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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586         证券简称：金晶科技      公告编号：2020-018 

 

山东金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有关监管工作函回复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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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6 月 30 日，本公司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监管一部下发的《关

于山东金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工作函》（上证公

函【2020】第 0787 号），公司董事会对监管工作函提出的问题高度重视，在进行

了逐项核查落实后，现答复如下： 

问题： 

年报显示，公司报告期末应付票据余额 18.07 亿元，应付账款余额 12.26 亿

元，合计金额同比增长 23%，是 2019 年营业成本的 73%，明显高于同等经营规

模的同行业公司平均水平。报告期末，公司货币资金余额 14.67 亿元，其中 10.85

亿元作为保证金受限。 

（一）补充说明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余额明显高于同行业公司的主要原因及

其合理性，并结合上述会计科目反映的经营活动业务实质说明相关会计处理是否

符合会计准则的规定； 

回复： 

1、公司 2019 年期末应付票据 180,670.10 万元，较 2018 年增加 63,437.10

万元，增长 54%。期末应付票据组成主要为合并范围内公司之间开具的银行承兑

汇票及信用证 180,385.41 万元，占期末应付票据的 99.84%，也是应付票据增加

的主要原因。因银行承兑汇票及信用证已经向银行申请贴现，单体财务报表的应

收票据已经终止确认，应付票据因尚未到期承付，无法终止确认，在合并财务报

表时无法与应收票据抵销，故导致应付票据期末余额较高，高于同行业。 

期末，公司内部应付票据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出票人 收款人 期末余额 是否为关联方 

1 山东金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海天生物化工有限公司 92,500.00 合并范围内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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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山东滕州金晶玻璃有限公司 山东海天生物化工有限公司 49,885.41 合并范围内子公司 

3 山东海天生物化工有限公司 山东滕州金晶玻璃有限公司 38,000.00 合并范围内子公司 

合  计 180,385.41  

 

2、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应付账款余额按照款项性质分类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金  额 占  比（%） 

原材料款 80,975.92 66.06 

设备及工程款 27,202.52 22.19 

天然气、维修辅材及运费等 14,400.92 11.75 

合  计 122,579.36   

①应付原材料账款主要系公司下属子公司山东海天生物化工有限公司未支

付的原材料款，公司每年初与供应商签订年度框架协议，根据市场行情、各家供

应商库存情况及其同类供应商报价情况，确定每批原材料供应商、采购数量、采

购价格等，付款期一般为 3 至 12 个月不等。 

应付账款余额前五名采购及付款金额如下： 

金额：万元 

序号 单位名称 
2019 年度采购

金额 

2019 年度付款

金额 
期末余额 

是否为 

关联方 

1 淄博奥川经贸有限公司 23,493.13 23,484.47 12,191.79 否 

2 寿光市宜博盐业有限公司 9,976.25 9,309.63 4,147.93 否 

3 山东万瑞盐业有限公司 7,535.00 4,889.80 3,585.04 否 

4 山西永祥煤焦集团有限公司 17,676.98 18,990.48 3,401.42 否 

5 淄博佰瑞工贸有限公司 12,501.91 12,849.24 3,031.87 否 

合  计 71,577.99 69,523.63 26,358.05 
 

 

从上述应付账款前五名 2019 年度发生额来看，付款期为 3-6 个月。 

②公司与建筑安装公司签订工程施工协议，约定工程竣工结算完成后支付工

程款，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部分工程未进行竣工结算，未支付工程款。 

③应付费用类款项主要系应付天然气费、运输费、维修辅材等款项，上述款

项未到合同约定付款期，公司未安排资金支付。 

如上述，公司应付票据结存金额较大，主要系公司合并范围内相互开具的银行

承兑汇票及信用证贴现后期末合并无法抵销所致；经分析应付账款余额，公司应付

账款形成符合公司的生产经营情况。剔除应付票据后公司 2019 年期末应付账款占

营业成本的比例为 29.37%，不超出同行业平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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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师核查程序： 

针对供应商上述情况，会计师主要执行了以下核查程序： 

（1）测试并评价采购与付款相关的内控； 

（2）项目组成员亲自与企业会计人员打印金晶科技及下属子公司的企业信

用报告，检查其中有关应付票据的信息，并与企业明细账合计数、总账数、报表

数核对，并对应付票据期末余额执行函证程序； 

（3）网络查询大宗原材料价格，网络查询数据与公司采购金额进行比对分

析，检查采购价格的合理性； 

（4）获取企业成本核算表，分析企业需求数量与采购数量的合理性； 

（5）对采购合同、运输单证、入库记录、采购发票等进行了检查，并核对

了货币资金流水，针对应付账款期末余额进行了函证等程序； 

（6）取得企业设备采购合同及工程施工合同，实地观察工程施工情况及完

工进度，确定应付账款期末余额完整性； 

（7）结合存货监盘程序，检查存货入库资料(检验报告或入库单)，确定应

付账款完整性； 

（8）调查供应商背景、经营范围、股东等情况。 

 

会计师核查结论： 

公司期末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列报正确，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二）补充披露前五大应付票据对象和前五大应付账款对象及其应付金额、

交易背景，并说明应付对象是否和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存在关联关系； 

回复： 

1、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应付票据主要用途如下： 

金额：万元 

序号 项目 金额 用途 交易背景 

1 银行承兑汇票 162,600.00 内部应付票据向银行申请贴现 内部采购 

2 信用证 17,785.41 内部信用证向银行申请贴现 内部采购 

3 银行承兑汇票 284.69 直接开具给外部单位支付欠款 
支付对外

工程款 

  合计 180,67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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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应付票据前五名如下： 

金额：万元 

序号 收款公司名称 金额 是否为关联方 

1 山东海天生物化工有限公司 142,385.41 合并范围内子公司 

2 山东滕州金晶玻璃有限公司 38,000.00 合并范围内子公司 

3 北京国电电力工程有限公司第五分公司 167.43 否 

4 北京欧华鸿盛电气工程安装有限公司 117.26 否 

合计 180,670.10  

合并范围内子公司应付票据中， 180,385.41 万元已经向银行申请贴现。 

 

2、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应付账款前五名如下： 

金额：万元 

序号 供应商名称 采购类别 账龄 金额 是否为关联方 

1 淄博奥川经贸有限公司 石灰石 1 年以内 12,191.79 否 

2 寿光市宜博盐业有限公司 原盐 1 年以内 4,147.93 否 

3 山东万瑞盐业有限公司 原盐 1 年以内 3,585.04 否 

4 山西永祥煤焦集团有限公司 焦炭 1 年以内 3,401.42 否 

5 淄博佰瑞工贸有限公司 原煤 1 年以内 3,031.87 否 

合计  26,358.06  

上述应付账款前五名余额均为公司原材料采购形成。 

 

会计师核查程序： 

会计师核查的主要程序详见本回复（二）之核查程序。 

 

会计师的核查结论： 

经核查，公司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前五名如上所述；上述供应商与上市公司

及其控股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补充说明货币资金受限的主要原因和用途； 

回复： 

本年度受限其他货币资金具体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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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承兑保证金 96,692.34 

信用证保证金 9,988.41 

期货保证金 983.31 

矿山项目保证金 863.53 

合计 108,527.59 

 

（1）期货保证金为公司从事玻璃期货交易而存放在证券公司的受限保证金； 

（2）矿山项目保证金为公司为获取砂岩采矿权而存放在银行的受限货币资

金。 

 

会计师核查程序： 

针对货币资金受限情况，会计师主要执行了以下核查程序： 

（1）获取保证金明细，并逐笔与其他货币资金记录核对； 

（2）通过银行函证，验证货币资金受限情况的真实性； 

（3）获取保证金协议，并核对金额是否与银行回函、账面记录一致； 

（4）检查保证金账务处理是否符合会计准则的相关处理。 

 

会计师核查结论： 

经核查，公司受限货币资金列报正确。 

 

（四）补充说明报告期内涉及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的资金收付在现金流量

表的反映。 

回复： 

1、报告期内，合并范围内公司之间相互开具的应付票据贴现收到的净现金

流入 57,431.07 万元在现金流量表中反映为“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合并范围内公司相互开具的应付票据支付的保证金净增加额 36,969.62 万元反映

为“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支付给外部单位的应付票据而支付的保证

金反映为“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2、报告期内，公司支付的原材料款、天然气、维修辅材及运费等在现金流

量表中反映为“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公司支付的设备及工程款反映

为“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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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师核查程序： 

针对应付票据及应账款在现金流量表中的反映，会计师主要执行了以下核查

程序： 

（1）取得编制现金流量表的基础资料，将有关数据和财务报表及附注、辅

助账薄、工作底稿等核对相符，并进行详细分析，检查数额是否正确、完整，复

核公司编制的现金流量表项目金额； 

（2）按照交易的内容，对支付的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进行分析，并按照经

营活动、投资活动、筹资活动分类汇总； 

（3）根据现金流量表结构，将分类后的款项正确列报在现金流量相应的项

目中。 

 

会计师核查结论： 

经核查，公司正确反映了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资金收支的现金流量信息。 

 

特此回复 

 

 

 

 

山东金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7 月 7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