 

上海永赚

贸易有限

公司 

623.55  

中铁四局集

团有限公司

上海分公司 

2156.14 

上海华盛建

设投资控股

（集团）有

限公司 

1529.91 

中铁物贸集

团上海有限

公司 

1220.09 

5 

上海建工

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56.03  
上海永赚贸

易有限公司 
925.95 

中铁物贸集

团上海有限

公司 

1186.02 

中国核工业

二四建设有

限公司 

1086.38 

 

（2）西盟物贸在前期取得善巨国际 51%股份的具体过程，西盟

物贸与善联投资开展业务的时间、背景和规模情况。 

2014年 10月 24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 31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上海亚通股份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西盟物贸有限公司与

上海善联投资有限公司合资组建善联盟（上海）国际有限公司的议

案》，2014 年 11 月 17 日，善巨国际完成工商登记并取得营业执照。 

善联投资长期主营钢材贸易，具有稳定的钢材供应商，价格有相

对优势，西盟物贸自 2014 年起与善联投资开展钢材贸易业务，当年

西盟物贸向善联投资采购钢材 1336.31 万元，2015 西盟物贸向善联

投资采购钢材 12141.34 万元，在长期合作中善联投资逐渐成为西盟

物贸的长期钢材供应商。 

会计师核查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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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核查，我们认为： 

（1）公司开展钢材贸易的详细背景以及近三年钢贸业务的规模

和利润情况与实际情况相符，公司列示的与主要供应商和客户的交易

情况与实际情况相符； 

（2）西盟物贸在前期取得善巨国际 51%股份的具体过程与实际

情况相符，西盟物贸与善联投资开展业务的时间、背景和规模情况与

实际情况相符。 

二、 预付款事项。请公司审慎核实并补充说明：（1）西盟物贸

对善联投资支付 4094.27 万元预付款所涉合同的时间和具体内容，该

款项形成的具体原因，是否具有商业合理性；（2）上述预付账款的支

付是否审慎，是否履行了应有内部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3）上

述预付账款所涉合同的具体履行情况及是否构成违约，公司是否积极

采取措施要求对方履行义务或主张债权，是否严格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4）公司定期报告未对该预付账款进行说明的原因。请公司会计

师核查并发表意见；（5）后续公司拟采取何有效措施解决上述预付款

相关问题。 

公司回复： 

（1） 西盟物贸对善联投资支付 4094.27 万元预付款所涉合同

的时间和具体内容，该款项形成的具体原因，是否具有商业合理性； 

根据西盟物贸与善联投资签署的最近一笔钢材购销合同，西盟物

贸向善联投资采购钢材总数量暂定为 13000吨，金额（暂估）为 5500

万元，供货时间自 2018 年 1 月至工程结束。按照上述合同约定，西

盟物贸合计向善联投资支付预付款 4094.27万元。 

截至 2016年 12月末，西盟物贸账面预付善联投资 6929.33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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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初余额 2500.00 万元，当年支付货款 18725.14 万元，结算货款

14295.81 万元；截至 2017 年 12 月末，西盟物贸账面预付善联投资

4128.05 万元，年初余额 6929.33 万元，当年支付货款 15394.58 万

元，结算货款 18195.86 万元；截止 2018 年 12 月末，西盟物贸账面

预付善联投资 4094.27 万元，年初余额 4128.05万元，当年支付货款

7468.18，结算货款 7501.96万元。 

西盟物贸与善联投资签署的合同均为框架协议，以实际发货数量

签订交货确认单并结算货款。西盟物贸与善联投资的钢材贸易结算方

式为先预付后结算，一般按未来一段时间的钢材需求量预付至善联投

资，善联投资再根据当月的实际供货金额开具对应的发票与西盟物贸

结算货款，先预付后结算为西盟物贸与善联投资多年来的交易惯例，

按照上述合同约定，西盟物贸向善联投资支付预付款具有商业合理

性。 

西盟物贸下游客户由于业务变化暂不需要此批货物，善联投资暂

停履行上述合同，导致预付款事项未能及时清结。 

（2） 上述预付账款的支付是否审慎，是否履行了应有内部决策

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根据公司内控制度之资金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预付款 100 万元

或 100 万元以下由子公司法定代表人签字支付，100-300万元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字后，经公司分管该业务的副总经理签字支付，300 万

元或 300 万元以上子公司法定代表人和公司分管该业务的副总经理

签字后，经公司总经理签字支付，上述预付款的支付均履行了上述内

部审批程序。上述预付款属于企业正常的经营活动，未进行信息披露。 

（3） 上述预付账款所涉合同的具体履行情况及是否构成违约，

公司是否积极采取措施要求对方履行义务或主张债权，是否严格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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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义务； 

上述预付账款所涉合同为框架协议，西盟物贸预付善联投资

4094.27万元为按框架协议约定支付的预付款项，支付金额未超过框

架合同总金额，根据双方签署的协议不构成违约行为。善联投资同意

按照合同约定继续履行义务，对公司正常经营和当期业绩不会产生直

接重大影响，因此在股权受让之前公司没有就此事进行信息披露。 

（4） 公司定期报告未对该预付账款进行说明的原因。请公司会

计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西盟物贸预付善联投资 4094.27 万元为按框架协议约定支付的

预付款项，支付金额未超过框架合同总金额，截止 2018年 12月末该

预付款项账龄为 1年以内，公司年末与善联投资往来对账一致，会计

师事务所向善联投资发出的函证均收回，回函确认余额与账载金额一

致，该预付款项为西盟物贸正常经营过程中形成的一般预付款项，故

公司认为定期报告无需对该预付款项进行专门说明。本次股权转让的

付款方式为抵减西盟物贸对善联投资预付款项，主要是从款项支付、

筹集资金及账务处理简便的角度考虑，即西盟物贸不再以现金方式支

付善联投资股权转让款，以抵减善联投资预付账款的方式支付。 

（5） 后续公司拟采取何有效措施解决上述预付款相关问题。 

如果西盟物贸下游客户需要采购相关货物，善联投资将按照合同

约定继续履行剩余预付款项对应的供货义务。如果善联投资不能及时

供货，公司将视情况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维护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

益。 

会计师核查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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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西盟物贸对善联投资支付的预付款所涉合同的时间和具体

内容以及该款项形成的具体原因与实际情况相符；先预付后结算为西

盟物贸与善联投资多年来的交易惯例，未发现相关交易中存在违反商

业合理性的情形。 

（2）根据公司内控制度之资金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上述预付

款的支付均履行了上述内部审批程序；上述相关交易属于企业正常的

经营活动，未发现应披露未披露的情况。 

（3）上述预付账款所涉合同的具体履行情况与实际情况相符，

未发现存在违约的情况以及应披露未披露的情况。 

（4）上述预付善联投资的预付款项未超过框架合同总金额 5500

万元，截止 2018 年 12 月末该预付款项账龄为 1年以内，我们向善联

投资发出的预付账款询证函已收回，回函确认余额与账载金额一致。

公司定期报告对相关科目的披露恰当、准确，无需对该预付账款进行

专门说明。 

（5）公司已采取相关措施要求善联投资按照合同约定继续履行

剩余预付款项对应的供货义务。 

三、 受让股权事项。公司 2019 年前三季度归母净利润 1810.59

万元，同比下降 48.26%。善联投资 2019 年前三季度净利润 2.10 万

元，善巨国际 2019 年上半年净利润 97.47 万元。请公司谨慎核实并

补充说明：（1）基于善联投资无法偿还预付款的事实，公司受让善巨

国际 49%股权的具体考虑和目的，此项收购对公司 2019 年净利润的

具体影响；（2）公司受让股权是否有冲减部分预付账款以避免对其计

提坏账准备的目的，是否有在年末进行突击交易、做厚利润的动机；

（3）上述交易是否严格履行了相应的内部决策程序。请公司会计师

核查并发表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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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回复： 

（1） 基于善联投资无法偿还预付款的事实，公司受让善巨国际

49%股权的具体考虑和目的，此项收购对公司 2019 年净利润的具体影

响； 

善巨国际 2018 年度营业收入 15939.07万元，实现净利润 83.14

万元，净利率 0.52%。善巨国际 2019 年 1-9 月营业收入 9583.44 万

元，实现净利润 168.80 万元，净利率 1.76%。善巨国际业务团队通

过近几年来积累的对钢材贸易市场的深入了解以及有效的成本管理，

2019年销售毛利率、销售净利率均好于以前年度。 

截至评估基准日（2019 年 6 月 30 日），善巨国际资产基础法评

估结果如下表： 

 

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善巨国际资产主要由应收票据 1958.17

万元，应收账款 3385.87万元以及其他应收款 2156.20万元组成。应

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汇总表 

评估基准日：2019年 6 月 30 日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A B C=B-A D=C/A×100 

一、流动资产 1 7936.93 7970.94 34.01 0.43 

货币资金 2 142.36    

应收票据 3 1958.17    

应收账款 4 3385.87 3402.89 17.01 0.50 

预付款项 5 294.32    

其他应收款 6 2156.20 2173.20 17.00 0.79 

二、非流动资产 7 6.04 0.18 -5.86 -97.02 

资产总计 8 7942.97 7971.12 28.15 0.35 

三、流动负债 9 2,048.10 2,048.10   

四、非流动负债 10     

负债总计 11 2048.10 2048.10   

净资产（股东全部权益） 12 5894.87 5923.02 28.15 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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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票据和应收账款均为善巨公司销售应收货款，截至 2019年 11月末，

善巨国际 2019 年 6月 30日之前的应收账款已全部收回，应收票据尚

有 630.05 万元未收回（未到期），预计 2020年 1 月底之前全部收回。

且善巨国际历年未出现坏账情况，应收货款收回及时，不存在回收风

险；其他应收款 2156.20万元，主要是母公司西盟物贸 1607.00万元

往来款，不存在收回风险。评估机构在评估时亦认为善巨国际上述应

收款项不存在收回风险。综上所述，公司认为善巨国际资产状况良好。 

善联投资从自身发展需要出发，不考虑继续对善巨国际的投资，

拟退出善巨国际的股权，考虑到善巨国际在公司营业收入中的重要作

用以及持续向好的经营成果，为了更好地维持其经营与发展，避免善

联投资退出后其他投资者对善巨国际的经营产生不利影响，经过慎重

考虑，公司全资子公司西盟物贸行使股东优先购买权，决定优先受让

善联投资所持的善巨国际 49%的股权。此次收购善巨国际 49%的份权

对公司 2019年的利润没有直接重大影响。 

（2） 公司受让股权是否有冲减部分预付账款以避免对其计提

坏账准备的目的，是否有在年末进行突击交易、做厚利润的动机； 

2019年 4 月 29日，公司向崇明区国资委提交了《上海亚通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上海西盟物贸有限公司受让上海善巨国际

贸易有限公司 49%股权的请示》；2019 年 7 月 3 日，公司收到崇明区

国资委《关于同意亚通公司下属上海西盟物贸有限公司受让上海善巨

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49%股权的批复》（沪崇国资委〔2019〕50 号文）；

公司随即启动对善巨国际的审计和评估，2019 年 8 月 23日，众华会

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上海善巨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2017

年 1月 1日至 2019年 6月 30日财务报表及审计报告》（众会字（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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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182 号）；2019年 9 月 10 日，万隆（上海）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

具《上海西盟物贸有限公司拟股权收购涉及的上海善巨国际贸易有限

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万隆评报字（2019）第 10368

号）；2019 年 10 月 24 日，公司评估报告通过崇明区国资委的备案；

2019年 11 月 25 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 12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上海亚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受让上海善巨国际贸易有

限公司 49%股权的议案》。公司于 2019 年 4 月 29 日正式启动西盟物

贸受让善巨国际 49%股权事宜，遵照国有资产管理相关规定和公司章

程推进此项工作，直至 2019 年 11 月 25 日董事会审议通过该交易事

项，不存在年末进行突击交易、做厚利润的动机。 

（3） 上述交易是否严格履行了相应的内部决策程序。请公司会

计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西盟物贸受让善巨国际 49%股权事项已经严格按照《上海亚通股

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管理制度》中有关对外投资审批程序的相关规定

执行，包括对投资项目提出、项目初审、立项前调研和评估、投资项

目审定、审计评估。 

上述受让股权事项审批程序执行如下： 

投资项目提出。西盟物贸受让善巨国际 49%股权，由西盟物贸提

出投资需求，提出需求前，西盟物贸已经对增加投资作初步分析、讨

论，主要包括对善巨国际历年财务数据的分析、未来盈利能力的估计

以及善联投资退出将对公司产生的影响等。  

项目初审。西盟物贸提出受让股权事项后，公司班子会议对该投

资项目进行讨论分析，综合考虑投资行为涉及的政策风险、技术风险

及其他不确定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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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项前调研和评估。受让股权事项初审通过后，以财务部、投资

发展部为主进行考察和调研，在初审的基础上形成供董事会审议的议

案。同时将受让股权事项报崇明区国资委审批。 

投资项目审定。按投资决策权限及程序，将西盟物贸受让善巨国

际 49%股权的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公司对外投资项目如涉及实物、无形资产、股权等资产需审计评

估，应由具有专业资格的审计、评估机构对相关资产进行审计、评估。

公司聘请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和万隆（上海）资产评

估有限公司对善巨国际进行审计和评估，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具备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许可证，万隆（上海）资产评估有

限公司具备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评估资格证书，符合相关规定。  

综上所述，公司认为上述交易已经严格履行了相应的内部决策程

序。 

会计师核查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 

（1）善巨国际相关财务数据与实际情况相符；此次收购善巨国

际 49%的股权对公司 2019 年的利润没有直接重大影响。 

（2）公司于 2019 年 4 月 29 日向崇明区国资委提交了西盟物贸

受让善巨国际 49%股权的请示，2019 年 7 月 3 日公司收到崇明区国资

委同意上述受让股权的批复，公司随即启动对善巨国际的审计和评

估，2019 年 8 月 23日，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审

计报告，2019 年 9月 10日万隆（上海）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评估

报告，2019年 10月 24日，公司评估报告通过崇明区国资委的备案，

2019 年 11 月 25 日，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上述受让股权的议案。上

述受让股权事项自 2019 年 4 月 29 日正式启动，直至 2019 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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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日董事会审议通过该交易事项，未发现公司存在在年末进行突击

交易、做厚利润的动机及相关情形。 

（3）根据《上海亚通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管理制度》中有关

对外投资审批程序的相关规定，公司上述交易已经按照相关制度的规

定执行了相应的内部决策程序。 

 

 

特此公告。 

 

上海亚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 12 月 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