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002182         证券简称：云海金属         公告编号：2020-35 

南京云海特种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 2019 年年度报告问询函回复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南京云海特种金属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云海金属”）于 2020

年 7 月 28 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发出的《关于对南京云海特

种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的问询函》（中小板年报问询函【2020】第

452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要求公司就年报中相关事宜做出说明并对外披露，

公司收到问询函后，立即组织相关人员会同年报审计机构一起对问询函中所列示

的问题逐一核实后，现按要求回复并公告如下： 

问题 1：2019 年度，你公司第一至第四季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

别为 8,695.52 万元、24,767.94 万元、-9,612.17 万元、6,879.58 万元。请结合你

公司所处行业情况、各季度经营情况，说明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各季

度波动较大的原因及合理性。 

公司回复： 

一、 所处行业情况 

公司主要从事铝镁合金加工业务，主要产品应用于汽车和 3C 领域。具有从

白云石开采-原镁冶炼-镁合金-镁合金深加工-镁合金回收一系列完整的镁产业

链。镁合金年产能 18 万吨，原镁年产能 10 万吨，同时全产业链带来的成本优势

较为显著，成本明显低于行业平均水平。2019 年上半年镁价高位运行，原材料

硅铁价格维持低位，促进公司业绩大幅提升。自 2019 年 6 月至年末，镁价步入

下行通道，逐步回落至 1.55 万元/吨，镁锭与硅铁价差由 1.2 万元缩小到 0.93 万

元。 

二、 四个季度的经营情况 



1．2019 年度四个季度经营情况如下：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118,987.45 127,391.58 147,353.64 163,473.16 

营业利润 5,736.68 25,817.75 30,219.16 42,161.20 

归属母公司的净

利润 
4,744.99 23,030.86 23,982.61 39,278.58 

扣非后的净利润 4,136.75 6,458.51 6,332.64 10,979.35 

公司积极开发下游客户，实现镁合金销量快速增长，保证业绩稳步抬升。一

季度因春节假期因素，销售量在四个季度中最低。二季度归母净利润大幅增长，

环比增长 385.37%。第三季度归母净利润优于第二季度，环比增长 4.13%。因传

统及新能源汽车用镁整体需求仍在增加，镁价止跌企稳，镁合金销量提升 10%

以上，加之公司及子公司搬迁补偿资产处置收益，第四季度归母净利润优于第三

季度，环比增长 63.78%。 

2019年全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557,205.83万元，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加9.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1,037.04 万元，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加 176.29%。 

2．2019 年度四个季度经营活动现金流情况如下：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经营活动现金流净额  8,695.52   24,767.94   -9,612.17   6,879.58  

二季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环比一季度增加 16,072.42 万元；主要

原因：产品销售价格上升销售收入比第一季度增加，第一季度经营性应收增加而

第二季度经营性应收减少，使得销售商品收到的现金增加。 

三季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环比二季度下降 34,380.11 万元，主要

原因：销售商品收到的现金减少，经营性应收增加。 

四季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环比三季度增加 16,491.75 万元，主要

原因：经营性应收减少，销售商品收到的现金增加。 

问题 2：报告期内，你公司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7.15 亿元，占净利润 78.57%，

主要是拆迁补偿所致。请结合 2019 年度你公司签订拆迁补偿合同、获得拆迁补



偿款项情况，说明会计处理方式、确认处置收益的依据，并请年审会计师发表

意见。 

公司回复： 

一、 拆迁补偿合同情况： 

2018 年 3 月 3 日，公司与南京市溧水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以下简

称“管委会”）签署了《关于公司与政府签订厂区搬迁框架协议》，参照溧水区国

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的有关规定，就公司搬迁、项目选址、规划设计、建设

计划、投资建设等事宜，签订搬迁框架协议。根据框架协议，管委会指定以下 3

家单位南京溧水经济技术开发总公司（以下简称“溧水经开”或“甲方”）、南京

溧水高新技术产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溧水高投”或“甲方”）和南京溧

水商贸旅游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溧水商贸旅游”或“甲方”）与公司及下

属子公司签署搬迁补偿协议。 

2019 年 3 月 26 日，公司与溧水经开签署了《开发区项目收储合同》，搬迁

范围系公司的 3 处厂区，包括溧水开发区厂区、位于子公司南京云开合金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南京云开”）晶桥工业集中区厂区的部分房产与土地以及位于子

公司南京云海轻金属精密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海精密”）洪蓝薛家自然

村厂区的部分房产与土地。 

2019 年 4 月 4 日，子公司南京云海轻金属精密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

海精密”）与溧水商贸旅游签署了《洪蓝项目收储合同》，搬迁范围系子公司自身

厂区。 

2019 年 4 月 4 日，子公司南京云开合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京云开”）

与溧水高投签署了《晶桥项目收储合同》，搬迁范围系自身厂区。 

合同具体情况如下： 

搬迁公司名

称 

住所 

补偿范围 补偿总金额

（万元）[注] 

补偿款支付约定 土地使用权

面积（㎡） 

建筑物面积

（㎡） 

云海金属公

司 

溧水经济开

发区秀山东

334,006.20 125,823.39 67,537.447 

补偿款分三期支付，第一期支

付系乙方将该地块的房产证、

土地证交给甲方，甲方支付



搬迁公司名

称 

住所 

补偿范围 补偿总金额

（万元）[注] 

补偿款支付约定 土地使用权

面积（㎡） 

建筑物面积

（㎡） 

路 9 号 40%的补偿款。第二期支付系

乙方必须于 2019 年 5 月 1 日

前配合甲方将该地块的房产、

土地过户至甲方名下，甲方支

付 30%的补偿款。第三期支付

系乙方将现有房产、土地等全

部交给甲方 10 日后，甲方支

付最后 30%的补偿款。 

云海精密 

溧水区洪蓝

镇蒲塘村薛

家自然村 

76,372.60 35,966.93 17,629.6775 

补偿款分三期支付，第一期支

付系乙方将该地块的房产证、

土地证交给甲方，甲方支付 

40%的补偿款。第二期支付系

乙方必须配合甲方将该地块

的房产、土地过户至甲方名

下，甲方支付 30%的补偿款。

第三期支付系乙方搬迁完成

后向甲方出具书面通知 10 日

后，甲方支付最后 30%的补偿

款。 

南京云开 

溧水区晶桥

镇工业集中

区 

63,082.90 30,856.65 17,139.00184 

补偿款分三期支付，第一期支

付系乙方将该地块的房产证、

土地证交给甲方，甲方支付 

40%的补偿款。第二期支付系

乙方必须配合甲方将该地块

的房产、土地过户至甲方名

下，甲方支付 30%的补偿款。

第三期支付系乙方搬迁完成

后向甲方出具书面通知 10 日



搬迁公司名

称 

住所 

补偿范围 补偿总金额

（万元）[注] 

补偿款支付约定 土地使用权

面积（㎡） 

建筑物面积

（㎡） 

后，甲方支付最后 30%的补偿

款。 

合计 473,461.70 192,646.97 102,306.12634  

注：补偿总金额为不含税金额，相关税费由甲方缴纳，公司代收代缴。 

二、 获得拆迁补偿款项情况 

公司收到拆迁款项如下： 

日期 凭证号 付款人 收款人 金额（元） 

2019/5/10 100002304 溧水经开 云海金属公司 220,149,700.00 

2019/5/21 100002406 溧水经开 云海金属公司 50,000,000.00 

2019/6/17 100002936 溧水经开 云海金属公司 150,000,000.00 

2019/9/26 100004771 溧水经开 云海金属公司 52,612,341.00 

2019/10/23 100001319 溧水高投 南京云开 68,556,007.36 

2019/12/18 100001239 溧水高投 南京云开 51,417,005.40 

2019/10/23 100001585 溧水商贸旅游 云海精密 70,518,710.00 

2019/12/17 100001880 溧水商贸旅游 云海精密 52,889,032.50 

合计    716,142,796.26 

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及子公司共收到拆迁补偿款总金额为

71,614.2796 万元，即已收到拆迁补偿合同约定的第一期和第二期合计 70%的款

项。 

三、会计处理方式、确认处置收益的依据 

公司搬迁补偿款的定价依据为第三方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的评估值，交易的

本质是将自身的资产与甲方进行平等交换，因此按照资产处置的一般原则进行会

计处理。公司对拆迁补偿的会计处理方式如下：对预收的拆迁补偿款计入“专项

应付款”，至公司房产、土地办理过户手续以及机器设备等资产办理交接后，公



司开票给甲方，“专项应付款”冲减“固定资产清理”，剩余金额计入“资产处置

收益”。 

《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3 号》(以下简称“解释 3 号”)规定： 

企业因城镇整体规划、库区建设、棚户区改造、沉陷区治理等公共利益进行

搬迁，收到政府从财政预算直接拨付的搬迁补偿款，应作为专项应付款处理。其

中，属于对企业在搬迁和重建过程中发生的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损失、有关费用

性支出、停工损失及搬迁后拟新建资产进行补偿的，应自专项应付款转入递延收

益，并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进行会计处理。企业取得的

搬迁补偿款扣除转入递延收益的金额后如有结余的，应当作为资本公积处理。企

业收到除上述之外的搬迁补偿款，应当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4 号——固定资

产》、《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等会计准则进行处理。 

公司收到的征拆补偿款，系由甲方拨付的拆迁补偿款，并非出自财政部门直

接拨付的预算支出资金，并结合拆迁补偿合同等资料判断公司应当按照《企业会

计准则第 4 号——固定资产》、《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等会计准

则进行处理。 

依据拆迁补偿合同和第三方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的评估，公司开发区厂区房

产、土地已于 2019 年 10 月办理产权过户，机器设备等资产也按清单予以移交；

子公司云海精密洪蓝厂区和南京云开晶桥厂区房产、土地已于 2019 年 12 月办理

产权过户，机器设备等资产也按清单予以移交。公司已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予甲

方，款项收至总款项的 70%，资产清理已经完毕。 

另外，此次搬迁为先建后拆，逐步搬迁的方式，新厂区搬迁至溧水区东屏新

材料科技产业园，开工时间为 2018 年 3 月，预计在 2020 年末全部建成。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新厂区正在建设，部分车间、办公等也逐步在搬迁之

中，待全部搬迁完毕甲方即支付剩下的 30%尾款。拆迁补偿款的会计处理方式符

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会计师回复： 

1.核查过程 



针对公司回复情况，结合年报审计工作，实施如下核查程序： 

（1）查阅公司与管委会签署的搬迁框架协议、与甲方签署的拆迁补偿协议； 

（2）查阅股东大会、董事会对拆迁事项的会议决议； 

（3）询问管理层有关拆迁补偿合同的签署、获得拆迁补偿情况以及会计处

理情况； 

（4）查阅并核对第三方评估机构的评估报告； 

（5）核实公司房产、土地过户的办理资料，机器设备的移交清单； 

（6）查阅公司记账凭证并核对收到甲方的每笔拆迁款项； 

（7） 查阅公司记账凭证并核查拆迁补偿事项公司的会计处理。 

2.核查意见 

经核查，此次拆迁事项非政府性搬迁，而是基于双方自愿的商业拆迁，补偿

款实质上是被拆迁企业处置固定资产及转让不动产等的收入，公司按照《企业会

计准则第 4 号—固定资产》等会计准则进行处理符合相关规定。另外公司按拆迁

协议约定条款，报告期内已办理房产、土地过户，以及机器设备等的移交手续，

且已按协议约定条款收取 70%价款，处置与转让实质上已经完成，资产处置损益

的确认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问题 3：2013 年 8 月 28 日，你公司披露《关于投资成立惠州云海镁业有限

公司的公告》称，以自有资金 2,800 万元设立惠州云海镁业有限公司，投资年产

3 万吨镁合金和 3 千吨压铸件生产线项目（以下简称“惠州项目”），该项目回收

期为 5.43 年。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该项目进度 54.33%且处于未达产状态，

你公司 2019 年度对其投资 469.48 万元。请结合惠州项目进度、你公司历年投入

金额，说明其至今进度缓慢未达产的原因及合理性。 

公司回复： 

惠州公司年产 30,000 吨镁合金和 3,000 吨压铸件生产线项目，项目总投资为

18,186 万元。 



在惠州投建项目主要是为了在珠三角客户附近建立镁合金生产和边角料回

收基地，实施及时服务，不仅可节约公司的物流成本，也可提高服务的及时性，

在稳固现有市场的同时，开发新客户和新市场，进一步完善公司镁合金的布局，

增强公司在珠三角的竞争力。通过本次投资与主要客户形成更为稳定的合作关

系，进一步巩固和加强公司在同行业中的优势地位。 

惠州项目历年投入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合计 

30,000 吨镁合金 2,176.49 3,330.61 1,663.64 1,749.38 490.54 469.48 9,880.14 

3,000 吨压铸件生产线 -- 
-- 

-- 
-- 

-- -- -- 

合计 2,176.49 3,330.61 1,663.64 1,749.38 490.54 469.48 9,880.14 

以上投入主要为 30,000 吨镁合金项目的投入。 

在惠州拟投建 3,000 吨压铸件产线是考虑珠三角的 3C 电子市场、特别是手

机用镁合金压铸件，立项时手机代加工行业比较景气，供不应求。但随着珠三角

地区手机代加工行业的萎缩，镁合金压铸产能饱和，根据市场情况，公司暂缓投

建 3,000 吨压铸件项目。 

惠州项目进度 54.33%指的是惠州两个项目的平均进度，目前 30,000 吨镁合

金项目已经完成，3,000 吨压铸件项目考虑目前市场供求情况，暂推迟建设。 

综上：惠州公司年产 30,000 吨镁合金和 3,000 吨压铸件生产线项目，项目总

投资为 18,186 万元，截至 2019 年底已经投入 9,880.14 万元，目前 30,000 吨镁合

金已经完成且也达产，3,000 吨压铸件生产线项目因市场原因暂未建设，公司根

据市场行情确定建设时间。公司根据市场实际情况暂缓投建镁合金压铸项目，符

合公司投资规划和公司发展战略，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的权益。 

问题 4：报告期内，你公司对应收账款计提坏账准备 1,163.50 万元，对其他

应收款计提 901.24 万元。请说明： 



问题（1）：未对商业承兑汇票计提坏账准备的原因及合理性，与同行业可比

公司情况是否一致； 

公司回复： 

1．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应收商业承兑汇票信息如下： 

收到日期 背书人 出票日期 到期日期 金额（元） 出票人 
期后使

用情况 

2019/9/19 
惠亚科技（武

汉）有限公司  
2019/9/11 2020/3/11 906,063.99 

中国电子财务

有限责任公司  
背书 

2019/10/15 
惠亚科技（武

汉）有限公司 
2019/10/8 2020/4/8 2,000,000.00 

中国电子财务

有限责任公司 
贴现 

2019/11/29 
苏州金澄精密

铸造有限公司 
2019/10/22 2020/4/22 3,289,369.00 

南京国瑞微波

器件有限公司 

到期托

收 

2019/12/31 
安徽得力汽车

部件有限公司 
2019/11/11 2020/2/9 1,500,000.00 

上海汽车集团

财务有限责任

公司 

贴现 

2019/12/31 
安徽得力汽车

部件有限公司 
2019/12/12 2020/3/8 1,500,000.00 

上海汽车集团

财务有限责任

公司 

贴现 

2019/12/30 

深圳市比亚迪

供应链管理有

限公司 

2019/12/23 2020/6/23 193,174.54 

深圳市比亚迪

供应链管理有

限公司 

到期托

收 

合计   9,388,607.53   

从上表可知： 

（1）期末商业承兑汇票的构成 

公司商业承兑汇票票面金额较小，期末只有 6 份，票据期限均在 6 个月以内；

另外因商业承兑汇票有一定的兑付风险，公司对商业承兑汇票审慎接受，2019

年末商业承兑汇票期末余额为 9,388,607.53 元，应收账款加上应收款项融资（银

行承兑汇票）之和为 1,352,498,476.19 元，商业承兑汇票仅占应收账款加上应收

款项融资之和的 0.69%，占比极小。 

期末应收票据的出票人均为央企、国有大型企业；前手背书人也是公司长期

稳定的大客户，资信状况较好。长期合作中客户基本上都是电汇转账或银行承兑

汇票，偶尔使用商业承兑汇票结算，商业承兑汇票主要来自高端制造业务的销售

结算，通过收取优质客户的商业承兑汇票，一方面可以促进公司产品的销售，同



时通过商业承兑汇票背书第三方或向银行申请质押融资，可以缓解公司经营资金

支付压力，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率。公司在收取客户商业承兑汇票前会对客户资

质进行严格审核，票据期限一般控制在 6 个月内，票据到期前公司会提示客户及

时兑付。截至本问询函回复日，公司上述商业承兑汇票中已到期的部分均正常兑

付，未发生无法兑付情况。 

（2）商业承兑汇票的减值考虑 

公司自 2019 年 1 月 1 日适用新金融工具准则，针对金融工具采取预期信用

损失计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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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 12 个月内或整个存续期预期信用损失率，计算预期信

用损失。 

历年来，公司未发生商业承兑汇票到期不能解付情况，期末持有及已背书未

到期的票据中于 2020 年 6 月 23 日前到期的票据已全部解付。故未对商业承兑汇

票计提坏账准备。 

2.与同行业上市公司比较 

2019 年 12 月 31 日期末余额： 

项目 云铝股份 鼎胜新材 常铝股份 云海金属公司 

银行承兑汇票 545,644,539.79 987,279,687.14 283,487,099.09 185,634,322.02 

商业承兑汇票 -- 12,148,352.01 118,824,411.85 9,388,607.53 

商业承兑汇票计

提坏账准备 
-- -- -- -- 

2018 年 12 月 31 日期末余额： 

项目 云铝股份 鼎胜新材 常铝股份 云海金属公司 

银行承兑汇票 203,531,282.53 456,785,307.40 732,931,548.20   63,812,232.03  

商业承兑汇票 857,494.10 7,341,515.63 10,447,925.79   18,043,062.06  

商业承兑汇票计

提坏账准备 
-- -- -- -- 

同行业上市公司 2018 年、2019 年末也未对商业承兑汇票计提坏账准备。 

根据公司历史上商业汇票到期解付情况和同行业其他上市公司应收票据计

提情况，未发生商业承兑汇票到期未能支付情况。基于公司商业承兑汇票的历史

解付、实际风险构成情况以及公司一贯性的会计处理原则，公司商业票据不存在



逾期无法收回的风险，故未计提坏账准备。 

问题（2）：对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是否充分合理，并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意

见； 

公司回复： 

公司应收账款坏账计提的会计估计：如果有客观证据表明某项金融资产已经

发生信用减值，则本公司在单项基础上对该金融资产计提减值准备。对于应收账

款，无论是否包含重大融资成分，本公司始终按照相当于整个存续期内预期信用

损失的金额计量其损失准备。 

公司实际执行中按照以下两种方法计提坏账准备：1）基于单项为基础评估

预期信用损失，根据其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低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计提坏账准备；

2）类似信用风险特征（账龄）进行组合，按照组合的方法进行坏账的计提。 

公司应收账款的预期信用损失率与同行业相比如下： 

预期信用损失率 云铝股份 旭升股份 鼎胜新材 平均值 云海金属 

1 年以内 0.50% 5.00% 5.00% 3.50% 5.00% 

1～2 年 20.00% 10.00% 10.00% 13.33% 20.00% 

2～3 年 60.00% 30.00% 30.00% 40.00% 40.00% 

3～4 年 100.00% 50.00% 50.00% 66.67% 60.00% 

4～5 年 100.00% 80.00% 80.00% 86.67% 80.00% 

5 年以上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从上表可知，公司根据账龄提取坏账准备的比例高于平均值，也高于同行业

上市公司。另外，公司 1 年以内、1-2 年账龄的应收账款分别为 1,150,227,789.12

元、9,415,347.26 元，占账龄分析组合应收账款的 99.06%、0.81%，合计占比

99.87%；1 年以内、1-2 年坏账准备分别为 57,511,389.44 元、1,883,069.44 元，占

账龄分析组合坏账准备的 95.67%、3.13%，合计占比 98.80%，可见公司账龄期

间较短，结构较为合理，公司的坏账准备计提充分且依据合理。 

会计师回复： 

1.核查过程 



针对公司回复情况，结合年报审计工作，实施如下核查程序： 

（1）获取了公司应收账款划分组合的依据，对单项计提、账龄组合等进行

了复核； 

（2）用迁徙率对公司坏账准备进行了复核，比较以前年度坏账计提金额与

实际发生坏账金额，并结合应收账款期后回款检查，评价应收账款预期信用损失

计提的充分性； 

（3）对比同行业上市公司的组合划分情况，并对期末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

提情况进行重新测算； 

（4）结合公司与债务人的沟通情况及可公开查询的相关资料，判断公司对

其可收回金额预计的合理性。 

2.核查意见 

经核查，公司对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是充分、合理的。 

问题（3）：其他应收款期末余额 32,327.56 万元，较期初余额 3,318.05 万元大

幅增加，其中 1 年以内的拆迁补偿款 30,710.3 万元的坏账准备余额为 1,535.51 万元。

请说明按照账龄对拆迁补偿款计提坏账的原因，如果预期无法收回对应款项，拆迁

的资产处置损益确认是否合规，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 

公司回复： 

公司其他应收款-拆迁补偿款 30,710.30 万元，计提坏账准备 1,535.51 万元。

该款项系按照拆迁补偿协议的约定，甲方尚未支付的拆迁尾款。 

本次搬迁系管委会指定单位与公司依据第三方专业评估机构的资产评估而

签订了拆迁补偿合同，管委会为合同见证方。合同约定：搬迁截止时间为 2021

年 6 月 30 日，如公司未实际搬迁，甲方按 0.5 万元/日，直接从公司尾款中扣留

违约金，直至尾款扣除完毕。同时对地块内未搬迁物资视为无主之物，甲方有权

强行处置，并不给与任何补偿，因甲方强制处置产生的相关费用由乙方承担。 

综上，虽然甲方为政府平台公司，信誉度高，资金实力雄厚，偿债能力很强，

公司拆迁补偿款按协议约定到期收回基本不存在问题，但是搬迁及新建项目受产



业政策和实际经营情况影响以及双方履约的状况等，也会存在一定风险，故从谨

慎性出发，对其他应收款-拆迁补偿款按照 5%的比例计提了坏账准备，符合企业

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会计师回复： 

1.核查过程 

针对公司回复情况，结合年报审计工作，实施如下核查程序： 

（1）查阅搬迁框架协议、拆迁补偿协议对甲乙双方的责任及违约条款； 

（2）查阅拆迁补偿协议，核对合同中的付款约定； 

（3）通过网络查询甲方有无违法违规情况；通过企查查网站查询甲方的工

商资料、信用状况等； 

（4） 查阅公司其他应收款计提坏账准备的会计估计。 

2.核查意见 

经核查，公司从谨慎性考虑，按照一贯性的会计处理原则，对其他应收款-

拆迁补偿款计提坏账准备，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问题 5：报告期内，你公司短期借款期末余额 16.75 亿元，货币资金期末余

额 2.11 亿元，应付票据 1,049.30 万元。请结合你公司的现金流情况，说明你公

司的短期及长期偿债能力，是否有偿债风险。 

公司回复： 

一、短期借款及长期债务结构 

公司 2019 年 12 月 31 日短期借款期末余额 16.75 亿元，应付票据 1,049.30

万元，经统计分别于 2020 年各季度到期金额分别为：4.41 亿、4.15 亿、4.62 亿、

3.63 亿，各季度到期还款金额比较均匀，并没有大额资金集中到期现象。 

公司 2019 年 12 月 31 日的长期债务主要为长期应付款 6,000.00 万元，主要

系 2016 年 3 月，合肥城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肥城建”）与公司子

公司巢湖云海镁业有限公司签订国开发展基金投资合同。合同约定合肥城建对公



司子公司巢湖云海镁业有限公司进行 6,000.00 万元人民币增资，投资“十万吨镁

合金二期工程项目”，项目建设期间为 2016 年 2 月 29 日至 2019 年 2 月 28 日，

投资后按年化率 1.29%收取固定投资分红。每年 2 月 28 日进行投资分红，公司

子公司无法支付时将由公司进行余额补足。项目建设期届满后，合肥城建于 2027

年 2 月 28 日、2028 年 2 月 29 日分两次等额收回投资款 6,000.00 万元。故此长

期债务在 2027 年前无偿债压力。 

二、公司经营稳健，具有较强的短期以及长期偿债能力 

1．生产经营良好，收入及利润稳中有升 

报告期内公司生产经营状况良好，收入、利润规模和现金流量呈现稳中有升

态势，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营业收入 557,205.83 510,105.24 492,686.00 

营业收入增长率（%） 9.23 3.54 21.71 

归属母公司净利润 91,037.04 32,950.25 15,482.19 

归属母公司净利润增

长率（%） 
176.28 112.82 -8.55 

每股现金流量增长率

（%） 
241.30 -71.03 28.26 

2．公司信用良好，按期偿还银行借款且具有较高的信用额度 

公司财务状况优良，信贷记录良好，拥有良好的市场信誉，与多家大型金融

机构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具有较强的间接融资能力。截止本问询函回

复日，本年度已到期债务已全部正常偿付，未发生逾期支付情况。 

公司具有良好的信用状况，获得了各大银行较高的授信额度，截至本次回复

日，金融机构给予公司及所有子公司的授信总额度折合人民币 30.5 亿元，其中

已使用银行授信额度 16.73 亿元，未使用银行授信余额 13.77 亿元， 

3．公司主要客户信用度较高，回款后现金流量将得到改善。 

公司应收账款主要客户为消费电子、精密制造类等大型企业以及上市公司，

客户信用好，基本不存在不能收回的风险。其次，最近三年，公司应收账款周转



较好，回笼期较短，平均 99.06%的应收账款账龄在 1 年以内，应收账款风险较

小。再次，公司报告期内应收账款基本能够回收，未发生大额坏账情形。 

综上，公司主要应收账款的账龄基本都在 1 年以内，且欠款客户信誉好，资

产质量高，偿债能力较强，与公司签订的合同都在正常履行过程中，应收账款不

能回收的风险较低。待主要客户应收账款收回后，公司现金流将得到明显改善。 

三、同行业上市公司比较（2019 年 12 月 31 日） 

财务比率 云铝股份 鼎胜新材 常铝股份 公司 

资产负债率（%） 68.23 71.25 49.57 47.89 

流动比率 0.44 1.00 1.18 1.21 

速动比率 0.27 0.72 0.78 0.93 

应收账款周转率 2.57 1.83 1.29 5.55 

存货周转率 5.70 5.36 3.46 6.55 

每股经营现金流量 1.41 -1.47 0.34 0.47 

从上表看，公司资产负债率、流动比率、速动比率、应收账款周转率与存货

周转率均优于云铝股份、鼎胜新材以及常铝股份，每股经营现金流量仅次于云铝

股份，在同行业里流动资产变现性较好，总体的短期偿债能力较强。 

1.为缓解流动性风险而采取的措施 

公司存在一定的流动性压力，为缓解流动性风险，公司拟采取以下措施： 

（1）应收账款回收 

公司正在积极与主要大客户协商，采取各种措施回收应收账款，包括对回款

较好的客户予以优先生产、优先保障供应等策略尽快回收款项。 

（2）存货销售 

为了加快存货周转，公司着力于客户开发和应用拓展，提高市场占有率，提

高库存的周转率，增加公司盈利和流动性。 

（3）引入新的投资者，为公司提供流动性支持或为公司债务融资提供增信。 

公司盈利能力不断增强，银行资信状况良好，具有较强的抗风险能力和偿债

能力。 

特此公告。 



              

南京云海特种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 年 8 月 5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