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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300428               股票简称：四通新材          公告编号：2021-071号 

 

河北四通新型金属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对公司 2020 年年报问询函回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河北四通新型金属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1 年 5 月 6 日收到深

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年报问询函【2021】第 146 号）《关于对河北四通新型金属材料

股份有限公司的年报问询函》（以下简称“《问询函》” ），公司董事会高度重视，已对

问询函所提及的有关事项进行了认真核实，负责公司年报审计工作的容诚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也对相关问题发表了意见，现就交易所提出的问题答复如下（除特别

说明外，金额单位为人民币万元）： 

释义项 指 释义内容 

公司、本公司 指 河北四通新型金属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万丰奥威 指 浙江万丰奥威汽轮股份有限公司 

今飞凯达 指 浙江今飞凯达轮毂股份有限公司 

迪生力 指 广东迪生力汽配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新星 指 深圳市新星轻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云海金属 指 南京云海特种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顺博合金 指 重庆顺博铝合金股份有限公司 

怡球资源 指 怡球金属资源再生（中国）股份有限公司 

鼎胜新材 指 江苏鼎胜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新河北合金 指 河北新立中有色金属集团有限公司 

新天津合金 指 天津新立中合金集团有限公司 

天津物易宝 指 物易宝（天津）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物易宝 指 物易宝（江苏）再生资源科技有限公司 

天津合金 指 天津立中合金集团有限公司 

天河环境 指 天河（保定）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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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报显示，报告期末，你公司资产负债率为 58.9%，较年初上升 15.3 个百分

点。其中流动负债为 56.75 亿元，占总负债的 85.3%，短期借款及长期借款 37.2 亿元，

占总资产的 32.9%；货币资金、交易性金融资产余额分别为 16.36 亿元、5.07 亿元；截

至期末你公司为子公司以及子公司为子公司合计提供担保余额为 31.65 亿元。报告期，

你公司财务费用中利息支出 1.58 亿元。 

（1）补充说明报告期末借款资金的具体情况，包括本金、利率区间、借款期限、

借款对象、是否涉及抵押担保、借款用途及具体使用安排，并说明报告期负债规模上升、

为子公司提供担保规模较高的原因。 

（2）补充披露截至本问询函发出日，你公司流动负债偿还情况，逾期债务情况及

占比（如有）。 

（3）结合生产经营现金流情况、未来资金支出安排与偿债计划、公司融资渠道和

能力，评估公司的短期及长期偿债能力，说明是否存在债务逾期风险，如是，请充分提

示风险，并说明你公司拟采取的应对措施。 

（4）请你公司结合业务发展情况测算营运资金需求，说明你公司货币资金水平与

资金需求是否匹配，并结合融资成本、存款或理财产品收益等说明有息负债较高情况下

持有较高货币资金及交易性金融资产的原因及合理性，你公司是否存在货币资金被归集

至控股股东账户、资金占用、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等情况。 

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明确意见。 

公司回复： 

(一)补充说明报告期末借款资金的具体情况，包括本金、利率区间、借款期限、借

款对象、是否涉及抵押担保、借款用途及具体使用安排，并说明报告期负债规模上升、

为子公司提供担保规模较高的原因。 

报告期末借款资金的具体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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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分类 本金 2021 年到期 
2022 年到

期 

2023 年到

期 

2024 年到

期 
利率区间 借款对象 

是否涉及抵

押担保 

借款用

途 
具体使用安排 

短期借款 信用 37,792.18 37,792.18 - - - 3.40%-4.35% 

中国银行清苑支行等（注） 

否 
补充流

动资金 
购买原材料 

短期借款 抵押 53,633.81 53,633.81 - - - 2.10%-5.22% 是 
补充流

动资金 
购买原材料 

短期借款 质押 61,320.81 61,320.81 - - - 0.50%-5.22% 是 
补充流

动资金 
购买原材料、铝合金轮毂 

短期借款 保证 183,403.42 183,403.42 - - - 2.6511%-5.22% 是 
补充流

动资金 
购买原材料、铝合金轮毂 

长期借款 信用 490.00 490.00 - - - 4.75% 沧州银行保定东风路支行 否 
补充流

动资金 
购买原材料 

长期借款 抵押 18,599.97 5,070.54 6,022.80 6,302.80 1,203.83 2.20%-5.70% 
BANGKOK BANK、盘谷银行北京

分行、盘谷银行深圳分行 
是 

固定资

产投资 
支付基建设备款 

长期借款 质押 16,767.63 4,162.11 8,842.11 3,763.42 - 3.97% 中国工商银行清苑支行 是 

支付股

权收购

款 

支付股权收购款 

长期借款 保证 30,250.00 21,270.00 8,980.00 - - 4.5125%-5.00% 
沧州银行保定分行、沧州银行保定

东风路支行、中国进出口银行 
是 

补充流

动资金 
购买原材料 

其他非流

动负债 
信用 2,188.45 198.95 - - 1,989.50 4.75% 

日本金属株式会社、北京迈创环球

贸易有限公司、保定安盛企业管理

咨询有限公司 

否 
补充流

动资金 
购买原材料 

合计 404,446.28 367,341.83 23,844.91 10,066.22 3,193.33 
     

注：中国银行清苑支行、兴业银行保定分行、浦发银行保定分行、民生银行保定分行、HSBC、招商银行石家庄翟营南大街支行、浙商银行天津分行、

中国工商银行天津展望支行、盘谷银行（中国）北京分行、交通银行天津北辰支行、浦发银行天津普惠支行、招商银行天津分行、中国银行保定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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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银行保定分行、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中信银行保定分行、中国建设银行秦皇岛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交通银行秦皇岛滨海城支行、中国银行秦

皇岛市中央胜境支行、中国银行天津南丰路支行、浦发银行浦欣支行、招商银行新港支行、交行保定复兴中路支行、中国银行东河支行、中国建设银行

包头分行、BANGKOK BANK、兴业银行滨州分行、兴业银行保定分行营业部、沧州银行秦皇岛建国路支行、秦皇岛银行长江科技支行、中国工商银行

广州新塘支行、盘谷银行（中国）深圳分行、浙商银行滨海新区分行、交通银行保定复兴中路支行、中国建设银行清苑支行、中国建设银行烟台开发支

行、潍坊银行烟台自贸区支行、交通银行烟台开发区支行、交通银行吉林省分行、招商银行长春一汽支行、兴业银行长春分行营业部、中国光大银行保

定分行、中国建设银行清远市分行、建设银行清远石角支行、汇丰银行清远支行、中国银行清远分行、中行广清产业园支行、玉山银行广州分行、工商

银行顺平支行、民生银行天津滨海支行、工行开发宏泰支行、招商银行滨州分行营业部、浙江网商银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保定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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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末，负债规模较上期末增加 159,740.23 万元，其中短期借款增加 98,383.09

万元，长期借款减少 23,639.77 万元，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增加 45,014.49 万元，其

他非流动负债增加 41,801.05 万元。短期借款增加主要系受铝价上升及下半年汽车销量

增加市场需求增加的影响，存货和应收账款增加，导致流动资金需求增加，从而增加银

行贷款所致。其他非流动负债、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增加主要系 2020 年公司现金

收购新河北合金、新天津合金 100.00%股权，分期支付股权款，期末未支付的股权款

73,500.00 万元，其中一年内到期的股权支付款 31,500.00 万元。 

报告期末，公司为子公司担保金额 44,000万元，子公司为子公司担保金额 276,452.18

万元，担保规模较高，主要系公司合并范围内子公司 45 家，生产经营资金需求较大，

借款规模较大。 

(二)补充披露截至本问询函发出日，你公司流动负债偿还情况，逾期债务情况及占

比（如有）。 

公司根据合同约定偿还债务，截至 2021 年 5 月 6 日，公司流动负债偿还情况如下： 

流动负债 
 2020 年 12 月

31 日余额  
偿还金额  

是否存在

逾期债务 
备注 

短期借款 336,812.61 179,136.43 否 根据合同约定偿还 

应付票据 45,448.72 28,987.96 否 根据合同约定偿还 

应付账款 79,622.76 70,418.11 否 根据合同约定付款 

合同负债 4,006.88 1,217.91 否 根据合同约定结算 

应付职工薪酬 13,514.45 10,383.27 否 
未支付部分主要系职工福利及

奖励基金 

应交税费 8,840.80 8,216.30 否 
未支付部分主要系部分公司尚

未进行所得税汇算清缴 

其他应付款 16,061.47 1,483.99 否 未支付部分主要系关联方借款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

动负债 
62,691.60 11,855.00 否 根据合同约定付款 

其他流动负债 522.15 56.82 否 根据合同约定付款 

合计 567,521.43 311,755.79   

(三)结合生产经营现金流情况、未来资金支出安排与偿债计划、公司融资渠道和能

力，评估公司的短期及长期偿债能力，说明是否存在债务逾期风险，如是，请充分提

示风险，并说明你公司拟采取的应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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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生产经营现金流情况 

公司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列示如下： 

项目 2021 年一季度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 451,715.79 1,424,305.42 1,452,959.45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 485,689.88 1,388,048.13 1,385,950.9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3,974.09 36,257.29 67,008.50 

受国内新冠疫情好转的影响，2020 年 4 月份，铝价触底反弹，并持续上涨，主要原

材料采购成本上涨，导致生产经营占用的资金增加；同时，国内汽车销量同比持续增长，

市场需求增加，存货和应收账款增加，2020 年度、2021 年一季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同比均出现下滑。公司通过银行信贷，及时补充流动资金，保证正常生产经营

及偿还各种债务。 

2.未来资金支出安排与偿债计划 

公司未来的资金支出主要包括日常经营、偿还借款、股权收购款及股利分配等。公

司的日常经营支出主要利用日常经营收款支付，短期借款主要利用经营活动现金及银行

授信、票据贴现等。根据 2020 年 12 月 31 日的债务情况及合同条款约定，公司的主要

资金支出安排与偿债计划列示如下： 

项目 2021 年一季度 2021 年二季度 
2021 年三季

度 

2021 年四季

度 
合计 

归还短期借款 69,710.70 163,977.17 44,419.00 58,043.35 336,150.23 

归还长期借款 11,535.00 4,785.91 11,060.00 3,810.69 31,191.60 

支付新河北合金、新

天津合金股权收购款 
- - - 31,500.00 31,500.00 

股利分配 - 5,037.93 - - 5,037.93 

3.融资渠道和能力 

在历年的经营过程中，公司与各家银行建立了良好的互利共赢合作关系，银行提供

的授信额度能够满足公司日常经营活动的营运资金需求。截至 2020 年末，公司在中国

银行、建设银行、盘谷银行、交通银行、兴业银行、浙商银行等共有 70.53 亿元的授信

额度。 

财务部门通过监控现金余额、对未来 12 个月现金流量的滚动预测，确保公司在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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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合理预测的情况下拥有充足的资金偿还债务。此外，作为上市公司，公司可根据业务

发展的需要灵活运用资本市场各类融资工具筹集营运资金及资本性投资资金，截至回函

日，公司不存在到期未还款的情况。综上所述，公司不存在重大的偿债风险。 

(四)请你公司结合业务发展情况测算营运资金需求，说明你公司货币资金水平与资

金需求是否匹配，并结合融资成本、存款或理财产品收益等说明有息负债较高情况下

持有较高货币资金及交易性金融资产的原因及合理性，你公司是否存在货币资金被归

集至控股股东账户、资金占用、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等情况。 

1.货币资金水平与资金需求的匹配性 

公司结合业务发展规划，根据 2020 年度公司营运资金的实际占用情况以及营业资

金占营业收入的比例情况，以估算的 2021 年营业收入为基础（假设增长 10%），按照销

售百分比法对构成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所需营运资金的主要经营性资产和经营性负债进

行估算，进而预测公司 2021 年度生产经营对营运资金的需求量，具体如下： 

项目  2020 年度 2021 年度预测数 

营业收入 1,339,159.60 1,473,075.56 

营运资金需求量 386,979.41 425,677.35 

营运资金需求量占营业收入的比例 28.90% 28.90% 

新增净营运资金需求量 — 38,697.94 

注：营运资金需求量＝存货+应收票据+应收款项融资+应收账款+预付款项-应付票据-应付账款-

预收款项-合同负债 

项目 2020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末货币资金余额 163,637.47 

减：募集资金 18,901.03 

减：归还募集资金 5,246.53 

减：保证金等其他货币资金 13,539.74 

减：计划归还借款注 31,191.60 

减：支付新河北合金、新天津合金股权收购款 31,500.00 

减：股利分配 5,037.93 

结余营运资金 58,220.63 

注：此计划归还借款为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借款，短期借款 336,812.61 万元需求敞口预计通过银

行授信、票据贴现等予以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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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结余营运资金 58,220.63 万元主要用于采购工程设备及原材料、支付税金、员

工工资及五险一金、各项销售费用、管理费用等相关日常经营运转支出，可覆盖公司预

测的 2021 年新增净营运资金需求量 38,697.94 万元。 

从业务规模分析，公司 2020 年度和 2019 年度营业收入分别为 1,339,159.60 万元、

1,366,450.17 万元，期末货币资金占年度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12.22%和 9.51%，占比

稳定。 

从公司采购模式分析，公司主要原材料为电解铝，电解铝生产企业一般要求预付货

款，因此应付账款周转率偏高，2020 年度和 2019 年度应付账款周转率分别为 15.84 和

15.83，所以公司必须保持一定规模的流动资金以备采购材料所需。 

从公司销售模式分析，客户主要为各大汽车及零部件厂商，汽车厂商一般执行零库

存管理模式，为保证能及时为客户提供产品，公司主要通过在整车制造厂商周围配套仓

储中心方式为其提供产品，备货量较大，因此存货周转率较低，2020 年度和 2019 年度

存货周转率分别为 6.13 和 6.60；同时公司一般给予客户 30-150 天不等的信用期，因此

应收账款周转率较低，2020 年度和 2019 年度应收账款周转率分别为 5.58 和 5.72。所以

公司保持一定规模的货币资金是合适的。 

2.有息负债较高情况下持有较高货币资金及交易性金融资产的原因及合理性 

公司主要向银行进行融资，短期借款的利率为 2.00%-5.22%，长期借款的利率为

2.20%-5.225%。 

2020 年公司利息收入由银行存款利息收入、定期存款利息收入和其他货币资金利息

收入三部分构成。银行利息收入由银行系统按活期利率（中国人民银行活期存款基准利

率为 0.35%）自动计算，通常于每月 20 日转至公司账户中，公司在收到银行利息入账

时，计入利息收入。定期存款利息收入由公司根据定期存款约定利率计提。其他货币资

金利息收入主要来源于 6 个月定期银行承兑汇票保证金（中国人民银行 6 个月期定期存

款基准利率为 1.30%）。受公司的业务模式、业务规模等因素的影响，为维持公司的正

常运营，支付供应商货款、日常费用支出等，公司需保有一定数量的货币资金安全库存。 

截止 2020 年末，公司持有的交易性金融资产主要为购买的银行理财产品，公司理

财产品包括流动性好、安全性高的短期（投资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保本型理财产品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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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性存款等，理财产品收益为 0.21%-3.75%。公司理财按资金来源分为自有资金与暂

时闲置募集资金，截止 2020 年末，公司自有资金理财余额 46,716.33 万元，其中 32,820.97

万元用于质押开立银行承兑汇票、借款，闲置募集资金理财余额 4,000.00 万元。报告期

内，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公司坚持规范运作，在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建设和公司正常经营的情况下，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不会影响公司

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和公司业务的正常开展，同时可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获得较高的收

益，为公司和股东获得更好的投资回报。 

综上所述，有息负债较高情况下公司持有较高货币资金及交易性金融资产是合理的。 

3.你公司是否存在货币资金被归集至控股股东账户、资金占用、对外提供财务资助

等情况 

2020 年 5 月 21 日，保定安保能冶金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保能）拆借给保定

市新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651.16 万元。2020 年 5 月 26 日，收回 25.00 万元；2020 年

6 月 9 日，收回 626.16 万元。2020 年 7 月份公司现金收购新河北合金，安保能纳入合并

范围，因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进行追溯调整形成非经营性往来。 

除上述事项外，公司不存在货币资金被归集至控股股东账户、资金占用、对外提供

财务资助等情况。 

(五)核查程序 

1.获取开户清单以及银行对账单，检查是否存在货币资金被归集至控股股东账户的

情形，核对期末余额与账面是否一致； 

2.获取银行征信报告，检查借款、对外担保等信息； 

3.执行银行函证程序，函证内容包括账户余额、账户类型、是否用于担保或存在其

他使用限制、借款信息、账户注销情况、委托贷款、担保、票据信息等； 

4.查阅公司借款合同、授信协议、借款借据、银行回单，并结合银行函证，确认借

款的真实性和完整性；检查期后还款单，关注公司是否发生过到期未还款情况； 

5.根据公司资产负债表结合公司经营情况，分析公司负债规模增长的合理性、负债

规模与经营规模的匹配性并评估其偿债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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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取得关联方清单与管理层声明书，核查关联方及关联往来、交易的完整性，检查

是否存在资金占用、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等情况。 

(六)会计师核查意见 

经核查，会计师认为，报告期末公司的负债规模、为子公司提供担保规模、流动负

债偿还情况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公司不存在重大的债务逾期风险；公司货币资金水平

与资金需求相匹配；有息负债较高情况下公司持有较高货币资金及交易性金融资产是合

理的；除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报表追溯调整形成的资金占用外外，不存在货币资金被归

集至控股股东账户、其他资金占用、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等情况。 

二、年报显示，报告期你公司国外地区营业收入 28.93 亿元，同比下降 18%；国内

地区营业收入 104.97 亿元，同比增长 3.58%；国内业务、国外业务毛利率分别为 7.49%、

22.14%。 

（1）请你公司补充说明境外销售的主要地区和具体内容，并分析国外业务毛利率

远高于国内业务毛利率水平的合理性。 

（2）请你公司结合营销政策、市场需求、产品明细、销量等详细说明国内外营业

收入变动趋势不一致的原因及其合理性。 

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明确意见，并说明针对国外业务营业收入履行的审计程序。 

公司回复： 

(一)请你公司补充说明境外销售的主要地区和具体内容，并分析国外业务毛利率远

高于国内业务毛利率水平的合理性。 

公司国内外业务收入占比及毛利率列示如下： 

项目 
2020 年度 

收入 成本 占营业收入比例 毛利率 

铸造铝合金 
境内 776,179.50 732,975.63 57.96% 5.57% 

境外 - - - - 

铝合金车轮 
境内 157,388.51 137,777.11 11.75% 12.46% 

境外 255,594.17 195,244.63 19.09% 23.61% 

中间合金 境内 62,013.19 49,173.92 4.63% 2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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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外 31,073.45 28,013.48 2.32% 9.85% 

其他 
境内 54,208.87 51,282.43 4.05% 5.40% 

境外 2,701.91 2,056.95 0.20% 23.87% 

合计 
境内 1,049,790.06 971,209.09 78.39% 7.49% 

境外 289,369.54 225,315.06 21.61% 22.14% 

如上表所示，公司主要业务为铸造铝合金、铝合金车轮、中间合金。铸造铝合金业

务占收入比例为 57.96%，全部为内销；铝合金车轮占收入比例为 30.84%，外销收入占

比 19.09%；中间合金业务占收入比例为 6.95%，外销收入占比 2.32%。 

1. 境外销售的主要地区和具体内容 

（1）铝合金车轮 

地区 收入 占营业收入比例 

亚洲 96,904.20 7.24% 

北美洲 95,064.93 7.10% 

欧洲 53,411.27 3.99% 

南美洲 10,167.38 0.76% 

大洋洲 46.40 0.00% 

合计 255,594.17 19.09% 

2020 年度，公司铝合金车轮业务产品主要出口到亚洲、北美洲、欧洲等地区。 

（2）中间合金 

地区 收入 占营业收入比例 

欧洲         16,114.13  1.20% 

亚洲         12,933.24  0.97% 

北美洲           1,414.63  0.11% 

非洲             527.92  0.04% 

南美洲               83.52  0.01% 

合计           31,073.45  2.32% 

2020 年度，公司中间合金业务产品主要出口到欧洲、亚洲等地区。 

2. 国外业务毛利率远高于国内业务毛利率水平的合理性 

（1）业务结构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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铸造铝合金业务占收入比例为 57.96%，全部为内销，毛利率为 5.57%；铝合金车轮

业务占收入比例为 30.84%，外销收入占比 19.09%，外销毛利率高于内销毛利率；中间

合金业务占收入比例为 6.95%，外销收入占比 2.32%，外销毛利率低于内销毛利率。占

收入比例最高的铸造铝合金全部为内销且毛利率较低，拉低了内销的整体毛利率。 

（2）铝合金车轮业务外销毛利率高于内销的影响 

①客户结构的影响 

公司铝合金车轮业务主要客户为汽车整车厂，其中外销客户主要为宝马、克莱斯勒、

通用汽车、丰田通商、现代汽车、福特汽车等，内销客户主要为长城汽车、上汽集团、

上汽通用、北京现代、吉利汽车等，内外销客户结构存在显著差异，同时，不同客户的

产品规格及技术要求也存在差异，外销价格较内销价格高 17.56%，对毛利率影响较大。 

②定价方式的影响 

公司铝合金车轮业务外销以 FOB、FCA、DDP、DDU 为主，在 DDP（主要为北美

现代）、DDU（主要为宝马）和部分 FCA（主要为通用汽车、克莱斯勒）计价模式下，

承担海外仓库的仓储费用，相对于国内销售来说，仓储费用较高，仓储费用计入销售费

用，影响毛利率。 

综上所述，公司铸造铝合金业务收入占比较高，毛利率较低，且均为内销，导致整

体内销毛利率较低。同时，受国内外客户结构、定价方式等的影响，公司铝合金车轮业

务外销毛利率高于内销毛利率。 

(二)请你公司结合营销政策、市场需求、产品明细、销量等详细说明国内外营业收

入变动趋势不一致的原因及其合理性。 

公司国内外业务收入及变动率列示如下： 

项目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变动率 

铸造铝合金 
国内 776,179.50 716,995.83 8.25% 

国外 - - - 

铝合金车轮 
国内 157,388.51 190,811.05 -17.52% 

国外 255,594.17 308,803.26 -17.23% 

中间合金 国内 62,013.19 72,326.86 -1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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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 31,073.45 40,072.04 -22.46% 

其他 
国内 54,208.87 33,418.45 62.21% 

国外 2,701.91 4,022.66 -32.83% 

合计 
国内 1,049,790.06 980,133.75 7.11% 

国外 289,369.54 348,875.31 -17.06% 

1. 营销政策 

公司客户主要为汽车整车及零部件厂商，往往与汽车整车及零部件厂商建立有长期

稳定的合作关系，从营销政策上来看，公司并无明显变化。 

2. 市场需求 

2020 年，受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等因素的影响，我国宏观经济及众多行业受到较大冲

击。 2020 年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2,522.50 万辆和 2,531.10 万辆，同比分别下降 2.00%

和 1.90%。其中乘用车产销 1,999.40 万辆和 2,017.80 万辆，同比下降 6.5%和 6.0%，商

用车产销 523.1 万辆和 513.3 万辆，同比增长 20.0%和 18.7%。 

根据 OICA 统计的数据显示，2020 年全球汽车产量下降 16%，降至 7800 万辆以下，

其中欧洲平均降幅超 21%，非洲降幅超 35%，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地区产量降幅超 20%，

亚洲市场表现良好，降幅仅 10%。 

受国内外乘用车市场需求下降的影响，公司铝合金车轮业务、中间合金业务国内外

销售均大幅下降。但受国内商用车市场需求大幅增长的影响，公司法士特等客户销量大

幅增长，铸造铝合金业务 2020 年销量增长 5.78%，同时受铝价上升的影响，收入增长

8.25%。 

3. 销量变动 

公司国内外主要业务销量及变动率列示如下： 

项目 单位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变动率 

铸造铝合金 
国内 吨 731,944.67 691,974.17 5.78% 

国外 吨 - - - 

铝合金车轮 
国内 只 5,629,616.00 7,381,015.00 -23.73% 

国外 只 7,777,008.00 9,347,548.00 -16.80% 

中间合金 国内 吨 31,504.61 35,162.69 -10.40% 



14 

 

国外 吨 19,928.20 23,653.11 -15.75% 

如上表所示，公司国内外主要业务销量变动趋势与收入变动趋势基本一致。 

综上所述，受乘用车销量下降、商用车销量增长的综合影响，公司铸造铝合金业务

收入小幅增长，铝合金车轮、中间合金业务国内外收入均大幅下降，但受业务结构的影

响，整体内销收入增长，外销收入下降。 

(三)针对国外业务营业收入履行的审计程序 

（1）了解、评估并测试公司自审批客户订单至销售交易入账的收入流程以及管理

层关键内部控制； 

（2）通过审阅销售合同及与管理层的访谈，了解主要产品的行业特点、经营模式、

客户结构、收入的确认政策、影响毛利率的因素等事项； 

（3）获取报关单列表，客户领用单列表等，针对外销收入进行抽样测试，核对相

关销售合同中控制权转移条款，检查报关单、客户领用单等支持性文件； 

（4）根据客户交易的特点和性质，挑选样本执行函证程序以确认应收账款余额和

销售收入金额； 

（5）对资产负债表日前后确认的销售收入实施截止测试，评价销售收入是否在恰

当的期间确认； 

（6）检查公司分客户、产品、区域的销售收入、成本、数量及毛利明细表；实施

分析性复核程序，分析境内外收入、毛利率的合理性。 

(四)会计师核查意见 

经核查，会计师认为，受业务结构、客户结构的影响，国外业务毛利率远高于国内

业务毛利率水平具有合理性；因市场需要及客户结构不同的影响，不同业务收入变动趋

势不同，导致国内外营业收入变动趋势不一致，具有合理性。 

三、年报显示，2019 年末、2020 年末，你公司存货账面余额分别为 18.66 亿元、

20.35 亿元，计提存货跌价准备余额分别为 1,321.41 万元、744.16 万元，分别占存货账

面余额的 0.71%、0.37%。 

（1）请你公司结合与同行业公司对比情况分析等说明存货余额保持较高规模的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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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及合理性，并结合产品适销情况、存货消化情况说明是否存在未及时结转成本的情形。 

（2）请你公司结合产品分类、产品销售价格、原材料采购价格、存货性质特点及

计价方法、未来市场行情等情况，说明存货跌价准备计提的依据及合理性，计提比率与

同行业公司的差异情况并分析原因及合理性。 

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明确意见。 

公司回复： 

(一)请你公司结合与同行业公司对比情况分析等说明存货余额保持较高规模的原

因及合理性，并结合产品适销情况、存货消化情况说明是否存在未及时结转成本的情形。 

1. 公司存货余额与同行业公司对比情况 

2020 年末、2019 年末，公司各项存货余额和占比如下： 

项目 
2020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 

账面余额 占比 账面余额 占比 

原材料 73,296.86 36.01% 70,754.17 37.90% 

在产品 9,579.73 4.71% 10,357.83 5.55% 

库存商品 111,491.52 54.77% 98,105.53 52.56% 

周转材料 6,247.21 3.07% 4,932.62 2.64% 

发出商品 2,172.33 1.07% 2,457.16 1.32% 

委托加工物资 769.66 0.38% 58.06 0.03% 

合计 203,557.31 100.00% 186,665.37 100.00% 

由上表可见，原材料和库存商品是公司存货的主要构成，其他类存货账面余额较小。

公司 2020 年末和 2019 年末存货余额总体平稳，未发生重大波动。 

公司铸造铝合金材料、铝合金车轮和功能中间合金新材料业务存货余额和占比情况

如下： 

项目 
2020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 

账面余额 占比 账面余额 占比 

铸造铝合金 74,564.07 36.63% 68,679.93 36.79% 

铝合金车轮 113,117.08 55.57% 100,919.43 54.06% 

中间合金 15,876.16 7.80% 17,066.00 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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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203,557.31 100.00% 186,665.37 100.00% 

由上表可见，铝合金车轮业务和铸造铝合金材料业务存货余额占比较高，是公司存

货余额保持较高规模的主要因素。以下分铸造铝合金材料业务和铝合金车轮业务板块与

同行业上市公司对比。 

由于期末存货余额受公司经营规模影响较大，仅对比期末存货余额不具有参考性，

故公司选取存货占主营业务成本的比例进行比较。 

①铸造铝合金材料业务 

公司铸造铝合金材料业务与同行业上市公司存货余额及存货占主营业务成本的比

例对比情况如下： 

项目 
2020 年 2019 年 

存货账面余额 主营业务成本 占比 存货账面余额 主营业务成本 占比 

公司 74,564.07 732,975.63 10.17% 68,679.93 666,413.98 10.31% 

怡球资源 153,406.76 472,232.31 32.49% 135,078.42 483,970.45 27.91% 

顺博合金 56,662.98 447,875.97 12.65% 30,483.56 401,506.52 7.59% 

鼎胜新材 250,716.90 1,116,952.00 22.45% 212,178.62 985,097.68 21.54% 

同行业平均值 153,595.55 679,020.10 22.62% 125,913.53 623,524.88 20.19% 

由上表可见，公司铸造铝合金材料业务板块存货余额占主营业务成本的比例低于同

行业上市公司平均值。 

②铝合金车轮业务 

公司铝合金车轮业务与同行业上市公司存货余额及存货占主营业务成本的比例对

比情况如下： 

项目 

2020 年 2019 年 

存货账面余

额 
主营业务成本 占比 存货账面余额 主营业务成本 占比 

公司 113,117.08 333,021.74 33.97% 100,919.43 389,849.90 25.89% 

万丰奥威 242,334.70 825,662.24 29.35% 251,091.09 961,436.56 26.12% 

迪生力 26,417.52 70,190.17 37.64% 30,793.31 58,875.85 52.30% 

今飞凯达 103,984.18 174,586.01 59.56% 95,426.75 168,868.77 56.51% 

同行业平均值 124,245.47 356,812.80 34.82% 125,770.39 396,393.73 3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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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表可见，公司铝合金车轮业务板块存货余额占主营业务成本的比例低于同行业

上市公司平均值。 

2.存货余额保持较高规模的原因及合理性 

公司铸造铝合金材料业务执行以销定产的生产模式，公司的原材料采购既要满足已

有订单的生产需要，又要结合原材料的价格波动为以后的生产做好原材料储备。公司采

购的原材料维持在较高水平，一方面是为了以后的生产进行储备，由于采购周期的存在，

原材料不可能随时需要随时采购入库，因而需要维持一定的日常储备；一方面由于原材

料周转期或存货周转期（原材料周转期+产品销售周期）的存在，从铝材料采购入库到

产品完工入库，或到产品销售收入确认之间，存在一定的时间间隔。 

公司铝合金车轮业务属于汽车零部件企业，汽车行业的特点决定了零部件供应商库

存商品金额偏高。在汽车行业，整车厂大部分采取“零库存”和“及时供货”的供应链管理

模式，要求零部件供应商按照计划订单进行生产和仓储。这种模式下，零部件厂商需要

保持一定的安全库存，因此会增加一定的存货。整车厂完成装车入库后向零部件厂商出

具结算单，零部件厂商据此确认销售收入并结转成本。整车厂采购和库存管理模式导致

其存货部分向上游转移。由于公司采取“以销定产”的模式进行生产，需要根据客户订单

提前进行所需的原材料采购和生产储备，因此存货余额保持较高规模。 

3.结合产品适销情况、存货消化情况说明是否存在未及时结转成本的情形。 

①公司产品适销情况： 

分类 项目 单位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铸造铝合金 

销售量 万吨 73.19 69.20 

生产量 万吨 72.74 68.38 

库存量 万吨 1.88 1.91 

铝合金车轮 

销售量 万只 1,340.66 1,672.86 

生产量 万只 1,373.42 1,658.98 

库存量 万只 298.86 280.48 

中间合金 

销售量 万吨 5.14 5.88 

生产量 万吨 5.10 6.00 

库存量 万吨 0.44 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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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公司存货消化情况： 

分类 项目 单位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铸造铝合金 

销售量 万吨 73.19 69.20 

结转成本数量 万吨 73.19 69.20 

匹配率 % 100.00 100.00 

铝合金车轮 

销售量 万只 1,340.66 1,672.86 

结转成本数量 万只 1,340.66 1,672.86 

匹配率 % 100.00 100.00 

中间合金 

销售量 万吨 5.14 5.88 

结转成本数量 万吨 5.14 5.88 

匹配率 % 100.00 100.00 

公司每月末对存货进行盘点，存货发出按照月末一次加权平均法进行计价，计价方

法及结果正确，公司当期销售收入确认与成本相匹配，不存在未及时结转成本的情形。 

(二)请你公司结合产品分类、产品销售价格、原材料采购价格、存货性质特点及计

价方法、未来市场行情等情况，说明存货跌价准备计提的依据及合理性，计提比率与同

行业公司的差异情况并分析原因及合理性。 

1.存货跌价准备的计提方法 

公司产品主要包括铸造铝合金、铝合金车轮、中间合金及其他，公司生产经营所需

的主要原材料为电解铝和再生铝，电解铝价格主要参照上海有色网和长江有色金属网、

上海期货交易所的现货市场价格确定，再生铝的价格与电解铝的价格具有较高的相关性，

根据再生铝所含金属量和回收率协商定价。公司铝合金产品的销售价格与主要原材料的

采购价格均与金属市场价格联动。公司的主要原材料和产成品成分为铝等金属，订单式

生产的生产模式使得产品不会产生积压，即使部分产品生产后未能及时销售亦能熔炼后

生产新的产品。2021 年一季度和 2020 年一季度公司营业收入分别为 428,864.29 万元和

277,698.24 万元，同比增长 54.44%，远高于期末存货余额，市场行情良好。减值测试过

程中涉及的关键估计及假设主要为产品的市场售价，售价主要采用原材料价格与加工费

相结合的定价方式。相关未售产品的未来销售价格均充分考虑并结合原材料变化趋势和

销售情况而得出。公司存货计价方法采用月末一次加权平均法。 

公司于资产负债表日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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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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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提存货跌价准备，计入当期损益。在确定存货的可变现净值时，以取得的可靠证据为

基础，并且考虑持有存货的目的、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的影响等因素。 

①产成品、商品和用于出售的材料等直接用于出售的存货，在正常生产经营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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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执

行销售合同或者劳务合同而持有的存货，以合同价格作为其可变现净值的计量基础；如

果持有存货的数量多于销售合同订购数量，超出部分的存货可变现净值以一般销售价格

为计量基础。用于出售的材料等，以市场价格作为其可变现净值的计量基础。 

②需要经过加工的材料存货，在正常生产经营过程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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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用其生产的产成品的可变现净值高于成本，则该材料按成本计量；如果材

料价格的下降表明产成品的可变现净值低于成本，则该材料按可变现净值计量，按其差

额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③存货跌价准备一般按单个存货项目计提；对于数量繁多、单价较低的存货，按存

货类别计提。 

④资产负债表日如果以前减记存货价值的影响因素已经消失，则减记的金额予以恢

复，并在原已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的金额内转回，转回的金额计入当期损益。 

公司按上述原则对期末库存商品、原材料及周转材料分别进行减值测试。公司 2020

年末和 2019 年末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是合理的。 

2.公司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比率与同行业公司的对比分析 

由于同行业公司无法同时涵盖铸造铝合金、铝合金车轮和中间合金三大业务板块，

因此，公司的业务板块的存货计提比率与同行业公司进行对比分析。 

（1）铸造铝合金业务 

单位 
2020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 

存货账面余额 存货跌价准备 计提比率 存货账面余额 存货跌价准备 计提比率 

公司 74,564.07 18.38 0.02% 68,679.93 - 0.00% 

怡球资源 153,406.76 3,266.99 2.13% 135,078.42 2,941.10 2.18% 

顺博合金 56,662.98 3.69 0.01% 30,483.56 22.69 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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鼎胜新材 250,716.90 423.76 0.17% 212,178.62 1,525.90 0.72% 

同行业平均值 153,595.55 1,231.48 0.80% 125,913.53 1,496.56 1.19% 

顺博合金、鼎胜新材与公司铸造铝合金业务板块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比率差异不大。

怡球资源主要从事废铝回收行业，废铝原材料主要从美国等海外市场采购，生产基地主

要集中在中国太仓及马来西亚。国外的采购周期较长，一般需要两个月左右，原材料验

料、备料及生产周期约为 1 个月，因此库存水平较高，存货周转率较低，受铝价波动影

响，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比率较高。而公司原材料主要从国内采购，采购周期与生产周期

较短，原材料库存水平较低，同时销售价格采用原材料价格与加工费相结合的定价方式，

受铝价波动影响较小。 

（2）铝合金车轮业务 

单位 
2020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 

存货账面余额 存货跌价准备 计提比率 存货账面余额 存货跌价准备 计提比率 

公司 113,117.08 725.78 0.64% 100,919.43 1,321.42 1.31% 

万丰奥威 242,334.70 11,343.36 4.68% 251,091.09 11,695.94 4.66% 

迪生力 26,417.52 816.81 3.09% 30,793.31 951.53 3.09% 

今飞凯达 103,984.18 303.74 0.29% 95,426.75 611.30 0.64% 

同行业平均值 124,245.47 4,154.64 3.34% 125,770.39 4,419.59 3.51% 

万丰奥威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比率较高，主要原因系万丰奥威航空原材料计提跌价准

备较多，航空材料在安全性能指标上要求较高，具有特殊性，库龄越长，自用的可能性

较低，对于没有订单匹配库龄 2 年以上的原材料，管理层预计如直接变现，可回收成本

为账面金额的 20%，故计提 80%的存货跌价准备，万丰奥威 2020 年末、2019 年末原材

料计提存货跌价准备金额分别为 9,379.12 万元、9,548,04 万元，扣除原材料计提的跌价

准备后，万丰奥威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比率为 0.81%、0.86%。 

迪生力主营业务中 2020 年度、2019 年度轮胎销售收入占比较大，分别为 58.96%、

54.75%，汽车轮胎均为境外子公司外购产品，其购置成本即为产品出售前的成本。此外

轮胎有使用寿命期限，因此对于购置时间较长的轮胎需要考虑库龄因素。在对轮胎进行

减值测试时,按照轮胎的预计售价减去其轮胎成本和应承担的销售费用，如果为负数，按

照负数计提轮胎的存货减值准备。对于预计售价的选择，账龄在 1 年以内的，按照正常

的销售价格进行作为预计售价，对于账龄超过 1 年的，按照正常的销售价格进行一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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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扣，其中 1-2 年预计售价为销售价格的 8 折、2-3 年为 5 折、3 年以上为预计售价为 0。

考虑到迪生力轮胎收入占比较高，与公司存货品种、业务模式、客户结构存在区别，存

货跌价准备计提比率有所差异。 

今飞凯达自设立以来一直从事铝合金车轮的研发、设计、制造和销售，与公司铝合

金车轮业务板块一致，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比率略低于公司。 

（3）中间合金业务 

单位 
2020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 

存货账面余额 存货跌价准备 计提比率 存货账面余额 存货跌价准备 计提比率 

公司 15,876.16 - 0.00% 17,066.00 - 0.00% 

深圳新星 13,405.66 37.84 0.28% 15,062.30 - 0.00% 

云海金属 82,594.08 1,830.46 2.22% 65,570.85 1,370.67 2.09% 

同行业平均值 95,999.74 1,868.30 1.95% 80,633.15 1,370.67 1.70% 

深圳新星与公司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比例基本一致。云海金属主要产品为铝合金产品

和镁合金产品，2020年度、2019年度中间合金产品收入只占营业收入的 4.43% 和 5.04%，

产品结构差异较大，不具有可比性。 

综上所述，上述公司虽与公司三大板块处于同一行业，但由于各公司业务多元化程

度及产品种类不尽相同，导致其存货结构、业务模式、客户结构等方面存在一定差异，

进而影响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比率。 

公司严格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结合公司自身存货情况，对资产负债

表日的存货进行了全面清查，并区分不同类别的存货分别确定其可变现净值，按存货的

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对单个存货项目计提了存货跌价准备，存货跌价准备的计提金额

准确、充分，与同行业上市公司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比率存在一定差异具有合理性。 

(三)核查程序 

1.对存货实施监盘，将公司财务账收发存数量与仓库账数量进行核对，结合存货监

盘程序以及计价测试，确认本期投入生产原材料金额的准确性、真实性； 

2.获取并评价公司管理层对于存货跌价准备的计提方法和相关假设，取得公司存货

跌价准备计算表，对存货跌价测试过程进行了复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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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结合营业收入的审计程序，核查营业成本结转的及时性、合理性、配比性； 

4.查阅并分析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存货余额及其跌价准备等情况，分析差异及合理

性。 

(四)会计师核查意见 

经核查，会计师认为，公司存货余额保持较高规模的原因合理，不存在未及时结转

成本的情形；存货跌价准备计提依据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计提方法合理，

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比率与同行业公司存在一定差异具有合理性。 

四、年报显示，报告期末你公司预付款项余额 1.83 亿元，其中前五名预付款对象

预付款余额 1.22 亿元，占比 65.02%。请补充说明报告期末预付款项的形成原因，截至

回函日结算及回收情况，并说明与前五名预付款对象预付款相关合同主要内容、付款安

排、预计交货时间及实际结算情况、预付款对象与你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是否存在关联关系，相关预付款项安排是否具备商业实质，是否存

在非经营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或提供财务资助情形。 

公司回复： 

（一）按预付对象归集的期末余额前五名的预付款项情况： 

单位名称 采购内容 
2020年12月31

日余额 

占期末余额

的比例(%) 

期后结算总

金额 

内蒙古大唐国际呼和浩特铝电有

限责任公司 
电解铝 2,235.05 11.92 37,359.13 

滨州北海汇宏新材料有限公司 电解铝 5,146.65 27.45 81,216.21 

北京蒙泰华奥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电解铝 2,067.61 11.03 26,256.99 

中铝国际贸易集团有限公司 电解铝 953.48 5.09 23,063.64 

中铝佛山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电解铝 1,786.82 9.53 20,163.45 

合计  12,189.62 65.02 188,059.42 

如上表所示，2020 年末公司预付款项前五名对象为电解铝供应商，公司主要原材料

供应商系上游行业内的大型生产企业或贸易企业，公司已与该等供应商建立了较为稳定

的合作关系，因上游大宗原材料供应商具备较为突出的产业链地位，其普遍与公司采取

预付货款或款到发货的结算政策，与行业结算惯例一致。截至回函日上述预付款项已全

部到货并结算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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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预付账款前五名的合同主要条款 

公司的主要原材料采购，主要采用先款后货的方式付款，合同主要内容如下： 

单位名称 采购内容 付款安排 
预计交

货时间 
实际结算情况 

内蒙古大唐国际呼和浩

特铝电有限责任公司 

重熔用铝

锭 

全额现汇，买方按照

预计数量和单价向

卖方预付货款。 

2021 年

1 月 

双方每月 25 日以备忘录的

形式确认当月所交全部货物

的数量、单价和总金额。预

付款多退少补或结算后余款

作为下个月发货的货款 

滨州北海汇宏新材料有

限公司 
液态铝 

款到发货、现汇结

算，需方按提货前一

周的货物单价及当

周计划提货数量预

交货款。 

2021 年

1 月 

现汇结算，需方按提货前一

周的货物单价及当周计划提

货数量预交货款。 

北京蒙泰华奥国际贸易

有限公司 

重熔用铝

锭 
银行现汇，先款后货 

2021 年

1 月 

按月据实独立结算，以每月

双方盖章的铝锭交易确认单

为依据。 

中铝国际贸易集团有限

公司 

重熔用铝

锭 
先款后货，现汇支付 

2021 年

1 月 

如果双方没有数量争议，最

终付款金额以华润工厂出具

的磅码单结算，最终结算金

额以双方确认单为准。 

中铝佛山国际贸易有限

公司 

重熔用铝

锭 
先款后货，现汇支付 

2021 年

1 月 

如果双方没有数量争议，最

终结算数量以卖方提供的质

量证明书中的重量为准办理

结算，最终结算金额以双方

确认单为准。 

（三）预付款前五名的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前五名预付款对象的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单位名称 股东 实际控制人 董事 
监

事 

总

经

理 

是否存

在关联

关系 

内蒙古大唐国际呼

和浩特铝电有限责

任公司 

大唐国际发电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100% 

国务院国有

资产监督管

理委员会 

孙振斌 

郝

云

飞 

孙

振

斌 

否 

滨州北海汇宏新材

料有限公司 
山东魏桥铝电有限公司持股 100% 张波 崔希忠 

刘

小

卫 

崔

希

忠 

否 

北京蒙泰华奥国际

贸易有限公司 

内蒙古蒙泰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45.00%；内蒙古蒙泰(香港)有限公

司持股 35.00%；蒙泰（上海）融

奥凤廷 
奥博、梅超、张项

羽、吴平、靳春涛 

盛

科

华 

奥

博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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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租赁有限公司持股 20.00% 

中铝国际贸易集团

有限公司 
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100% 

国务院国有

资产监督管

理委员会 

赵晋华、董克恭、

曾庆猛、梁鸣鸿、

杨薇 

赵

红

梅 

赵

晋

华 

否 

中铝佛山国际贸易

有限公司 

中铝国际贸易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100% 

国务院国有

资产监督管

理委员会 

陈超 
高

娣 

刘

韦

波 

否 

如上表所示，2020 年末公司预付款项前五名对象为大型生产企业或贸易企业，与公

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预付款项前五

名对象与公司的业务往来均有真实购销合同相对应，符合合同要求及实际情况，相关预

付款项安排具备商业实质，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或提供财务资助情形。 

五、年报显示，你公司 2020 年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1.73 亿元，占当年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 40%。你公司 2018 年、2019 年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分别

为 4,982.3 万元、6,720.9 万元。请你公司说明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近三年持续增长

的原因，是否具有可持续性，公司对政府补助是否存在重大依赖，相关会计处理是否符

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以及相关信息披露是否合规，请年审会计师就收到政府补助相关

会计处理发表明确意见。 

公司回复： 

(一)请你公司说明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近三年持续增长的原因，是否具有可持

续性，公司对政府补助是否存在重大依赖，相关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以及相关信息披露是否合规。 

1.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近三年持续增长的原因 

2020 年 7 月份公司现金收购新河北合金、新天津合金，新河北合金、新天津合金纳

入合并范围，因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进行追溯调整。根据追溯调整后合并财务报表，公

司 2018 年度-2020 年度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金额列示如下： 

项目 2020 年 2019 年 2018 年 

2020 年较

2019 年变

动金额 

2019 年较

2018 年变

动金额 

追溯调整前政府补助（不包含新

河北合金、新天津合金） 
8,342.50 7,461.96 5,291.63 880.54 2,170.33 

追溯调整后政府补助 18,548.57 18,091.90 9,527.91 456.66 8,56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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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补助对净利润的影响 14,582.36 14,293.47 7,687.17 365.33 6,851.20 

净利润 48,326.89 67,544.92 55,649.62   

占净利润比重 30.17% 21.16% 13.81% 
  

由上表可见，公司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2020年度较 2019年度增加 456.66万元；

2019 年度较 2018 年度增加 8,563.99 万元。2020 年度、2019 年度政府补助金额较大且持

续增长，主要受天津物易宝、江苏物易宝增值税返还的影响。  

2019 年 1 月新天津合金与天津市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签订再生金属物资回收平

台项目投资合作协议，成立物资回收平台天津物易宝，并根据《关于印发<资源综合利

用产品和劳务增值税优惠目录>的通知》（财税[2015]78 号）相关规定，建设再生资源循

环利用加工基地。根据协议约定，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至再生资源

循环利用加工基地建设完成年度（含），参照缴纳增值税留存部分，按照 90.00%标准给

与返还；自再生资源循环利用加工基地建设完成下一年度至 2023 年度，参照缴纳增值

税留存部分，按照 80.00%标准给与返还。天津物易宝 2019 年度根据协议计提并申报增

值税返还资金 5,592.32 万元；2020 年度根据协议计提并申报增值税返还资金 6,675.24

万元。 

2020 年 8 月，物易宝（江苏）再生资源科技有限公司与扬州市宝应县安宜镇人民政

府签订的再生金属物资统购分销交易平台及加工基地项目投资合作协议，根据协议，江

苏物易宝享受国家“《关于印发<资源综合利用产品和劳务增值税优惠目录>的通知》（财

税[2015]78 号）”规定的增值税即征即退政策，按照所缴纳的税、费总额中扬州市宝应

县安宜镇人民政府财政中实得部分为基数，按照 90%的比例计提，2020 年度计提并申

报增值税返还资金 1,908.69 万元。 

2.是否具有可持续性 

天津物易宝、江苏物易宝主要从事生产性废旧金属回收，增值税返还与天津物易宝、

江苏物易宝的废旧金属回收业务相关。天津物易宝、江苏物易宝开展业务涉及回收的再

生金属物资是公司废铝采购的主要来源，因此该补贴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 

公司子公司天津物易宝、江苏物易宝按照合同约定较长时间内持续享受该补贴，报

告期后仍可以持续获得该项补贴。因此，公司享受的增值税返还的政府补助具有可持续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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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是否存在重大依赖 

2020 年度、2019 年度、2018 年度公司政府补助净额占当期净利润的比例分别为

30.17%、21.16%和 13.81%。2020 年度受疫情影响，净利润大幅下滑，导致政府补助净

额占当期净利润的比例较高，但均未超过 50%，随着疫情的好转，公司净利润水平恢复，

占比将随之下降。因此，公司盈利能力对政府补助不存在重大依赖。 

4.相关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以及相关信息披露是否合规 

对于公司收到的政府补助，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确认为递延收益，在相关资产使

用期限内按照合理、系统的方法分期计入损益。除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之外的政府补

助划分为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分情况按照以下规定进行会

计处理：用于补偿本公司以后期间的相关成本费用或损失的，确认为递延收益，并在确

认相关成本费用或损失的期间，计入当期损益；用于补偿本公司已发生的相关成本费用

或损失的，直接计入当期损益。 

对于符合增值税即征即退、增值税返还政策的，公司根据所属期应交增值税金额计

提并申报增值税即征即退、返还金额，计入当期损益。 

公司政府补助按照上述政策确认并进行账务处理，相关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

则》规定。 

2020 年 7 月份，公司现金收购新河北合金、新天津合金，纳入合并范围，形成同一

控制下企业合并，对财务报表进行追溯调整。2021 年 1 月 20 日，公司发布《关于 2020 

年度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告》（2021-001 号），对获得政府补助情况进行了披露。 

(二)核查程序 

对报告期发生的政府补助，结合递延收益、其他应收款科目的审计，检查银行回单

和政府补助文件，确定政府补助收入的性质、金额、入账时间及会计处理是否正确。 

(三)会计师核查意见 

经核查，会计师认为，公司有关政府补助的相关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规

定。 

六、年报显示，你公司 2020 年研发投入达 3.39 亿元，较去年下降 12.49%，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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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 1,462 人，较去年增加 353 人。 

（1）请你公司说明近两年研发投入的主要构成。  

（2）2020 年你公司研发人员数量占员工总数的占比由 12.85%升至 16.81%，请你

公司说明研发人员数量上升但研发投入下降的原因及合理性。 

公司回复： 

(一)公司近两年研发投入主要构成如下： 

项目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材料领用 18,857.40 23,561.42 

直接人工 9,184.64 9,021.92 

样品试制费 923.66 1,477.70 

折旧费用 2,492.17 2,819.29 

其他 2,521.38 1,948.31 

合计 33,979.25 38,828.64 

(二)公司研发人员数量上升但研发投入下降的原因及合理性： 

公司 2020 年研发投入较 2019 年减少 4,849.39 万元，下降 12.49%。其中，材料领

用减少 4,704.02 万元，下降 19.96%；直接人工增加 162.72 万元，增长 1.80%。主要原

因是材料领用减少系公司铝合金车轮业务受疫情影响，2020 年研发材料领用支出减少

3,316.77 万元。研发人员增加 353 人，主要是开发奔驰、奥迪等高端客户产品，新产品

的研发项目增加，高端产品的研发项目增加导致研发项目人员增加。 

综上所述，公司 2020 年研发投入下降主要受铝合金车轮业务材料领用支出减少所

致，具有合理性。 

七、2020 年年末你公司对外担保实际发生额 5000 万元，均为向关联方提供担保。

请你公司结合被担保方目前的经营情况、资产规模及资信状况，评估你公司是否存在承

担担保责任的风险，如是，请充分进行提示，并说明你公司是否就关联担保相关风险制

定了切实有效的防范应对措施。 

公司回复： 

（一）2020 年末对外担保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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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7 月份公司现金收购新河北合金、新天津合金，新河北合金、新天津合金纳

入合并范围，因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进行追溯调整形成关联担保。公司 2020 年末对外

担保列示如下： 

被担保方 担保金额 借款金额 担保起始日 担保到期日 
担保是否已经履

行完毕 

天津合金 22,000.00 2,000.00 2019.7.22 2021.6.19 否（注 1） 

天津合金 2,000.00 2,000.00 2020.2.27 2021.3.24 否（注 2） 

天河环境 1,000.00 1,000.00 2020.5.8 2021.6.29 否 

注 1：2021 年 5 月 11 日，该担保项下主债务已履行完毕。 

注 2：2021 年 3 月 24 日，该担保项下主债务已履行完毕。 

（二）承担担保责任的风险 

截止 2021 年一季度末，被担保方目前的经营情况、资产规模及资信状况如下： 

项目 
2021.3.31/2021 年 1-3 月 

天津合金 天河环境 

总资产 136,978.93 56,550.03 

净资产 109,178.45 35,908.85 

净利润 25.36 399.82 

是否存在债务违约 否 否 

由上表可见，被担保方经营情况、资产规模及资信状况较好，违约风险较低，公司

承担担保责任的风险较低。 

公司子公司对关联方提供担保的主债务均未发生违约情况，截止2021年5月13日，

公司子公司对天津合金担保 22,000 万元，实际使用借款额度 2,000 万元于 2021 年 5 月

11 日归还，不存在担保责任风险。公司子公司对天津合金担保 2,000 万元，实际使用借

款额度 2,000 万元已于 2021 年 3 月 24 日归还，不存在担保责任风险。公司子公司对天

河环境担保 1,000 万元，借款 1,000 万元到期日为 2021 年 6 月 29 日。 

（三）风险应对措施 

《重大资产购买协议》中针对关联担保设置的付款条件，能够覆盖标的公司对外提

供担保的金额和担保期限，能够对交易对方形成有效约束，能够保护上市公司和中小投

资者的利益；公司对外担保事项审议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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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公司股东权益的情形。 

特此公告 

 

河北四通新型金属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5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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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年报显示，报告期你公司国外地区营业收入28.93亿元，同比下降18%；国内地区营业收入104.97亿元，同比增长3.58%；国内业务、国外业务毛利率分别为7.49%、22.14%。
	(一) 请你公司补充说明境外销售的主要地区和具体内容，并分析国外业务毛利率远高于国内业务毛利率水平的合理性。
	(二) 请你公司结合营销政策、市场需求、产品明细、销量等详细说明国内外营业收入变动趋势不一致的原因及其合理性。
	(三) 针对国外业务营业收入履行的审计程序
	(四) 会计师核查意见

	三、年报显示，2019年末、2020年末，你公司存货账面余额分别为18.66亿元、20.35亿元，计提存货跌价准备余额分别为1,321.41万元、744.16万元，分别占存货账面余额的0.71%、0.37%。
	(一) 请你公司结合与同行业公司对比情况分析等说明存货余额保持较高规模的原因及合理性，并结合产品适销情况、存货消化情况说明是否存在未及时结转成本的情形。
	(二) 请你公司结合产品分类、产品销售价格、原材料采购价格、存货性质特点及计价方法、未来市场行情等情况，说明存货跌价准备计提的依据及合理性，计提比率与同行业公司的差异情况并分析原因及合理性。
	(三) 核查程序
	(四) 会计师核查意见

	四、年报显示，报告期末你公司预付款项余额1.83亿元，其中前五名预付款对象预付款余额1.22亿元，占比65.02%。请补充说明报告期末预付款项的形成原因，截至回函日结算及回收情况，并说明与前五名预付款对象预付款相关合同主要内容、付款安排、预计交货时间及实际结算情况、预付款对象与你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是否存在关联关系，相关预付款项安排是否具备商业实质，是否存在非经营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或提供财务资助情形。
	五、年报显示，你公司2020年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1.73亿元，占当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40%。你公司2018年、2019年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分别为4,982.3万元、6,720.9万元。请你公司说明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近三年持续增长的原因，是否具有可持续性，公司对政府补助是否存在重大依赖，相关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以及相关信息披露是否合规，请年审会计师就收到政府补助相关会计处理发表明确意见。
	(一) 请你公司说明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近三年持续增长的原因，是否具有可持续性，公司对政府补助是否存在重大依赖，相关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以及相关信息披露是否合规。
	(二) 核查程序
	(三) 会计师核查意见

	六、年报显示，你公司2020年研发投入达3.39亿元，较去年下降12.49%，研发人员1,462人，较去年增加353人。
	(一) 公司近两年研发投入主要构成如下：
	(二) 公司研发人员数量上升但研发投入下降的原因及合理性：

	七、2020年年末你公司对外担保实际发生额5000万元，均为向关联方提供担保。请你公司结合被担保方目前的经营情况、资产规模及资信状况，评估你公司是否存在承担担保责任的风险，如是，请充分进行提示，并说明你公司是否就关联担保相关风险制定了切实有效的防范应对措施。
	特此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