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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德鑫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年报问询函回复的公告 

 

 

 

盛德鑫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于 2021 年 5 月 24 日

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盛德鑫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的年报问询函》（创

业板年报问询函【2021】第 345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根据问询函的要

求，公司对相关事项进行认真核实，现将问询函所涉及的问题回复并公告如下： 

问题 1、年报显示，你公司报告期对前五名客户合计销售金额占年度销售总

额比例为 85.46%、向前五名供应商合计采购金额占年度采购总额比例为 63.27%。 

（1）请你公司说明前五大客户及供应商情况，包括但不限于客户或供应商

合作年限、交易内容、近三年交易金额、报告期末应收应付款项金额及截至回

函日回款付款情况，相关客户或供应商是否为你公司关联方，相关采购或销售

信用政策是否明显异于同行业其他公司，是否具备商业实质。 

【公司回复】： 

1、公司前五大客户相关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前五大客户 

东方电气集团东

方锅炉股份有限

公司 

哈尔滨锅炉厂有

限责任公司 

中国石油化工股

份有限公司 

上海锅炉厂有限

公司 

北京巴布科

克·威尔科克

斯有限公司 

合作历史 2010年 7月至今 2008年 6月至今 2002年 8月至今 2011年 3月至今 2017年至今 

交易内容 
合金钢、碳钢、

钢格板、不锈钢 

合金钢、碳钢、钢

格板、不锈钢 

合金钢、碳钢、钢

格板、不锈钢 

合金钢、碳钢、钢

格板、不锈钢 

合金钢、碳

钢、不锈钢 

近三年销售收

入 
93,755.22 61,685.64 20,408.19 39,007.49 9,205.28 

其中：2018年度 21,580.36 23,226.65 3,464.03 24,601.05 1,241.80 

2019年

度 
39,046.06 11,430.20 14,967.34 6,172.91 4,767.07 

2020年度 33,128.80 27,028.79 1,976.82 8,233.53 3,196.41 

报告期末应收

帐款金额 
5,775.96 12,285.79 1,144.81 4,303.08 1,39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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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回函日回

款 
5,217.97 11,606.97 786.32 2,320.76 1,394.59 

是否为关联方 否 否 否 否 否 

相关销售信用

政策是否明显

异于同行业其

他公司 

否 否 否 否 否 

是否具备商业

实质 
是 是 是 是 是 

2、公司前五大供应商相关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前五大供应商 
烟台华新不锈

钢有限公司 

南京钢铁股

份有限公司 

常州新奥燃

气发展有限

公司 

江苏长强钢铁

有限公司 

中信泰富特

钢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合作历史 2014年至今 
2008年至

今 

2010年至

今 
2008年至今 

2008年至

今 

交易内容 

合金钢管坯

（T91/T92）、 

不锈钢管坯 

钢管管坯 天然气  钢管管坯 钢管管坯 

近三年采购额

（不含税）    53248.39 22,977.72 11,096.58 9,259.31 16,286.57 

其中：2018年度 14,870.92 1,072.16 3,529.14 2,391.69 6,348.86 

2019年度 18,216.41 2,611.98 3,874.87 3,742.50 7,506.21 

2020年度 20,161.06 19,293.58 3,692.57 3,125.12 2,431.50 

报告期末应付账

款金额 
1,911.05 - - - - 

截至回函日付款 1,911.05 - - - - 

是否为关联方 否 否 否 否 否 

相关采购信用政

策是否明显异于

同行业其他公司 

否 否 否 否 否 

是否具备商业实

质 
是 是 是 是 是 

（2）请你公司说明报告期前五大客户、前五大供应商的变动情况及其原因，

并结合同行业上市公司对比情况等说明客户和供应商集中度较高的合理性，是

否存在重大客户或供应商依赖，如是，请提示相关风险以及你公司拟采取的解

决措施。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公司回复】： 

1、(1)公司前五大客户变动情况如下： 

序号 2019年度前五大客户 2020年度前五大客户 



1 东方电气集团东方锅炉股份有限公司 东方电气集团东方锅炉股份有限公司 

2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哈尔滨锅炉厂有限责任公司 

3 哈尔滨锅炉厂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锅炉厂有限公司 

4 上海锅炉厂有限公司 北京巴布科克·威尔科克斯有限公司 

5 北京巴布科克·威尔科克斯有限公司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变动原因：公司向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石化”）

销售的产品均为向其各地分公司、控股公司销售，其中占比最大的是其下属控股

公司中国石化物资装备华东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东公司”），华东公司为整合

资源、推进集团工业电商平台“易派客”的发展建设，并提升电商平台的流量。

应华东公司和上海锅炉厂的要求，公司与华东公司、上海锅炉厂签订《物资购销

三方协议》，约定上海锅炉厂通过华东公司向公司采购无缝钢管。2019 年 9月 30

日《物资购销三方协议》到期以后，三方未续签合同，公司改为直接向上海锅炉

厂销售无缝钢管。因此，2020 年度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由第二大客户变

为第五大客户。 

（2）同行业前五大客户销售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单位名称 前五大销售收入 占年度销售总额（%） 

武进不锈(603878.SH) 79,320.38 33.04 

常宝股份(002478.SZ) 108,643.58 27.56 

久立特材(002318.SZ) 132,714.85 26.78 

金洲管道(002443.SZ) 108,333.29 21.20 

行业平均  107,253.03  27.15 

报告期内，公司前五大客户销售占比均高于四家同行业企业，原因系四家同

行业企业的电站锅炉管、电力设备制造行业用的工业用不锈钢管占其营业收入比

重较低；常宝股份、武进不锈、久立特材、金洲管道主要客户还包括中石油、中

石化等石油化工类企业；而公司主要向上海锅炉厂有限公司、哈尔滨锅炉厂有限

责任公司、东方电气集团东方锅炉股份有限公司三家国内排名前三的“三大锅炉

厂”销售电站锅炉用小口径无缝钢管，对石油化工类企业销售占比较低，同类型

产品占营业收入比重较高造成公司客户集中度高于四家同行业企业。总体来看，

报告期内公司对“三大锅炉厂”的销售收入占营业收入比例较高，其客户集中度

高的特征与电站锅炉行业的行业集中度相匹配。公司不存在单一客户收入占比超

50%的情况，不存在对重大客户的依赖。 

2、(1)公司前五大供应商变动情况如下： 



序号 2019年度前五大供应商 2020年度前五大供应商 

1 烟台华新不锈钢有限公司 烟台华新不锈钢有限公司 

2 中信泰富特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3 中国石化物资装备华东有限公司 常州新奥燃气发展有限公司 

4 常州市石钢金属有限公司 江苏长强钢铁有限公司 

5 常州新奥燃气发展有限公司 中信泰富特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变动原因：2019 年上半年公司按照与南京钢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南京钢铁”）、中国石化物资装备华东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东公司”）签订

的《购销三方协议》，公司通过华东公司向南京钢铁采购合金钢管坯。2019 年 9

月，由于购销三方协议到期，公司改由直接向南京钢铁采购。2020 年因新冠疫

情，南京钢铁为了稳定客户，提升市场竞争力，下调了管坯的销售价格，公司加

大了对其管坯的采购数量，同年减少了中信泰富特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中信泰富”）合金钢管坯的采购数量，另外常州市石钢金属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常州市石钢金属”）为石家庄钢铁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石家庄钢铁”）

代理商，公司通过常州市石钢金属向石家庄钢铁采购合金钢管坯，由于石家庄钢

铁搬迁停产，公司减少了对常州市石钢金属的采购业务，将部分业务转移至南京

钢铁，因此，2020 年南京钢铁上升为公司第二大供应商，中信泰富变为公司第

五大供应商，常州市石钢金属不再是公司前五大供应商。江苏长强钢铁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江苏长强”）2019年为公司第六大供应商，2020年受疫情影响，其

碳钢管坯价格有所降低，公司加大了对其管坯的采购量，江苏长强上升为公司第

四大供应商。 

（2）同行业上市公司供应商集中度对比： 

序号 公司名称（简称） 供应商集中度(%) 

1 久立特材 44.20 

2 常宝股份 59.23 

3 武进不锈 60.26 

4 金洲管道 59.53 

5 盛德鑫泰 63.27 

公司供应商集中度较高，与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基本相同，主要是由于行业

内钢管制造企业主要原材料为钢管管坯，采购金额占比较高，而钢管管坯主要向

大型钢厂（或其代理商、经销商）采购所致。公司不存在对重大供应商的依赖。 

3、关于中国石化物资装备华东有限公司既为公司客户又为供应商的情况说

明如下： 



2018 年起，中石化为推进旗下工业电商平台“易派客”的建设，在该平台

上整合了大量钢铁行业供应商及相关需求客户，通过其平台进行交易。经中石化、

公司与供应商南京钢铁、山西太钢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上海锅炉厂协商，

公司将通过“易派客”关联公司中国石化物资装备华东有限公司采购向南京钢铁、

山西太钢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采购的合金钢钢坯、不锈钢钢坯；通过“易派客”

关联公司中国石化物资装备华东有限公司向上海锅炉厂销售的无缝钢管。（易派

客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与中国石化物资装备华东有限公司均为中国石化国际事业

有限公司 100%控股） 

2019 年，公司通过中国石化物资装备华东有限公司分别向南京钢铁采购

7,458.21万元，向山西太钢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采购 509.15万元，合计 7,967.36

万元。2019 年，公司通过中国石化物资装备华东有限公司向上海锅炉厂销售电

站锅炉用无缝钢管，销售金额为 10,241.72 万元。2019年 9月 30日，公司与华

东公司、上海锅炉厂以及公司与华东公司、南京钢铁签订的《购销三方协议》到

期后未续签合同。公司继续向上海锅炉厂直接销售无缝钢管，向南京钢铁及山西

太钢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采购钢管管坯。 

【会计师核查程序及意见】： 

（1）了解公司销售政策，各类客户信用政策； 

（2）查阅主要客户销售合同，了解主要客户信用期限； 

（3）获取应收账款余额明细表、销售收入统计表； 

（4）获取报告期内，主要客户应收账款的回款时间，对主要客户期后回款

情况进行抽凭； 

（5）获取公司与主要供应商的采购合同，了解采购内容及付款政策； 

（6）获取应付账款、预付款项余额明细表、采购统计表。 

经核查，会计师认为，公司相关客户或供应商均不是公司关联方，相关采购

或销售信用政策与同行业其他公司类似，具有商业实质。而由于电站锅炉制造行

业的产量集中性特征，决定了公司的客户集中度高，但公司不存在单一客户收入

占比超 50%的情况，相关客户或供应商均不存在对重大客户的依赖。 

问题 2、年报显示，公司在自身产能无法满足订单需求的情况下将部分相对

简单、标准化的中间工序进行委外加工。截至报告期末，你公司固定资产账面



原值 18,195.34 万元，账面价值 6,445.83 万元，总体成新率偏低，未计提资产

减值准备。 

（1）请你公司按照《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5 号——

财务报告的一般规定》第十九条第（十六）款的规定分类列示固定资产的账面

价值、累计折旧、减值准备累计金额以及账面价值的期初余额、期末余额和本

期增减变动情况。 

【公司回复】： 

截至 2020年 12月 31日，公司固定资产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房屋建筑物 机器设备 运输设备 
电子设备及其

他 
合计 

一、账面原值      

1.期初余额 5,743.86 11,131.31 397.87 209.96 17,482.99 

2.本期增加金额 113.66 588.13 - 10.55 712.34 

（1）购置 14.20 191.23 - 10.55 215.97 

（2）在建工程转入 99.47 396.90 - - 496.37 

3.本期减少金额 
                                                

-    

                                  

-    

                                        

-    

                               

-    

                       

-    

（1）处置或报废 
                                                

-    

                                  

-    

                                        

-    

                               

-    

                       

-    

（2）其他减少 
                                                

-    

                                  

-    

                                        

-    

                               

-    

                       

-    

4.期末余额 5,857.52 11,719.44 397.87 220.51 18,195.34 

二、累计折旧 - - - - - 

1.期初余额 2,978.60 7,199.98 354.98 171.42 10,704.97 

2.本期增加金额 270.13 758.93 3.11 12.37 1,044.53 

（1）计提 270.13 758.93 3.11 12.37 1,044.53 

3.本期减少金额 
                                                

-    

                                  

-    

                                        

-    

                               

-    

                       

-    

（1）处置或报废 
                                                

-    

                                  

-    

                                        

-    

                               

-    

                       

-    

4.期末余额 3,248.72 7,958.91 358.09 183.79 11,749.50 

三、减值准备 
                                                

-    

                                  

-    

                                        

-    

                               

-    

                       

-    

1.期初余额 
                                                

-    

                                  

-    

                                        

-    

                               

-    

                       

-    

2.本期增加金额                                                                                                                                                                                 



-    -    -    -    -    

(1)计提 
                                                

-    

                                  

-    

                                        

-    

                               

-    

                       

-    

3.本期减少金额 
                                                

-    

                                  

-    

                                        

-    

                               

-    

                       

-    

(1)处置或报废 
                                                

-    

                                  

-    

                                        

-    

                               

-    

                       

-    

4.期末余额 
                                                

-    

                                  

-    

                                        

-    

                               

-    

                       

-    

四、账面价值 
                                                

-    

                                  

-    

                                        

-    

                               

-    

                       

-    

1.期末账面价值 2,608.80 3,760.53 39.79 36.72 6,445.83 

2.期初账面价值 2,765.26 3,931.33 42.89 38.54 6,778.02 

（2）请你公司结合公司报告期内业务开展情况，机器设备成新率及运转情

况等说明你公司相关机器设备是否存在老化及闲置等情形，相关业务是否正常

开展，相关资产减值测试过程及减值计提是否充分。 

【公司回复】： 

1、公司主要机器设备情况如下： 

设备名称 原值（元） 净（残）值（元） 成新率（%） 

热轧无缝钢管机组（1） 1,709,401.70 170,940.17 10.00 

热轧无缝钢管机组（2） 4,000,000.00 580,000.00 14.50 

穿孔机 130机组（热轧无缝管机组（3）） 7,743,275.76 1,935,818.88 25.00 

冷拔机（120T） 806,293.19 328,564.39 40.75 

冷拔机（100T）（2） 979,167.00 607,083.48 62.00 

LG120-H单线长行程冷轧机 2,175,730.86 217,573.09 10.00 

LG60-H单线长行程冷轧管机（5） 897,435.90 210,897.36 23.50 

不锈钢 LG60-H单线长行程冷轧管机（1） 897,435.90 217,628.13 24.25 

不锈钢 LG60-H单线长行程冷轧管机（2） 897,435.90 224,358.90 25.00 

LG325-H单线长行程冷轧管机 9,798,884.61 3,746,406.76 38.23 

高压锅炉管正火保护气氛辊底式热处理

炉（1） 
3,547,008.53 354,700.85 10.00 

高压锅炉管正火保护气氛辊底式热处理

炉（2） 
5,780,310.31 1,088,697.93 18.83 

天然气辊底式连续退火炉 3,077,719.75 769,429.88 25.00 

天然气辊底式连续退火炉 555,555.56 222,222.16 40.00 

正退火炉（40米） 1,709,401.80 709,401.81 41.50 

高压锅炉管正火保护气氛辊底式热处理

炉改造 
2,374,817.35 2,374,817.35  100.00 

超声波探伤设备 502,564.08 50,256.41 10.00 



超声波涡流钢管自动探伤设备

（ETD-108/UTD-90) 
699,145.28 69,914.53 10.00 

不锈钢超声波探伤机（UT90） 683,760.71 288,888.88 42.25 

工业内窥镜 55,555.56 5,555.56 10.00 

压焊机 2,192,307.68 219,230.77 10.00 

压焊机 1,179,487.18 188,717.96 16.00 

2020 年底公司机器设备成新率为 32.09%，成新率虽低，但维修保养良好，

运转情况正常，不存在闲置情况；公司生产经营正常，现有生产线及机器设备运

转良好，确保公司完成了制定的生产计划，产量较 2019年有所提高。 

2、本公司的判断相关资产是否减值做的测试过程如下： 

（1）本公司识别经营所处的经济、技术或者法律等环境以及资产所处的市

场在当期或者将在近期未发生重大变化； 

（2）本公司定期盘点固定资产，并维护，其运转情况良好利用率较高，不

存在闲置问题； 

（3）定期查询与本公司原值 100 万以上的相关机器设备使用年限相近的相

似设备价格，与本公司相关机器设备的净值进行对比。对比后得出主要相关机器

设备净值略低于公允价值。 

综上，本公司认为相关机器设备不存在减值迹象。 

【会计师核查程序及意见】： 

会计师对固定资产减值的会计估计所执行做出了的程序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1）了解并评估了公司与识别固定资产减值迹象和测算可回收金额相关的

内部控制； 

（2）询问并复核管理层固定资产是否存在减值迹象所做的相关考虑及客观

依据； 

（3）实地勘察了相关固定资产，并实施了监盘程序，以了解资产是否存在

工艺技术落后、长期闲置等问题，以及负荷率等状况；    

（4）结合市场价格信息和相似设备的价格，与公司相关机器设备的净值进

行对比； 

经核查，会计师认为公司的相关机器设备不存在减值迹象。 

（3）请你公司补充披露报告期主要产品产能、产能利用率以及产能不足委

外加工的具体情况，包括不限于委托加工具体模式、委托加工产品的类型、数



量、定价方式、金额及占比，与主要委外加工合作方的合作情况、报告期委托

加工方是否存在重大变化、是否为你公司关联方，委外加工模式下你公司进行

质量管控和防止核心技术流失所采取的主要措施，相关存货存放地点、确认资

产存在性及存货盘点的具体方法。 

【公司回复】： 

1、公司主要产品为碳素钢管、合金钢管、不锈钢管、钢格板，产能、实际

产量与产能利用率如下： 

     产品名称 产能（吨） 实际产量（吨） 产能利用率（%） 

碳素钢管、合金钢管 95,000
注 

89041.27 93.73 

不锈钢管 7,000 3,717.11 53.10 

钢格板 15,000 10,100.16 67.33 

注：2020年，公司进行高压锅炉管正火保护气氛辊底式热处理炉改造，碳钢、合金钢热

处理进管速度提高 10%-15%；由每小时 30米提升至每小时 33-34.5米。公司 2020年碳素钢

管、合金钢管产能上升至 95,000吨。 

为了克服产能瓶颈并兼顾成本效益原则，公司在自身产能无法满足订单需求

的情况下将部分相对简单、标准化的中间工序进行委外加工，主要包括部分碳素

钢管的穿孔和部分标准化的冷轧以及镀锌等工序。生产部门会根据生产计划以及

现有产能情况，并与质保部一同综合考虑供应商的加工质量和交货期等因素，在

有长期良好合作关系的供应商中选择具体的委外加工方安排委外加工。当出现委

外加工需求时，生产部门根据需要委外的具体工序以及供应商自身的生产能力，

按照公允价格发出采购订单。公司会严格按照相关质量控制标准定期现场检查委

外加工方的生产，确保委外加工工序质量能达到相关要求。                                        

2、公司涉及委外加工的主要生产环节为穿孔、冷轧与镀锌。公司穿孔与冷

轧工艺选择委外的原因主要为产能不足；镀锌工艺选择委外系公司无镀锌加工工

艺。公司拥有完整的委外加工管理体系，其对于委外加工供应商的选择流程如下： 

（1）生产部门每月初会根据生产计划进行排产，综合考虑现有产能情况，

确定需要采购的委外工序； 

（2）质保部门拥有长期合作的信誉良好、品质较优的委外加工供应商名单，

生产部门会同质保部门一同在委外加工供应商名单中选择至少 2家供应商，分别



向其发送委外加工采购要约； 

（3）委外加工供应商会针对公司对其采购要约给予回复，回复内容包括但

不限于交货时间、成材率、加工价格、付款条件等因素；生产部门会同质保部门

综合考虑各供应商加工质量、商业信誉等因素，选择委外加工的供应商，并与其

签订委外加工采购合同； 

（4）委外加工供应商履行合同期间，公司质保部门会不定期到该供应商生

产现场进行过程检验监造，以保证加工程序的可靠性； 

（5）委外加工供应商履行合同交货后，公司质保部门会对其加工的产品进

行检验。检验不合格的产品会要求重新加工或赔偿材料损失；次品率较高的委外

加工供应商将会被公司剔除委外加工供应商名单，不再向其采购。 

报告期内公司发委外冷轧加工、委外穿孔加工、委外镀锌及其他的产品类型、

数量、金额如下： 

加工项目 产品类型 数量（吨） 金额（万元） 

占营业成本比例（%）

（其中营业成本：

76744.97 万元） 

委外冷轧 合金钢管、不锈钢管 20727.91 1,006.05 1.31 

委外穿孔 碳钢管、不锈钢管 3502.366 239.02 0.31 

委外镀锌 钢格板 7,719.28 1,031.91 1.34 

其他 不锈钢喷丸、钢管成

品镀锌 
454.785 66.04 0.09 

合计 — 32404.341 2343.02 3.05 

公司外协加工成本占营业成本比例较小。 

3、公司主要委外加工单位情况如下： 

2019年委外加工单位 2020年委外加工单位 

江苏国电新能源装备有限公司 江苏国电新能源装备有限公司 

常州通跃不锈钢有限公司 常州环亚管业有限公司 

常州环亚管业有限公司 常州市明源带钢有限公司 

常州双润粉末冶金有限公司 江阴市双吉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常州市明源带钢有限公司 常州通跃不锈钢有限公司 

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否 

变动原因：常州双润粉末冶金有限公司为公司不锈钢管内抛丸工序的委外加

工单位，2020 年受新冠疫情影响，公司不锈钢管出口业务明显减少，相应的委

外加工数量也明显减少；江阴双吉金属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阴双吉金属”）

为公司 T91合金钢管冷轧加工工序的委外加工单位， 2020年江阴双吉金属为公

司加工的 T91合金钢管数量较多，且冷轧加工费用高于其他普通合金钢管，因此



江阴双吉金属进入外协加工单位前五大。 

4、由公司制定委外工艺技术参数后，交由外协厂，委外工序多为技术较为

成熟、难度较低的工序，不存在核心技术流失的风险。 

5、月底未完工的委外产品分别存放在各外协加工单位。由公司发出外协加

工产品的仓库和负责外协加工责任人同时核对发出与收回数后再到外协单位进

行盘点核实并由其盖章确认结存数量。 

【会计师核查程序及意见】： 

（1）获取关联方清单； 

（2）利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登记系统、外部第三方网站“企查查”对公司

报告期各期内外协厂商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所关联的企业进行

比对，确认与公司报告期各期内外协厂商不存在关联关系； 

（3）利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登记系统、外部第三方网站“企查查”对公司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所关联的企业进行核查，确

认与公司报告期各期内外协厂商不存在关联关系； 

（4）公司质保部门的检验单、外协收发单及委外加工清单等。 

经核查，会计师认为公司报告期内主要外协厂商的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名单与公司所有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

其亲属和主要关联方名单无重合现象。公司报告期内主要外协厂商与公司不存在

关联关系，委外加工产品入库均质检，期末委外加工产品均盖章确认结存数量。 

 

问题 3、年报显示，你公司报告期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的净利润（以下简称

“净利润”）5,210.60 万元，同比下降 25.4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542.64 万元，同比下降 166.07%，你公司披露变动原因主要由于购进原材料

支付现金增加。报告期营业成本 7.67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2.81%；报告期末

存货余额 1.61 亿元，较期初增长 0.20%。 

（1）请你公司结合业务模式和信用政策变化情况等，说明你公司经营活动

现金流量净额以及与净利润变动幅度不匹配的原因及合理性。 

【公司回复】： 



公司主要采购事宜通过应付账款和预付账款核算，而开具应付票据为支付应

付账款的一种方式，公司 2019 年度银行承兑汇票的信用额度逐年提升，公司开

始较多的使用票据支付供应商采购款项，其中于 2019 年下半年开具的 6 个月期

限的银行承兑票据较多，因此 2019年末的应付票据余额较大，而 2020 年度，一

方面公司货币资金比 2019 年增加，减少了应付票据的开具，另一方面应付票据

到期较为平均，影响 2020年末应付票据余额比 2019年末下降较大。主要受 2020

年末应付票据比 2019 年末大幅减少的影响，公司 2020年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

大幅减少，与净利润变动幅度不匹配。 

项目 2020 年度 2019年度 变动率（%）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合计 92,747.86 90,551.82 2.43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合计 99,290.49 80,648.50 23.12 

其中：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89,791.34 63,339.88 41.7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542.63 9,903.32 -166.07 

净利润 5,210.60 6,988.11 -25.44 

由上表可以看出 2020 年度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合计变动不大，而经营活动现

金流出合计较上年增长 23.12%，其中购买、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增长 41.76%。，

由此直接导致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下降至 -6,542.65 万元，降幅为

166.07%。 

现金流量表补充资料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20年度 2019年度 说明 

1．将净利润调节为经营活动现金流

量： 

   

净利润 52,106,034.55 69,881,147.30  

加：资产减值准备 -1,566,229.22 407,663.98 
经营活动未付

现 

固定资产折旧、油气资产折耗、

生产性生物资产折旧 
10,445,332.90 10,724,308.74 

期间费用未付

现 

无形资产摊销 1,040,162.05 494,607.60 
期间费用未付

现 

长期待摊费用摊销 — —  

待摊费用减少 — —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

他长期资产的损失（收益以“－”

填列） 

— — 

 

固定资产报废损失（收益以 — —  



项目 2020年度 2019年度 说明 

“－”填列） 

公允价值变动损失（收益以

“－”填列） 
— — 

 

财务费用（收益以“－”填列） 3,872,016.20 3,337,240.79 非经营活动 

投资损失（收益以“－”填列） -1,273,894.14 — 非经营活动 

递延所得税资产减少（增加以

“－”填列） 
334,152.18 97,765.64 

未付现的所得

税费用 

递延所得税负债增加（减少以

“－”填列） 
— — 

 

存货的减少（增加以“－”填

列） 
-1,629,578.94 15,563,759.03 

（期初存货-

期末存货）-

非经营性活

动减少的存

货+非经营性

活动增加的

存货=销售成

本+经营活动

但非销售领

用-经营活动

存货增加数 

经营性应收项目的减少（增加

以“－”填列） 
11,142,659.34 -50,359,771.45 

扣减营业收入

中未收现的收

入，增加收付实

现制但不是权

责发生制下实

现的收入 

经营性应付项目的增加（减少

以“－”填列） 
-139,734,871.94 49,112,674.56 

调整出本期经

营购货现金流

出 

其他 -162,137.36 -226,212.34 
 

由上表可以看出： 

1、实际没有支付现金的费用：折旧与摊销、递延所得税资产减少这些项目

的发生带来净利润的减少，但是却不影响经营活动现金流量。 

2、实际没有收到现金的收益：前期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的转回发生带来净

利润的增加，但是不影响经营活动现金流量。 

3、不属于经营活动的损益：财务费用、投资净收益额度发生会导致净利润

的增减而不影响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 

4、存货变动及经营性应收应付项目的增减变动 



（1）存货的增加，会带来经营活动现金流出，但不影响净利润。 

（2）经营性应收应付项目。主要变化是公司应付票据余额的大幅减少，而

经营性应付项目的减少，会带来经营活动现金流出，但不影响净利润。 

综上，公司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以及与净利润变动幅度的情况是合理的。 

（2）请你公司结合报告期营业成本涉及采购金额较上年变动情况以及存货、

应付采购款变动情况说明报告期营业成本、存货较上年或期初无较大变化情况

下你公司解释因购进原材料支付现金增加导致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下

降相关披露的合理性。 

【公司回复】： 

近 2年公司应付账款、应付票据、预付款项及存货、营业成本的明细及变动

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 年 12月 31日 2019年 12月 31日 

金额 变动率（%） 金额 变动率（%） 

应付票据 22,458.44 -41.22 38,204.47  21.21 

应付账款 5,187.89 -19.05  6,408.47  41.67 

预付款项 4,912.16 34.22  3,659.65  76.71 

合计 32,558.49 -32.55 48,272.59  26.65 

存货 16,028.98 2.04 15,707.95   -9.33 

营业成本 76,744.97 2.81 74,648.74  3.68 

由上述数据可以看出报告期营业成本、存货较上年或期初无较大变化，但应

付票据余额下降金额和幅度较大，而应付票据减少会相应增加经营活动现金的支

出，公司应付票据主要为支付原材料采购款，因此公司 2020 年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下降的主要原因是用于支付购进原材料采购款的应付票据减少，在

计算经营活动现金时，表现为购进原材料支付的现金增加。 

 

问题 4、年报显示，报告期公司应收商业承兑票据期末账面余额为 4,462.03

万元，坏账准备计提比例为 5%。请补充说明商业承兑票据的开票人、开票时间、

承兑日、与你公司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并请结合商业承兑票据开票方履约能力、

期后回款情况等补充说明应收商业承兑票据坏账准备计提充分性。请年审会计

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公司回复】： 

1、公司商业承兑汇票信息如下： 

单位：万元 

开票人 开票时间 承兑日 金额 
是否存在关

联关系 

东方电气集团东方锅炉股份有限

公司 
2020.7.21. 2021.1.21. 1,000.00  否 

东方电气集团东方锅炉股份有限

公司 
2020.8.19. 2021.2.19.  700.00  否 

东方电气集团东方锅炉股份有限

公司 
2020.10.20. 2021.4.20.  400.00  否 

东方电气集团东方锅炉股份有限

公司 
2020.12.25. 2021.6.25. 2,000.00  否 

上海锅炉厂有限公司 2020.7.2 2021.1.2  139.17  否 

东方电气集团东方锅炉股份有限

公司 
2020.7.20 2021.1.20  25.00  否 

东方电气集团东方锅炉股份有限

公司 
2020.8.19 2021.2.19  20.00  否 

东方电气集团东方锅炉股份有限

公司 
2020.9.17 2021.3.17  10.00  否 

上海锅炉厂有限公司 2020.9.22 2021.3.22  120.00  否 

东方电气集团东方锅炉股份有限

公司 
2020.10.28 2021.4.28  30.00  否 

东方电气集团东方锅炉股份有限

公司 
2020.11.12 2021.5.12  10.00  否 

鞍钢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2020.11.30 2021.11.30  7.86  否 

合计   4,462.03  

公司商业承兑汇票开票人主要为东方电气集团东方锅炉股份有限公司、上海

锅炉厂有限公司、鞍钢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与公司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2、公司期末商票余额及期后（截至本回复出具之日）情况统计如下： 

单位：万元 

承兑人  期末余额     占比（%） 到期托收 贴现 尚未到期 

东方电气集团东方锅

炉股份有限公司、上海

锅炉厂有限公司 

4,454.17 99.82 354.17 2,100.00 2,000.00 

鞍钢建设集团有限公

司 
7.86 0.18 

0.00 0.00 
7.86 

合计 4,462.03 100.00 354.17 2,100.00 2,007.86 

    从上表可以看出，2020 年末的商票，期后无到期无法托收、贴现出现追索

的情况。公司商业承兑汇票承兑人为东锅、上锅的期末余额占比为 99.82%，该



部分承兑人资信良好，规模较大，以前年度均未出现到期不能承兑的情形，具有

良好的履约能力。 

鞍钢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是大型央企下属公司，信誉尚佳，票据尚未到期。 

同行业公司应收票据坏账准备计提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同行业公司 期末商票余额 商票计提坏账准备 
坏账准备计提比例

（%） 

武进不锈(603878.SH) 2,026.53 101.33 5.00 

常宝股份(002478.SZ) 9,335.27 466.76 5.00 

久立特材(002318.SZ) 6,236.47 368.32 5.91 

金洲管道(002443.SZ) 3,679.27 183.96 5.00 

行业平均 5,319.39 280.09 5.23 

从上表可以发现，久立特材坏账计提比例较高，是因为该单位持有 1年以上

的商票，其 1 年以内的商票坏账计提比例为 5%。本公司期末商业承兑汇票账龄

都在一年以内，坏账计提比例等于行业平均水平，应收票据坏账准备计提充分。 

综上，公司应收商业承兑票据承兑人履约能力良好，坏账准备计提充分。 

【会计师核查程序及意见】： 

（1）我们了解了公司关于应收票据管理业务相关的内部控制制度并测试其

有效性； 

（2）重新计算了公司应收票据坏账准备余额，复核了公司应收票据坏账计

提的准确性； 

（3）执行分析性程序，将应收票据坏账计提政策与同行业对比，分析坏账

计提比例是否谨慎； 

（4）按照信用风险将应收票据承兑人划分为不同的群组，检查期后承兑情

况，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企查查等公开平台查询承兑人的相关信息，

综合评估承兑人的资信状况和履约能力。 

经核查，会计师认为，公司应收商业承兑票据坏账准备计提充分。 

 

问题 5、年报显示，你公司预付款项余额 4,912.16 万元，请列示你公司对

前述对象的预付款项具体明细，包括但不限于交易对方名称、交易金额、预计

结转或归还时间、期后结算情况、是否为你公司主要供应商、采用预付款模式

结算的原因以及是否符合行业惯例、是否具备商业实质，交易对方与你公司以



及你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股 5%以上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是

否存在财务资助或资金占用的情形。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公司回复】： 

1、预付款项主要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上述供应商与我公司以及我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股 5%以上

股东均不存在关联关系，亦不存在财务资助或资金占用的情形。 

2、采用预付款模式结算的原因 

根据公司与供应商签订的合同，以上采购业务主要为管坯、天然气等均需先

预付一部分货款，待提货时带款一并结算。该方式是行业惯例，具备商业实质。 

【会计师核查程序及意见】： 

（1）获取关联方清单； 

（2）利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登记系统、外部第三方网站“企查查”对公司

报告期各期供应厂商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公

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所关联的企业进行比

对，确认与公司报告期各期供应厂商不存在关联关系； 

（3）利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登记系统、外部第三方网站“企查查”对公司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所关联的企业进行核查，确

认与公司报告期各期供应厂商不存在关联关系； 

单位名称 交易金额 年末余额 

供应商类

型 

期后结转

情况 

是否具备商

业实质 

山西太钢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 1982.15 1,071.03 管坯 已结转 是 

湖南华菱湘潭钢铁有限公司 2703.9 1,028.30 管坯 已结转 是 

江苏永钢集团有限公司 1259.7 980.96 管坯 已结转 是 

马鞍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964.90 461.76 管坯 已结转 是 

江苏长强钢铁有限公司 855 331.79 管坯 已结转 是 

南京冶德钢铁有限公司 144.9 121.00 管坯 已结转 是 

常州文顺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176.7 100.00 半成品 已结转 是 

湖州奥斯达不锈钢材料有限公

司 
90.5 90.00 管坯 已结转 是 

无锡佳吉通金属贸易有限公司 268.4 80.52 带钢 已结转 是 

常州新奥燃气发展有限公司 77.1 77.10 天然气 已结转 是 

合计 8523.25 4342.46 - - - 



（4）获取公司与主要供应商的采购合同，了解采购内容及付款政策。 

经核查，会计师认为公司报告期内主要供应商的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名单与公司所有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

亲属和主要关联方名单无重合现象。公司报告期内主要供应商与公司不存在关联

关系，也不存在财务资助或资金占用的情形。 

 

问题 6、请你公司按照《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5 号—

—财务报告的一般规定》第十九条第（十七）款的规定完整列示重要在建工程

项目的本期变动情况。 

【公司回复】： 

截至 2020年 12月 31日，本公司的重要在建工程项目的变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名称 

期初 

余额 

本期增

加金额 

转入固

定资产

金额 

其他

减少

金额 

期末 

余额 

工程

累计

投入

占预

算的

比例 

工程  

进度 

利息

资本

化累

计金

额 

其中：

本期利

息资本

化金额 

本期利

息资本

化率 

工程资金来

源 

环保

工程 
19.96 - - 19.96 - - 已完工 - - - 自有资金 

天然

气加

热炉

改造 

8.50 10.01 - - 18.50 21.77 未完工 - - - 自有资金 

高压

锅炉

管正

火保

护气

氛辊

底式

热处

理炉

改造 

52.78 184.70 237.48 - - 94.99 已完工 - - - 自有资金 

房屋

改造 
14.26 85.20 99.47 - - 99.47 已完工 - - - 自有资金 

花岗 - 66.81 66.81 - - 95.44 已完工 - - - 自有资金 



特此公告。 

 

 

盛德鑫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6月 2日 

贮存

器酸

洗槽

防腐

工程

改造 

污水

集中

池 

- 49.88 49.88 - - 99.75 已完工 - - - 自有资金 

100T

快锻

打头

机改

造 

- 22.74 22.74 - - 98.86 已完工 - - - 自有资金 

合金

钢成

品锯

切配

套设

备 

- 20.00 20.00 - - 100.00 已完工 - - - 自有资金 

新厂

围墙

工程 

- 37.72 - - 37.72 75.45 未完工 - - - 募股资金 

新厂

道路

工程 

- 127.30 - - 127.30 50.92 未完工 - - - 募股资金 

车间

一 
- 38.53 - - 38.53 4.07 未完工 - - - 募股资金 

车间

二 
- 103.24 - - 103.24 3.90 未完工 - - - 募股资金 

车间

三 
- 11.81 - - 11.81 3.71 未完工 - - - 募股资金 

检测

车间 
- 15.61 - - 15.61 3.67 未完工 - - - 募股资金 

门卫 - 0.13 - - 0.13 0.89 未完工 - - - 募股资金 

合计 95.49 773.68 496.37 19.96 352.85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