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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600421            股票简称：华嵘控股            编号：2022-023 

 

湖北华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 

对公司 2021 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 

问询函回复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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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华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于2022年5月23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管理

二部上证公函【2022】0456号《关于湖北华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报的信息披露

监管问询函》（以下简称“《问询函》”），根据《问询函》要求，本公司及相关方进

行了认真调查核实，现就问询函中所关注问题回复如下： 

1．年报显示，2021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30亿，其中模具销售收入8925.21万元，

模台销售收入3510.20万元。营业收入规模同比减少7.02%，主要系模台销售较上年减

少28.95%。请公司补充披露：（1）模具、模台类业务具体业务模式，包括但不限于

采购模式、生产模式、销售模式，并结合行业情况说明主要经营业绩、盈利水平是否

具有合理性；（2）近两年模具、模台类业务前五大客户名称及所涉关联关系、合作

起始时间、销售金额及占比,前五大供应商名称、采购金额及占比，并详细列示客户、

供应商结构变动的原因；（3）报告期内模台类业务大幅下滑的具体原因。请年审会

计师结合审计程序，审慎全面地发表意见。 

【回复】： 

（一）模具、模台类业务具体业务模式，包括但不限于采购模式、生产模式、销

售模式，并结合行业情况说明主要经营业绩、盈利水平是否具有合理性； 

1、主要产品用途 

公司主要产品为预制构件（PC）模具、模台和工装货架等。模具是根据PC构件

图纸进行机械设计，通过钢材加工制作成特定的结构形式使混凝土成型的一种工业产

品；模台是混凝土成型过程中，为保证模具水平而使用的平台钢构产品；工装货架是

用于混凝土预制构件的存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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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业务模式 

鉴于不同建筑物结构差异较大，所需的预制构件产品规格不同，预制构件厂家和

模具厂家多采用个性化的定制生产模式，根据客户提供的设计图纸和技术参数进行组

织生产并进行相应的原材料采购。与同行业公司一样，公司也执行以销定产的个性化

生产模式。公司模具主要核算飘窗模具、楼梯模具、阳台模具、梁模具和货架等产品；

模台主要核算流水模台、固定模台和模台清扫机等产品。 

公司产品定价随行就市，主要结合原材料价格、人工成本等主要生产成本和利润

诉求进行对外报价，老客户通常采用协商定价模式，新客户则需通过议标或招投标方

式确定。 

公司采购的原材料主要为各类型材和板材，原材料市场较为透明，采购价格随行

就市。 

    具体业务模式如下： 

（1）采购模式 

公司原材料主要是型材和板材，由成本部负责原材料、生产辅料及增添设备的采

购。在采购员进行询价、比价基础上，经采购成本经理、财务经理、总经理、董事长

参与合同评审后签订合同。 

（2）生产模式 

公司经营部签订销售合同或订单后发起工单评审，在经营部经理、设计经理、生

产经理、总经理评审通过后，生产部门制定生产计划并根据生产计划组织生产。设计

部门根据工单上的产品规格标准对产品出具设计图纸，生产部门根据设计图纸进行领

料生产。品质管理部负责原材料来料检验、生产过程的检验和产成品的质检。公司按

订单生产，执行以销定产的生产模式。 

（3）销售模式 

公司经营部负责销售业务，公司销售通过直销模式实现，主要通过市场化议价方

式获取客户订单。经营部及时跟踪订单完成情况，通过内部流程监督合同和订单的质

量、成本、交付和服务，确保满足客户需求。结算方式包括电汇和承兑两种方式。 

3、经营业绩和盈利水平变动合理性分析 

（1）收入变动分析 

公司本期收入较上期变动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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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元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本期金额较上期变动比例(%) 

营业收入 130,352,941.98 140,188,499.49 -7.02 

其中：    

模具 89,252,081.34 86,745,062.81 2.89 

模台 35,102,021.63 49,401,350.20 -28.95 

小  计 124,354,102.97 136,146,413.01 -8.66 

公司本期营业收入较上年减少9,835,557.51元，主要原因系模台销售较上年大幅

减少，影响金额为14,299,328.57元。 

公司本期模台销售减少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国内房地产市场调控，下游新建 PC 工

厂相比以前年度明显减少，作为 PC 工厂前期固定资产投入的模台需求下降明显。2019

年模台销售占公司总销售额的 49.61%，是公司销售额占比最大的产品，2020 年占比

减少到 35.28%，2021 年进一步减少到 26.93%。  

公司本期模具销售较上期略增，主要是公司采取了积极措施且产品价格有所上涨

所致。2020年9月4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公开发布了由9部门联合印发的《住房和城

乡建设部等部门关于加快新型建筑工业化发展的若干意见》，在"推广精益化施工"部

分，《若干意见》提出“大力发展钢结构建筑”“推广装配式混凝土建筑”等，装配式建

筑是国家大力支持的朝阳行业，行业逐年稳定增长，相应的模具需求也持续提高；公

司近几年模具销售一直稳中增长，模具需求上升属于行业趋势。同时，公司根据PC

市场需求和公司自身特点，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来增加模具销售，2021年在竞争相对

良性的广东设立生产基地、重点提升预制模具产能、坚定转型并持续提升房建市场以

外的市政路桥模具产量。模具销售近几年呈稳定增长趋势，2019年模具销售金额

69,750,607.77元，2020年86,745,062.81元，较2019年增长24.36%，2021年模具销售较

2020年略增2.89%。 

（2）盈利能力变动分析 

1）毛利率变动情况 

最近两年，公司毛利率变动情况如下： 

单位：元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变动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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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收入 130,352,941.98 140,188,499.49 -7.02% 

营业成本 115,454,344.29 109,414,321.52 5.52% 

毛利率 11.43% 21.95% -47.93% 

公司2021年毛利率同比大幅下降，主要原因是主要原材料钢材采购价格上涨超过

30%的情况下，受制于下游市场需求疲软、行业竞争加剧等因素，产品售价并没有相

应提升。 

2）钢材市场价格变动情况 

我国2021年钢材市场价格较2020年大幅上涨，公司2021年平均采购价格较2020

年增加约1280元/吨，比2020同期增长超过30%。 

2020年初以来，我国钢材价格变动如下： 

 

3）产品价格变动情况 

最近两年，公司产品价格变动情况如下： 

单位：元 

产品 

本期情况 上期情况 销售单价

变动比例 销售数量 销售金额 销售单价 销售数量 销售金额 销售单价 

模具 8,996.38 89,252,081.34 9,920.89 9,413.17 86,745,062.82 9,215.29 7.66% 

模台 5,448.64 35,102,021.63 6,442.35 8,131.94 49,401,350.20 6,074.97 6.05% 

由上表可见，在原材料价格大幅上涨的情况下，公司产品销售价格提升较为有限。 

（二）近两年模具、模台类业务前五大客户名称及所涉关联关系、合作起始时间、

销售金额及占比,前五大供应商名称、采购金额及占比，并详细列示客户、供应商结

构变动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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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前五大客户情况 

（1）2021年前五大客户情况 

2021年模具、模台类前五大客户名称及所涉关联关系、合作起始时间、销售金额

及占比如下： 

单位：元 

客户名 销售规模 收入比例 是否关联关系 起始合作时间 

浙江中天建筑产业化有限公司 6,900,259.70 5.29% 是 2017 年 12 月 

中电建池州长智建工有限公司 4,734,587.50 3.63% 否 2020 年 1 月 

上海电气研砼（徐州）重工科技有

限公司 
4,062,431.46 3.12% 否 2019 年 3 月 

浙江德耀钢模有限公司 3,597,799.91 2.76% 否 2018 年 12 月 

陕西中天建筑工业有限公司 3,280,935.59 2.52% 是 2018 年 6 月 

合  计 22,576,014.16 17.32% ---   

由上表可见，公司2021年度前五大客户均非当年度新增客户。 

（2）2020年前五大客户情况 

2020年模具、模台类前五大客户名称及所涉关联关系、合作起始时间、销售金额

及占比如下： 

单位：元 

客户名 销售规模 收入比例 是否关联关系 起始合作时间 

浙江中天建筑产业化有限公司 7,163,241.33 5.11% 是 2017 年 12 月 

江苏枫达建筑科技有限公司 6,020,469.03 4.29% 否 2019 年 3 月 

中铁十四局集团房桥有限公司 5,709,735.49 4.07% 否 2019 年 10 月 

恒均建材科技河北有限公司 5,611,898.05 4.00% 否 2019 年 10 月 

陕西中天建筑工业有限公司 5,346,443.33 3.81% 是 2018 年 6 月 

合  计 29,851,787.23 21.28% --- 
 

由上表可见，公司2020年度前五大客户均非当年度新增客户。 

2、前五大供应商情况 

（1）2021年度前五大供应商情况 

公司2021年度对前五大供应商的采购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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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元 

前五大供应商 采购内容 采购金额 占比 是否新增 

上海峰宁经贸有限公司 采购钢材 19,316,268.33 16.73% 否 

上海找钢网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采购钢材 16,535,336.52 14.32% 否 

浙江鸿富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采购劳务 9,797,491.91 8.49% 否 

南京达钢钢铁贸易有限公司 采购钢材 8,442,278.27 7.31% 否 

浙江高阳物资有限公司 采购钢材 3,862,846.51 3.35% 否 

合  计 
 

57,954,221.54 50.20% 
 

2021年度，公司对前五名供应商采购金额合计为5,795.42万元，占营业成本的比

重为50.20%。以上供应商均非公司关联方，也非当年新增合作方。 

（2）2020年度前五大供应商情况 

公司2020年度对前五大供应商的采购情况如下： 

单位：元 

前五大供应商 采购内容 采购金额 占比 是否新增 

上海峰宁经贸有限公司 采购钢材 19,159,699.63  17.51% 否 

南京达钢钢铁贸易有限公司 采购钢材 16,261,043.23  14.86% 否 

浙江苏鹰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采购劳务 9,814,918.44  8.97% 否 

上海找钢网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采购钢材 8,242,946.12  7.53% 否 

浙江高阳物资有限公司 采购钢材 6,267,241.55  5.73% 否 

合  计 
 

59,745,848.97 54.61% 
 

2020年度，公司对前五名供应商采购金额合计为5,974.58万元，占营业成本

10,941.43万元的比重为54.61%。以上供应商均非公司关联方，也非当年新增合作方。 

3、客户供应商变动分析 

从整体上而言，公司与客户、供应商之间的合作关系较为稳定，2020年和2021

年，公司前五大客户和供应商均非当期新增的合作单位。 

（三）报告期内模台类业务大幅下滑的具体原因。 

公司模台产品是混凝土成型过程中，为保证模具水平而使用的平台钢构产品，系

可以长期配套模具使用的固定资产，主要采购方为新建或扩建的PC工厂；公司本期

模台销售减少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国内房地产市场调控，PC工厂新建或扩建的意愿明

显降低，导致模台类固定资产投资大幅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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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请年审会计师结合审计程序，审慎全面地发表意见。 

年审会计师就上述事项执行了以下核查程序： 

1、针对模台模具收入的确认，实施的审计程序包括：1）了解、评估并测试与收

入确认相关的内部控制；2）了解建筑模台模具收入确认的会计政策，评价收入确认

政策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3）取得经营台账，抽查相关合同、签收单、对

账单、销售发票、销售回款凭证等资料，并结合函证等程序验证交易的真实性和完整

性；4）关注关联方销售。获取管理层提供的关联方清单，并将其与其他公开渠道获

取的信息进行核对；核查关联方工商信息，关注其主营业务范围，判断关联交易的必

要性和合理性；获取管理层提供的关联方交易发生额及余额明细，将其与财务记录核

对；检查关联方的毛利情况和关联方单价情况（分区域分产品种类）；5）执行建筑

模台模具收入、成本及毛利率相关的分析程序，分析收入、成本及毛利率变化趋势的

合理性；6）针对资产负债表日前后确认的收入执行抽样测试，评估建筑模台模具收

入是否确认在恰当的会计期间；7）主要客户的收入金额及往来款项余额执行函证程

序；8）对本期新增的主要客户进行核查程序，包括实地走访和视频访谈。  

2、针对模台模具成本的确认，实施的审计程序包括：1）了解、评估并测试与生

产成本、采购与付款相关的内部控制；2）对存货的相关会计政策进行了解，评价其

是否符合企业适用的会计准则或制度，是否与以前年度保持一贯性； 3）取得原材料

采购明细，抽查相关合同、入库单、过磅单、签收单、采购发票、付款单等资料，并

结合函证等程序验收交易的真实性和完整性；4）对生产成本进行分析性复核，检查

各月及前后期同一产品的单位成本是否有异常波动，分别比较前后各期及本年度各个

月份的生产成本项目，比较当年度及以前年度直接材料、直接人工、制造费用占生产

成本的比例，核对相互独立部门的数据，评估分析程序的测试结果等，以验证成本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5）针对发出商品，抽查相关的订单、出库单、运输单、

对账单、签收单等资料，并结合函证等程序验证交易的真实性和完整性；6）针对资

产负债表日前后采购、材料出库、产成品出入库执行截止性测试，评估相关成本是否

确认在恰当的会计期间；7）主要供应商的采购金额及往来款余额执行函证程序。 

经核查，年审会计师认为：公司模台模具业务主要经营业绩、盈利水平的变动具

备客观合理的原因，公司前五大客户和供应商均非新增客户，交易行为符合商业惯例。 

2.年报显示，2021年公司实现收入1.30亿元，营业收入扣除项目合计金额599.88

万元，主要为模台模具加工和废品废料处置等，扣除与主营业务无关或不具备商业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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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的其他收入后的营业收入金额为1.24亿元。公司前五名客户销售额2,257.60万元，

占年度销售总额17.32%，其中前五名客户销售额中关联方销售额1,018.12万元，占年

度销售总额7.81%。请公司补充披露：（1）上述扣除收入对应项目的基本情况，包

括但不限于业务模式、主要协议条款、扣除理由及依据等；（2）结合关联方销售具

体情况，说明是否具有真实业务背景，是否具有商业合理性；并结合与非关联方销售

的毛利率对比，说明销售价格是否具有公允性，相关收入是否应按照《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2号—业务办理》中营业收入扣除规则予以扣除。请年审

会计师发表意见。 

【回复】： 

（一）扣除收入对应项目的基本情况，包括但不限于业务模式、主要协议条款、

扣除理由及依据等； 

扣除收入对应项目的基本内容如下： 

单位：元 

内  容 金额 业务模式 扣除理由及依据 

废料 3,464,733.94  对生产中产生的废料进行出售。 正常经营之外的其他业务收入 

加工费 2,519,551.83  

客户提供加工制作所需图纸、原材料及需装配用

件，公司按产品规格标准进行加工生产后，向客户

交付成品，并收取加工费。 

正常经营之外的其他业务收入 

其他 14,553.24  维修费、改模费等 
未形成或难以形成稳定业务模

式的业务所产生的收入 

合 计 5,998,839.01  

  其中：废料销售的主要协议条款如下： 

主要条款 内容 

交货地点 需方指定的交货地点。 

交货方式 需方自提，途中发生意外损失由需方承担。 

验收方式 按需方质量标准要求执行，供方送货车辆在供方厂内磅房过磅，重量按供方计量为准。 

货款结算 
供方凭经确认的需方有效质检单或入库单。向需方开具增值税发票，需方应该按期履

约付款。 

结算方式 价格随行就市。 

加工费收入的主要协议条款如下： 

主要条款 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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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责任 

甲方（需方）:提供乙方加工制作所需图纸、原材料及需装配用件。 

乙方（供方）:1、负责产品制作并运输至指定地点。2、制作需严格按照甲方图纸尺

寸,以及技术要求进行加工制作。3、产品面板无损耗,去除原材料制作产生的约 5%

损耗,剩余制作余料归甲方所有。 

乙方加工对质量负责的条

件及服务要求 

1、因乙方制作产生的任何质量问题并因此造成修复、作废或对甲方销售等方面造成

影响所产生的一切费用由乙方全部负责赔偿与质量问题解决。 

验收标准 乙方加工产品完成后需自检,并需向甲方质检部门提供自检报告。  

交货方式 乙方负责成品运输。 

结算方式及期限 
发货前，由甲方验收合格后开具全额增值税发票 7 日内支付合同总额的 90%，质保

期满 7 日内支付 10%尾款。 

经逐条对比《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2号-- -业务办理》附件第

七号《财务类退市指标:营业收入扣除》(以下简称“《营业收入扣除》”)“二、营业

收入具体扣除项”中的有关规定，根据谨慎性和一贯性原则，其他业务收入均属于与

与主营业务无关的其他收入。 

（二）结合关联方销售具体情况，说明是否具有真实业务背景，是否具有商业合

理性；并结合与非关联方销售的毛利率对比，说明销售价格是否具有公允性，相关收

入是否应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2号—业务办理》中营业收

入扣除规则予以扣除。 

1、公司2021年度关联方销售情况 

2021年度，公司关联方销售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元 

关联方 类别 收入 

营业收

入中是

否扣除 

是否具

有真实

业务背

景 

是否具

有商业

合理性 

公司经营范围 

浙江中天建筑产

业化有限公司 

模具 6,844,817.24 否 是 是 
建筑材料的研发、技术成果转让、销售；

预制混凝土构件、混凝土外加剂、表面活

性剂、粘胶剂复配项目、金属结构件、浇

筑模具、机械零配件、塑料制品、橡胶制

品的生产、销售；建筑技术的技术开发、

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成果转让。 

加工费 55,442.46 是 是 是 

陕西中天建筑工

业有限公司 
模具 3,280,935.59 否 是 是 

混凝土结构构件、水泥制品、商品混凝土、

干混砂浆及其他建筑材料的研发、生产、

检验检测及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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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天建设集团有

限公司 
模具 1,047,922.02 否 是 是 

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特级；市政公用工程

施工总承包壹级；城市轨道交通工程专业

承包等  

湖北中天绿建工

业有限公司 
模具 1,002,298.94 否 是 是 

预制混凝土构件制造、销售；建筑材料研

发、推广。 

广西仰创科技有

限公司 
模具 448,083.63 否 是 是 

建筑材料的技术研发、技术转让；预制混

凝土构件、混凝土外加剂、防水隔热材料、

金属结构件、模具、机械零配件、塑料制

品、橡胶制品的生产及销售等。 

天津中匠建筑科

技有限公司 

模具 312,419.64 否 是 是 建筑技术开发、咨询、转让、服务；水泥

制品、砼结构构件技术开发、制造、销售

等 
加工费 31,375.53 是 是 是 

河南豫清建筑科

技有限公司 
模具 319,460.18 否 是 是 

建筑科学技术的研发、咨询、服务；水泥

混凝土制品、钢筋混凝土预制构件、纤维

增强水泥制品及其他水泥类制品的制造、

安装和销售；装配式建筑混凝土预制构件

模具、模台等。 

河北倚天建筑科

技有限公司 
模具 138,964.61 否 是 是 

建筑科学技术的研发、咨询、服务；水泥

混凝土制品、混凝土结构件、纤维增强水

泥制品及其他水泥类制品制造、销售；轻

质建筑材料等。 

宁波甬昇建筑科

技有限公司 
模具 98,139.73 否 是 是 

建筑科技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

让、技术服务；混凝土预制构件、石膏、

水泥制品研发制造及批发；金属制品加工

及批发；建筑工程机械与设备租赁；钢筋

加工及批发等。 

中天交通建设投

资集团有限公司 
模具 83,451.50 否 是 是 

建设工程施工；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

项目工程总承包；地质灾害治理工程施工；

建筑智能化工程施工；非金属矿物制品制

造；建筑用石加工；水泥制品制造；砼结

构构件制造；建筑砌块制造；新材料技术

研发；建筑材料销售；建筑砌块销售；水

泥制品销售等。 

浙江铠甲建筑科

技有限公司 

模具 1,404.43 否 是 是 模板、防护屏、脚手架技术开发、技术咨

询、技术转让、技术服务，模板、防护屏、

脚手架、建筑机械设备、普通机械设备生

产、设计、销售、租赁等。 

加工费 19,813.98 是 是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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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谊科建筑技

术发展有限公司 
加工费 19,115.03 是 是 是 

一般项目：建筑技术研发、成果转让，建

筑施工用铝合金模板生产、销售、租赁，

建筑材料销售、租赁等。 

浙江仰皓构件有

限公司 
模具 15,929.20 否 是 是 预制混泥土构件的生产及销售；工业设计。 

浙江古思建筑科

技有限公司 

模具 2,867.26 否 是 是 建筑材料研发，石膏、砂浆生产、销售，

新型建材专业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服

务，保温材料安装服务，建筑装饰装修工

程、建筑工程、市政工程、园林绿化工程

设计及施工等。 

加工费 4,460.18 是 是 是 

合  计 
 

13,726,901.15 
 

  

 

公司2021年度对关联方销售的主要为模具产品，并有少量的加工费收入，关联销

售占比为10.53%。 

上市公司间接控股股东主要从事建筑施工和房地产开发业务，目前正积极开展建

筑工业化业务，并在全国各地设立了PC工厂从事混凝土预制构件的生产经营，对于

建筑模具有一定的客观需求，公司对关联方的销售均具有真实业务背景和商业合理性。 

根据谨慎性和一贯性原则，公司将加工费收入13.02万元在营业收入予以扣除。 

2、关联交易公允性分析 

2021年度，公司对关联方和非关联毛利率比较情况如下： 

单位：元 

分类 收入 成本 毛利率 

非关联      110,757,409.00       101,773,418.93  8.11% 

关联方        13,596,693.97         12,645,301.36  7.00% 

合  计      124,354,102.97       114,418,720.29  7.99% 

2021年度，关联方销售毛利率略低于非关联方销售，差异较小，定价公允。差异

的主要原因是销售的季节性因素导致。公司2021年上半年毛利率为10.07%，下半年毛

利率为6.23%，而关联销售下半年占比较高，2021年上半年关联方销售金额仅400多万，

占全年不足三分之一。 

（三）年审会计师审核意见 

经核查，年审会计师认为：公司2021年度除已扣除的营业收入项目外，公司不存

在其他尚未扣除的与主营业务无关的业务收入或不具备商业实质的收入，扣除相关影

响后的营业收入为12,435.41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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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年报显示，2021年公司运输费467.90万元，同比下降28.72%，大幅高于营业收

入降幅7.02%；同时本期运输费用占营业成本的比例为4.09%，较去年6.06%下降2个

百分点。请公司：（1）分模具、模台业务，结合客户结构、销售数量的变化，说明

运输费下降幅度大幅高于营业收入下降幅度的合理性；（2）分模具、模台业务，结

合单位成本构成，说明运输费用占比下降的原因。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 

【回复】： 

（一）分模具、模台业务，结合客户结构、销售数量的变化，说明运输费下降幅

度大幅高于营业收入下降幅度的合理性 

2021年，公司运输费467.90万元，较2020年度的656.41万元同比下降28.72%，高

于营业收入同比降幅的7.02%，主要原因如下： 

1、公司2021年度产品价格上涨、销售数量下降 

2021年，主要原材料钢材采购价格上涨超过30%，产品销售单价呈一定程度的上

涨，2021年模具平均销售价格较2020年增加7.66%，模台平均销售价格较2020年增加

6.05%，2021年销售数量14,445.02吨较2020年17,545.11吨下降17.67%。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元 

产品 

本期情况 上期情况 销售单

价变动

比例 

销售数

量变动

比例 
销售数量

（吨） 

销售金额 

（万元） 
销售单价 

销售数量

（吨） 

销售金额 

（万元） 
销售单价 

模具 8,996.38 8,925.21 9,920.89 9,413.17 8,674.51 9,215.29 7.66% -4.43% 

模台 5,448.64 3,510.20 6,442.35 8,131.94 4,940.14 6,074.97 6.05% -33.00% 

合计 14,445.02 12,435.41 8,608.79 17,545.11 13,614.64 7,759.79 10.94% -17.67% 

2、销售收入区域结构发生变化 

2020年起华南PC市场增长较快，尤其是广东和海南两省，PC模具及相关产品市

场需求较好。且广东区域相比江浙沪及国内其他地方，产品价格相对较高，PC模具

供应尚不充分。同时，考虑到PC模具交期短、个性化程度高的特点，供应趋势也逐

渐发展为近距离周边厂家供应。为抓住这一市场机遇，公司于2021年设立了广东生产

基地，使得华南市场对应的运输费降低，华南区域市场占比已由2020年度的7.98%上

升至2021年度的27.56%，就近供给的销售占比由2020年度的70.66%提高至83.44%。 

公司最近两年收入分区域构成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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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区  域 

本期情况 上期情况 

营业收入 占比 营业收入 占比 

东北 44.84 0.34% 60.7 0.43% 

华北 713.33 5.47% 1,113.95 7.95% 

华东 5,521.69 42.36% 7,726.52 55.17% 

华南 3,592.44 27.56% 1,117.66 7.98% 

华中 813.80 6.24% 789.64 5.64% 

西北 556.49 4.27% 1,026.78 7.33% 

西南 1,762.67 13.52% 2,168.48 15.49% 

境外 30.03 0.23% 
  

合  计 13,035.29 100.00% 14,003.73 100.00% 

综上所述，公司2021年度运输费用下降幅度高于营业收入降幅主要系产品价格上

涨且销量数量降低以及公司收入结构的区域性变化所致。 

（二）分模具、模台业务，结合单位成本构成，说明运输费用占比下降的原因。 

公司近两年按料工费单位成本比例进行分析如下： 

单位成本构成项目 
本期金额 

（元） 

比例 

(%) 

上期金额 

（元） 

比例 

(%) 

本期金额较上期同

期变化比例（%） 

原材料 5,259.65 66.4 4,012.76 65.01 31.07 

人工成本 1,494.14 18.86 1,185.24 19.20 26.06 

制造费用 843.27 10.65 600.47 9.73 40.43 

运输费 323.92 4.09 374.13 6.06 -13.42 

合  计 7,920.98 100.00 6,172.60 100.00 28.32 

2021年钢材价格较2020年大幅上涨，2021年平均采购价格较2020年增加约1280

元/吨，比2020同期增长超过30%。其他人工费用和制造费用较上年略为增加，人工费

用是工资的正常涨幅，制造费用主要是新增广东生产基地，需投入新的设备和场地，

成本上升。原材料、人工成本、制造费用单位成本均较上期有一定程度的增加，而单

位运输费用是下降的，所以运输费用的占比下降。 

分模台、模具业务对单位成本进行分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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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产品 成本构成 
本期金额

（元） 

占比 

（%） 

上期金额

（元） 

占比 

（%） 

本期金额较上期同

期变化比例（%） 

模具 

原材料 5,544.03 62.65 4,022.09 60.44 37.84 

人工成本 2,047.53 23.14 1,662.83 24.99 23.14 

制造费用 934.09 10.56 595.73 8.95 56.80 

运输费 323.92 3.66 374.13 5.62 -13.42 

模台 

原材料 4,790.12 74.99 4,001.95 71.28 19.69 

人工成本 580.41 9.09 632.39 11.26 -8.22 

制造费用 693.32 10.85 605.96 10.79 14.42 

运输费 323.92 5.07 374.13 6.66 -13.42 

备注：因产品运输主要按照吨数计价，且存在混合运输情况，公司没有对模具、

模台的销售费用分别进行统计，而是按照销售数量进行分摊。 

分产品角度而言，无论是模具还是模台产品，单位产品材料成本和制造费用占比

均有所上升，主要原因是原材料价格涨幅较大以及公司新建广东生产基地等固定资产

投入增加所致，产销量的下降也增加了单位产品分摊的制造费用，以上因素导致单位

产品运输费比重有一定的下降。 

同时，公司产品运输费用根据重量、距离等因素而定，远距离运输会产生较高的

运输费用。公司2021年远距离（2021年含东北、华北、华中、西北区域，2020年除2021

年所含区域外，还含华南区域）销售收入占比由2020年29.33%降至2021年16.32%。 

（三）年审会计师审核意见 

经核查，年审会计师认为：运输费用下降幅度大幅高于营业收入下降幅度，并且

在单位成本中占比下降是合理的。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有关信息以公司在上述指定媒体和网站披露的公

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湖北华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5月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