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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瑞茂通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工作函》的回复

众环专字（2022）2710675号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本所”或“我们”）作为瑞茂通供应链管

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茂通”或“公司”）2021年度财务报表的审计机构，于 2022年 4 月

27 日出具了众环审字(2022)2710159号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2022 年 6 月 7 日贵所出具了《关于瑞茂通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

露监管工作函》（上证公函【2022】0572 号，以下简称 “监管函”），我们以对瑞茂通相关财务报表

执行的审计工作为依据，对监管函中需要本所回复的相关问题逐项进行了核查，现将核查情况说明

如下：

一、关于主营业务

问题 1：年报披露，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476.4 亿元，同比增加 29.9%，实现归母净利润 8.2 亿

元，同比增加 422.5%，而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5.7 亿元，同比下降 121.5%；第一至第四季

度经营性现金流净额分别为 5.4 亿元、-1.4 亿元、-3.0 亿元、-6.8 亿元，较 2020 年分季度情况差异

较大。请公司：（1）具体说明经营性现金流中支付往来款项的主要对象、对应金额、业务背景、与

公司关联关系，若涉及同比变动情况，请说明具体原因；（2）结合经营活动现金流各主要项目同比

变动情况，说明报告期内经营现金流净额同比大幅下降的原因；（3）对比净利润和经营性现金流净

额具体差异及原因，说明净利润同比增幅较大的情况下，经营性现金流净额大额减少且报告期内三

个季度均存在大额流出的原因及合理性。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

【公司回复】

2021年度公司实现归母净利润 8.2 亿元，而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为-5.7 亿元，主要

原因在于：

（1）财政部于 2017 年 3 月 31 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2017

年修订）》（财会〔2017〕7号）、《企业会计准则第 23 号——金融资产转移（2017年修订）》（财会〔2017〕

8 号）（上述准则统称“新金融工具准则”），公司根据新金融工具准则并结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会计部编制的《上市公司执行企业会计准则案例分析（2019）》的要求，除 6 家大型国有银行及 9 家

大型商业银行外的其他商业银行或者城市银行（信用等级不高）出具的银行承兑汇票，在银行承兑

汇票到期前，对银行承兑汇票进行贴现（无追索权）时未进行终止确认，该部分贴现收到的现金作

为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入。公司在业务执行过程中，存在下游客户以银行承兑汇票（非 6 家大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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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银行及 9 家大型商业银行出具）结算货款的情况，公司在收到上述银行承兑汇票后会向银行进

行贴现获取现金。该部分现金流入从业务实质来说，为公司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2021

年度公司已经贴现未终止确认的承兑汇票金额为 9.48 亿元，若将此部分现金流入还原为经营活动现

金流入，公司 2021年度经营现金流量净额为 3.77 亿元。

（2）2021年度公司实现归母净利润 8.2亿元，公司主要利润构成为供应链管理业务（含期货

外汇平仓、持仓收益）、供应链金融业务、产业互联网平台服务业务、联营企业投资收益、华泰瑞

联基金分红等，上述业务中如期货外汇持仓和平仓收益、联营企业投资收益、华泰瑞联基金分红等

业务为公司贡献利润合计 2.81 亿元，其不影响经营活动现金流量。

（3）2020 年度及 2021 年度公司针对宏观环境的不断变化，采取了一系列的应对措施，导致

经营性应收应付款项有所波动，该波动对 2021 年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的影响金额为-20.48

亿元。

（1）具体说明经营性现金流中支付往来款项的主要对象、对应金额、业务背景、与公司关联

关系， 若涉及同比变动情况，请说明具体原因；

公司“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中支付的往来款项主要为：公司向联营企业支付的借

款，公司向客户、供应商、海关等支付的各种保证金等。

2021 年度公司支付的往来款项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主要对象 2021年度支付金额 2020年度支付金额 业务背景

联营企业 544,000,000.00 30,000,000.00 拆出资金

公司客户、供应商

等各种保证金
313,856,314.42 469,416,073.40

贸易业务相关的海关保证

金、履约保证金、招标保

证金等

员工借款 13,246,116.51 26,366,826.78 员工备用金借款

合计 871,102,430.93 525,782,900.18

公司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中支付的往来款项增加的主要原因为：

2021 年度公司向联营企业成都蓉欧瑞易实业有限公司、杭州德通物产有限公司、珠海港诚供应

链有限责任公司拆出资金共 5.44 亿元。

（2）结合经营活动现金流各主要项目同比变动情况，说明报告期内经营现金流净额同比大幅

下降的原因；

由于 2021 年度公司收入规模的增长，使经营性现金流量各项目都有不同程度的增长，其中主

要是“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的增长较大，导致公司 2021 年度经营性现金流量净额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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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

公司 2021 年度经营活动现金流量表主要项目金额及变动情况如下表：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1年度 2020年度
2021年度较 2020年度

变化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43,659,865,425.54 32,593,170,381.99 11,066,695,043.55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46,124,393,392.71 29,493,187,601.27 16,631,205,791.44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360,316,992.76 166,118,569.57 194,198,423.19

支付的各项税费 243,616,025.48 157,275,144.31 86,340,881.17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439,280,687.24 1,128,509,930.50 310,770,756.74

经营活动现金流各主要项目变动原因如下：

1、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2021 年度公司“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增长高于“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的增长 55.65 亿元，是导致 2021 年度经营性现金流量净额为负的主要原因；

2020 年度受疫情影响，公司供应商适当向我公司延长了账期(由 2019 年平均账期 28 天延长至

2020年平均账期68天)，使2020年公司从供应商处采购的货款有103.51亿元在2021年度支付,2021

年支付 2020 年货款较 2020 年支付 2019 年货款增加 56.57 亿元。同时 2021 年市场需求增加，公司

采购金额增加，国内煤炭市场部分时段部分区域供应偏紧，公司为了顺利拿货加快支付货款，上述

原因导致 2021 年度公司“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增长高于采购金额的增长较多。

2、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增长原因：2021 年度公司经营业绩较好，2021 年绩效奖

金较 2020 年增长 1.94 亿元。

3、支付的各项税费增长原因：公司 2021 年收入规模增加且经营业绩较好，导致缴纳的各项税

费增长 0.86 亿元。

4、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增长原因：2021 年公司向联营企业拆出资金增长 5.14 亿元。

（3）对比净利润和经营性现金流净额具体差异及原因，说明净利润同比增幅较大的情况下，

经营性现金流净额大额减少且报告期内三个季度均存在大额流出的原因及合理性。

近两年受疫情、国内外供需关系、行情政策的影响，大宗商品市场波动较大，公司根据多年积

累的经验，抓住因市场波动带来的机遇，为公司 2021 年度创造了较好的利润。但由于市场的较大

波动，公司在各个时期的重点经营策略会有所不同，使公司在各期、季度末库存及应收应付账款变

化较大，导致 2021 年度公司净利润增长的情况下 2021 年度及后三季度经营活动现金流出较多，整

年度及后三季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负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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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21 年度及 2020 年度公司净利润与经营性现金流净额具体差异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1年度 2020年度

净利润 821,199,894.90 156,867,259.9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71,437,812.66 2,658,553,897.35

差异 -1,392,637,707.56 2,501,686,637.40

具体差异如下：

经营性应收及应付项目的影响 -2,047,711,764.09 2,134,576,421.97

存货的减少（增加以“－”号填列） 565,342,638.01 -59,747,732.62

影响净利润但不影响经营现金流的项目 89,731,418.52 426,857,948.05

2021 年度净利润与经营性现金流净额差异主要变化原因如下：

（1）经营性应收应付项目变化

受近两年大宗商品市场供需关系的影响，煤炭价格波动较大，公司业务团队根据在大宗商品领

域的多年行业经验，对市场行情进行研判，并采取不同的策略进行大宗商品交易，同时由于供需关

系在各个时期的变化，公司与客户、供应商的结算方式及结算周期也随之调整，导致在各报告期日

应收及应付款项的金额变化较大。

各时点应收及应付款项余额变化具体原因：

应付账款：

近三年各时点应付账款余额依次为 46.94 亿元、103.51 亿元、73.04 亿元，主要变化原因：2020

年受疫情影响，公司供应商适当延长对公司的账期(由 2019 年平均账期 28 天延长至 2020 年平均账

期 68 天)，导致 2020 年底应付账款余额较 2019 年底增长 56.57 亿元，同时 2021 年底市场需求增

加，国内煤炭市场部分时段部分区域供应偏紧，公司为了顺利拿货加快支付货款，使 2021 年应付

账款较 2021 年底下降 30.47 亿元。

应收账款：

近三年各时点应收账款余额依次为 40.69 亿元、78.40 亿元、94.96 亿元，主要变化原因：2020

年受疫情影响，公司向公司客户适当延长了账期(由 2019 年平均账期 32 天延长到 2020 年平均账期

55 天)，导致 2020 年底应收账款余额较 2019 年底增长 37.71 亿元。同时由于 2021 年度第四季度较

2020年第四季度营业收入增加37.37亿元，使2021年底应收账款余额较 2020年底增长 16.56亿元。

已贴现未终止确认的承兑汇票（影响应收票据余额）：

根据新金融工具准则，2021 年度已经贴现未终止确认的承兑汇票金额为 9.48 亿元（2020 年度

为 6.90 亿元），整体从经营活动现金流入调整至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导致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减少。

其他应收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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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12 月 31 日较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其他应收款增加 5.23 亿元，主要是向联营企业拆出资

金导致其他应收款较去年增加 5.39 亿元所致。

（2）影响净利润但不影响经营现金流的项目

影响净利润但不影响经营现金流的项目主要为期货外汇持仓和平仓收益、联营企业投资收益、

华泰瑞联基金分红、财务费用利息支出等。公司期货外汇平仓及持仓收益受市场及汇率变化的影响，

导致 2021 年度较 2020 年度净利润增加 4.32 亿元。

2、2021 年后三季度经营性现金流量流出较多原因：

2021 年二季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1.38 亿元，较 2020 年同期减少 14.27 亿元，

主要原因是：2021 年二季度保理业务现金净流出 2.42 亿元，而 2020 年同期净流入 7.43 亿元。保

理业务的放款情况主要是根据客户的需求以及公司自身其他业务的开展情况综合确定。公司 2020

年 2 季度收回保理资金，主要用于投资联营企业。

2021 年三季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3 亿元，较 2020 年同期减少 21.21 亿元，主要

原因是：（1）2021 年能源供需阶段性失衡，在下半年煤炭价格波动更加明显，公司根据对市场行情

的判断，选择在合适的时机采购亦在合适的时机出库，导致三季度末库存增加 2.25 亿元，同时公

司为了顺利拿货加快支付货款，当期采购资金支付较大，形成 2021 年三季度公司“购买商品、接

受劳务支付的现金”高于“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形成净流出 2.22 亿元；（2）公司 2020

年三季度催收上半年因疫情未收回的款项，同时 2020 年公司供应商适当延长了账期，使 2020 年三

季度贸易业务净流入 35.25 亿元，同时收回的资金用于保理新增放款 13.02 亿元。

2021 年四季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6.75 亿元，较 2020 年同期增加 1.12 亿元，主

要原因是：（1）2021 年四季度延续三季度行情，市场上需求量远大于供给量，公司为了顺利拿货加

快支付货款(由 2020 年四季度平均账期 76 天缩短至 2021 年四季度平均账期 58 天），当期采购资金

支付较大。使 2021 年四季度公司“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高于“销售商品、提供劳务

收到的现金”，形成净流出 17.74 亿元；（2）2021 年四季度保理收回保理资金 18.08 亿；（3）除上

述两项原因外，支付联营企业资金 2.45 亿元、支付工资奖金 1.87 亿元等,是造成 2021 年度四季度

现金流量净额为负数的主要原因。

【会计师回复】

1、针对上述事项我们执行的主要核查程序如下：

（1）取得编制现金流量表的基础资料，复核加计是否正确，将有关数据和财务报表及附注、

辅助账薄、工作底稿等核对相符，并进行详细分析，检查数额是否正确、完整，现金流量分类是否

合理；

（2）检查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界定是否符合规定，界定范围在前后期会计期间是否保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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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3）检查现金流量表的编制方法，关注有关特殊事项的处理是否正确；

（4）检查现金流量表补充资料中不涉及现金收支的投资和筹资活动各项目金额是否正确、合

理、完整；

（5）检查现金流量表项目是否已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在财务报表中作出恰当列报。

2、核查意见：基于前述核查程序，我们认为瑞茂通 2021 年度内经营活动现金流量与公司业务

变化及收入规模增长、供应商和客户结算方式、薪酬和经营性应收应付变动等基本保持一致。

问题 3：年报披露，报告期内，公司小额贷款业务实现营业收入 3147万元，其他流动资产中期

限 1 年内的小额贷款余额 2.87 亿元，贷款损失准备 279.3 万元。请公司补充披露发放上述贷款的

主要对象、与公司的关联关系、贷款金额、期限、担保方式、款项回收及逾期情况，并说明贷款损

失准备的计提依据，是否存在前期计提不充分的情形。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

【公司回复】

公司 2021 年小额贷款业务发放贷款的对象主要为公司生态圈上的相关企业客户，不针对个人

发放贷款，小贷业务的客户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小额贷款业务可以更高效灵活的为生态圈上的

企业提供不超过 500 万元的营运资金支持，在一年的授信周期内客户可以灵活便捷的、以信用或质

押的方式申请贷款并根据资金情况安排还款。在 2021 年的小额贷款业务中，不存在款项回收不及

时或逾期的情况，公司亦按相关制度进行了充分的贷款损失准备的计提。

公司小贷业务 2021 年发放贷款的主要对象、贷款金额、贷款期限、担保方式见下表：

单位：万元

分类 2021年累计投放贷款金额

主要贷款对象

1.个人贷款 0.00

2.个体工商户贷款 0.00

3.农村专业合作组织贷款 0.00

4.中小微型企业贷款 89,904.79

5.大型及以上企业贷款 0.00

6.其他组织贷款 0.00

贷款金额

1.50 万元以下（含） 6,947.79

2.50 万元-100 万元（含） 22,407.00

3.100 万元-300 万元（含） 32,328.00

4.300 万元-500 万元（含） 28,222.00

5.500 万元以上 0.00

贷款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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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 天（含）以内 64,604.79

2.90-180 天（含） 300.00

3.180-366 天（含） 25,000.00

4.366 天以上 0.00

担保方式

1.信用贷款 27,300.00

2.保证贷款 0.00

3.抵押贷款 0.00

4.质押贷款 62,604.79

5.其他方式贷款 0.00

以上数据均为 2021 年的贷款发生额数据，其中质押贷款在 2021 年 12 月 31 日的存量为 2932

万元。质押贷款是利用客户对我公司的应收货款作为质押为客户提供的短期贷款服务；信用贷款是

针对生态圈上企业提供的纯信用贷款服务。

同时，根据贷款回收情况及逾期情况，公司对小贷投放贷款的回收情况做了统计，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分类 2021年累计投放贷款金额

回收及逾期情况

1.正常贷款 89,904.79

2.逾期 1～30 天 0.00

3.逾期 31～60 天 0.00

4.逾期 61～90 天 0.00

5.逾期>90 天 0.00

公司对 2021 年 12 月 31 日的小贷存量做了统计，其中前五名客户存量均为 500 万元。这些客

户均为公司供应链生态圈上的客户，通过小贷的形式，为客户提供更为灵活可用的营运资金支持，

更好的提升客户对生态圈的粘性需求。

2021年 12 月 31日小贷存量前五大客户 单位：万元

序号 客户名称 存量金额 放款日期 期限

1 客户 1 500 2021/7/16 一年

2 客户 2 500 2021/8/6 一年

3 客户 3 500 2021/7/15 一年

4 客户 4 500 2021/7/8 一年

5 客户 5 500 2021/8/26 一年

公司小贷业务主要为解决公司生态圈上的中小企业的融资问题，客户均为公司煤炭供应链上的

相关企业，不针对个人发放贷款。公司小贷的客户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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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款损失准备的计提依据：公司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印发《银行贷款损失准备计提指引》的

通知（银发〔2002〕98 号）并结合自身的经营情况，按照相当于整个存续期内的预期信用损失金额

计量损失准备。基于贷款及垫款的信用风险特征，制定了以下贷款五级分类：

贷款分类 备注

正常类
借款人能够履行合同或协议，经营状况良好，贷款到期能正常还本付息或一次性还本付息，风险

控制措施价值充足、安全可靠，公司对借款人按时足额偿还贷款本息有充分把握。

关注类
借款人目前有能力偿还贷款本息，但存在一些可能对偿还产生不利影响的因素，如这些因素继续

下去，借款人的偿还能力受到影响。包括本金或利息逾期 90 天（含）以内的贷款。

次级类

借款人的偿还能力出现明显问题，完全依靠其正常经营收入无法足额偿还债务本金及收益，需要

通过处分资产或对外融资乃至执行抵押担保来还款付息。包括本金或利息逾期 91 天至 180 天（含）

的贷款。

可疑类
借款人无法足额偿还债务本金及利息，即使执行担保，也肯定要造成较大损失。包括本金或利息

逾期 181 天（含）以上的贷款。

损失类
在采取所有可能的措施或一切必要的法律程序后，资产及收益仍然无法收回，或只能收回极少部

分。包括贷款或利息逾期超过 2 年（含），或者贷款人宣告破产、死亡、失踪的贷款。

公司以五级分类为基础计提贷款损失准备和一般风险准备。公司按期末发放贷款和垫款风险资

产余额 1%的比例在税后净利润计提一般风险准备。

公司按照上述五级分类结合 2021 年 12 月 31 日各贷款对象贷款情况（正常类）计提了相应的

贷款损失准备，不存在贷款损失准备计提不充分的情形。

【会计师回复】

1、针对上述事项我们执行的主要核查程序如下：

（1）了解关于贷款及垫款减值准备计提的会计政策，评估管理层本期贷款及垫款减值准备计

提会计政策是否与上期保持一致；

（2）取得管理层对贷款及垫款减值准备计提金额计算过程和相关依据，评估管理层计算贷款

及垫款项减值准备时所采用的方法、假设的准确性；

（3）了解管理层与信用控制、贷款及垫款回收和评估贷款及垫款项减值准备相关的关键财务

报告内部控制，并评价这些内部控制的设计和运行有效性；

（4）针对期末存续的贷款及垫款检查其全部业务合同，检查与贷款及垫款项余额相关的放款

时间，放款金额等相关记录；对合同约定的期限和账龄划分情况进行了核对，评价其贷款及垫款客

户风险类型是否按照会计政策划分；检查计算贷款及垫款减值准备的关键数据，重新计算减值准备

的准确性；

（5）检查 2021 年 12 月 31 日后的贷款客户的回款情况；

（6）复核发放贷款及垫款项目是否按照企业会计准则要求进行了充分适当的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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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核查意见：基于前述核查程序，我们认为瑞茂通发放贷款及垫款坏账准备计提与公司制定

的会计政策一致，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贷款损失准备已充分计提，不存在前期计提

不充分的情形。

二、关于财务数据

问题 5：年报披露，公司其他应收款期末余额 6.3 亿元，同比增加:271.9%，其中往来款金额 6.06

亿元，公司称主要系向联营企业拆出资金同比增加。请公司具体列示向联营公司拆出资金具体对象

名称、金额、业务背景、资金用途、拆借利率、借款期限，其他股东是否同比例提供借款，并结合

联营公司经营情况说明是否具有偿付能力及相关风险，是否存在资金直接或间接流向控股股东及关

联方的情况。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

【公司回复】

1、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其他应收款中往来款余额为 6.06 亿元，其中向联营企业拆

出资金余额共 5.42 亿元（含应收资金占用费余额），包含成都蓉欧瑞易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蓉欧瑞易”）拆借资金余额 2.94 亿、杭州德通物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通物产”）拆借资金

余额 2.48 亿，剩余往来款包含应收山煤国际能源集团吕梁有限公司 1697.78 万元（已全额计提坏

账）、应收宁波江东汇沃贸易有限公司 916.27 万元（已全额计提坏账）以及其他房屋租赁押金、应

收员工借款等。

上述联营企业拆出资金余额（不含应收资金占用费余额）明细如下表列示：

单位：人民币元

借款方 拆出金额余额 起始日 到期日 拆借利率

成都蓉欧瑞易实业有限公司 100,000,000.00 2021/6/22 2022/12/31 5.60%

成都蓉欧瑞易实业有限公司 100,000,000.00 2021/6/29 2022/12/31 5.60%

成都蓉欧瑞易实业有限公司 94,000,000.00 2021/9/28 2022/12/31 5.60%

杭州德通物产有限公司 100,000,000.00 2021/10/8 2022/3/28 5.60%

杭州德通物产有限公司 145,000,000.00 2021/10/11 2022/3/28 5.60%

合计 539,000,000.00

蓉欧瑞易、德通物产两家联营企业，除瑞茂通外的其他股东均同比例向其拆出资金（其中蓉欧

瑞易根据其资金需求情况，双方股东在借款时间上稍有差异），拆出资金明细如下表列示：

单位：人民币元

借款方 其他股东 拆借金额 起始日 到期日 拆借利率

成都蓉欧瑞易实业 成都蓉欧供应链 130,000,000.00 2021/6/29 2022/12/31 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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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款方 其他股东 拆借金额 起始日 到期日 拆借利率

有限公司 集团有限公司 78,000,000.00 2021/9/6 2022/12/31 5.60%

98,000,000.00 2021/9/28 2022/12/31 5.60%

杭州德通物产有限

公司

建德市城市建设

发展投资有限公

司

20,000,000.00 2021/10/14 2022/3/28 5.60%

30,000,000.00 2021/10/14 2022/3/28 5.60%

20,000,000.00 2021/10/14 2022/3/28 5.60%

18,500,000.00 2021/10/14 2022/3/28 5.60%

10,000,000.00 2021/10/14 2022/3/28 5.60%

31,500,000.00 2021/10/14 2022/3/28 5.60%

39,500,000.00 2021/10/22 2022/3/28 5.60%

18,000,000.00 2021/10/22 2022/3/28 5.60%

2,500,000.00 2021/10/22 2022/3/28 5.60%

18,500,000.00 2021/10/27 2022/3/28 5.60%

46,500,000.00 2021/10/27 2022/3/28 5.60%

合计 561,000,000.00

（1）蓉欧瑞易拆借资金情况：

2021 年 6 月蓉欧瑞易与瑞茂通、成都蓉欧供应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蓉欧供应链集团）

签订借款合同，借款金额为 6 亿元整，双方股东按出资比例出借。其中：瑞茂通出借 2.94 亿元，

蓉欧供应链集团出借 3.06 亿元；借款期限到期日为 2022 年 12 月 31 日；借款年利率为 5.6%，按借

款实际使用天数计息；借款用途为补充借款方流动资金用于支持业务发展。

最终瑞茂通截至 2021 年 9 月 28 日分三笔实际借出 2.94 亿元，蓉欧供应链集团截至 2021 年 9

月 28 日分三笔实际借出 3.06 亿元。

业务背景：蓉欧瑞易是瑞茂通的联营企业，成立于 2020 年 9 月 11 日，系由成都产业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产投集团”）、蓉欧供应链集团、瑞茂通出资成立，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0 亿

元，其中产投集团以货币出资 2.55 亿元，占股 25.5%；蓉欧供应链集团以货币出资 2.55 亿元，占

股 25.5%；瑞茂通以货币出资 4.9 亿元，占股 49%。蓉欧供应链集团系产投集团的全资子公司，产

投集团是成都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管理的国有独资公司。蓉欧瑞易主要从事煤炭、建材等大

宗商品供应链业务。

蓉欧瑞易为助力产投集团十四五战略规划落地，同时践行蓉欧供应链集团业务转型发展要求，

蓉欧瑞易在力保 2021 年业务规模稳步增长的基础上，拟通过优化业务结构提升经营质量和效益，

有序推进业务模式升级。但是从业务规划及经营目标情况来看，存在一定的资金缺口，因此拟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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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同比例借款 6 亿元用于支持业务发展。

（2）德通物产拆借资金情况：

2021 年 9 月德通物产与瑞茂通、建德市城市建设发展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德城投”）

签订借款合同，借款金额为 5亿元整，双方股东按出资比例出借。其中：瑞茂通出借 2.45 亿元，

建德城投出借 2.55 亿元；借款期限到期日为 2022 年 3 月 28 日；借款年利率为 5.6%，按借款实际

使用天数计息；借款用途为补充煤炭、铁矿石进口业务资金需求。

最终瑞茂通截至 2021 年 10 月 11 日分 2 笔实际借出 2.45 亿元，建德城投截至 2021 年 10 月 27 日

分三笔实际借出 2.55 亿元。

业务背景：德通物产是瑞茂通的联营企业，注册成立于 2020 年 6 月，公司注册资本 1.5 亿元，

其中建德城投出资 7650 万元，持股 51%，瑞茂通出资 7350 万元，持股 49%。其中，建德城投为建

德市财政局直管企业。德通物产主要从事煤炭、有色金属、钢材等大宗商品供应链业务。

德通物产自 2020 年 6 月成立以来，一直秉承稳健经营发展理念，各项业务稳步增长。2021 年

德通物产计划增加国际进口业务，继续扩大经营规模，并完成市政府下达的年度进口业务指标。进

口业务主要是从东南亚国家进口铁矿石或动力煤。由于德通物产注册资本较小，成立时间较短，还

未拿到银行授信额度，因此存在经营资金缺口预估 5亿元，故德通物产拟申请向双方股东同比例借

款 5 亿元用于支持业务发展。

2、蓉欧瑞易和德通物产均具有较强的偿付能力，不能偿付风险较低，原因如下：

（1）德通物产与蓉欧瑞易的控股股东均为国有企业，在资源、政策及品牌等方面拥有较大优

势，瑞茂通在大宗商品供应链行业中具备成熟的商业模式、灵活的管理机制以及健全的风控管理体

系，双方股东的强强联合，是联营企业经营发展的强有力支撑；

（2）瑞茂通对德通物产与蓉欧瑞易分别持有 49%的股权，瑞茂通在联营企业的董事会中均派有

代表，且其总经理由瑞茂通派出，瑞茂通可深度参与联营企业的经营决策及运营管理，对其拆借资

金使用情况以及经营过程中的风险可及时跟踪了解，可最大程度防范其不能偿付借款的风险；

（3）联营企业的股东按持股比例向其拆出资金，双方股东共同支持联营企业业务发展；

（4）蓉欧瑞易自成立以来发展态势良好，经营规模显著增长，盈利情况稳定，依靠其国企股

东背景以及瑞茂通的行业优势，2020 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8.65 亿元，净利润为 1098 万元。2021

年，实现营业收入 62.20 亿元，净利润 3778.8 万元。另外，截止目前，蓉欧瑞易已按时支付瑞茂

通资金利息 1089.76 万，稳定增长的经营规模是联营企业按时还款的强有力保障。

（5）德通物产自成立以来公司持续稳健发展，业务规模持续增长，2020 年实现营业收入 10.16

亿元，净利润为 231.78 万元；2021 年实现营业收入 15.04 亿元，净利润 647.12 万元。另外，截至

目前，德通物产已归还全部借款，因此不存在偿付风险。

综上所述，蓉欧瑞易、德通物产均为国有控股企业，企业自身独立经营，从双方股东所借资金

均用于支付煤炭等大宗商品贸易款项，联营企业的资金不存在直接或间接流向控股股东及关联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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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师回复】

1、针对上述事项我们执行的主要核查程序如下：

（1）了解联营企业向瑞茂通及其他股东借款的资金用途，借款期限、拆借利率等具体情况，

检查联营企业资金拆借审批程序是否合规；

（2）取得瑞茂通向联营企业借款会议纪要、审批资料、借款合同、利息测试过程；检查与借

款相关的放款时间，放款金额等相关记录；对合同约定的还款期限和账龄划分情况进行了核对；重

新计算借款利息的准确性；

（3）对联营企业拆借资金的余额执行了独立函证程序：

（4）检查应收联营企业资金拆借款的 2021 年 12 月 31 日后回款情况；

（5）获取联营企业、控股股东的财务数据，并核实联营企业向瑞茂通拆借资金是否存在直接

或间接流向控股股东及关联方的情况；

（6）复核联营企业关联资金拆借事项是否按照企业会计准则要求进行充分适当的披露。

2、核查意见：基于前述核查程序，我们未发现联营企业拆借资金后直接或间接流向控股股东

及关联方的情况。

问题 7：年报披露，报告期末筹资性现金流净额 13.6 亿元，同比增加 776.6%，其中收到其他

与筹资活动关的现金 66.7 亿元、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58.3 亿元。请公司分别列示涉及

筹资活动流入、流出资金对应的交易对象、与公司所涉关联关系、业务背景、发生时间、利息情况

等，并说明是否存在无商业实质的资金往来情况。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

【公司回复】

公司主要筹资来源于银行以及其他金融机构。筹资活动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增加约 12.02 亿元，

主要是因为 2021 年度对其他金融机构借款增加较多，其中华能云成商业保理（天津）有限公司的

拆入资金较上年增长 12.92 亿元，而还款增长仅 3.19 亿元。

公司筹资活动现金流量交易对象类别列示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交易对象
收到的与筹资活动有

关的现金

支付的与筹资活动有

关的现金
筹资性现金流净额

银行 7,513,248,546.36 6,880,040,237.62 633,208,308.74

其他金融机构 2,837,320,130.81 2,302,847,598.24 534,472,532.57

企业间资金拆借 3,207,580,000.00 2,963,267,500.00 244,312,500.00

其他（分红、股票回购等） 68,686,028.61 123,839,413.32 -55,153,384.71

合 计 13,626,834,705.78 12,269,994,749.18 1,356,839,956.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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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银行融资

2021 年度公司与多家银行持续开展合作，主要使用品种为流贷、银行承兑汇票以及远期信用证。筹资活动所取得的境内流贷、银行承兑汇票以及国内

信用证可直接用于境内业务上游采购，待终端回款后投入新的一轮业务中去。所取得的国际信用证则需要开给境外公司，进行跨境采购，下游回款后用于

偿还银行。

因银行融资导致公司筹资活动现金流量变动的具体明细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收到的与筹资

活动有关的现

金

支付的与筹资

活动有关的现

金

关联关系 业务背景 发生时间

支付利息情况（支

付的与筹资活动

有关的现金）

筹资性现金流

量净额

银行承兑汇票、信用

证保证金
552,475,325.10 598,083,826.72 无

为出具银行承兑汇票、信

用证存入专用账户款项

随票据发生，一般为半

年期，少部分一年期
-45,608,501.62

长短期借款 6,960,773,221.26 6,162,039,816.54 无
授信额度内，各子公司信

用、保证、质押借款
长期借款 2 年内到期 119,916,594.36 678,816,810.36

小计 7,513,248,546.36 6,760,123,643.26 119,916,594.36 633,208,308.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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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其他金融机构融资

公司从商业保理、信托公司、资产管理等类金融机构进行融资。

其他金融机构融资导致公司筹资活动现金流量的具体明细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收到的与筹资

活动有关的现

金

支付的与筹资

活动有关的现

金

关联关系 业务背景 发生时间

支付利息情况（支

付的与筹资活动

有关的现金）

筹资性现金流

量净额

华能云成商业保理（天津）有限

公司
1,904,315,130.81 973,473,938.23 无 应收账款保理 单笔一年内到期 23,777,765.85 907,063,426.73

上海爱建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807,385,000.00 756,193,000.00 无 一定额度内信托贷款 单笔一年内到期 33,733,595.84 17,458,404.16
远东宏信（天津）融资租赁有限

公司
11,600,000.00 无 应收账款保理 期末已无余额 614,358.34 -12,214,358.34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省分公司
620,000.00 150,000,000.00 无 债权转让 期末已无余额 12,813,750.00 -162,193,750.00

中原航空融资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154,500,000.00 无 债权收购暨债务重组 一年内到期 25,779,452.00 -180,279,452.00

中原商业保理有限公司 125,000,000.00 150,273,008.24 无 应收账款保理 一年内到期 10,088,729.74 -35,361,737.98

其他金融机构小计 2,837,320,130.81 2,196,039,946.47 106,807,651.77 534,472,53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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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企业间资金拆借

2021 年度公司主要与珠海港诚供应链有限责任公司、郑州瑞茂通供应链有限公司因公司经营需要发生资金拆借。

企业间资金拆借导致公司筹资活动现金流量的变化具体明细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收到的与筹资活动有

关的现金

支付的与筹资活动有

关的现金

关联

关系
业务背景 发生时间

支付利息

情况（支付的与筹资活动

有关的现金）

筹资性现金流量

净额

珠海港诚供应链

有限责任公司
245,000,000.00 联 营

企业

企业间经营所

需资金拆借
一年内到期 计提未支付 88,600.04 245,000,000.00

郑州瑞茂通供应

链有限公司
2,962,580,000.00 2,962,580,000.00 控 股

股东

企业间经营所

需资金拆借

短期，期末已

无余额
687,500.00 -687,500.00

企业间小计 3,207,580,000.00 2,962,580,000.00 687,500.00 244,312,500.00

（1）珠海港诚供应链有限责任公司系公司 2020 年 5 月与珠海港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旗下珠海港航供应链服务有限公司成立的合资企业，注册资本 5 亿

元，公司持股比例为 49%。后续因双方合作开展不及预期，双方股东计划对该公司进行清算注销处理，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珠海港诚供应链有限责任公

司按股权比例将资金出借给双方股东使用。

（2）公司所处行业为大宗商品供应链行业，该领域是连接上游大宗商品生产企业和下游消费终端的重要流通环节，且因大宗商品货值高，属于资金密

集型行业。自 2013年起，公司大股东郑州瑞茂通供应链有限公司为支持上市公司发展，每年对上市公司有一定金额的资金拆借支持，上市公司每年也审议

披露了日常关联交易预测的议案。2021年 4月 27 日，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测的议案》，申请自该议案经 2020 年年度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下一年度股东大会时止，控股股东郑州瑞茂通供应链有限公司、郑州中瑞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在 2021 年度为公司及全资、控股子

公司提供总额不超过 30 亿元人民币的借款，借款利率不高于公司同期外部融资的平均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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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其他

2021年度公司因股利分配、股份回购等导致筹资活动现金流量的变化具体明细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交易对象

收到的与筹

资活动有关

的现金

支付的与筹

资活动有关

的现金

关联

关系
业务背景 发生时间

筹资性现金流

量净额

偿还租赁负债

本金和利息所

支付的现金

16,564,561.45 无

为办公而租赁房

屋，按准则规定

确认租赁负债

一年以上 -16,564,561.45

股利分配 47,057,976.52 股东 -47,057,976.52

华泰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68,686,028.61 60,216,875.35 无

为员工持股计划

而回购股票

当年发生，

年内已完成

过户

8,469,153.26

其他小计 68,686,028.61 123,839,413.32 -55,153,384.71

综上所述，公司筹资是银行、其他金融机构以及公司股东等提供的借款，不存在无商业

实质的资金往来情况。

【会计师回复】

1、针对上述事项我们执行的主要核查程序如下：

（1）了解资金拆借的资金用途、商业实质等具体情况；检查其向控股股东资金拆借审

批程序是否合规；

（2）取得借款合同、利息测试过程；检查账面借款相关的收付款金额、时间、利率等

相关记录与合同是否一致；核对银行流水与收付款金额时间是否一致；重新计算借款利息的

准确性；

（3）针对资金拆出方通过天眼查查询工商资料，检查其与瑞茂通有无关联关系；

（4）对借款、资金拆借余额执行独立函证程序，对未回函的重要单位，执行替代程序；

（5）判断选择金额较大和异常的明细余额,检查其原始凭证，抽查收付款凭证、银行对

账单等,并注意入账日期发生的合理性。

（6）复核筹资事项是否按照企业会计准则要求进行充分适当的披露。

2、核查意见：基于前述核查程序，瑞茂通 2021 年度主要通过向银行等金融机构、关

联方资金拆借等方式融资，我们未发现公司与筹资活动相关的资金流入、流出中存在无商业

实质的资金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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