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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根据贵会《关于请做好新疆天顺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审委

会议准备工作的函》（以下简称“告知函”）的要求，新疆天顺供应链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上市公司”、“公司”、“天顺股份”、“发行人”或“申请人”）会同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

组织相关中介机构针对告知函中涉及的问题进行了核查和落实，现向贵会回复如

下： 

（本告知函的回复如无特别说明，相关用语具有与《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

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新疆天顺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之尽职调查报

告》《新疆天顺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新疆天顺供

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修订稿）》及公司年报中相同的

含义；本回复中若各分项数值直接相加之和与合计数在尾数上存在差异，这些差

异是由四舍五入造成的。） 

 

 

 



3 

 

目录 

问题一 关于供应链业务 ......................................................................................................... 4 

 

 

 



4 

 

问题一 关于供应链业务 

报告期内，申请人从事供应链业务，且预付账款和存货金额较高，前次配

股融资申请被否决。 

请申请人：（1）结合预付账款的交易合同、合同标的期后收货情况等，说

明并披露客户是否存在逾期交货的情况，如有，对于逾期交货的情况，董事会

是否采取措施积极督促对方履约，是否核查客户存在的无法交货的风险，是否

核查交易中存在侵害或变相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况，是否勤勉尽责；独立董

事就前述情况明确发表独立意见；（2）结合前次配股融资申请被否决后的整改

情况，说明并披露预付账款内控管理制度的规范情况，预付账款减值准备计提

情况，减值计提的充分性和谨慎性；相关信息披露不完整、会计基础工作不规

范的情形是否已整改落实，是否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的相关规

定；（3）结合存货类型、存放地点、管控情况等，说明并披露存货是否真实存

在、是否存在毁损、灭失、被他方转移或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况，如有，相

关风险是否披露，是否构成发行障碍。 

请保荐机构及会计师说明是否对预付资金流向与涉及的交易的实质与真实

性、存货进行现场核查或审计，核查审计的证据是否充分适当，相关程序与证

据是否能有效支持前述结论的真实、准确、完整。请保荐机构及会计师事务所

相关内核与质控部门对核查质量的真实、准确、完整性发表明确意见。同时请

发行人及申报会计师说明在本次申报工作是否勤勉尽责，能否确保申报材料的

真实、准确、完整。请保荐机构、申报会计师说明核查依据、方法、过程，并

发表明确核查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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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1、结合预付账款的交易合同、合同标的期后收货情况等，说明并披露客户

是否存在逾期交货的情况，如有，对于逾期交货的情况，董事会是否采取措施

积极督促对方履约，是否核查客户存在的无法交货的风险，是否核查交易中存

在侵害或变相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况，是否勤勉尽责；独立董事就前述情况

明确发表独立意见；  

（1）结合预付账款的交易合同、合同标的期后收货情况等，说明并披露客

户是否存在逾期交货的情况 

1）报告期内，公司供应链管理业务模式、采购模式、交货期限如下： 

业务类型 业务模式 采购模式 预付款项性质 交货期限 

供应链管理 

专注于为核心企业提

供采购、运输、仓储、销

售等一揽子业务服务 

根据市场、客户需求

及采购合同向供应商

采购商品 

商品款项 

合同签订后 2 个

月、6 个月、8 个

月、10 个月等 

2）2017 年末、2018 年末和 2019 年末前 10 大预付账款逾期交货情况 

①2017 年末前 10 大预付账款逾期交货情况 

单位名称 合同标的 期末余额 
次年结转情

况 

截至下年末逾

期交货金额 
逾期原因 

公司 1 生铁 2,858.45  2,858.45    

公司 2 精煤、生铁 2,463.13  2,463.13    

公司 3 铁精粉 1,903.44  713.57  1,189.87  
铁粉生产能力不足，

产量不够 

公司 4 铁精粉 1,728.25  1,728.25    

公司 5 原煤 1,558.48  209.56  1,348.93  

因环保未达标问题，

无法正常采煤向公

司供货 

公司 6 铜精粉 1,185.57  0.00  1,185.57  
出口许可证办理手

续繁琐，耗时较长，  

公司 7 精煤 912.70  253.62  659.07  

因客户招标政策进

行调整，不能采购 XX

公司中煤、尾煤、混

合煤等煤产品，致使

合同无法继续履行 

公司 8 铁精粉 589.59  58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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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9 精煤 481.55  481.55    

公司 10 运费 281.26  281.26    

合计  13,962.42  9,578.98  4,383.43   

如上表所示，2017 年末前 10 大预付账款余额合计为 13,962.42 万元，占 2017

年末预付账款余额比例为 84.15%，截至下年末逾期交货金额 4,383.43 万元。 

②2018 年末前 10 大预付账款逾期交货情况 

单位名称 合同标的 期末余额 
次年结转情

况 

截至下年末逾

期交货金额 
逾期原因 

公司 1 精煤 8,032.57  8,032.57    

公司 2 
1/3 焦煤、气

煤 
2,894.81  2,894.81    

公司 3 铁精粉 1,474.88  1,474.88    

公司 4 原煤 1,348.93  0.00  1,348.93  

因环保未达标问题，

无法正常采煤向公

司供货 

公司 5 铜精粉 1,259.64  0.00  1,259.64  
出口许可证办理手

续繁琐，耗时较长  

公司 6 精煤 876.16  380.00  496.16  

因客户招标政策进

行调整，不能采购 XX

公司中煤、尾煤、混

合煤等煤产品，致使

合同无法继续履行 

公司 7 租赁费 201.68  201.68    

公司 8 运费 195.19  195.19    

公司 9 运费 179.09  179.09    

公司 10 石灰石 130.00  0.00  130.00  
产品不达标，无法对

外销售 

合计  16,592.95  13,358.22  3,234.73   

如上表所示，2018 年末前 10 大预付账款余额合计为 16,592.95 万元，占 2018

年末预付账款余额比例为 88.16%，截至下年末逾期交货金额为 3,234.73 万元。 

2019 年末，公司将预付 XX 公司货款转入其他应收款，并计提 30%的坏账准

备。 

公司于 2019 年 3 月份转让天力际通子公司股权，相关债权债务一并转让，

其中包括预付 XX 公司 1,259.64 万元货款。 

③2019 年末前 10 大预付账款逾期交货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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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 合同标的 期末余额 
次年 1-6 月

结转情况 

截至次年 6 月

30 日逾期交

货金额 

逾期原因 

公司 1 精煤 5,181.46  5,181.46    

公司 2 生铁 2,367.67  2,367.67    

公司 3 
1/3 焦煤、气

煤 
2,281.38  1,495.15  786.23 

受疫情影响导致延

迟交货 

公司 4 精煤 496.16  0.00  496.16  

因客户招标政策进

行调整，不能采购 XX

公司中煤、尾煤、混

合煤等煤产品，致使

合同无法继续履行 

公司 5 精煤 381.74  63.27  318.46  

因阜康地区矿山环

保检查、手续不全等

问题，造成矿区无法

开采，处在停产整改

状态 

公司 6 石灰石 130.00  0.00  130.00  
产品不达标，无法对

外销售 

公司 7 精煤 98.36  0.00  98.36  
业务已经完成，正在

协商对账 

公司 8 代理费 91.48  91.48    

公司 9 运费 90.00  90.00    

公司 10 沫煤 75.45  75.45    

合计  11,193.70  9,364.48  1,829.21   

如上表所示，2019 年末前 10 大预付账款余额合计为 11,193.70 万元，占 2019

年末预付账款余额比例为 90.28%，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逾期交货金额 1,829.21

万元。 

（2）对于逾期交货的情况，董事会是否采取措施积极督促对方履约，是否

核查客户存在的无法交货的风险，是否核查交易中存在侵害或变相侵害上市公

司利益的情况，是否勤勉尽责 

针对逾期交货情况，董事会督促公司经营管理层安排内部各部门共同协作，

采取多种措施督促对方履约，及时交货或者退回款项，以维护上市公司利益，具

体包括： 

1）公司业务部门相关人员同逾期交货单位沟通，了解逾期交货的原因，是

由于受新冠疫情、环保政策还是经营状况等因素影响；业务人员前去对方单位察



8 

看了解生产经营情况和产品库存状态；同时沟通了解对方单位对逾期交货的解决

思路； 

2）业务部门管理人员就逾期交货事宜在周工作会议进行汇报，公司管理层

及各部门管理人员对其进行分析研讨，分析逾期交货原因及交货可能性，并根据

双方合作情况、对方经营状况、实力、信誉等因素制定不同方案，是由对方单位

继续供货还是让对方退回预付款，或者由对方提供质押物品，或者减少同其业务

往来甚至终止合作关系等，以确保预付账款安全，并安排牵头领导督办； 

3）公司法务部在周工作会议上介绍逾期交货单位涉及可能法律风险；  

4）对于出现大额或者交货逾期较长单位，公司董事和高管积极拜访对方单

位，就该事项解决方案充分沟通协商，督促对方及时供货或者退回预付款项； 

5）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对出现逾期交货的经营部门进行预警提示，并对事项

进展予以监督，同时在内部审计过程中对逾期交货事项进行核查，并向审计委员

会汇报； 

6）年报审计中，董事会与会计师充分沟通逾期交货等事项的性质，确保年

度审计报告的真实、准备、完整。 

截至本回复出具日，2019 年末前 10 大预付账款逾期交货情况解决方案进展： 

单位名称 

2020 年 6 月

30 日逾期交

货金额 

进展 

预计 2020 年 12

月 31 日逾期交

货解决状况 

公司 1 786.23 

公司与 XX 公司长期保持良好合作关系，系

公司 2018 年和 2019 年前五大供应商之一，

且主要受疫情因素产生逾期，因此，公司与

XX 公司保持密切沟通，XX 公司安排尽快供

货。 

完成货物交付 

公司 2 496.16 

已签订四方债务代偿协议，公司同意在 2020

年 8 月 30 日前由第三方代偿货款 210 万元；

截至本回复出具日，公司已收回 210 万元款

项，余款 286.16 万元将于 2020 年 10 月 30

日前偿还完毕。 

全部收回预付

款项 

公司 3 318.46 矿区已经开工，正在履行合同中。 完成货物交付 

公司 4 130.00 安排专门人员对接，督促退回预付款项。 
全部收回预付

款项 

公司 5 98.36 已跟对方协商，双方正在对账中。 

退回多付货款

或完成货物交

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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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独立董事就前述情况明确发表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董事会已采取措施积极督促对方履约，并对存在的无法交货

风险进行核查，交易中不存在侵害或变相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况，董事会勤勉

尽责。 

2、结合前次配股融资申请被否决后的整改情况，说明并披露预付账款内控

管理制度的规范情况，预付账款减值准备计提情况，减值计提的充分性和谨慎

性；相关信息披露不完整、会计基础工作不规范的情形是否已整改落实，是否

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1）预付账款内控管理制度的规范情况 

鉴于公司报告期各期末预付账款约 90%来自供应链管理业务，公司 2020 年

6 月 30 日已修订和完善了《新疆天顺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供应链业务风险控制

原则及管理办法》，增加了对逾期预付账款的风险管控措施，具体内容如下： 

“第十三条 降低购买产品及产品质量的风险，根据合同及市场情况需要支付

预付账款的，在保证业务真实和资金安全的基础上业务部门要按照经过审批后的

购货合同的条款，办理预付账款支付手续，未签购货合同的，不得付款。财务部

门应根据合同规定的预付方式安排付款。 

第十四条 预付货款后，采购时委派专人跟踪，监督预付货款使用情况，了

解采购货物的实际情况，并督促业务部门及时办理相关入库及预付货款的抵顶手

续。如发现采购物品违背客户产品结构，及时为客户提供实际解决方案。 

第十五条 业务部门建立预付账款台账管理，详细反映各客户预付账款的增

减变动、余额、发生时间、对方负责人、经办人、目前对方的经营状况预付账款

的清理情况、清收负责人和经办人等情况。同时，将购货合同、签证单和台账一

同保管，形成完整档案；财务部门每周末将预付账款的发生额及余额明细表向分

管业务的领导进行汇报，并定期（最长不超过一年）对预付账款进行账龄统计，

对于逾期一年以上账龄预付账款，进行分析统计，及时通知有关领导和部门。 

第二十五条 业务部门经办人要按购货合同规定的时间，组织交货，验收入

库。业务部门应对所发生的预付账款应及时检查，存在交易对手方延迟交货的情

况，应第一时间采取妥善处理措施；存在逾期一年以上账龄，如有确凿证据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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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形成损失的可能性及金额随之增加，或因供货单位破产、撤消等已无望再收回

所购货物的，应将其转入其他应收款，考虑计提减值。每年年终，要组织专人全

面清查预付账款，与对方核对清楚，并取得对方签章，做到债权明确，账实、账

账相符。 

第二十六条 业务部门负责人应确定牵头领导，组织有关人员对清查结果进

行分析。对较长时间（一年以上）不处理的预付账款及定金，要在查明原因的基

础上，制定清理办法，出现异常情况的，要成立专门机构处理。造成损失的，应

查明原因，要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 

第二十七条 对已核销的坏账损失仍需移交专门机构或专人追索，并要另立

备查薄登记，做到账销案存。己注销的坏账又收回时应当及时入账，防止形成账

外账”。 

同时，2019 年 10 月公司申请配股未予核准后，公司重新选聘了年审会计师

事务所，对预付账款减值准备计提的会计政策进行补充完善，具体内容如下：“预

付账款主要是基于公司业务模式产生的，公司期末对预付账款单独进行减值测

试。若客观证据表明其发生了减值的，公司将预付账款转入其他应收款并重新判

断其可收回性，按照账龄分析法或单项计提坏账准备”。 

（2）公司预付账款减值准备计提情况 

2019 年末，公司对预付账款进行单项减值测试并计提减值准备情况如下： 

单位：元 

供应商名称 交易内容 期末金额 减值准备 

公司 1 焦煤款 13,489,263.60 4,046,779.08 

合计 - 13,489,263.60 4,046,779.08 

2016 年末，申请人以预付款的形式向 XX 公司（以下简称：“XX 公司”）

订购煤炭，自 2018 年 5 月，因环保未达标问题，XX 公司无法正常采煤向公司

供货，截至 2019 年末，申请人对其未结转的预付账款余额 1,348.93 万元。根据

申请人的预付账款减值准备计提会计政策，从谨慎性考虑，2019 年期末申请人

对此预付账款单独进行减值测试，将此预付账款转入其他应收款，并按 30%比例

计提预期信用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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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预付账款减值计提的充分性和谨慎性 

由于业务模式的特点，预付账款占用资金时间较短，一般合同履行完毕后预

付账款结转后无余额，期末预付账款余额账龄大部分在一年以内。2019 年末及

2020 年 6 月末，申请人预付账款余额按账龄列示如下表： 

单位：万元 

账龄 
2020 年 6 月 30 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 

余额 比例 余额 比例 

1 年以内 11,871.69 90.82% 11,397.23 91.92% 

1-2 年 435.60 3.34% 265.75 2.14% 

2-3 年 747.71 5.79% 733.77 5.92% 

3 年以上 2.19 0.02% 2.19 0.02% 

合计 13,057.20 100.00% 12,398.93 100.00% 

申请人通过加强对预付账款管理，账龄 1 年以上预付账款得到有效控制，期

末余额已大幅度减少，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 年 6 月 30 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18 年 12 月 31 日 

期末余额 13,057.20 12,398.93 18,821.69 

其中：1 年以上 1,185.51 1,001.71 5,766.80 

1 年以上变动比

率 
18.35% -82.63% 6,931.67% 

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申请人账龄一年以上主要预付账款情况如下： 

单位名称 金额 延迟交货（履行）原因 应对措施 

公司 1 496.16 

因客户招标政策进行调整，

不能采购 XX 公司中煤、尾

煤、混合煤等煤产品，致使

合同无法继续履行。 

已签订四方债务代偿协议，

公司同意在 2020 年 8 月 30

日前由 XX 公司代偿货款

210 万元；截至本回复出具

日，公司已收回 210 万元款

项，余款 286.16 万元将于

2020 年 10 月 30 日前偿还完

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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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 金额 延迟交货（履行）原因 应对措施 

公司 2 318.46 

因阜康地区矿山环保检查、

手续不全等问题，造成矿区

无法开采，处在停产整改状

态。目前矿山相关环保手续

已办理完毕，开始恢复生产。 

矿区已经开工，正在履行合

同中。 

公司 3 98.36 业务已经完成。 
已跟对方协商，双方正在对

账中。 

合计 912.98 - - 

针对上述事项，大信会计师事务所对申请人 2019 年度财务报告出具了大信

审字【2020】第 30-00018 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公司针对期限较长预付账款制定了专项解决措施，安排专门人员逐一落实解

决并定期汇报进展。公司对预付账款进行减值测试，并根据会计政策转为其他应

收款后计提减值准备，预付账款减值准备计提充分且谨慎。 

（4）相关信息披露不完整、会计基础工作不规范的情形是否已整改落实，

是否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公司 2020 年 6 月 30 日已修订和完善了《新疆天顺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供应

链业务风险控制原则及管理办法》，增加了对逾期预付账款的风险管控措施，同

时，公司已补充制定单独的预付账款坏账准备计提政策并进行披露；公司针对期

限较长预付账款制定了专项解决措施，安排专门人员逐一落实解决并定期汇报进

展。公司对预付账款进行减值测试，并根据会计政策转为其他应收款后计提减值

准备，因此，公司前次配股融资申请被否涉及相关信息披露不完整、会计基础工

作不规范的情形已整改落实，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第四条、第八

条（一）、第三十九条（一）的相关规定。 

3、结合存货类型、存放地点、管控情况等，说明并披露存货是否真实存在、

是否存在毁损、灭失、被他方转移或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况，如有，相关风

险是否披露，是否构成发行障碍。 

（1）存货类型、存放地点、管控情况 

基于公司供应链管理业务需求，公司一方面需要采购原材料进一步加工后销

售，一方面为满足下游客户需求进行库存商品的采购，因此在期末形成在产品和

库存商品。为加强管理，控制风险，公司制订了《新疆天顺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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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链业务管理办法及细则》，对供应链业务从项目审批、合同签订、保证金管

理、货物保管等环节进行了严格的管控。其中：第七章货物保管章节，对存货管

控进行了严格规定，内容如下：  

“第二十九条  采供事业部制定存货采购计划时应考虑公司的销售计划、供

应商的供货周期、供应商销售政策；把握好订货节奏，避免商品跌价而形成不应

有的损失。 

第三十条 采购人员凭《采购申请单》、《购销合同》和《验收单》，将采购的

物资办理验收入库手续。仓库保管员应依据上述单据重点对物资的实际查收数

量、品种、质量、规格进行查验。 

第三十一条 公司存货管理工作应做到收发准确、凭证完整、记账及时、日

清月结。并建立健全企业各级存货台帐，详细记录存货入库、出库及库存情况，

做到存货记录与实际库存相符，并定期与财务部、采供事业部业务部存货台账进

行核对。保证账单相符（保管帐与出入库单据相符）、账账相符（保管帐与材料

会计帐相符）、帐实相符（保管帐与库存实物相符）。仓库保管人员应定期对存货

进行检查，查看有无损坏、变质或长期不流动的情况，检查结果应予记录。如发

现有损坏、变质情况，应及时填制专门的报告单，说明数量、原因，报经采供事

业部业务部及分管领导批准后，仓库和财务部门做调账处理，保证账实相符。 

第三十二条 公司根据生产需要等情况确定合理的库存量，避免存货积压或

短缺，加快库存商品的周转，尽可能降低库存风险，节约采购、仓储费用。 

第三十三条存货物资在每年的年末必须组织一次完全彻底的盘点清查工作，

由财务部牵头，与采供事业部业务部及仓库存共同参与，盘点清查结果形成书面

报告。严格执行永续盘存制度，如实反映公司的存货数量和质量，及时发现存货

减值迹象。盘点清查中发现的存货盘盈、盘亏、毁损、闲置以及需要报废的存货，

应查明原因、落实并追究责任，按照规定权限批准后处置。” 

申报期各期末存货余额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 年 6 月 30 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 

余额 跌价准备 账面价值 余额 跌价准备 账面价值 

原材料 812.73  812.73 547.87  547.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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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20 年 6 月 30 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 

余额 跌价准备 账面价值 余额 跌价准备 账面价值 

在产品 906.12  906.12 1,108.58  1,108.58 

库存商品 6,419.84 99.32 6,320.51 8,254.31 99.32 8,154.99 

周转材料 73.37  73.37 37.98  37.98 

合计 8,212.04 99.32 8,112.72 9,948.74 99.32 9,849.42 

续：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7 年 12 月 31 日 

余额 跌价准备 账面价值 余额 跌价准备 账面价值 

原材料 1,769.61  1,769.61 5,121.45  5,121.45 

在产品 1,938.75  1,938.75    

库存商品 2,825.04 36.10 2,788.94 545.52  545.52 

周转材料 14.74  14.74    

发出商品 155.60  155.60 4.48  4.48 

合计 6,703.74 36.10 6,667.64 5,671.45  5,671.45 

公司的存货主要是供应链业务产生的煤炭、生铁等，主要存放于阜康市小黄

山（主要系煤炭产品 1/3 焦煤及精煤）、吉木萨尔县三台镇（主要系生铁、焦炭），

少部分在四川金堂县（系生铁）。各期末主要存货情况如下： 

单位：吨、万元 

存货类别 明细分类 存货名称 存货地点 
2020 年 6 月 30 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 

数量 金额 数量 金额 

在产品 
煤炭类 

中煤 

阜康小黄

山 

2,729.82 14.17 2729.82 14.17 

煤泥 3,472.92 18.03 3578.54 18.57 

精煤 5,348.18 506.61 5348.18 506.61 

小计 11,550.92 538.80 11,656.54 539.35 

库存商品 矿产品 

生铁 
吉木萨尔

县三台镇 
923.12 218.67 6,023.47 1,429.49 

生铁 
鄯善县火

车站镇 
1,175.22 28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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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货类别 明细分类 存货名称 存货地点 
2020 年 6 月 30 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 

数量 金额 数量 金额 

生铁 
四川金堂

县 
1,117.67 267.20 556.40 121.06 

生铁 
陵西蔡家

坡 
54.42 13.00   

生铁 
吉木萨尔

县三台镇 
6,080.59 383.33 2922.59 174.99 

焦炭类 

焦炭 
吉木萨尔

县三台镇 
7,991.96 998.26 19248.54 2,364.60 

焦沫 
吉木萨尔

县三台镇 
 - 1630.48 52.41 

焦粒 
阜康小黄

山 
624.26 36.83 631.91 37.27 

煤炭类 

精煤 
阜康小黄

山 
590.00 21.93 590.00 21.93 

1/3焦煤 G 
阜康小黄

山 
44,721.59 2,846.29 42444.77 2,699.33 

气煤 
阜康小黄

山 
21,845.00 1,353.23 21845.00 1,353.23 

医疗用品 口罩 - - 0.29   

小计 85,123.84 6,419.84 95,893.16 8,254.31 

原材料 

煤炭类 气煤 
阜康小黄

山 
3,127.00 177.10 3,127.00 177.10 

油料 油料卡 乌鲁木齐  633.75  368.61 

小计 3,127.00 810.85 3,127.00 545.71 

合计 99,801.76 7,769.50 110,676.70 9,339.38 

续： 

单位：吨、万元 

存货类别 明细分类 存货名称 存货地点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7 年 12 月 31 日 

数量 金额 数量 金额 

在产品 
煤炭 

浮精 阜康小黄

山 

6,837.89 429.98   

精煤 22,217.52 1,330.62   

小计 29,055.41 1,760.60   

库存商品 矿产品 沥青 克拉玛依 3,000.00 1,137.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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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货类别 明细分类 存货名称 存货地点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7 年 12 月 31 日 

数量 金额 数量 金额 

铁精粉 富蕴县   29.55 1.71 

煤炭 

混煤 

西昌马道

镇 
583.64 23.40   

伊宁市 90.53 7.06   

焦粒 
阜康小黄

山 
491.43 21.15 10,433.78 498.19 

焦炭 

阜康小黄

山 
6,939.85 819.28 261.54 10.90 

阜康九运

街 
4,355.96 482.53   

沫煤 
西昌马道

镇 
3,503.00 295.20   

沫煤 
攀枝花格

里坪镇 
524.65 38.48   

沫煤 
托克逊克

尔碱镇 
  2,901.48 34.72 

小计 19,489.06 2,825.04 13,626.35 545.52 

原材料 
煤炭 

1/4 焦煤 
阜康小黄

山 
2,299.04 128.83 83,139.55 2,222.74 

焦煤 
阜康九运

街 
776.60 56.16 1,134.28 83.86 

精煤 
阜康小黄

山 
6,000.00 372.41  - 

沫煤 
阜康小黄

山 
20,416.18 972.65 22,489.88 1,002.17 

配焦沫煤 库车 16.34 2.62   

气煤 
阜康小黄

山 
2,250.00 99.89 54,247.54 979.00 

焦粒 东平货场  - 413.67 24.28 

油料卡 乌鲁木齐  137.04  15.20 

小计 31,758.16 1,769.61 161,424.92 4,327.25 

合计 80,302.63 6,355.24 175,051.27 4,872.77 

对于存货的盘点，公司除了临时的抽查盘点外，每月末根据制订的盘点计划,

由业务部门自行进行盘点，每个季度末，财务部参与盘点工作，实行监盘作业；

年末，由财务部门牵头，与业务部门、仓储部门共同进行全面清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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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大宗煤炭、生铁等原料及商品体积较大，堆放形状不规则，公司在每个季

度末对存货盘点时，对存放在新疆的散堆存货，聘请了第三方机构新疆九鼎图勘

察测绘公司对散堆的存货进行测量、并抽取样本计算存货密度，出具《测量成果

报告》。该报告成果包括存货的测量体积、存货按品种列示的密度。公司根据测

绘报告及盘点结果计算出相关存货的重量。业务部门全程参与并完成存货盘点报

告后报财务部门。 

另外，对于存放在新疆以外的存货，因数量不大，余额占公司期末存货余额

的比例在 10%以内且周转较快，由公司业务部门每月进行盘点后上报公司财务

部。 

（2）存货期末余额的确认 

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 号—存货》第十五条 “资产负债表日，存货

应当按照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计量。存货成本高于其可变现净值的，应当计提

存货跌价准备，计入当期损益”。申报期间，公司各期末对存货进行了减值测试，

并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申报期间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 年 6 月 30 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18 年 12 月 31 日 

存货原值 8,212.04 9,948.74 6,703.74 

跌价准备 99.32 99.32 36.10 

跌价准备比例 1.21% 1.00% 0.54% 

说明：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的主要是煤炭类。 

综上，公司存货真实存在、不存在毁损、灭失、被他方转移或损害上市公司

利益的情况。 

4、发行人及申报会计师关于申报工作的说明 

发行人及申报会计师在本次申报工作中勤勉尽责，能够确保申报材料的真

实、准确、完整。 

5、保荐机构核查过程与核查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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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核查过程 

针对上述事项，保荐机构执行的核查程序包括但不限于： 

1）查阅申请人 2017-2019 年度报告及审计报告、2020 半年度报告； 

2）同申请人管理层、财务人员沟通，了解申请人对预付账款的管理规则；

查阅《新疆天顺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供应链业务风险控制原则及管理办法》等制

度；查阅申请人预付账款明细账、相关采购合同等资料；检查一年以上预付款项

未核销的原因及发生坏账的可能性、预付账款计提坏账准备的适当性；检查预付

款项长期挂账的原因，因供货单位的原因导致货物不再交付的部分转入其他应收

款，按公司会计政策计提坏账并披露；调取并查阅申请人主要银行账户流水，核

查预付资金流向；走访申请人主要供应商，核查交易真实性、准确性；对预付账

款实施函证程序； 

3）同仓储人员、财务人员和业务人员了解盘点情况；同年审会计师了解监

盘情况；对小黄山库房存货进行现场察看，了解存货中属于残次、毁损、滞销积

压情况；获得申请人期末存货盘点报告；对散堆的大宗库存商品，查阅专业测绘

公司出具的测绘报告。 

（2）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保荐机构对预付资金流向及交易的实质与真实性进行核查，并对存货进行现

场核查，核查证据充分适当，相关程序与证据能有效支持前述结论的真实、准确、

完整。保荐机构内核与质控部门认为核查质量真实、准确、完整。 

6、会计师核查过程与核查意见 

（1）对预付账款的核查程序 

1）查阅申请人的内部控制制度； 

2）对预付账款期末余额执行分析性程序，分析预付款项账龄及余额构成、

波动原因； 

3）抽取大额预付账款，结合货币资金的审计检查支付的资金流向，并检查

相关购货合同，核实该笔款项是否根据购货合同支付； 

4）检查一年以上预付款项未核销的原因及发生坏账的可能性、预付账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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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坏账准备的适当性；检查预付款项长期挂账的原因，因供货单位的原因导致货

物不再交付的部分转入其他应收款，按公司会计政策计提坏账并披露；  

5）对大额预付账款实施函证程序。 

（2）对存货的核查程序 

1）年末对存货执行监盘程序，参与申请人的年末存货盘点计划的制订；现

场观察存货盘点，监督申请人盘点计划的执行，并作适当抽盘；在监盘或抽盘存

货时，观察并了解存货的品质状况，征询技术人员、财务人员、仓库管理人员的

意见，了解和确定存货中属于残次、毁损、滞销积压的存货及其对当年损益的影

响。 

2）对散堆的大宗库存商品，利用专业测绘公司的工作成果时，评估其专业

胜任能力；现场观察和了解专业公司的独立性。 

3）对盘点报告进行复核和重新计算。 

4）对存货跌价准备的计提进行复核和重新计算，检查存货跌价准备计提的

依据、方法是否合理，前后各期是否一致，计算及会计处理是否正确，披露是否

充分。 

（3）核查意见 

经核查，会计师认为： 

申请人预付账款反映的资金流向均为采购业务发生的真实交易，存货期末余

额披露准确，申报资料引用的审计报告数据我们已经执行了必要的审计程序并获

取了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审计程序与证据能够有效支持前述结论的真实、准确、

完整，我们做到了勤勉尽责，能够确保申报材料引用的审计报告数据真实、准确、

完整。 

（4）大信会计师事务所质控部门意见 

本所对申报资料引用涉及的审计报告内容已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

则》的相关规定执行了分析、检查、函证、计算、监盘等必要的审计程序，能够

保证核查质量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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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新疆天顺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新疆天顺供应链股份有限

公司非公开发行申请发审委会议准备工作的函的回复》之签署页） 

 

 

 

 

新疆天顺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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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新疆天顺供应链股

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申请发审委会议准备工作的函的回复》之签署页） 
 

 

 

 

 

 

保荐代表人：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 

秦   军                    谷   兵 

 

 

 

 

保荐机构总经理：______________ 

朱春明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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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机构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总经理声明 

本人已认真阅读新疆天顺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本次告知函回复的全部内容，

了解报告涉及问题的核查过程、本公司的内核和风险控制流程，确认本公司按照

勤勉尽责原则履行了核查程序，告知函回复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上述文件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及时性承担相应法律责

任。 

 

 

 

 

保荐机构总经理： _____________________ 

朱春明 

 

 

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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