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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关于

《关于请做好山东宏创铝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

发行股票发审委会议准备工作的函》

之回复报告

大信备字[2022]第 3-00031 号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贵会于近日下发的《关于请做好山东宏创铝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

审委会议准备工作的函》（以下简称“《告知函》”）已收悉。在收到《告知函》后，大信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申报会计师”）会同山东宏创铝业控股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申请人”、“宏创控股”、“上市公司”、“公司”）与华

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华泰联合证券”），就《告知函》中

提出的问题，逐一进行落实。现将《告知函》有关问题的落实情况汇报如下：

1、关于关联交易

报告期各期，申请人向关联方采购的金额分别为211,248.20万元、174,977.55

万元、211,450.33 万元以及 131,875.25 万元，采购内容主要为铝水、铝锭、废铝

母线等。其中，铝水采购金额分别为 151,217.75 万元、127,015.7 万元、165,996.68

万元以及 106,736.20 万元，占采购总额的比例为 63.05%、58.15%、54.48%以及

58.86%。据申报材料，本次募投项目将使用自有和外购的废铝熔炼再生铝液。

请申请人：（1）进一步说明报告期内铝水关联采购占比较高且采购金额呈增

长趋势的必要性及合理性，并结合采购价格的公允性，说明是否存在对关联方依

赖以及向关联方输送利益的情形；（2）进一步说明报告期内申请人向关联方采购

电力的必要性，并结合电力采购价格与市场价格差异情况，说明相关交易是否公

允、合理，是否存在关联方为申请人承担成本费用或其他利益安排的情形；（3）

向关联方及第三方采购付款条件是否存在差异，区分关联方及第三方说明应付账

款账龄及逾期情况；（4）结合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及关联方目前的废铝产量、

销售及处置方式、本次募投项目预计需要采购的废铝数量、来源等情况，说明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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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募投项目是否可能新增大额关联交易，如是，进一步说明新增关联交易的性质、

定价依据、公允性及必要性，并结合预计关联采购占比等情况，说明是否存在募

投项目实施后申请人生产经营独立性受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及关联方明显不利

影响的情况，是否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及《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

股票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5）结合申请人公司章程对关联交易决策程序的规

定，说明已发生关联交易的决策过程是否与章程相符，关联股东或董事在审议相

关交易时是否回避、独立董事和监事会成员是否发表不同意见；（6）说明申请人

关联交易未来的变动趋势以及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的具体措施。请保荐机构及申

报会计师说明核查依据、方法及过程，并发表明确核查意见。

回复：

一、进一步说明报告期内铝水关联采购占比较高且采购金额呈增长趋势的必

要性及合理性，并结合采购价格的公允性，说明是否存在对关联方依赖以及向关

联方输送利益的情形

（一）报告期内，发行人铝水采购金额呈增长趋势主要系基准铝价上升导致，

具有必要性及合理性

2019年、2020 年、2021年及 2022年 1-6 月，发行人铝水关联采购的金额分

别为 151,217.75万元、127,015.75万元、165,996.68万元以及 106,736.24万元，采

购数量分别为 12.40万吨、10.27万吨、9.95万吨及 5.67万吨，各期采购金额占采

购总额的比例分别为 63.05%、58.15%、54.48%以及 58.86%，具体如下表所示：

项目 2022年 1-6月 2021年度 2020年度 2019年度

铝水关联采购量（万吨） 5.67 9.95 10.27 12.40

铝水关联采购金额（万元） 106,736.24 165,996.68 127,015.75 151,217.75

铝水关联采购金额占采购总

额的比例
58.86% 54.48% 58.15% 63.05%

2020年，发行人铝水关联采购金额及采购数量均有所下降。2021年，发行人

铝水关联采购数量及采购金额占采购总额的比例进一步下降，但铝水关联采购金

额有所增加，主要原因系受市场供需影响，基准铝价上升导致发行人采购铝水的

单价增长。受国内“能耗双控”和限电导致的意外减产，以及疫情后全球经济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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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用铝行业需求增长等影响，自 2021年以来，长江有色金属网现货铝均价整体

呈现增长趋势，2021年最高涨幅近 40%，长江有色金属网现货铝均价年内运行区

间为 14,700.00元/吨至 24,200.00元/吨。

2022年 1-6月，发行人铝水关联采购金额有所提高，主要系受采购数量增加和

采购单价上升的双重影响。一方面，受当期国内新冠肺炎疫情反复的影响，国内

废铝跨省市运输不便，发行人加大了本地区内的铝水采购规模以保障生产经营稳

定性。另一方面，2022年上半年，受俄乌冲突及欧洲能源危机的影响，长江有色

现货铝均价最高达到 23,400.00元/吨，后续虽出现回落但仍保持高位运行，发行人

当期铝水采购平均单价较 2021年有所上升。

根据长江有色金属网发布的铝锭市场交易基础价，2019年初至 2022年 6月 30

日市场基准铝价走势情况如下图所示：

数据来源：长江有色金属网

因此，报告期内发行人铝水关联采购金额整体呈增长趋势具有必要性及合理

性。

（二）报告期内，发行人铝水关联采购占比较高具有必要性及合理性

报告期内，发行人的主要原材料为铝水、铝锭，相较于使用铝锭，使用铝水

生产铝板带箔可以在流程上减少将铝锭融化为铝水的环节，从而降低生产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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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报告期内发行人主要采购铝水作为原材料。

山东省范围内铝水生产商主要包括山东宏桥、信发集团有限公司和山东南山

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产业集中度较高。但是，发行人生产经营所在的滨州地区铝

水生产商目前仅有山东宏桥及其关联方。由于铝水的购销通常存在运输半径的限

制，发行人从滨州以外的地区采购铝水不具有可行性，且山东省滨州市当地的铝

加工企业的铝水均采购自山东宏桥及其关联方，系滨州市铝加工行业的惯例。

因此，报告期内发行人铝水关联采购占比较高具有必要性及合理性。

（三）报告期内，发行人向关联方采购铝水的价格具备公允性

在定价方式方面，山东宏桥及其关联方销售给发行人的铝水与销售给第三方

的铝水在定价方式方面不存在差异，均为以长江现货报价为基础进行浮动。经申

报会计师对报告期各期发行人关联采购铝水抽查，山东宏桥及其关联方向发行人

销售铝水的价格、向第三方销售铝水的价格、长江周均价之间不存在实质性差异，

价格具备公允性。具体比对结果如下表所示：

单位：元/吨

期间 长江周均价
关联方销售

价格

第三方销售

价格

关联方销售价

格与长江周均

价差异率

关联方销售价

格与第三方销

售价格差异率

2019年 13,919.00 13,884.00 13,921.50 -0.25% -0.27%

2020年 14,529.00 14,411.88 14,517.50 -0.81% -0.73%

2021年 23,060.00 22,921.00 22,993.33 -0.60% -0.31%

2022年 1-6月 19,730.00 19,520.00 19,530.00 -1.06% -0.05%

注：会计师抽取了部分价格对比，并每年随机取一周的价格列示；差异率=（关联方销售价格

/第三方销售价格或长江周均价-1）*100%。

（四）发行人不存在对关联方依赖以及向关联方输送利益的情形

报告期内，发行人向山东宏桥及其关联方采购铝水的主要原因系其为滨州地

区唯一铝水生产商，向其采购铝水能够一定程度上降低发行人生产成本，发行人

向山东宏桥及其关联方购买铝水与当地铝加工行业经营特点一致。此外，作为大

宗商品，铝水的交易价格通常为锚定公开市场报价，价格透明，山东宏桥及其关

联方无法随意确定交易价格，发行人向山东宏桥及其关联方采购铝水均以长江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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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价格为基准，定价方式符合行业惯例，具有公允性。

同时，报告期内发行人积极推进原材料多元化，新增使用自身再生铝产线生

产的再生铝作为原材料。发行人再生铝产线的原材料为废铝，其采购来源以非关

联方为主。报告期内，发行人向山东宏桥及其关联方的铝水采购金额占采购总额

的比例整体呈下降趋势，分别为 63.05%、58.15%、54.48%以及 58.86%。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投项目“利用回收铝年产 10 万吨高精铝深加工项目”系利

用再生铝工艺生产再生铝水，再进一步加工生产高精铝板带以及低杂高精铝合金

方形坯料。因此，随着本次非公开发行募投项目的实施，发行人将进一步加大对

非关联方的采购规模，铝水关联采购金额占比有望得到进一步降低。

综上所述，报告期内发行人铝水关联采购占比较高且采购金额呈增长趋势具

有必要性及合理性，发行人向关联方采购铝水的价格具有公允性，发行人不存在

对关联方依赖以及向关联方输送利益的情形。

二、进一步说明报告期内申请人向关联方采购电力的必要性，并结合电力采

购价格与市场价格差异情况，说明相关交易是否公允、合理，是否存在关联方为

申请人承担成本费用或其他利益安排的情形

（一）报告期内发行人向关联方采购电力具有必要性

报告期内，发行人向山东宏桥及其关联方采购电力，主要原因为山东宏桥作

为国内最大的电解铝生产企业，在山东省滨州市当地拥有一定规模的自备电厂和

自建电网，以满足其日常生产用电需求。鉴于滨州作为国内最大的铝产业集群之

一，当地铝加工企业众多，亦存在较大电力需求，山东宏桥除了满足自身用电需

求以外，还将自用以外的剩余电力出售给当地企业。截至 2022 年 10 月末，山东

省滨州市共拥有发电装机容量 2,486.80万千瓦，而山东宏桥目前拥有超过总装机

容量 992万千瓦的燃煤自备电厂，占全市装机容量的比例近 40%。

电力是发行人日常生产经营所需的主要能源动力，因此发行人对电力供应的

持续性和稳定性要求较高。山东宏桥及其关联方的自备电厂已对外供电多年，为

滨州地区多家具有用电需求的企业提供了稳定的电力供应。发行人向山东宏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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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关联方采购电力的主要原因系依托其完善的电能供应体系以保障自身生产经营

不受外部缺电等因素影响。

因此，报告期内发行人向山东宏桥及其关联方采购电力具备必要性。

（二）结合电力采购价格与市场价格差异情况，发行人电力采购关联交易具

备公允性以及合理性，不存在关联方为发行人承担成本费用或其他利益安排的情

形

报告期内，山东宏桥及其关联方除了向发行人供电外，还向当地的其他第三

方企业供电。在定价方式方面，山东宏桥及其关联方向发行人与向其他第三方售

电的定价方式是一致的，均通过协商方式定价，山东宏桥及其关联方向发行人以

及向其他第三方销售电力价格接近，不存在重大差异，价格具备公允性。报告期

内，山东宏桥及其关联方向其他第三方售电价格、向发行人售电价格的比较情况

如下：

单位：元/度

期间 关联方向第三方销售价格 关联方销售价格 差异率

2019年 0.3879 0.3879 0.00%

2020年 0.3982 0.3717 -6.65%

2021年 0.3982 0.3717 -6.65%

2022年 1-6月 0.4867 0.4425 -9.08%

注：差异率=（关联销售价格/关联方向第三方售电价格-1）*100%

2020 年及 2021 年，山东宏桥及其关联方向第三方售电价格（含税）为 0.45

元/度，向发行人售电价格（含税）为 0.42元/度。山东宏桥及其关联方与第三方的

售电合同采取“一年一签”形式，每年初根据市场情况确定售电价格；鉴于发行

人系山东宏桥体系内公司，与第三方公司相比双方商业信用风险更低，因此发行

人与关联方签订的售电合同采取“三年一签”的固定电价形式。

2022年以来，受全球俄乌冲突引发的能源危机及国内煤炭价格上涨等因素，

国内发电企业成本普遍提高，因此山东宏桥及其关联方对下游所有用电企业均提

高了售电价格，将对第三方售电价格（含税）上调 0.10元/度。由于发行人与关联

方签订的售电合同（2020年-2022年）仍在有效期，鉴于发电企业成本提高，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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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自愿协商进行价格调整，山东宏桥及其关联方对发行人的售电价格（含税）

通过签订补充协议的形式上调 0.08元/度，上调幅度略低于第三方幅度。因此，2022

年 1-6月，关联方对发行人的售电价格与对第三方的售电价格差异率有所提高，具

有合理性。

总体而言，发行人报告期内向山东宏桥及其关联方采购电力的金额分别为 0.71

亿元、0.96亿元、0.88亿元以及 0.50亿元，占各期营业成本的比例仅为 2.98%、

4.06%、2.82%以及 2.72%，占比较低，且各期差异率均低于 10%。综合考虑发行

人电力采购金额及相关差异率水平，发行人向关联方采购电力不会对其盈利水平

造成重大影响。发行人与关联方在电力定价方面系考虑双方商业信用风险、市场

价格波动等因素综合确定的，公允、合理。

综上所述，报告期内，发行人向山东宏桥及其关联方采购电力具备必要性，

相关交易具备公允性及合理性，不存在关联方为发行人承担成本费用或其他利益

安排的情形。

三、向关联方及第三方采购付款条件是否存在差异，区分关联方及第三方说

明应付账款账龄及逾期情况

（一）发行人向关联方及第三方向关联方采购付款条件不存在实质性差异

报告期内，发行人主要的经常性关联采购为铝水、铝锭及电力，2019年、2020

年、2021年及 2022年 1-6月占总体关联采购金额的合计比例分别为 83.11%、88.83%、

87.75%以及 91.55%，而发行人的铝水、铝锭及电力绝大多数采购自关联方，因此

以山东宏桥及其关联方（供应方）销售给发行人及第三方收款条件进行比较分析。

报告期内，山东宏桥及其关联方与发行人及第三方客户均签订工业品买卖合

同和供用电合同（协议），合同主要约定内容如下：

种类 合同条款 关联方与发行人 关联方与第三方

铝水
结算时间及

结算方式
每周结算一次，现汇或承兑结算。 每周结算一次，现汇或承兑结算。

铝锭
结算时间及

结算方式
现汇结算，款到发货。 现汇结算，款到发货。

电力 结算方式
供电方每月 16号抄表，27日通知

公司交费。公司应在当月月底之前

甲方每月 16 号抄表，27日通知乙

方交费。乙方应在当月月底之前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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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类 合同条款 关联方与发行人 关联方与第三方

将电费交至供电方财务。 电费交至甲方财务。

从合同条款可以看出，山东宏桥及其关联方销售铝水、铝锭和电力均按照货

物属性确定具体的支付方式及账期，发行人向关联方及第三方向关联方采购付款

条件不存在实质性差异。

（二）发行人对关联方及第三方的应付账款账龄及逾期情况

报告期各期末，发行人对关联方的应付账款主要为货物采购款，账龄均在一

年以内，第三方应付货款账龄在一年以内的应付账款占比均在 90%以上，发行人

对关联方及第三方的应付货款账龄之间不存在明显差异。

发行人采购关联方的铝水通常为每周结算一次；采购关联方铝锭则是款到发

货；采购关联方电力通常是在当月月底之前将交费，因此发行人对关联方的应付

账款账龄大部分在一年以内，不存在逾期的情况；发行人对第三方的应付货款存

在少量账龄超过一年的情况，主要系货物质量不达标等原因发行人延期支付，属

于正常商业行为，不存在逾期等情形。

报告期各期末，发行人对关联方及第三方的应付账款账龄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主要类别 货款等 工程、设备款等

2022年
6月末

账龄
关联方 第三方 第三方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1年以内 31,729.06 100.00% 5,096.94 91.28% 21,112.70 92.23%

1年及以上 - 0.00% 486.86 8.72% 1,777.58 7.77%

合计 31,729.06 100.00% 5,583.80 100.00% 22,890.28 100.00%

2021年
末

账龄
关联方 第三方 第三方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1年以内 26,823.78 100.00% 5,954.65 92.27% 47.15 1.97%

1年及以上 - 0.00% 499.01 7.73% 2,349.84 98.03%

合计 26,823.78 100.00% 6,453.66 100.00% 2,397.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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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类别 货款等 工程、设备款等

2020年
末

账龄
关联方 第三方 第三方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1年以内 28,837.41 100.00% 4,948.95 95.56% 590.63 17.98%

1年及以上 - 0.00% 229.93 4.44% 2,694.49 82.02%

合计 28,837.41 100.00% 5,178.88 100.00% 3,285.12 100.00%

2019年
末

账龄
关联方 第三方 第三方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1年以内 20,344.40 100.00% 4,125.44 90.81% 0.00 0.00%

1年及以上 - 0.00% 417.70 9.19% 129.21 100.00%

合计 20,344.40 100.00% 4,543.15 100.00% 129.21 100.00%

2022年 6月末，发行人工程、设备款类应付账款较上年末大幅增加，主要原

因系发行人当期购买坐落于山东省滨州市博兴县经济开发区新博路东、三号干渠

北的房屋建筑物应付的款项所致。

四、结合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及关联方目前的废铝产量、销售及处置方式、

本次募投项目预计需要采购的废铝数量、来源等情况，说明本次募投项目是否可

能新增大额关联交易，如是，进一步说明新增关联交易的性质、定价依据、公允

性及必要性，并结合预计关联采购占比等情况，说明是否存在募投项目实施后申

请人生产经营独立性受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及关联方明显不利影响的情况，是

否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及《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

的相关规定

（一）发行人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主营业务主要为电解铝及氧化铝的生产

销售，而电解铝、氧化铝的生产过程中不会产生废铝

发行人实际控制人为张波先生、张红霞女士、张艳红女士，控股股东为山东

宏桥。报告期内，山东宏桥及其他关联方主营业务主要为电解铝及氧化铝的生产

和销售。电解铝系利用电解法熔融氧化铝而得到的铝金属，氧化铝系由铝矾土通

过化学方法制备的含铝元素化合物，电解铝和氧化铝的生产过程均不产生废铝。

（二）发行人关联采购的废铝系关联方产能搬迁、大修时产生的，本次募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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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预计不会新增大额关联交易

2017年，为响应国家关于环境保护的有关政策决策及部署方案，山东宏桥关

停了 5个电解铝项目、涉及产能 268万吨，上述电解铝生产线的拆除会产生废铝

母线。与此同时，为助力实现碳中和，山东宏桥改革自身能源体系，积极推进水

电能源对火电能源的替代，2020年开始搬迁部分其位于山东的电解铝产线至云南，

目前已完成约 100 万吨产能的搬迁，在搬迁或大修的过程中也会产生少量废铝母

线。山东宏桥及其关联方将拆除下来的废铝母线销售给发行人及其他公司，该等

废铝母线可作为发行人铸轧卷产品生产线的一种原材料直接使用，发行人无需将

其投入现有的再生铝产线。因此，发行人再生铝产线所需废铝采购自无关联第三

方。

2019年、2020年、2021年及 2022年 1-6月，山东宏桥及其关联方销售给发行

人及其他公司的废铝母线合计分别为 5.25万吨、3.59万吨、1.13万吨和 0.75万吨，

数量较少，系因搬迁或大修产生，具有不确定性和不可持续性。发行人也并未将

采购的废铝母线投入再生铝产线，因此本次募投项目发行人预计不会从关联方处

采购废铝。发行人将进一步加大对非关联方废铝的采购规模，关联采购金额占比

有望得到进一步降低，本次募投项目预计不会新增大额关联交易。

（三）发行人不存在募投项目实施后生产经营独立性受实际控制人、控股股

东及关联方明显不利影响的情况，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及《上市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

本次募投项目“利用回收铝年产 10 万吨高精铝深加工项目”实施后，发行人

将进一步加大对非关联方的采购规模，预计关联采购占比将进一步降低。因此，

本次募投项目不会对发行人的独立经营能力构成重大不利影响，发行人不存在募

投项目实施后生产经营独立性受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及关联方明显不利影响的

情况。

综上，发行人本次募投项目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第十条及《上

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第二条的有关规定。

五、报告期内，发行人已发生关联交易的决策过程与公司章程对关联交易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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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程序的相关规定相符，关联股东、董事在审议相关交易时已经回避，独立董事

和监事会成员未发表不同意见

（一）发行人公司章程对关联交易决策程序的相关规定

发行人《公司章程》对关联交易决策权限和程序进行了明确规定，具体如下：

“公司与关联自然人发生的交易金额在 30万元以上的关联交易（公司提供担

保除外），与关联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发生的交易金额在 300万元以上，且占公

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0.5%以上的关联交易（公司提供担保除外）应提

交董事会审议。

公司与关联人发生的交易（公司提供担保、单方面获得利益且不支付对价、

不附任何义务的交易，包括受赠现金资产、获得债务减免等除外）成交金额超过

三千万元，且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超过 5%的，应提交股东大会审

议。

公司关联交易事项的审议程序和回避表决要求按照本章程及公司关联交易决

策制度等相关规定执行。

如果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对本章程第一百一十六条所述事项的审批

权限另有特别规定，按照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规定执行。本条所述“交

易”及“关联交易”的范围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六章的相关

规定执行。”

（二）报告期内，发行人已发生关联交易的决策过程与公司章程对关联交易

决策程序的相关规定相符，关联股东、董事在审议相关交易时已经回避，独立董

事和监事会成员未发表不同意见

经核查，报告期内，发行人与关联方之间的关联交易均按规定履行了相关决

策程序，决策程序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发行人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相关

关联交易事项时，关联董事及关联股东均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对报告期内提交董

事会审议的关联交易均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同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成员同意

相关关联交易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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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发行人就相关关联交易所履行的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决策程序具体

如下：

序号 审议事项

董事会 独立董事意见 股东大会（如需）

届次 召开时间
事前认

可意见

独立

意见
届次 召开时间

1
关于公司2019年度

日常关联交易额度

预计的议案

第四届董事会

2019年第一次

临时会议

2019年 1月
7日

是 是

2019年第

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

2019年 1
月 23日

2
关于公司2019年度

日常关联交易调整

的议案

第四届董事会

2019年第四次

临时会议

2019年 6月
25日

是 是

2019年第

三次临时

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

2019年 7
月 11日

3
关于增加公司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额度预计的议案

第五届董事会

2019年第二次

临时会议

2019年11月
19日

是 是 - -

4
关于公司2020年度

日常关联交易额度

预计的议案

第五届董事会

2019年第四次

临时会议

2019年 12
月 30日

是 是

2020年第

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

2020年 1
月 15日

5
关于增加公司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额度预计的议案

第五届董事会

2020年第二次

临时会议

2020年 4月
28日

是 是 - -

6
关于公司2021年度

日常关联交易额度

预计的议案

第五届董事会

2020年第五次

临时会议

2020年 12
月 4日

是 是

2020年第

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

2020年 12
月 22日

7
关于公司2021年度

日常关联交易额度

预计的议案

第五届董事会

2020年第六次

临时会议

2020年 12
月 28日

是 是

2021年第

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

2021年 1
月 13日

8
关于公司2021年度

日常关联交易调整

的议案

第五届董事会

2021年第二次

临时会议

2021年 4月
16日

是 是

2021年第

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

2021年 5
月 7日

9
关于增加公司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额度预计的议案

第五届董事会

2021年第四次

临时会议

2021年 9月
27日

是 是

2021年第

三次临时

股东大会

2021年 10
月 14日

10
关于公司2022年度

日常关联交易额度

预计的议案

第五届董事会

2021年第六次

临时会议

2021年 12
月 9日

是 是

2021年第

四次临时

股东大会

2021年 12
月 27日

11
关于调整公司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额度预计的议案

第五届董事会

2022年第四次

临时会议

2022年 7月
15日

是 是 - -

综上，报告期内，发行人与关联方之间的关联交易均按规定履行了相关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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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决策程序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发行人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相关关

联交易事项时，关联董事及关联股东均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对报告期内提交董事

会审议的关联交易均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同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同意相关关

联交易事项。

六、说明申请人关联交易未来的变动趋势以及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的具体措

施。请保荐机构及申报会计师说明核查依据、方法及过程，并发表明确核查意见

（一）发行人关联交易未来的变动趋势

发行人关联交易主要为向关联方采购铝水、铝锭等日常生产所需要的原材料。

为了减少关联交易占比，发行人报告期内积极推进原材料多元化，降低原材料中

关联采购的占比，新增使用自身再生铝产线生产的再生铝作为原材料，替代部分

关联方的铝水。发行人再生铝产线的原材料为废铝，主要采购自非关联方。由于

发行人再生铝产线的投产，发行人报告期内向山东宏桥及其关联方的采购金额占

采购总额的比例分别为 88.07%、80.11%、69.40%以及 72.77%。虽然 2022 年 1-6

月，受新冠肺炎疫情导致跨省市运输废铝不便等影响，发行人加大了本地范围内

的铝水采购规模，导致了关联采购金额占比小幅上升，但报告期内关联采购金额

占比整体呈下降趋势。

同时，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募投项目“利用回收铝年产 10万吨高精铝深加

工项目”系利用再生铝工艺生产再生铝水。本次募投项目实施后，发行人将进一步

加大对非关联方采购规模，关联采购金额占比有望得到进一步降低。

（二）发行人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的具体措施

发行人采取了以下措施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

1、建立完善的制度体系

发行人在《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监事会

议事规则》、《关联交易决策制度》及《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等内部规范性文件中

就关联交易决策程序、关联交易决策权限、回避和表决程序、独立董事作用等进

行了明确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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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公司章程》约定了关联交易的审批权限，规定了关联董事回避制度与

关联股东回避表决机制，赋予了股东大会职权等；《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

议事规则》、《监事会议事规则》等规章制度，对关联交易的决策权利、程序及相

关事项进行了详细的规定；《关联交易决策制度》对关联交易的界定、关联交易价

格的确定和管理、关联交易的决策程序和关联交易的信息披露等方面都做了详尽

的规定，指导并约束涉及公司的关联交易事宜；《独立董事工作制度》对独立董事

进行事前认可事项、提交董事会讨论事项，以及可以聘请中介机构出具独立财务

顾问报告等事项进行了规定。

2、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已出具关于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

为了减少及规范关联交易，公司控股股东山东宏桥和实际控制人张波先生、

张红霞女士、张艳红女士出具了《关于减少与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函》，作出如下

承诺和保证：

“（1）本公司/本人及本公司/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规

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和要求，尽量减少和规范与上市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

（2）在进行确有必要且无法避免的关联交易时，保证按市场化原则和公允价

格进行公平操作，并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审批

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3）保证不利用关联交易非法占用、转移上市公司的资源、资金、利润，不

利用关联交易损害上市公司及上市公司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综上所述，发行人已建立了确保关联交易合规性和公允性的具体制度，能够

保证关联交易定价公允；发行人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均已就关联交易事项出具

了承诺函，相关承诺具有约束力，有利于发行人未来进一步减少关联交易占比，

有利于尽量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本次非公开发行后，在持续完善并严格执行关

联交易制度、相关方遵守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相关承诺的基础上，减少和规范关

联交易事项具有可实现性。

七、中介机构核查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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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会计师执行了以下核查程序：

1、获取了发行人铝水关联交易涉及的主要合同以及报告期内发行人与关联方

之间铝水关联交易相关统计数据，查阅关联方与其无关联第三方的铝水交易情况

及市场价格，了解发行人铝水关联交易定价原则及定价的公允性情况，了解发行

人报告期原材料的采购情况以及变动原因；

2、获取了发行人电力关联交易涉及的主要合同以及报告期内发行人与关联方

之间电力关联交易相关统计数据，查阅关联方与其无关联第三方的电力交易情况

及市场价格，查阅并了解了发行人控股股东的电力供应情况，了解发行人向关联

方采购电力的原因；

3、获取了发行人向关联方及第三方向关联方的主要采购合同，分析付款条件

是否存在实质性差异。获取了发行人对关联方及第三方的应付账款明细，分析账

龄及逾期情况。获取了发行人的应付账款明细表，核查了账期超过 1 年的应付账

款种类及原因；

4、获取了发行人废铝关联交易涉及的主要合同和相关统计数据，了解发行人

废铝采购的来源，并查阅了《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及《上市公司非公开

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

5、查阅了发行人的公司章程、关联交易相关的董事会、股东大会决议、独立

董事事前认可意见、独立董事意见及会议相关附件，查阅关联交易相关公告的披

露文件，了解关联交易的相应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的履行情况；

6、获取了发行人报告期内关联交易的相关统计数据，查阅本次募投项目的可

行性研究报告，了解了项目主要建设内容，取得了发行人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已出具的关于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函。

八、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申报会计师认为：

1、发行人报告期内铝水关联采购占比较高且采购金额呈增长趋势具备必要性

及合理性，关联采购价格具备公允性，发行人不存在对关联方依赖以及向关联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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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送利益的情形；

2、报告期内发行人向关联方采购电力具备必要性。2020年及 2021年山东宏

桥及其关联方向第三方、发行人的售电价格（含税）分别为 0.45、0.42元/度。2022

年受成本上涨的影响，山东宏桥及其关联方提高了售电价格，上调 0.1元/每度。

由于山东宏桥及其关联方与发行人签订的售电合同仍在有效期，双方自愿协商进

行了价格调整，上调 0.08元/每度，略低于第三方上调幅度。因此，发行人报告期

内电力关联交易公允、合理，不存在关联方为发行人承担成本费用或其他利益安

排的情形；

3、发行人向关联方及第三方向关联方采购付款条件不存在实质性差异，发行

人对关联方及第三方货款的应付账款账龄之间不存在明显差异。发行人对关联方

的应付账款不存在逾期的情况；发行人对第三方的货款应付账款存在少量账龄超

过一年的情况，主要系货物质量不达标等原因发行人延期支付，属于正常商业行

为，不存在逾期情形；

4、发行人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主营业务主要为电解铝及氧化铝的生产销售，

电解铝和氧化铝的生产过程均不产生废铝。发行人关联采购的废铝系关联方产能

搬迁、大修时产生的，本次募投项目预计不会新增大额关联交易。发行人不存在

募投项目实施后生产经营独立性受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及关联方明显不利影响

的情况，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及《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

细则》的相关规定；

5、报告期内发行人已发生的关联交易的决策过程与公司章程相符，关联股东

和董事在审议相关交易时已回避，独立董事和监事会成员均同意相关关联交易事

项；

6、本次募投项目的的实施有利于发行人进一步降低关联采购金额占比。发行

人已建立了完善的关联交易制度体系，且发行人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均已就关

联交易事项出具了承诺函以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

2、关于应收票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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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各期末，申请人应收票据余额分别为 15,482.19 万元、0 万元、

41,999.18 万元，28,568.98 万元。

请申请人：结合应收票据的类型、出票人、前手背书人及相应的支付结算政

策、采购金额等情况，说明应收票据余额大幅变动的原因与合理性、减值准备计

提的充分性。请保荐机构及申报会计师说明核查依据、方法及过程，并发表明确

核查意见。

回复：

一、报告期内，发行人应收票据及应收款项融资余额整体有所增加，主要原

因系因开展票据池业务向银行质押的银行承兑汇票规模增加所致，具有合理性

报告期各期末，发行人应收票据及应收款项融资均由银行承兑汇票构成，无

商业承兑汇票，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年
6月 30日

2021年
12月 31日

2020年
12月 31日

2019年
12月 31日

应收票据 28,568.98 41,999.18 - 15,482.19

应收款项融资 6,428.82 8,917.27 12,642.46 -

合计 34,997.80 50,916.45 12,642.46 15,482.19

其中：已质押票据 26,134.31 39,962.39 8,387.46 13,592.27

注：报告期各期末，发行人已质押票据均用于开展票据池业务。

报告期各期末，发行人应收票据分别为 15,482.19万元、0万元、41,999.18万

元和 28,568.98万元，应收款项融资分别为 0万元、12,642.46万元、8,917.27万元

和 6,428.82万元；发行人应收票据和应收款项融资合计金额分别为 15,482.19万元、

12,642.46万元、50,916.45万元和 34,997.80万元。

2020年末，发行人应收票据余额为 0，主要原因是当期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

将收到尚未到期的应收票据调至应收款项融资列示所致。2021年，发行人将部分

承兑信用级别较高的银行承兑汇票计入应收款项融资科目，其余银行承兑汇票仍

然以应收票据科目列示。

自 2021年起，发行人应收票据和应收款项融资余额增长的主要原因系票据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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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模式的改变。2018年 7月，发行人决定通过开展票据池业务以质押应收票据开

出应付票据，延长现金支付的时间，满足供货方对票据承兑行的要求，以达节约

财务成本、提高资金利用率的目的。发行人开始与银行合作开展票据池业务，合

作银行为国内资信较好、管理模式较为先进的商业银行，报告期内与发行人进行

票据池业务合作的银行为中信银行、招商银行、兴业银行，均为上市股份制商业

银行。发行人会将日常经营活动中收到的银行承兑汇票进行入票据池管理，以票

据池内尚未到期的存量银行承兑汇票作质押，再通过合作银行对外开具不超过质

押金额的银行承兑汇票，用于支付供应商货款等。

2019年及 2020年，由于发行人的票据池业务尚处在应用初期，总体使用规模

较小，发行人仍主要通过票据背书转让的方式支付供应商款项，少部分采用票据

池业务将存量银行承兑汇票质押给合作银行，通过合作银行开具银行承兑汇票支

付各类款项。

2021年起，伴随发行人对票据池模式的应用日渐成熟，同时银行在手续费和

质押率等方面的优惠力度持续加大，发行人开始大量使用票据池业务，质押的票

据金额较上年增加 31,574.93万元，鉴于该等质押票据根据企业会计准则规定不进

行终止确认，进而导致发行人应收票据和应收款项融资余额增加，2021年末较上

年增加 38,273.99万元。2022年 1-6月，随着发行人上年用于质押的银行承兑汇票

集中到期，本期到期承兑的银行承兑汇票金额较高，因此 2022年 6月末应收票据

及应收款项融资余额有所下降。

报告期各期末，发行人质押的银行承兑汇票余额分别为 13,592.27 万元、

8,387.46 万元、39,962.39 万元及 26,134.31 万元；应付票据余额分别为 13,884.20

万元、8,617.46万元、45,581.04万元及 23,396.33万元，规模及变动趋势与发行人

用于质押开展票据池的银行承兑汇票整体相匹配。

综上所述，2021年末，发行人应收票据及应收款项融资余额增加主要系因开

展票据池业务，向银行质押的银行承兑汇票规模增加所致。2022年 6月末，随着

发行人上年用于质押的银行承兑汇票集中到期，期末应收票据及应收款项融资余

额有所下降。因此，发行人报告期内应收票据及应收款项融资余额变动具有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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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二、报告期各期末，发行人应收票据及应收款项融资的类型、出票人、前手

背书人及相应的支付结算政策、采购金额等情况

报告期各期末，发行人应收票据及应收款项融资均为银行承兑汇票，无商业

承兑汇票。其中，发行人应收票据及应收款项融资前十大前手背书人合计余额分

别为 14,817.78万元、11,643.60万元、43,486.62万元及 31,297.73万元，占应收票

据及应收款项融资总额的比例分别为 95.71%、92.10%、85.41%及 89.43%，前手背

书人相对集中。报告期各期末，发行人应收票据及应收款项融资余额前十大前手

背书人、是否为发行人客户、相应主要结算政策、销售金额等情况具体如下：

（一）截至 2022年 6月 30日的应收票据及应收款项融资余额前十大单位

单位：万元

序号
前手背书

人

是否为

客户

主要结算政

策

本期销售金

额（含税）

应收票据/应收

款项融资余额
出票人

1
浙江广大

铝业有限

公司

是

承兑结算，货

到 2 个工作

日付款

19,566.37 9,917.03

苏州亨利通信材料有限公司、

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

公司、黄山天马铝业有限公

司、浙江金信包装股份有限公

司、浙江同星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等

2
临沂旺利

达彩涂有

限公司

是
承兑结算，货

到 15天付款
7,547.42 6,065.27

孝义市鹏飞实业有限公司、五

寨县晋兴煤炭运销有限责任

公司、上饶市广鑫供应链管理

有限公司、常州市合佳装饰材

料有限公司、山东信发华源贸

易有限公司等

3

江苏常铝

铝业集团

股份有限

公司

是

承兑结算，货

到验收合格

后 5天结算

13,321.77 3,266.32

北京京东世纪贸易有限公司、

江苏常铝铝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上海伊藤忠商事有限公

司、中山长虹电器有限公司、

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等

4

江苏雅泰

科技产业

园有限公

司

是

承兑/电汇结

算，出货后 7
天内付款

10,099.57 2,841.67

山西三建集团有限公司、浙江

亚厦幕墙有限公司、江苏新日

电动车股份有限公司、江苏雅

泰科技产业园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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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前手背书

人

是否为

客户

主要结算政

策

本期销售金

额（含税）

应收票据/应收

款项融资余额
出票人

5
河南鼎钰

铝业有限

公司

是

承兑/电汇结

算，供方走货

日后 5 天付

款

6,092.73 2,755.29

浙江前程照明有限公司、抚州

市东乡区工创投供应链管理

有限公司、浙江奥风电器有限

公司、上饶市广鑫供应链管理

有限公司、温州众睿国际贸易

有限公司等

6

苏州宏承

达装饰材

料科技有

限公司

是

承兑结算，货

到 7 个工作

日付款

2,658.49 2,440.13
苏州宏承达装饰材料科技有

限公司

7
山东德成

铝业科技

有限公司

是
承兑/电汇结

算，款到发货
3,690.39 1,364.05

乳源瑞丰贸易有限公司、南京

华信藤仓光通信有限公司、常

州市常蒸蒸发器有限公司、宏

安集团有限公司、安徽万朗磁

塑股份有限公司等

8

山东亚泰

新材料科

技有限公

司

是

承兑/电汇结

算，货到 3
个工作日付

款

2,888.44 1,080.06

山东亚泰新材料科技有限公

司、宁波惠康新能源科技有限

公司、山东福奥圣通工贸集团

有限公司

9
镇江龙顺

金属科技

有限公司

是
承兑结算，款

到发货
1,884.00 852.28

镇江龙顺金属科技有限公司、

镇江源龙铝业有限责任公司、

浙江澳森机械有限公司、烟台

富耐克换热器有限公司、深圳

麦格米特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等

10
山东齐昊

新型彩铝

有限公司

是

承兑结算，货

到 15天内结

清货款

7,496.05 715.63

山东齐昊新型彩铝有限公司、

新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安

信铝业集团有限公司、浙江斯

菱汽车轴承股份有限公司、江

苏力诺装饰材料有限公司等

合计 75,245.23 31,297.73 -

（二）截至 2021年 12月 31日的应收票据及应收款项融资余额前十大单位

单位：万元

序号 前手背书人
是否为

客户

主要结算政

策

本期销售金

额（含税）

应收票据/应收

款项融资余额
出票人

1
临沂旺利达

彩涂有限公

司

是

承兑结算，货

到 15 天内结

清货款

14,046.81 10,058.26

鞍山天宸实业有限公司、温州

绿锐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天津

市瀚宝昇供应链管理有限公

司、天津链城信息科技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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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前手背书人
是否为

客户

主要结算政

策

本期销售金

额（含税）

应收票据/应收

款项融资余额
出票人

司、诸暨市海阔商贸有限公司

等

2
浙江广大铝

业有限公司
是

承兑结算，货

到 入库 后 2
个工作日付

款

14,599.63 6,335.65

苏州顺然纺织品有限公司、浙

江麒正药业有限公司、仙鹤股

份有限公司、开封空分集团有

限公司、广州高澜节能技术股

份有限公司等

3
河南鼎钰铝

业有限公司
是

承兑 /电汇结

算，货到付款
9,154.27 5,321.18

中电建成都铁塔有限公司、江

苏赛鑫树脂有限公司、江苏赛

拉弗光伏系统有限公司、南通

百柯机电有限公司、力思龙金

属有限公司等

4
苏州宏承达

装饰材料科

技有限公司

是

承兑 /电汇结

算，预付部分

货款，货到 7
个工作日内

付清尾款

9,656.03 5,100.40

苏州宏承达装饰材料科技有限

公司、镇江龙源铝业有限公司、

温州淳威贸易有限公司、上海

渊亿实业有限公司、浙江新道

物资有限公司等

5
江苏雅泰科

技产业园有

限公司

是
承兑 /电汇结

算，货到付款
19,504.38 4,751.82

浙江亚厦幕墙有限公司、上海

玻机智能幕墙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雅泰科技产业园有限公

司、泉州市中荣幕墙装饰有限

公司、杭州雅叙新能源开发有

限公司等

6
山东德成铝

业科技有限

公司

是
承兑 /电汇结

算，款到发货
14,498.94 3,084.55

镇江源龙铝业有限责任公司、

乳源瑞丰贸易有限公司、江苏

南方天宏通信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理庆贸易有限公司、江苏

迪卡尔农业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等

7
江苏常铝铝

业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是

承兑结算，货

到（票到）10
日付款

16,850.45 3,009.25

中国建材国际工程集团有限公

司、河南永乐生活电器有限公

司、上海电气国轩新能源科技

有限公司、浙江福兰特有限公

司、浙江红颂新材科技有限公

司等

8
淄博火炬新

材料科技有

限公司

是

承兑结算，货

到 7 个工作

日付款

8,176.34 2,507.92

温州东扑新能源科技有限公

司、费县楠江木业有限公司、

临沂嘉海建材有限公司、河南

建祥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河南

省弘力电器销售有限公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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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前手背书人
是否为

客户

主要结算政

策

本期销售金

额（含税）

应收票据/应收

款项融资余额
出票人

9
镇江龙顺金

属科技有限

公司

是

承兑结算，货

到 7 个工作

日内付款

4,420.10 1,865.17

镇江源龙铝业有限责任公司、

浙江和利能源有限公司、天津

竣辉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辛

集市钢信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浙江启飞工贸有限公司等

10
中天轻合金

有限公司
是

承兑 /电汇结

算，款到发货
23,280.92 1,452.42

宁波震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铁三局集团有限公司、湖北

江汉建筑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苏州郎普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上海赣航实业有限公司等

合计 134,187.87 43,486.62 -

（三）截至 2020年 12月 31日的应收票据及应收款项融资余额前十大单位

单位：万元

序号 前手背书人
是否为

客户
主要结算政策

本期销售金

额（含税）

应收票据/应收

款项融资余额
出票人

1
林州德仁铝

业有限公司
是

承兑 /电汇结

算，开票后 7
个工作日付款

13,217.97 2,006.16

乳源瑞丰贸易有限公司、石

家庄市第四医院、深圳西可

实业有限公司、南矿业（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

2
苏州塞迈金

属有限公司
是

承兑 /电汇结

算，货到 7 个

工作日付款

5,022.94 1,991.02
苏州宏承达装饰材料科技有

限公司

3
江苏雅泰科

技产业园有

限公司

是

承兑 /电汇结

算，发货欠款

额 度 为 300
万，超出额度

的货款货到票

到次月 1 号结

清

12,163.47 1,671.82

浙江亚厦幕墙有限公司、武

汉江河幕墙系统工程有限公

司、浙江全品建筑材料科技

有限公司、广东世纪同达物

联服务平台有限公司、上海

新安屹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等

4
镇江龙顺金

属科技有限

公司

是

承兑结算，货

到 7 个工作日

付款

3,883.46 1,212.22

浙江中泽精密科技有限公

司、浙江舜曙照明电器有限

公司、浙江钜银实业有限公

司、宁波日樱电器有限公司、

上海昂轩实业有限公司等

5
山东德成铝

业科技有限

公司

是
承兑 /电汇结

算，款到发货
2,747.42 1,162.24

乳源瑞丰贸易有限公司、中

国中材进出口有限公司

6
淄博火炬新

材料科技有
是

承兑 /电汇结

算，货到 7 个
9,942.56 1,081.27

台州白云吉祥装饰材料有限

公司、华创电子股份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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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前手背书人
是否为

客户
主要结算政策

本期销售金

额（含税）

应收票据/应收

款项融资余额
出票人

限公司 工作日付款 司、苏州柯达装饰股份有限

公司、力同铝业（广东）有

限公司、浙江省化工进出口

有限公司等

7
浙江天之望

新材料科技

有限公司

是
承兑结算，货

到付款
4,264.25 918.11

宁波耀升工具实业有限公

司、台州白云吉祥装饰材料

有限公司、台州市杰耀科技

有限公司、浙江天之望新材

料科技有限公司、浙江逸东

电机有限公司等

8
临沂旺利达

彩涂有限公

司

是
承兑结算，货

到付款
2,621.84 640.00

阜新爱丰能源有限公司、大

连同泰能源化工有限公司、

大连启畅贸易有限公司、南

通蓝天风电科技有限公司、

鞍山雍荣金属材料加工有限

公司等

9
河南鼎钰铝

业有限公司
是

承兑 /电汇结

算，开票后 10
个工作日内付

款

7,520.20 546.00

大连料晟商贸有限公司、沈

阳腾飞钢铁经销有限公司、

大连华利盛商贸有限公司、

河北冀北医药物流有限公

司、大连金圣邦富商贸有限

公司等

10
山东齐昊新

型彩铝有限

公司

是
承兑结算，货

到 15天付款
10,238.87 414.76

山东潍坊润丰化工股份有限

公司、愉悦家纺有限公司、

浙江自贸区国通企业发展有

限公司、江苏力诺装饰材料

有限公司、山东齐昊新型彩

铝有限公司

合计 71,622.98 11,643.60 -

（四）截至 2019年 12月 31日的应收票据及应收款项融资余额前十大单位

单位：万元

序号
前手背书

人

是否为

客户
主要结算政策

本期销售金

额（含税）

应收票据/应收

款项融资余额
出票人

1

山 东 领 航

新 材 料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是

承兑结算，开

单后 7/15 日付

款

36,889.18 8,464.66

乳源瑞丰贸易有限公司、力

同铝业(广东)有限公司、乳源

瑶族自治县东阳光化成箔有

限公司、葫芦岛市宝顺汽车

销售有限责任公司、陕钢集

团韩城钢铁有限责任公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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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前手背书

人

是否为

客户
主要结算政策

本期销售金

额（含税）

应收票据/应收

款项融资余额
出票人

2
江 阴 多 复

包 装 材 料

有限公司

是

承兑结算，货

到 7 天内付款/
款到发货

6,993.92 1,770.00

厦门晟茂有限责任公司、威

斯卡特工业（中国）有限公

司、苏州飞驰环保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江阴多复包装材

料有限公司、深圳市玖润光

电科技有限公司、江阴卓奥

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3
江 苏 苏 铝

铝 业 有 限

公司

是
承兑结算，货

到 10日付款
4,750.80 1,186.00

力同铝业(广东)有限公司、安

徽力幕新材料科技有限公

司、台州白云吉祥装饰材料

有限公司、江苏华维电网工

程有限公司、鄱阳县发烧友

家电有限公司等

4
镇 江 龙 顺

金 属 科 技

有限公司

是
承兑结算，货

到 3/7日付款
6,188.55 977.86

武钢绿色城市建设发展有限

公司、中国核工业华兴建设

有限公司、新疆北方汇通实

业有限公司、福建盛美卓电

器销售有限公司、常州宝菱

重工机械有限公司等

5
博 兴 县 瑞

丰 铝 板 有

限公司

是

承兑 /电汇结

算，货到验收

合格后付款

36,811.69 826.00

北京京东世纪贸易有限公

司、国美在线电子商务有限

公司、常州常发制冷科技有

限公司、深圳市盛世欣兴格

力贸易有限公司、杭州五星

铝业有限公司

6

淄 博 火 炬

新 材 料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是

承兑 /电汇结

算，货到 7 个

工作日付款

17,943.12 514.80

台州吉祥铝业科技有限公

司、台州白云吉祥装饰材料

有限公司、四川华夏建辉幕

墙装饰有限公司、杭州鸿翔

进出口有限公司、力同铝业

(广东)有限公司等

7
山 东 信 通

铝 业 有 限

公司

是
承兑结算，货

到 3-5天付款
5,126.96 461.80

山东信发华源贸易有限公

司、宁波天予日用品有限公

司、北京承达创建装饰工程

有限公司、浙江神恩有色金

属材料有限公司、上海江河

幕墙系统工程有限公司等

8
河 南 鼎 钰

铝 业 有 限

公司

是

承兑结算，货

到票到 7 个工

作日内付款

1,430.49 248.49
山西国润冶金产业有限责任

公司、雷沃重工股份有限公

司、深圳市京泉华科技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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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前手背书

人

是否为

客户
主要结算政策

本期销售金

额（含税）

应收票据/应收

款项融资余额
出票人

有限公司

9
山 东 富 海

实 业 股 份

有限公司

是
承兑结算，货

到 15天内付款
3,608.71 218.17

台州市杰耀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市吉鑫祥装饰建材有限

公司、山东亿嘉农化有限公

司、力同铝业(无锡)有限公司

10
林 州 德 仁

铝 业 有 限

公司

是

承兑 /电汇结

算，提货后 7
个工作日付款

5,518.36 150.00
浙江金信包装股份有限公

司、上海方迪钢铁贸易有限

公司

合计 125,261.78 14,817.78 -

报告期内，发行人对主要客户的信用政策未发生重大变化，销售金额与应收

票据余额相匹配，不存在重大异常。报告期各期末，发行人主要应收票据及应收

款项融资前手背书人均系客户，属于因正常商业往来向发行人出具或背书的银行

承兑汇票。

三、发行人应收票据均为银行承兑汇票，信用等级较高且报告期内未发生无

法承兑的情形，故发行人未计提减值准备，具有合理性

报告期内，发行人未对应收银行承兑汇票计提坏账准备，主要原因为：报告

期内，发行人接受合作期内及时回款、无拖欠货款情况的客户以银行承兑汇票的

形式支付货款。发行人收到的银行承兑汇票的承兑人为浙商银行、宁波银行、江

苏银行、苏州银行、齐鲁银行等股份制商业银行。通常而言，该等商业银行具有

较高的信用，银行承兑汇票到期不获支付的可能性极低，且报告期内发行人未发

生因承兑人无法承兑相关票据而使持票人向公司行使追索权的情形。整体而言，

发行人银行承兑汇票承兑人拒绝付款或拒绝承兑的可能性极小、持票人对发行人

行使追索权的可能性极低，票据的信用风险和延期付款风险极小，因此未对应收

银行承兑汇票计提坏账准备。

发行人与同行业可比公司的应收银行承兑汇票坏账准备的计提情况如下

可比公司 应收银行承兑汇票坏账计提标准

明泰铝业

对于无风险银行承兑票据组合，由于出票人具有较高的信用评级，历史上

未发生票据违约，信用损失风险极低，在短期内履行其支付合同现金流量

义务的能力很强，因此参考历史信用损失经验不计提预期信用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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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比公司 应收银行承兑汇票坏账计提标准

鼎胜新材

参考历史信用损失经验，结合当前状况以及对未来经济状况的预测，通过

违约风险敞口和整个存续期预期信用损失率，计算预期信用损失。对分类

为银行承兑汇票的票据，不计提预期信用损失。

常铝股份

考虑有关过去事项、当前状况以及对未来经济状况的预测等合理且有依据

的信息，以发生违约的风险为权重，计算合同应收的现金流量与预期能收

到的现金流量之间差额的现值的概率加权金额，确认预期信用损失。对分

类为银行承兑汇票的票据，不计提预期信用损失。

发行人

对于划分为组合的应收票据，本公司参考历史信用损失经验，结合当前状

况及对未来经济状况的预测，通过违约风险敞口和整个存续期预期信用损

失率，计算预期信用损失。由于银行承兑汇票的承兑人为商业银行，通常

而言商业银行具有较高的信用，银行承兑汇票到期不获支付的可能性极

低，因此参考历史信用损失经验不计提预期信用损失。

从上表可以看出，发行人的应收银行承兑汇票坏账准备计提标准与同行业上

市公司一致，均不计提减值准备，不存在差异。

四、中介机构核查过程

申报会计师执行了以下核查程序：

1、对发行人财务负责人进行访谈，了解发行人的票据管理模式，获取了发行

人向银行办理票据池业务的《票据池协议》，并查阅了《企业会计准则》，分析应

收票据及应收款项融资余额变动情况与发行人的票据管理模式是否相符，了解应

收票据和应收款项融资余额变动原因及合理性；

2、获取了发行人报告期各期应收票据明细表，检查票据的类型、出票人、前

手背书人等情况，并结合客户的支付结算政策、采购金额，核查前手是否为发行

人客户，票据背书是否具有真实的商业背景；

3、查阅了发行人的财务报表，将报告期各期应收票据的质押金额与开具的应

付票据余额、销售收入和应收票据增加额进行匹配，核查应收票据余额大幅变动

的原因；

4、查阅了发行人的应收票据明细表，了解应收票据和应收款项融资相关的银

行承兑汇票出票行情况，分析应收票据贴现及背书是否符合终止确认条件，核查

发行人应收票据减值准备计提是否合理；

5、从公开信息渠道检索了发行人可比上市公司的应收票据减值准备计提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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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与发行人的应收票据减值准备计提标准进行对比，核查发行人与同行业上市公

司的应收票据减值准备计提政策是否存在差异。

五、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申报会计师认为：

1、2020年末，发行人应收票据余额为 0的主要原因系发行人当期执行新金融

工具准则，将收到尚未到期的应收票据调至应收款项融资列示所致。2021年末，

发行人应收票据及应收款项融资余额较上年增加，主要原因系因开展票据池业务

向银行质押的银行承兑汇票规模增加所致。2022年 6月末，发行人应收票据及应

收款项融资余额有所下降，主要原因系发行人上年用于质押的银行承兑汇票集中

到期，本期到期承兑的票据金额较高。报告期内，发行人应收票据及应收款项融

资余额变动具有合理性；

2、报告期各期末，发行人应收票据均为银行承兑汇票，由于该等票据的信用

风险和延期付款风险极小，因此期末未计提减值准备具有合理性，应收票据减值

准备计提政策与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不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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