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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上海证券交易所媒体报道 

相关事项监管工作函的回复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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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6月10日，五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五矿发展”

或“公司”）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五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媒体

报道相关事项的监管工作函》（上证公函【2021】0605号）（以下简称

《工作函》），要求公司于收到函件的5个交易日内披露对《工作函》

的回复。 

根据相关要求，现就《工作函》回复并公告如下： 

一、请公司结合大宗商品交易情况，包括买卖货物定价基础、额

外费用收取等，核实子公司五矿深圳、五矿钢铁与云链公司、鞍钢分

厂相关交易是否基于真实商业背景发生，是否存在以买卖合同之名行

借贷之实的情形。 

回复： 

公司为大宗商品贸易企业，主要经营钢材、冶金原材料等大宗商

品贸易。冶金原材料从上游矿山企业或海外贸易企业等供应商处采购，

销售给下游钢铁生产企业等客户；钢材从上游钢铁生产企业等供应商

处采购，销售给下游工程建筑企业或用钢加工制造企业等客户。按照

交易惯例，钢材及冶金原材料贸易流通企业在采购端通常需要以预付

款的方式进行，销售端通常需要以赊销方式进行。商品定价遵循公平



合理的原则，以市场公允价格为基础，综合考虑公司成本费用及合理

利润等因素商定。 

关于公司下属子公司中国五矿深圳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

称“五矿深圳”）与云链电子供应链管理（深圳）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云链公司”）业务的主要商业背景为，2014年、2015年五矿深圳

与云链公司签订钢材采购合同，约定由五矿深圳采购货物供应给云链

公司。因该业务引起的案件纠纷已经最高人民法院二审终审判决，法

院认定五矿深圳与云链公司交易模式为五矿深圳依据采购订货单向

上游供应商付款采购钢材并根据云链公司的指示发货，交易中钢材供

应合同、银行承兑汇票等付款凭证、上下游交货确认单以及云链公司

向下游用货方交付的送货单等合同单据的真实性两审法院均予以认

可。 

关于公司下属子公司五矿钢铁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五矿钢

铁”）与鞍钢附企一初轧轧钢一分厂（以下简称“鞍钢附企”）业务的

主要商业背景为，2006年至2007年间五矿钢铁与鞍钢附企签订多份买

卖合同，五矿钢铁先后向鞍钢附企预付货款采购钢材。因该业务引起

的案件纠纷已经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终审判决，法院认定五矿钢

铁与鞍钢附企之间系买卖合同纠纷。 

上述历史业务均为正常大宗商品贸易业务，基于业务背景形成买

卖合同法律关系，不是借贷合同法律关系，上述业务均不存在以买卖

合同之名行借贷之实的情形。涉诉相关案件情况，公司均已按照相关

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具体详见公司于2018年3月22日、2019年3

月5日和2020年8月22日披露的《五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上海证

券交易所2017年年度报告事后审核问询函的回复公告》（临2018-13）、

《五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下属子公司涉及诉讼的公告》（临

2019-09）和《五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下属子公司涉及诉讼的公



告》（临2020-39）。 

二、请公司结合子公司矿产公司与港和公司合同纠纷情况，说明

矿产公司通过循环贸易开展企业间借贷的具体情况，并自查公司及子

公司是否参与其他以购销为名出借资金的情形。 

回复： 

公司下属子公司中国矿产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矿产”）

与港和（上海）经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港和公司”）业务不涉及

通过循环贸易出借资金情况，中国矿产仅为该贸易业务中的一方，没

有借入或借出资金。该业务的商业背景为，2015年1月中国矿产与山

东耀铄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耀铄公司”）签订采购合同，

采购铁矿砂；与港和公司签订销售合同，销售铁矿砂；中国矿产为中

间方。港和公司于2015年12月向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起诉中国矿产，

称其与中国矿产签订了销售合同，港和公司已支付了货款，但中国矿

产未履行合同交货义务，故要求中国矿产返还货款本金及相应利息。

中国矿产应诉后，通过调查取证查实得知港和公司与山东耀铸新材料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耀铸公司”）签订有销售合同，向耀铸公司销

售铁矿砂，后耀铸公司出具了收货确认但未向港和公司支付货款。港

和公司在向耀铸公司追索货款无果情况下，起诉贸易中间方中国矿产。

耀铸公司、耀铄公司是借款方，港和公司是资金出借方，中国矿产被

设计为贸易链条中的一方，但中国矿产在业务商谈执行中对此并不知

情。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二审终审判决，查明中国矿产不是

资金的出借方，也不是借款方，该融资贸易项下的出借人是港和公司，

借款人是耀铸公司、耀铄公司，故认定港和公司对中国矿产不存在相

应的请求权基础，判决驳回了港和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北京市高级

人民法院也驳回港和公司的再审申请。 

公司为大宗商品贸易企业，处于产业链中间环节，上下游采购销



售中根据不同业务模式存在预付和赊销情况，公司及子公司不存在以

购销为名出借资金的情形。 

三、请公司结合优固公司相关刑事案件进展，说明优固公司实际

控制人被立案侦查的情况以及对公司的具体影响，核实矿产公司是否

存在向优固公司出借资金的情形。 

回复： 

上海优固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优固公司”）为芜湖新兴铸

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芜湖铸管”）诉中国矿产合同纠纷案中

的共同被告。根据查询信息，优固公司实际控制人许静宏已于2016

年11月被芜湖市公安局弋江分局以合同诈骗立案侦查，芜湖市弋江区

人民检察院于2019年4月对其作出批准逮捕决定。因中国矿产不是该

刑事案件的当事人，亦无工作人员涉及该刑事案件，故尚不清楚该刑

事案件的目前进展情况。 

关于中国矿产与芜湖铸管业务的主要商业背景为，2015年3月，

中国矿产与优固公司签订销售合同，合同约定中国矿产收取优固公司

保证金后，代理优固公司向芜湖铸管采购生铁。优固公司在合同约定

的期限内付款并依据中国矿产的放货指令提货；同日中国矿产与芜湖

铸管签订生铁采购合同，合同约定芜湖铸管依据中国矿产的放货指令

发货。合同签订后，中国矿产向芜湖铸管支付生铁订货款。 

2015年6月，安徽省芜湖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了芜湖铸管诉中国

矿产、优固公司案。中国矿产应诉后，根据芜湖铸管提交证据显示，

芜湖铸管又与优固公司签订了购销合同，中国矿产在业务商谈执行中

对此并不知情。中国矿产为主张自身权利于2015年7月对芜湖铸管的

起诉提出反诉，明确主张双方之间的购销合同真实、合法、有效，芜

湖铸管拒绝发货构成违约，请求解除合同、返还全部货款及赔偿损失

约2,136万元。安徽省芜湖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经



审理认为，该案有经济犯罪嫌疑，裁定驳回起诉和反诉。截至目前因

涉及上述刑事案件，该购销合同纠纷案未能进入人民法院的实体审理。

中国矿产目前尚未能通过诉讼程序向芜湖铸管主张返还货款及赔偿

损失，计划于上述刑事案件处理完毕后，依法提起诉讼。该业务中中

国矿产不存在向优固公司出借资金的情形。 

四、媒体报道称，2014 年至2016 年期间，公司签订的购销合同

可能给公司留下不小后遗症。截止2020年末，公司3年以上应收账款

和其他应收款分别为14.79 亿元、20.78 亿元，与2019年相比变化不

大。请公司结合相关应收款客户名称、金额、账龄、业务背景、形成

原因等，说明相应款项计提坏账准备的比例、依据及合理性，并结合

前期信息披露情况，说明期末存在大额应收款对公司生产经营的具体

影响，公司已采取和拟采取的追偿措施。 

回复： 

截止2020年末，公司应收账款72.71亿元，坏账准备13.74亿元，

其中，账龄3年以上应收账款14.79亿元，坏账准备12.43亿元。 

应收账款前 20大明细情况： 

客户名称  
 金额 

（万元） 
 账龄  

 业务背景/ 

形成原因  

坏账准

备计提

比例  

坏账准备 

计提依据  

云链电子供应链管理

（深圳）有限公司  
22,279   4 年以上  

2014-2016 年贸易业务销售

款，拖欠未还 
5%  

按单项计提，取得资产抵押、

预计坏账损失较小  

佛山市顺德区源镒钢

铁有限公司  
12,524  5 年以上  

2004-2005 年代理进口业

务，价格大跌，客户无力

按协议约定付款 

100%  
按信用风险特征组合计提-账

龄组合  

福建鑫海冶金有限公

司  
11,644   5 年以上  

2014-2015 年贸易业务，对

方擅自提货，无力付款 
100%  

按单项计提，债务人财务困

难、预计难以收回  

新疆申浦京钢铁有限

公司  
11,243   5 年以上  

2004-2005 年代理进口业

务，价格大跌，客户无力

按协议约定付款 

100%  
按信用风险特征组合计提-账

龄组合  

北京曼德尔国际经贸

有限公司  
10,999   5 年以上  

2004-2005 年代理进口业

务，价格大跌，客户无力

按协议约定付款 

100%  
按信用风险特征组合计提-账

龄组合  

广州市荔天成物资贸 6,622   5 年以上  2004-2005 年代理进口业 100%  按信用风险特征组合计提-账



易有限公司  务，价格大跌，客户无力

按协议约定付款 

龄组合  

新疆和旭钢铁有限公

司  
5,790   4 年以上 

2015-2016 年贸易业务销售

款，对方无力偿还 
100%  

按单项计提，债务人财务困

难、预计难以收回  

上海琦韵实业发展有

限公司  
4,217   5 年以上  

2007-2008 年代理内贸业

务，供应商擅自将货物直

发客户，客户无力付款 

100%  
按信用风险特征组合计提-账

龄组合  

承德长城钢管集团有

限公司  
3,256   5 年以上  

2005 年贸易业务销售款，

对方无力偿还 
100%  

按信用风险特征组合计提-账

龄组合  

smc-trading limited  3,172   5 年以上  
2012 年代理出口业务，外

商未如期付款  
100%  

按单项计提，债务人财务困

难、预计难以收回  

天铁第一轧钢有限责

任公司  
2,715   5 年以上  

2015 年贸易业务销售款，

对方无力偿还 
100%  

按单项计提，债务人财务困

难、预计难以收回  

无锡巨成钢铁有限公

司  
2,414   5 年以上  

2013 年代理内贸业务，货

物被盗卖，客户无力付款 
100%  

按单项计提，债务人财务困

难、预计难以收回  

北京金长钢贸易有限

公司  
2,315   5 年以上  

2007 年代理内贸业务，供

应商擅自将货物直发客

户，客户无力付款 

100%  
按信用风险特征组合计提-账

龄组合  

洛阳市融盛金属材料

有限公司  
2,301   5 年以上  

2008 年贸易业务销售款，

对方无力偿还 
100%  

按信用风险特征组合计提-账

龄组合  

北京中铁建工物资有

限公司  
2,205  3 年以上 

2016-2017 年贸易业务销售

款，对方拖欠不还 
100%  

按信用风险特征组合计提-账

龄组合  

Inline Supply Chain 

(Malaysia) SDNBHD  
2,182  5 年以上  

2015 年贸易业务销售款，

拖欠未还 
5%  

按单项计提，取得资产抵押、

预计坏账损失较小  

上海鸿锡贸易有限公

司  
2,043   5 年以上  

2004-2005 年代理进口业

务，价格大跌，客户无力

按协议约定付款 

100%  
按信用风险特征组合计提-账

龄组合  

甘肃二十一冶建设投

资有限公司  
2,037   3-4 年  

2017 年贸易业务销售款，

对方无力偿还 
100%  

按信用风险特征组合计提-账

龄组合  

广州跨世纪农业实业

股份有限公司  
2,000   5 年以上  

2004 年挪用公款案所涉追

缴款，对方拖欠不还 
100%  

按信用风险特征组合计提-账

龄组合  

精河县鑫宏宇贸易有

限公司  
1,853   5 年以上  

2013-2014 年委托加工业

务，对方无力偿还 
100%  

按信用风险特征组合计提-账

龄组合  

合计  113,811     

截止 2020年末，公司其他应收款 30.83亿元，坏账准备 17.89亿

元，其中，账龄 3年以上其他应收款 20.78亿元，坏账准备 17.72亿

元。 

其他应收款前 20大明细情况： 

供应商/债务人 

名称 

金额 

(万元） 
账龄 

业务背景/ 

形成原因 

坏账准

备计提

 

坏账准备 



比例 计提依据  

 

鞍钢附企-初轧轧钢

厂一分厂  
31,989  5 年以上 

2006-2008 年预付货款，对方

未按合同约定交货，转入其

他应收款  

35%  

涉及诉讼，扣除保证金后预

计难以收回。扣除预收保证

金后净债权 1.12 亿元已全

额计提坏账，实际计提比例

100%  

五矿上海浦东贸易有

限责任公司  
20,485  4 年以上 

其为公司原子公司时，公司

2016 年以前对其提供流动资

金支持形成，该债权 2021 年

已完全解决，现已不存在   

100%  
债务人经营困难，预计难以

收回  

五矿（贵州）铁合金

有限责任公司  
17,951  5 年以上 

其为公司原子公司时，公司

2014 年以前对其提供流动资

金支持形成   

100%  破产清算中，预计难以收回  

新疆新兴铸管金特国

际贸易有限公司  
12,595  5 年以上 

2014-2015 年预付货款，对方

未按合同约定交货，转入其

他应收款   

17%  有担保且有查封资产  

佛山市锦泰来钢材实

业有限公司  
12,389  5 年以上 

2007 年对方伪造单据提货，

我方确认的索赔款  
100%  

涉及诉讼，查封土地执行困

难  

唐山市鸿达热轧有限

责任公司  
11,303  5 年以上 

2006 年预付货款，对方未按

合同约定交货，转入其他应

收款  

100%  
涉及诉讼，未发现可供执行

财产，预计难以收回  

庆云京庆宝烨煤炭销

售有限公司  
8,598  5 年以上 

2013-2014 年预付货款，对方

未按合同约定交货，转入其

他应收款  

100%  涉及诉讼，预计难以收回  

大亚湾宝兴钢铁厂有

限公司  
8,401  5 年以上 

2007 年预付货款，对方未按

合同约定交货，转入其他应

收款  

100%  
债务人经营困难，预计难以

收回  

龙岩鸿裕贸易有限公

司  
6,644  5 年以上 

2012-2013 年预付货款，对方

未按合同约定交货，转入其

他应收款  

100%  涉及诉讼，预计难以收回  

邯郸金鑫铸管有限公

司  
6,619  5 年以上 

2012 年预付货款，对方未按

合同约定交货，转入其他应

收款  

100%  
涉及诉讼，未发现可供执行

财产，预计难以收回   

杨斯  6,506  5 年以上 

2012-2014 年其在公司所属子

公司任职期间，利用职务之

便违法转移公司资金形成。  

100%  
司法机关未追缴到其违法

转移资产，预计难以收回 

芜湖新兴铸管有限责

任公司  
5,811  5 年以上 

2015 年预付货款，对方未按

合同约定交货，转入其他应

收款  

100%  涉及诉讼，预计难以收回  

宁德市船翔贸易有限

公司  
4,601  5 年以上 

2012 年预付货款，对方未按

合同约定交货，转入其他应

收款  

78%  

涉及诉讼，扣除保证金后预

计难以收回。扣除预收保证

金后净债权 0.36 亿元已全



额计提坏账，实际计提比例

100% 

无锡市聚尔森商贸有

限公司  
4,500  5 年以上 

2014-2015 年预付货款，对方

未按合同约定交货，转入其

他应收款  

100%  涉及诉讼，预计难以收回  

安徽中杭股份有限公

司  
3,998  5 年以上 

2013-2014 年预付货款，对方

未按合同约定交货，转入其

他应收款  

100%  涉及诉讼，预计难以收回  

佛山市顺德区新源镒

钢铁制造有限公司  
3,579  5 年以上 

2006 年预付货款，对方未按

合同约定交货，转入其他应

收款  

100%  
债务人营业执照已被吊销，

预计难以收回  

龙岩市中心城市建成

区工业企业搬迁改造

协调领导小组办公室  

3,038  5 年以上 

2015 年对方承接的公司原供

应商未按合同约定交货所负

的债务  

100%  
债务人资金紧张，预计难以

收回  

托克逊县麦乐迪矿业

有限公司  
2,984  5 年以上 

2006 年预付货款，对方未按

合同约定交货，转入其他应

收款  

100%  
债务人营业执照已被吊销，

预计难以收回  

江苏鑫塬镍业有限公

司  
2,951  5 年以上 

2015 年预付货款，对方未按

合同约定交货，转入其他应

收款  

100%  涉及诉讼，预计难以收回  

常熟顶天特钢股份有

限公司  
2,601  5 年以上 

2012 年预付货款，对方未按

合同约定交货，转入其他应

收款  

57%  

涉及诉讼，扣除保证金后预

计难以收回。扣除预收保证

金后净债权 0.15 亿元已全

额计提坏账，实际计提比例

100% 

合计 177,543     

公司为大宗商品贸易企业，主营钢材、冶金原材料等大宗商品贸

易，公司应收账款主要是正常钢材贸易业务销售端形成的客户欠款，

其他应收款主要是正常钢材贸易业务采购端因供应商不再按合同约

定交货，公司相应将对供应商的预付账款转入其他应收款所形成。公

司3年以上应收款主要是以前年度钢材贸易业务所形成，原因为历史

上（主要是2004、2008、2015年）钢铁行业内产能过剩矛盾突出，钢

材价格波动剧烈、大幅下挫，钢贸领域风险事件频发，公司部分客商

经营困难，偿债能力下降，导致公司形成部分长账龄应收款。对于上

述长账龄应收款，鉴于已有明显迹象表明债务人很可能无法履行还款

义务，基于谨慎性原则，公司以前年度对除存在优质抵押资产的应收



款外，其他基本均已全额计提了坏账准备，因此，减值准备计提充分、

合理，消除了长账龄应收款回收不确定性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3年以上长账龄应收款35.57亿元，虽然一定程度上占压了公

司流动资金，但近年来公司不断提高营运效率、加快资金周转，近三

年流动资产周转率分别为3.21次、3.59次、3.77次，逐年提升；同时，

随着公司盈利能力及创现能力的提升，近三年经营活动现金累计净流

入10.86亿元。2020年末，公司流动资产183.44亿元、流动负债139.9

亿元，流动比率1.31，净资产68.74亿元，资产负债率68.48%，银行借

款32.04亿元，银行借款仅占负债总额的21.45%；截至目前，公司金

融机构授信总额度约195亿元，授信充足，因此，公司具有足够的偿

债能力，对各项到期债务均有充分准备，流动性合理充裕，上述长账

龄应收款对公司流动性不构成影响。近年来，公司稳扎稳打、深入推

进改革攻坚、积极促进业务转型与机制改革，以资源贸易、金属贸易、

供应链服务三大主业为核心，进一步提高专业化运营能力，强化和提

升各业务领域独立运营实力和管控能力。2020年度，实现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1.63亿元；2021年第一季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9,251.55万元，同比增长1.40亿元。通过夯实业务基础、

减亏控亏、改善经营质量，公司经营业绩同比大幅好转。 

结合历史遗留案件的处理经验及相关监管政策要求，公司持续优

化业务结构与业务模式，严控经营风险、降杠杆、减负债、清逾期、

促回款。为了有效推动历史业务逾期款项清收工作，公司成立了专业

化团队，合力攻坚重大疑难事项，运用法律手段积极维权。未来将进

一步通过提起诉讼、灵活执行、商谈和解、穷尽法律救济手段等方式，

积极开展历史欠款追偿；同时，公司将进一步加大业务中的风险识别，

强化业务回报要求，持续改善经营质量。 

综上，公司依法合规开展业务经营活动，积极维护公司及全体股



东的合法利益，并严格按照监管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目前不

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公司经营情况一切正常。 

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关于对<关于

五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媒体报道相关事项的监管工作函>的回复》。北

京市安理律师事务所出具了《北京市安理律师事务所关于上海证券交

易所<关于五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媒体报道相关事项的监管工作函>

要求律师核查的相关问题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五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六月十九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