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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190/900952      证券简称：锦州港/锦港B股    公告编号：临2022-048 

债券代码：163483             债券简称：20锦港01 

 

锦州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上海证券交易所2021年年度报告的 

信息披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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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责任。 

 

锦州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锦州港”）于 2022 年 5 月 28

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出具的《关于锦州港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年度报告的信息

披露监管工作函》（上证公函【2022】0505 号，以下简称“监管工作函”）,公

司就监管工作函关注的相关问题逐项进行了认真核查落实，现就监管工作函回复

如下: 

 

问题 1：年报显示，报告期公司对 2020 年度及 2021 年第一季度、半年度、

第三季度的贸易业务收入确认方法由总额法差错更正为净额法，更正后追溯调整

2020 年营业收入和营业成本 24.37 亿元，2021 年实现营业收入 29.33 亿元，同

比下降 32.84%，归母净利润 1.26 亿元，同比下降 32.52%。公司自 2017 年开始

从事贸易业务，且 2017 年至今的年审会计师均为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 公司主营业务包括港口业务和贸易业务，但公司在年报中仅披露港口

业务的收入和成本分析，未披露贸易业务的收入和成本分析。请公司：（1）分

贸易类别补充披露报告期贸易业务的营业收入、营业成本、毛利率、采销量及同

比变化情况；（2）结合近年来贸易业务开展情况、业务模式、控制权、定价权、

存货风险等，说明公司贸易业务收入由总额法更正为净额法的主要依据，并说明

2020 年以前期间是否需要追溯调整；（3）公司贸易业务收入确认出现重大会计

差错，近年来会计师是否严格按照执业准则执行相关审计程序、获取充分审计依

据，前期出具的审计意见是否恰当，并自查是否仍存在其他会计差错情形。请会

计师发表意见。 

（1）分贸易类别补充披露报告期贸易业务的营业收入、营业成本、毛利率、

采销量及同比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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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回复： 

报告期报表口径贸易业务营业收入和营业成本明细如下： 

营业收入 

货种 
2021 年 

（万元） 

2020 年 

（万元） 

同比变动额 

（万元） 

同比变动

率 

油品化工 15,333.67  43,294.90  -27,961.23 -64.58% 

粮食等农产品 49,753.16  83,047.50  -33,294.34  -40.09% 

金属、矿 30,522.78  106,557.79  -76,035.01  -71.36% 

合计 95,609.61 232,900.19 -137,290.58 -58.95% 

 

营业成本 

货种 
2021 年 

（万元） 

2020 年 

（万元） 

同比变动额 

（万元） 
同比变动率 

油品化工 13,141.91  41,489.55  -28,347.64  -68.32% 

粮食等农产品 49,151.92  82,305.88  -33,153.96  -40.28% 

金属、矿 23,481.47  102,816.91  -79,335.44 -77.16% 

合计 85,775.30 226,612.34  -140,837.04 -62.15% 

 

公司部分贸易业务自 2020年起采用净额法核算，此部分贸易业务收入按净额

在报表中列示，成本未体现在报表中，由此计算的毛利率与以前年度不具备可比

性。在本次分析中，将贸易业务由净额法调整为总额法，统计后的贸易业务毛利

率、采购量、销售量列示如下： 

贸易业务毛利率 

货种 2021 年 2020 年 同比变动（个百分点） 

油品化工 2.13% 1.38% 0.75 

粮食等农产品 0.82% 0.69% 0.13 

金属、矿 2.41% 1.48% 0.93 

合计 2.10% 1.28% 0.82 

 

贸易业务采购量 

货种 
2021 年 

（万吨） 

2020 年 

（万吨） 

同比变动额 

（万吨） 
同比变动率 

油品化工 13.40  24.92  -11.52  -46.23% 

粮食等农产品 30.86  49.04  -18.18  -37.07% 

金属、矿 12.96  19.49  -6.53  -33.50% 

合计 57.22 93.45  -36.23  -38.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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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贸易业务采购量对应的采购金额 

货种 
2021 年 

（万元） 

2020 年 

（万元） 

同比变动额 

（万元） 
同比变动率 

油品化工 100,524.22  128,705.14  -28,180.92 -21.90% 

粮食等农产品 72,611.71  106,689.15  -34,077.44  -31.94% 

金属、矿 285,178.92  249,171.90  36,007.02  14.45% 

合计 458,314.85  484,566.19 -26,251.34 -5.42% 

 

贸易业务销售量 

货种 
2021 年 

（万吨） 

2020 年 

（万吨） 

同比变动额 

（万吨） 
同比变动率 

油品化工 13.40  24.92  -11.52  -46.23% 

粮食等农产品 30.86  49.04  -18.18  -37.07% 

金属、矿 12.96  19.49  -6.53  -33.50% 

合计 57.22 93.45  -36.23  -38.77% 

 

上述贸易业务销售量对应的销售金额 

货种 
2021 年 

（万元） 

2020 年 

（万元） 

同比变动额 

（万元） 
同比变动率 

油品化工 102,715.97 130,510.50 -27,794.53 -21.30% 

粮食等农产品 73,212.95  107,430.78  -34,217.83 -31.85% 

金属、矿 292,220.22  252,912.79  39,307.43  15.54% 

合计 468,149.14  490,854.07 -22,704.93 -4.63% 

 

会计师核查意见： 

我们对公司 2020 年度及 2021年度贸易业务收入、贸易业务成本、相关采购

数量及采购额、相关销售数量及销售额、相关贸易业务毛利率进行复核，锦州港

做出的回复符合公司实际情况。 

 

（2）结合近年来贸易业务开展情况、业务模式、控制权、定价权、存货风

险等，说明公司贸易业务收入由总额法更正为净额法的主要依据，并说明 2020

年以前期间是否需要追溯调整； 

公司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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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贸易业务开展情况 

受复杂的经济形势影响，港口主业的增长面临挑战，港口业走向积极探索新

型物流生态模式的全新时代。统筹港口业务能力，充分发挥港口对区域间贸易联

通的支撑辐射作用，从而支持腹地经济发展是港口企业面临的一个必然选择。港

口位于海运物流的关键节点，拥有大宗商品交易网络，具有先天的优势整合与供

应商、客户、金融、物流、技术、电商等各方合作数据，锦州港依托港口资源优

势，积极寻求贸易切入点，探索实现港口主业与贸易业务协同发展的多元化发展

模式，构建贸易综合服务平台，为客户提供基于港口物流的一揽子综合服务。 

近年来，锦州港贸易业务品种包括粮食、有色金属和油品化工。其中，内贸

玉米是锦州港粮食中转的主要货种，锦州港具有地理位置优势，2021 年，尽管采

购量、销售量同比下滑超过 30%，但内贸玉米未来仍是公司贸易的主要品种之一；

2021年，成品油市场面临行业整顿，为规避该业务品种交易风险，公司主动调减

了油品化工类贸易业务量；有色金属贸易是除粮食贸易之外近年来公司业务多元

化重点。锦州港以客户大宗商品需求为导向，从有色金属的原料分布、物流周期、

贸易习惯、企业类型等行业特性出发，整合各方资源优势，寻求上游货源，为客

户提供信用资源等服务，促进贸易业务达成。 

2.贸易业务模式、控制权、定价权、存货风险的说明 

为规避贸易风险,公司采取以销定采方式开展业务：公司接受客户采购意向后，

根据市场价格趋势与其订立销售合同；然后与资源充足，价格合理的供应商签订

采购合同。通过以销定采模式，既保证公司的基本利润，又避免因价格波动带来

的存货跌价风险。 

在业务模式上，公司主要与长期合作的老客户、信誉良好且有稳定经营渠道

的优质客户开展贸易。一般以向供应商预付货款的形式提前锁定货源，稳定客户

预期；同时给部分客户一定额度的授信及账期，增加客户黏性。 

公司贸易货物包括存放于第三方仓储公司的标准产品、存放于港口、临港仓

库和产区仓库的粮食。 

（1）对于存放于第三方仓储公司的标准产品 

公司审核仓储公司资质后，与仓储公司签订协议。仓储公司根据公司采购、

销售业务办理货权变更手续。公司根据过户数量向仓储公司支付过户费用。 

采购商品时，公司与供应商签订采购合同，供应商依据合同向公司出具提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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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公司核对无误并盖章后传递给仓储公司，仓储公司对双方盖章后的提货单进

行核对，无误后，仓储公司为交易双方办理货物过户手续，每笔过户在仓库均有

记录。 

销售商品时，公司与客户签订销售合同，依据合同向客户出具提货单，客户

核对无误并盖章后传递给仓储公司，仓储公司对双方盖章后的提货单进行核对，

无误后，仓储公司为交易双方办理货物过户手续，每笔过户在仓库均有记录。 

（2）对于存放于港口及临港仓库的粮食 

公司根据客户需求，通过港口信息渠道寻求符合要求的供应商，并分别与客

户、供应商签订合同，交货方式包括装船平仓交货和库内货转交货。 

（3）对于存放于产区仓库的粮食 

公司根据客户需求在粮食产地向贸易商采购，并分别与客户、供应商签订合

同，公司取得货权后于粮食产区仓库将货权转移给客户，仓库对货权转移进行确

认。 

在以上交易中，交易价格以市场定价为主，公司拥有自主定价权，可以根据

市场情况或自身意愿决定所交易商品的价格。公司取得货物的所有权，控制货物，

在货权转移给客户之前，独立承担贸易交易商品的所有权上的主要风险和报酬，

当货权转移给客户后，相关商品所有权以及主要风险和报酬才转移给客户。 

3.公司贸易业务收入由总额法更正为净额法的主要依据 

2021 年度，公司对部分客户及供应商的背景进行了更为详尽、审慎的调查，

发现公司联营企业锦国投（大连）发展有限公司对本公司部分客户及供应商能够

施加影响。因此，本公司对与相关客户及供应商贸易业务的商业实质进行了重新

判断。根据判断结果，本公司对 2020年度与相关客户及供应商贸易收入的会计核

算方法更正为“净额法”。 

4.公司 2020 年以前期间不需要追溯调整。 

2020年度，公司开始执行新收入准则，相对于原准则，新收入准则对总额法

和净额法的判断标准进一步明确，强调区分从事交易时的身份是主要责任人还是

代理人，由于公司部分贸易业务在自主选择供应商或客户方面存在瑕疵，公司为

更谨慎的执行新收入准则，对 2020年度相关营业收入、营业成本进行追溯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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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师核查意见： 

我们对公司贸易业务开展的相关情况进行了了解，结合新收入准则的相关要

求，锦州港做出的回复符合公司实际情况，相关会计处理恰当。 

 

（3）公司贸易业务收入确认出现重大会计差错，近年来会计师是否严格按

照执业准则执行相关审计程序、获取充分审计依据，前期出具的审计意见是否恰

当，并自查是否仍存在其他会计差错情形。 

公司回复： 

经与会计师沟通，会计师已严格按照执业准则执行相关审计程序，获取充分

的审计依据，前期出具的审计意见是恰当的。 

收到问询函后，公司管理层高度重视，紧急组织相关部门召开会计差错自查

专题会议，会议上安排部署了相关责任人职责分工，经对 2017年至 2021年度相

关财务资料、业务单据等原始资料的查阅、整理、分析及判断,未发现公司于 2017

年至 2021年存在其他会计差错情形。 

 

会计师核查意见： 

2021年度，公司自查发现，部分贸易业务在自主选择客户、供应商方面存在

瑕疵，为更谨慎执行新收入准则，公司对 2020 年度相关营业收入、营业成本进行

追溯调整。我们已严格按照执业准则执行相关审计程序、获取充分审计依据，除

2020年度有关营业收入进行会计差错更正外，前期出具的审计意见是恰当的。 

 

问题 2.年报显示，会计差错更正调整的重要原因系公司联营企业锦国投对公

司部分贸易客户及供应商能够施加影响，被影响的客户包括上海盛辙国际贸易有

限公司、舟山丰聚益尚能源有限公司等；被影响的供应商包括大连和境贸易有限

公司、宁波百荣能源有限公司等。 此外，相关贸易客户和供应商之间还存在受

托交易的情况。请公司：（1）补充说明锦国投如何对公司的贸易客户及供应商

施加影响，贸易客户和供应商之间的受托交易具体内容、业务模式、交易金额等，

锦国投与公司的贸易客户和供应商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是否均受同一实控人控制；

（2）补充披露 2017 年以来，贸易业务各年度前十名的供应商和客户名称、采

购/销售具体货物、具体金额、毛利率、回款情况等，说明供应商与客户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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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商/客户与公司及 5%以上主要股东、董监高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利

益安排。请会计师发表意见。 

（1）补充说明锦国投如何对公司的贸易客户及供应商施加影响，贸易客户

和供应商之间的受托交易具体内容、业务模式、交易金额等，锦国投与公司的贸

易客户和供应商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是否均受同一实控人控制； 

公司回复： 

1.锦国投对公司的贸易客户及供应商的影响 

针对锦国投对公司部分贸易客户、供应商施加影响情况，公司获取到锦国投

的书面说明，主要内容如下： 

公司贸易客户上海盛辙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舟山丰聚益尚能源有限公司实际

控制人为丰兴波先生；贸易供应商大连和境贸易有限公司、宁波百荣能源有限公

司、宁波朗逸能源有限公司、上海银鸿国际贸易有限公司、重庆岳城川聚贸易有

限公司等公司实际控制人为谭捷先生。锦国投的董事长刘辉先生曾在 2014 年 3

月之前与谭捷先生存在业务合作关系，共同成立了中能（大连）煤业有限公司。

2014年 3月，刘辉先生出任公司副董事长后，结束与谭捷先生的合作，不再参与

合作公司的经营管理活动。刘辉先生与丰兴波先生无亲属关系，亦无投资或合作

关系。 

2016年 5月，公司成立锦国投作为主体的辅助经营板块平台，旨在通过投资

临港项目、开展贸易业务搭建全产业链服务体系。而此时，谭捷先生及丰兴波先

生也希望能与公司开展贸易业务合作，从而能借力港口的资源优势，并寻求进一

步深度合作的可能。鉴于双方各自诉求匹配，以及前述历史合作渊源，谭捷先生、

丰兴波先生通过其控制的不同贸易经营主体与公司开始业务合作。 

由于前述历史合作渊源以及当前合作关系，以及民营企业日常管理上存在的

不规范情形，导致锦国投对上述企业存在一定影响关系。上述情况完全是由于各

方的历史关系，以及贸易行业的业务特点等因素造成的，除此外，不存在其他刻

意隐瞒的关联关系。 

锦国投作为公司辅营业务的承接主体，在上述贸易客户和供应商与公司开展

的上下游贸易活动过程中，从协助其拓展业务的角度，对他们具备一定的影响力，

且这种影响力也是在不损害各方利益、实现共赢的前提下产生的。除此以外，锦

国投对上述公司贸易客户和供应商无法施加其他重大影响，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



8 
 

不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 

2.贸易客户和供应商之间的受托交易具体内容、业务模式、交易金额 

2020 年受托交易情况表 

供应商名称 
采购金额 

（万元） 

客户

名称 

销售金额 

（万元） 
交易品种 

业务

模式 

大连和境贸易有限公司 44,621.26  

上海

盛辙

国际

贸易

有限

公司 

45,012.34  
电解铜、铝锭、 

棉花 

存放

于第

三方

仓储

公司

标准

产品

业务

模式 

宁波百荣能源有限公司 41,291.27  42,446.60  
电解铜、铝锭、橡

胶、重质液体石蜡 

宁波朗逸能源有限公司 56,052.60  56,094.21  

沥青、铝锭、有机

热载体、重质油、

轻质液体石蜡、重

质液体石蜡 

上海银鸿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8,777.35  8,921.68  铝锭、有机热载体 

重庆岳城川聚贸易有限公司 4,442.27  4,950.63  铝锭 

大连和境贸易有限公司 22,215.00  舟山

丰聚

益尚

能源

有限

公司 

22,554.98  铝锭 

宁波百荣能源有限公司 13,966.34  14,163.76  橡胶 

宁波朗逸能源有限公司 11,552.46  11,645.46  铝锭 

上海银鸿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19,881.84  21,311.34  铝锭 

重庆岳城川聚贸易有限公司 20,947.60  21,062.74  橡胶 

 

2021 年受托交易情况表 

供应商名称 
采购金额 

（万元） 

客户

名称 

销售金额 

（万元） 
交易品种 

业务

模式 

大连和境贸易有限公司 890.68  上海

盛辙

国际

贸易

有限

公司 

1,205.19  电解铜 

存放

于第

三方

仓储

公司

标准

产品

业务

模式 

宁波百荣能源有限公司 16,984.12  17,725.00  电解铜、铝锭 

宁波朗逸能源有限公司 19,317.72  19,627.92  石油制品 

上海银鸿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9,772.82  10,437.81  电解铜、铝锭 

重庆岳城川聚贸易有限公司 14,415.66  14,815.01  电解铜 

大连和境贸易有限公司 45,871.46  舟山

丰聚

益尚

能源

有限

公司 

46,824.35  
天然橡胶、电解铜、

铝锭 

宁波百荣能源有限公司 42,525.12  44,077.78  电解铜、铝锭 

宁波朗逸能源有限公司 6,174.08  6,968.12  铝锭 

上海银鸿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1,964.01  2,058.62  铝锭、锌锭 

重庆岳城川聚贸易有限公司 35,290.02  36,977.29  铝锭、天然橡胶 

 

会计师核查意见： 

经核查，锦州港出具的 2020 年、2021 年受托交易情况表符合公司实际情况。 

我们获取并检查了锦国投出具的《锦国投与锦州港部分供应商及客户关系的

情况说明》，审阅了公司与上述贸易客户和供应商之间的合同、结算单据等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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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对上述客户或供应商的访谈结果，我们认为锦州港关于上述事项的回复符合

公司实际情况；除公司已披露的关系外，尚无证据表明锦国投与公司上述贸易客

户及供应商受同一实控人控制。 

 

（2）补充披露 2017 年以来，贸易业务各年度前十名的供应商和客户名称、

采购/销售具体货物、具体金额、毛利率、回款情况等，说明供应商与客户之间，

供应商/客户与公司及 5%以上主要股东、董监高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利

益安排。 

公司回复： 

1.公司前十名贸易客户和供应商销售和采购情况 

公司 2017 年度至 2021 年度前十名客户销售金额分别为 26.95 亿元、37.62

亿元、45.83亿元、46.70 亿元和 40.11亿元；公司 2017年度至 2021 年度前十名

供应商采购金额分别为 26.53亿元、34.36亿元、44.19亿元、42.96亿元和 39.68

亿元。明细如下： 

2017年贸易销售前十名 

序号 单位名称 货种 
销售金额 

（万元） 
毛利率% 

回款 

情况 

是否存在

关联关系 

1 上海盛辙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电解镍 42,158.01 

2.09 

已回款 

否 
电解铜 107,819.45 已回款 

橡胶 13,689.82 已回款 

小计 163,667.28 - 

2 上海润盛贸易有限公司 

PTA 4,273.14 

0.01 

已回款 

否 
电解镍 61,588.62 已回款 

电解铜 31,691.89 已回款 

小计 97,553.65 - 

3 宁波百荣能源有限公司 电解铜 4,480.32 0.04 已回款 否 

4 锦州越华船舶配件制造有限公司 

镍矿 355.45 

- 

已回款 

否 镍铁 741.09 已回款 

小计 1,096.54 - 

5 辽港（大连）实业有限公司 玉米 829.59 0.73 已回款 是 

6 大连铭新资源有限公司 玉米 734.23 0.61 已回款 否 

7 大连益佳源贸易有限公司 玉米 440.79 0.61 已回款 是 

8 辽港（大连）发展有限公司 玉米 406.42 -19.09 已回款 是 

9 大连合正发展有限公司 玉米 279.33 0.95 已回款 否 

合计 269,488.15 1.4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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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2017 年度，公司贸易销售客户共有 9 家，合计销售金额 269,488.15 万

元。 

经核查： 

1.上述客户中，辽港（大连）实业有限公司、辽港（大连）发展有限公司为

公司关联方辽港大宗商品交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辽港大宗”）的全资子公司，

我公司副董事长兼总裁刘辉先生兼任辽港大宗董事长，上述客户与我公司、副董

事长兼总裁刘辉先生均存在关联关系。 

2.上述客户中，大连益佳源贸易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为夏树清先生，

是我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西藏海涵交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藏海涵”）

执行董事兼经理夏自平先生的父亲，该客户与我公司及股东西藏海涵存在关联关

系。 

3.上述客户中，上海润盛贸易有限公司及供应商上海银鸿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分别持有辽港大宗 20%及 25%股份，属于对辽港大宗施加重大影响的投资方，上海

润盛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银鸿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与上述辽港大宗的子公司辽港（大

连）实业有限公司、辽港（大连）发展有限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2017年贸易采购前十名 

序号 单位名称 货种 
采购金额 

（万元） 

是否存在 

关联关系 

1 上海银鸿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电解镍 9,560.52 

否 
电解铜 100,335.08 

橡胶 13,684.48 

小计 123,580.08 

2 宁波朗逸能源有限公司 

PTA 4,272.38 

否 
电解镍 48,792.00 

电解铜 31,693.03 

小计 84,757.41 

3 中能（大连）煤业有限公司 

电解镍 17,194.98 

否 电解铜 8,553.87 

小计 25,748.85 

4 中能（大连）经贸有限公司 电解镍 23,913.44 否 

5 大连合正发展有限公司 电解镍 4,275.50 否 

6 大安市洵佶粮贸有限责任公司 玉米 823.54 否 

7 辽宁大仓储运有限公司 玉米 729.73 否 

8 朝阳塞外矿业（集团）有限公司 镍矿 549.25 否 

9 镇赉县丰瑞粮油工业有限责任公司 玉米 484.02 否 

10 锦州佳裕粮食贸易有限公司 玉米 438.10 否 

合计 265,299.92  



11 
 

 

2018年贸易销售前十名 

序号 单位名称 货种 
销售金额 

（万元） 
毛利率% 

回款 

情况 

是否存在 

关联关系 

1  上海盛辙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电解镍 45,563.29  

1.15 

已回款 

否 

电解铜 30,549.72  已回款 

电缆 38,554.66  已回款 

铝锭 14,997.36  已回款 

橡胶 6,127.71  已回款 

原料油 26,516.16  已回款 

锌锭 1,884.76  已回款 

油品化工 15,284.02  已回款 

小计 179,477.68   

2  上海润盛贸易有限公司 

电解铜 46,707.95  

1.98 

已回款 

否 

油品及化工

产品 
30,612.95  已回款 

电缆 6,570.76  已回款 

镁合金锭 3,461.67  已回款 

小计 87,353.33   

3 舟山丰聚益尚能源有限公司 

电解铜 4,308.24  

0.06 

已回款 

否 
橡胶 41,960.93  已回款 

铝锭 5,644.64  已回款 

小计 51,913.81   

4  盘锦宗信石化有限公司 有机热载体 29,956.90  2.16 已回款 否 

5  盘锦北方沥青燃料有限公司 有机热载体 15,241.90  2.94 已回款 否 

6  浙江卖塑郎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锌锭 4,312.14  0.02 已回款 否 

7  东阳市益特贸易有限公司 电解镍 4,311.63  0.00 已回款 否 

8  辽港（大连）实业有限公司 玉米 1,393.38  0.73  已回款 是 

9  锦州盛通粮食贸易有限公司 玉米 1,384.24  2.16  已回款 否 

10  大连铭新资源有限公司 电解铜 857.64  0.02 已回款 否 

 合计  376,202.65 1.32   

 

经核查： 

上述客户中，辽港（大连）实业有限公司为公司关联方辽港大宗的全资子公

司，我公司副董事长兼总裁刘辉先生兼任辽港大宗董事长，上述客户与我公司、

副董事长兼总裁刘辉先生均存在关联关系。 

2018年贸易采购前十名 

序号 单位名称 货种 
采购金额 

（万元） 

是否存在 

关联关系 

1 宁波朗逸能源有限公司 

电缆 38,543.97 

否 电解镍 22,655.58 

电解铜 35,27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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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单位名称 货种 
采购金额 

（万元） 

是否存在 

关联关系 

橡胶 1,562.24 

铝锭 1,537.13 

小计 99,570.49 

2 重庆岳城川聚贸易有限公司 

电解镍 25,926.64 

否 

电解铜 38,298.28 

电缆 6,568.93 

镁合金锭 3,460.66 

锌锭 4,311.24 

小计 78,565.75 

3  大连和境贸易有限公司 

玉米 11,579.11 

否 
铝锭 8,629.47 

橡胶 41,939.28 

小计 62,147.86 

4  上海银鸿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油品化工 26,086.47 

否 橡胶 4,283.76 

小计 30,370.23 

 5  大连合正发展有限公司 

电解铜 6,244.28 

否 
铝锭 8,559.30 

锌锭 1,025.82 

小计 15,829.40 

6  盘锦瑞东石化贸易有限公司 有机热载体 14,794.48 否 

7  盘锦辽滨万象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有机热载体 14,655.17 否 

8  盘锦辽滨鑫诚物流有限公司 有机热载体 14,655.17 否 

9  宁波百荣能源有限公司 油品化工 11,631.45 否 

10  盾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铝锭 1,370.30 否 

 合计  343,590.30  

 

2019年贸易销售前十名 

序号 单位名称 货种 
销售金额 

（万元） 
毛利率% 

回款 

情况 

是否存在

关联关系 

1 上海盛辙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电解镍 37,745.29 

0.02  

已回款 

否 

电解铜 65,496.66 已回款 

电缆 3,153.00 已回款 

沥青 10,299.85 已回款 

铝锭 66,474.63 已回款 

橡胶 16,876.85 已回款 

重质油 8,873.91 已回款 

小计 208,920.19 - 

2 舟山丰聚益尚能源有限公司 

电解镍 6,484.71 

1.55 

已回款 

否 电解铜 40,469.21  已回款 

铝锭 91,072.65 已回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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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单位名称 货种 
销售金额 

（万元） 
毛利率% 

回款 

情况 

是否存在

关联关系 

棉花 9,290.70 已回款 

橡胶 26,428.99 已回款 

玉米 34,846.19 已回款 

小计 208,592.45 - 

3 盘锦泽新石化有限公司 
有机 

热载体 
26,939.66 1.60 已回款 否 

4 托福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玉米 2,643.38 1.40 已回款 否 

5 
锦国投（大连）发展有限公司及

所属公司 
玉米 2,557.11 1.28 已回款 是 

6 山东朗华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电缆 2,239.04 0.02 已回款 否 

7 上海夯石商贸有限公司 玉米 1,890.85 1.32 已回款 否 

8 上海宏禹矿产品有限公司 铝锭 1,791.98 0.07 已回款 否 

9 锦州永大粮食贸易有限公司 玉米 1,740.14 0.91 已回款 否 

10 锦州金海洋粮食贸易有限公司 玉米 962.58 2.98 已回款 否 

 合计  458,277.38 0.84 - - 

 

经核查： 

公司副董事长兼总裁刘辉先生、董事鲍晨钦女士分别担任客户锦国投（大连）

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副总裁，我公司、刘辉先生及鲍晨钦女士与锦国投之间存

在关联关系。 

我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西藏海涵执行董事兼经理夏自平先生在 2018 年 4 月

至 2019 年 7 月，曾是锦国投分别持股 22.22%的股东——天津星睿卓成国际贸易

有限公司、上海凡筠实业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西藏海涵在上述期间与锦国投

存在关联关系。 

 

2019年贸易采购前十名 

序号 单位名称 货种 
采购金额 

（万元） 

是否存在 

关联关系 

1 重庆岳城川聚贸易有限公司 

电解镍 26,661.36 

否 

电解铜 36,231.05 

电缆 5,389.77 

铝锭 41,829.46 

橡胶 5,327.19 

小计 115,438.83 

2 大连和境贸易有限公司 

电解镍 10,192.83 

否 

电解铜 7,975.24 

铝锭 49,225.03 

棉花 9,287.59 

橡胶 37,62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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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单位名称 货种 
采购金额 

（万元） 

是否存在 

关联关系 

玉米 127.59 

小计 114,433.83 

3 宁波朗逸能源有限公司 

电解铜 61,031.59 

否 

沥青 10,297.25 

铝锭 22,173.93 

重质油 8,871.65 

小计 102,374.42 

4 上海银鸿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电解镍 6,207.64 否 

铝锭 45,458.43 否 

小计 51,666.07  

5 盘锦辽滨万象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有机 

热载体 
26,508.62 否 

6 吉林省亿丰源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玉米 12,898.58 否 

7 克山县天跃粮食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玉米 12,141.05 否 

8 锦州市永丰隆粮食贸易有限公司 玉米 2,560.36 否 

9 黑龙江泰来金谷粮食收储有限公司 玉米 2,026.08 否 

10 锦州山诚物流有限公司 玉米 1,864.84 否 

 合计  441,912.68  

 

公司部分贸易业务自 2020年起采用净额法核算，为了保持与以前年度披露财

务信息的可比性，调整后的 2020 年、2021 年贸易业务前十名客户和供应商的销

售额、采购额列示如下： 

2020 年贸易销售前十名 

序号 单位名称 货种 
销售金额 

（万元） 
毛利率% 

回款 

情况 

是否存在

关联关系 

1 上海盛辙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电解铜 17,908.96  

1.67 

已回款 

否 

铝锭 82,318.91  已回款 

棉花 10,181.51  已回款 

油品化工 75,480.20  已回款 

小计 185,889.58  - 

2 舟山丰聚益尚能源有限公司 

电解铜 1,775.14  

2.23 

已回款 

否 

铝锭 66,866.10  已回款 

橡胶 22,097.03  已回款 

玉米 9,206.44  已回款 

小计 99,944.71  - 

3 大连万蓝利石油销售有限公司 

铝锭 45,222.56 

0.04 

已回款 

否 橡胶 29,078.25 已回款 

小计 74,300.81   

4 江苏洲振矿产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电解铜 8,868.42 

0.03 

已回款 

否 铝锭 23,573.24 已回款 

小计 32,441.66  - 

5 锦州浦民粮贸有限公司 玉米 22,278.24 2.52 已回款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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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单位名称 货种 
销售金额 

（万元） 
毛利率% 

回款 

情况 

是否存在

关联关系 

6 北京京粮绿谷贸易有限公司 玉米 18,792.68 1.03 已回款 否 

7 黑龙江庆粮贸易有限公司 玉米 10,177.95  0.79 已回款 否 

8 托福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玉米 10,949.21  0.56 已回款 否 

9 深圳市华联粮油贸易有限公司 玉米 7,359.99  2.42 已回款 否 

10 中国华粮物流集团北良有限公司 玉米 4,875.50  1.57 已回款 否 

 合计  467,010.33  1.40 - - 

 

2020 年贸易采购前十名 

序号 客商名称 货种 
采购金额 

（万元） 

是否存在 

关联关系 

1  大连和境贸易有限公司 

电解铜 13,055.64 

否 
铝锭 61,488.94 

棉花 10,177.39 

小计 84,721.97 

2  宁波朗逸能源有限公司 

油品化工 36,740.68 

否 铝锭 47,426.08 

小计 84,166.76 

3  宁波百荣能源有限公司 

铝锭 14,220.15 

否 
电解铜 4,448.80 

油品化工 49,868.99  

小计 68,537.94  

4 重庆岳城川聚贸易有限公司 

电解铜 10,642.51 

否 
铝锭 24,014.46 

橡胶 28,976.18 

小计 63,633.15 

5 上海银鸿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成品油 1,631.06 

否 铝锭 55,072.55 

小计 56,703.61 

6 辽宁鞍炼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铝锭 13,393.44 

否 橡胶 8,868.56 

小计 22,262.00 

7  克山县天跃粮食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玉米 20,245.06 否 

8  锦州玉浓粮贸有限公司 玉米 10,678.39 否 

9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交易协调中心 玉米 10,448.78 否 

10  黑龙江安龙粮油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玉米 8,236.34 否 

 合计  429,63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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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贸易销售前十名 

序号 单位名称 货种 
销售金额 

（万元） 
毛利率% 

回款 

情况 

是否存在

关联关系 

1 舟山丰聚益尚能源有限公司 

铝锭 73,063.05 

3.24 

已回款 

否 

天然橡胶 60,502.73 已回款 

电解铜 43,557.90 已回款 

锌锭 1,995.99 已回款 

尼龙 1,140.06 已回款 

水稻 4,990.47 已回款 

玉米 6,035.42 已回款 

小计 191,285.62 - 

2 上海盛辙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电解铜 26,406.35 

4.06 

已回款 

否 
铝锭 21,051.10 已回款 

石油制品 19,324.59 已回款 

小计 66,782.04  

3 大连万蓝利石油销售有限公司 

电解铜 13,328.52 

0.02 

已回款 

否 铝锭 18,948.88 已回款 

小计 32,277.40  

4 宁波恒镪能源有限公司 

电解铜 10,122.48 

0.01 

已回款 

否 铝锭 14,033.81 已回款 

小计 24,156.29 - 

5 农垦北大荒商贸(大连)有限公司 铝锭 19,301.14 0.03 已回款 否 

6 中山北大荒物流集团有限公司 

玉米 4,597.75 

0.03 

已回款 

否 
铝锭 13,379.67 已回款 

电解铜 895.20 已回款 

小计 18,872.62 - 

7 三花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铝锭 16,924.27 0.03 已回款 否 

8 天津建源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玉米 12,352.44 -0.28 已回款 否 

9 安徽中禾润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玉米 9,560.04 4.32 已回款 否 

10 辽宁华扬粮食有限公司 玉米 9,542.62 2.23 已回款 否 

 合计  401,054.48 2.38 - - 

 

2021年贸易采购前十名 

序号 单位名称 货种 
采购金额 

（万元） 

是否存在 

关联关系 

1 宁波百荣能源有限公司 

电解铜 60,148.32 

否 铝锭 34,880.22 

小计 95,028.54 

2 大连和境贸易有限公司 

电解铜 21,569.67 

否 
铝锭 28,053.50 

天然橡胶 26,819.96 

小计 76,443.13 

3 重庆岳城川聚贸易有限公司 
电解铜 18,854.50 

否 
铝锭 42,66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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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单位名称 货种 
采购金额 

（万元） 

是否存在 

关联关系 

天然橡胶 11,551.59 

小计 73,074.40  

4 宁波朗逸能源有限公司 

石油制品 19,317.72  

否 铝锭 26,585.59  

小计 45,903.31  

5 辽宁成大贸易发展有限公司 玉米 21,455.11  否 

6 克山县天跃粮食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水稻 5,008.82  

否 
小麦 4,996.07  

玉米 10,699.83  

小计 20,704.72  

7 浙江星荣贸易有限公司 铝锭 17,457.17  否 

8 辽宁鞍炼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天然橡胶 16,571.48  否 

9 浙江国阳能源有限公司 

铝锭 8,955.01 

否 天然橡胶 7,449.67 

小计 16,404.68 

10 上海银鸿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电解铜 888.67 

否 
铝锭 11,782.00 

锌锭 1,062.78 

小计 13,733.45 

 合计  396,775.99  

 

2.经对 5%以上主要股东、董监高函询及查询公开信息，股东中国石油天然气

集团有限公司因业务面广、控参股公司数量大，短时间内无法完成相关核查工作。

除上述已披露的关联关系情形外，其他供应商与客户之间、供应商/客户与公司及

5%以上主要股东、董监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利益安排。 

 

会计师核查意见： 

经核查，公司关于 2017年至 2021年公司贸易业务前十名的供应商和客户相

关情况做出的回复符合实际情况。 

在大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对锦州港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第三季度报

告信息披露监管工作函有关需年审会计师核查事项的说明》（大华核字[2022] 

000740号）基础上，依据基础信息公开查询结果或对公司上述供应商和客户的主

要股东、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总经理或其他相关负责人的访谈的答复，除

公司财务报告已披露的关联方信息及本说明已披露的关系外，尚无证据表明上述

其他供应商与客户之间，上述供应商/客户与公司及 5%以上主要股东、董监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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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利益安排。 

 

问题 3.年报显示，公司期末货币资金 11.31 亿元，占流动资产的比例为 

28.15%；期末其他流动资产 5.40 亿元，同比增长 1222.22%， 其中新增定期存

款及未到期应收利息 5.28 亿元；期末受限的流动资产 2.84 亿元，主要用于票据

保证金及借款存单质押。期末有息负债合计 77.40 亿元，其中短期借款 22.91

亿元、一年内到期非流动负债 13.28 亿元。本期利息收入 0.11 亿元，利息费用

5.13 亿元，利息费用占净利润的比例较高。请公司：（1）补充披露货币资金、

定期存款的存放银行及金额、期限、利率，以及 5%以上主要股东及其关联方在

报告期内从上述银行取得的融资金额，说明是否存在以定期存款、存单等资产为

5%以上主要股东及其关联方的融资行为提供质押担保的情形，上述定期存款使用

是否受限；（2）除已披露的受限资金外，说明是否存在其他潜在的限制性安排，

是否存在与关联方联合或共管账户的情况，是否存在货币资金被他方实际使用的

情况；（3）结合日均货币资金余额说明利息收入与货币资金规模的匹配性，结

合平均存贷款利率差、各业务板块日常运营资金需求和使用计划等，进一步量化

分析持有较高货币资金余额的同时存在大规模债务且负担较高融资成本的原因

及合理性。请会计师发表意见。  

（1）补充披露货币资金、定期存款的存放银行及金额、期限、利率，以及 5%

以上主要股东及其关联方在报告期内从上述银行取得的融资金额，说明是否存在

以定期存款、存单等资产为 5%以上主要股东及其关联方的融资行为提供质押担保

的情形，上述定期存款使用是否受限； 

公司回复： 

1.公司期末货币资金 11.31亿元，明细如下： 

银行账户名称 账户余额（元） 期限 利率 是否受限 

库存现金 47,915.75    否 

阜新银行大连分行 322,526,006.60  活期 0.55%、协定利率 4% 否 

中信银行大连青泥支行 166,003,259.27  活期 0.30% 否 

中信银行北京万达广场支行 92,000,000.00  活期 0.30% 否 

中国银行锦州市锦州港支行 78,067,563.19  活期 0.30%、协定利率 1% 否 

中国工商银行锦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 73,134,484.69  活期 
0.30%、协定利率

1.61% 
否 

农行锦州市分行营业部 35,498,286.75  活期 0.30%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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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账户名称 账户余额（元） 期限 利率 是否受限 

锦州银行天桥支行 24,910,484.05  活期 0.35% 否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大连星海广场支行 12,714,447.92  活期 0.30% 否 

华夏银行锦州分行 10,634,761.54  活期 0.30% 否 

中国建设银行锦州天桥支行 10,359,690.00  活期 
0.30%、协定利率

1.65% 
否 

盛京银行葫芦岛分行营业部 10,232,445.57  活期 0.38% 否 

营口银行大连分行 10,130,007.10  活期 0.3%、协定利率 4% 否 

兴业银行大连分行营业部 10,098,757.16  活期 0.30% 否 

1000 万元以下小计 7,628,551.44  活期 0.3%-0.525% 否 

银行存款小计 863,938,745.28     

兴业银行大连分行营业部 75,141,960.55  
2021.5.8- 

2022.5.8 
0.30% 

是，银承

保证金 

营口银行大连分行 25,000,000.00  
2021.4.22- 

2022.4.22 
1.95% 

是，银承

保证金 
营口银行大连分行 50,000,000.00  

2021.4.25- 

2022.4.25 
1.95%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锦州市天桥支行 27,000,000.00  
2021.1.6- 

2022.1.6 
1.56% 

是，银承

保证金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锦州市天桥支行 33,000,000.00  

2021.4.6- 

2022.4.6 
1.78% 

锦州银行天桥支行 25,000,000.00  
2021.3.23- 

2022.3.23 
1.50% 

是，银承

保证金 

 

锦州银行天桥支行 18,000,000.00  
2021.4.13- 

2022.4.13 
1.50% 

锦州银行天桥支行 7,000,000.00  
2021.5.26- 

2022.5.26 
1.50% 

中国银行锦州市锦州港支行 4,260,000.00  
2021.9.20- 

2022.9.20 
0.30% 

是，银承

保证金 

中国银行锦州市锦州港支行 15,449.76   0.30% 否 

中国建设银行锦州天桥支行 1,314.33   0.35% 否 

其他货币资金小计 264,418,724.64     

未到期应收利息小计 2,806,688.89     

合计 1,131,212,074.56     

2.公司新增定期存款及未到期应收利息 5.28亿元，明细如下： 

银行账户名称 账户余额（元） 期限 利率 是否受限 

中国光大银行上海控江支行 300,000,000.00  2021.4.25-2022.4.25 2.25% 否 

中国光大银行上海控江支行 100,000,000.00  2021.4.21-2022.4.21 2.25% 否 

中国光大银行上海控江支行 100,000,000.00  2021.4.28-2022.4.28 2.25% 否 

华夏银行锦州分行 20,000,000.00  2021.1.28-2022.1.28 2.13% 
是，银承

保证金 

未到期应收利息 8,243,320.55     

合计 528,243,32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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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以上主要股东及其关联方在报告期内从上述银行取得的融资金额 

经向持有 5%以上股份的主要股东函询，除股东大连港投融资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锦州港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所涉及的

关联方众多暂无法完全统计外，其余 5%以上主要股东及其关联方在报告期内未从

上述银行取得融资金额。 

4.公司不存在以定期存款、存单等资产为 5%以上主要股东及其关联方的融资

行为提供质押担保的情形。除上表中银承保证金受限外，定期存款使用不受限。 

公司 2021年 4月 27 日召开的第十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参与赤

峰启辉铝业发展有限公司增资扩股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及《关于参与锦国投（锦

州）石油化工有限公司增资扩股暨关联交易的议案》。锦州港分别认缴出资额 5

亿元，定期存款资金主要用于项目投资。 

 

会计师核查意见： 

经核查，公司披露的货币资金、定期存款的存放银行及金额、期限、利率、

资金受限等情况符合公司实际情况。 

会计师获取并检查了公司相关股东出具的《情况说明》。除股东大连港投融

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锦州港国有资产经营管理

有限公司所涉及的关联方众多暂无法完全统计外，《情况说明》显示：2021年度，

公司其他 5%以上主要股东未从上述银行融资。 

 

（2）除已披露的受限资金外，说明是否存在其他潜在的限制性安排，是否

存在与关联方联合或共管账户的情况，是否存在货币资金被他方实际使用的情况； 

公司回复： 

除已披露的受限资金外，不存在其他潜在的限制性安排，不存在与关联方联

合或共管账户的情况，不存在货币资金被他方实际使用的情况。 

 

会计师核查意见： 

通过对相关银行账户函证、检查相关定期存单、访谈相关负责人，锦州港做

出的回复符合公司实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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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结合日均货币资金余额说明利息收入与货币资金规模的匹配性，结合

平均存贷款利率差、各业务板块日常运营资金需求和使用计划等，进一步量化分

析持有较高货币资金余额的同时存在大规模债务且负担较高融资成本的原因及

合理性。 

公司回复： 

公司报告期内利息收入 1,106.44 万元，月均货币资金余额约为 60,967.82

万元，综合平均利率水平 1.79%。公司人民币活期及协定存款利率年化为 0.3%-4%

之间。定期银承保证金存款利率年化为 1.50%-1.95%之间，查询公开市场中，银

行间一年期定期存款年化利率为 1.5%，活期存款年化利率 0.3%。公司的综合平均

利率水平为 1.79%，符合国家规定的市场平均水平，利息收入合理，与货币资金

规模相匹配。 

公司货币资金中，除银承保证金外，主要为活期银行存款，用于日常经营周

转以及保证到期债务按时偿还，无法取得较高的利息收入。公司期末货币资金

11.31 亿元，其中受限的货币资金为 2.64亿元，主要为票据保证金，扣除受限货

币资金及未到期应收利息外，可自由使用货币资金为 8.64亿元。 

公司保有一定额度可自由支配的货币资金主要出于以下方面的考虑： 

1.全球范围内新冠疫情形势严峻，公司主营业务面临一定的经营压力，需要

储备足额营运资金以保障经营需求； 

2.公司近年来不断完善港口基础设施，优化集疏运体系，每年均需进行一定

程度的港口建设；2022 年，公司港口建设重点工程包括 311 通用散货泊位工程、

307、308多用途泊位工程等，公司将根据项目进展合理调配资金。 

3.公司短期借款及一年内到期非流动负债合计 36.19亿元，公司需储备资金

用于偿还未来到期的借款本息，确保公司在金融环境发生变化时能有一定的风险

承受能力。 

综上所述，公司保有一定额度的可自由支配的货币资金，一方面确保公司日

常生产经营周转和港口建设的资金需求，同时满足偿还到期债务及置换到期的流

动资金贷款的需要，有其合理性和必要性。 

 

会计师核查意见： 

经核查，锦州港做出的回复符合公司实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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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4.年报显示，2020 年 5 月，公司以 20.68 亿元对价将所持宝来化工全

部 30.77%股权转让给宝来集团。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尚有 13 亿元股

权转让款及资金占用费 7,806.25 万元尚未收回，宝来集团未能根据协议安排及

时足额支付当年应付款项。请公司结合宝来集团及担保人海航实业的生产经营、

财务资信等情况，说明宝来集团逾期支付的原因，并评估未来是否存在应收款回

收风险，公司报告期内坏账准备计提是否充分。请会计师发表意见。  

（1）说明宝来集团逾期支付的原因，并评估未来是否存在应收款回收风险； 

公司回复： 

根据辽宁宝来企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来集团”）出具的《关于有

关债权情况的说明函》，2021 年宝来集团原油加工 1,668.34 万吨，实现主营业

务收入 882.56亿元，利润 23.27亿元。2021年流动比率为 115%、速动比率为 79%、

资产负债率为 69%。 

因公司拟与宝来集团扩展合作领域，2021 年底，宝来集团暂未按照协议约

定足额支付当年应付款项。截至 2022年一季度，上述合作未取得实质性进展。为

了降低财务风险，截至 2022年 3月底，公司收回了股权转让款 3亿元及资金占用

费 7,806.25万元。根据会计准则应用指南，本次股权转让款虽然采取分期收款方

式，但相关款项非公司经营活动产生，因此公司将该款项计入其他应收款，并按

其他应收款组合计提减值准备。 

《关于有关债权情况的说明函》显示：2022 年，宝来集团全年预计实现原油

加工量 1000 万吨以上，主营业务收入 700 亿元以上。同时担保方海航实业 2022

年获得银行 8亿元新增授信，仓储一期建设全面展开，作为债务担保人有关实力

也将进一步提升。后续股权转让款的偿还已经纳入宝来集团资金计划，即 2022

年偿付 5亿元本金及对应的资金占用费，2023 年完成剩余 5亿元本金及对应资金

占用费的偿付。随着宝来集团战略重组推进，将引入实力较强的企业作为股东，

企业整体实力将进一步增强，还款将更有保障。综上，剩余股权转让款可按期收

回，坏账风险较低。 

 

会计师核查意见： 

通过执行访谈、函证、实地观察宝来生产经营情况、复核宝来集团出具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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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有关债权情况的说明函》等程序，锦州港做出的回复符合公司实际情况，相关

股权转让款计入其他应收款是合理的。 

 

（2）公司报告期内坏账准备计提是否充分？ 

公司回复： 

公司基于整体战略规划及与宝来集团的合作意向，2021年底未按照协议约定

收取相关股权转让款。目前宝来集团整体经营稳定，财务状况正常。公司关于该

笔股权转让款产生坏账风险较小，无需单独对其进行减值测试，报告期内公司根

据账龄按 5%计提坏账准备，相关坏账计提是充分的。 

 

会计师核查意见： 

通过执行访谈、函证、实地观察宝来生产经营情况、检查期后收款等程序，

锦州港做出的回复符合公司实际情况，坏账准备计提充分。 

 

问题 5.年报显示，公司预付款项 5.09 亿元，较期初大幅增长 106.92%。请

公司补充披露报告期内前五名预付对象的名称及金额、资金用途、付款方式、结

算进展等，并核实预付对象与公司及 5%以上主要股东、董监高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或其他利益安排，预付资金是否流向相关关联方，并说明报告期内新增大额预付

款的原因及合理性。请会计师发表意见。 

公司回复： 

1.报告期末，公司前五名预付对象预付款项合计 4.80亿元，截止本监管工作

函回复日，已按照合同结清。前五名预付款明细如下： 

序号 单位名称 期末余额（元） 货种 资金用途 付款方式 结算进展 

1 宁波寰星实业有限公司 200,000,000.00  电解铜 贸易款 货币资金 已结清 

2 舟山旗航能源有限公司 127,320,000.00  锌锭 贸易款 货币资金 已结清 

3 厦门彤远和能源有限公司 97,680,000.00  锌锭 贸易款 货币资金 已结清 

4 重庆睿鑫皓贸易有限公司 29,805,931.45  铝锭 贸易款 货币资金 已结清 

5 宁波朗逸能源有限公司 25,000,000.00  铝锭 贸易款 货币资金 已结清 

 合计 479,805,931.45      

 

2.除股东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业务面广、控参股公司数量大，短时

间内无法完成相关核查工作外，经核查，上述预付对象与公司及 5%以上主要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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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监高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利益安排，不存在预付资金流向相关关联方的情形。 

3.报告期内新增大额预付款的原因及合理性 

公司前五名预付对象涉及的贸易货种电解铜、锌锭、铝锭，均为有色金属。

2021年初以来，受国际国内大形势影响，大宗商品价格尤其是有色金属产品的价

格呈现单边强势上涨趋势，市场上供应商惜售心态明显，锦州港为了保证对自己

下游客户产品供应的稳定性和连续性，提前向上游供应商预付货款以锁定货源，

再根据下游客户需求分批发货，维护下游销售渠道关系，在客户中建立良好信誉。 

 

会计师核查意见： 

通过检查相关合同及单据、查询公开信息、函证、访谈相关人员，锦州港关

于前五名预付款明细符合公司实际情况。 

依据预付对象基础信息公开查询结果、供应商函证回函结果和对供应商主要

股东、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总经理或其他相关负责人访谈的答复，没有证

据表明预付款对象与锦州港及主要股东、董监高在报告期内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

利益安排、预付资金流向主要股东及相关关联方。 

特此公告。 

 

 

锦州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6 月 18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