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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800 证券简称：天顺股份 公告编号：2018-075 

 

新疆天顺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 

关注函[2018]第 350 号复函的公告 

 

 

 

 

新疆天顺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公司”）于 2018

年 10 月 10 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出具的《关于对新疆天顺供

应链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中小板关注函【2018】第 350 号）（以下简称“关

注函”）。公司按照《关注函》所列问题和要求，对相关事项进行了逐项核实，

现将问询函提出的问题回复如下： 

一、请说明你公司开展仓单质押监管业务的主要原因、背景、相关业务开

始时间；你公司除了与新疆昊融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昊融实业”）及乌

鲁木齐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民升支行开展上述业务外，是否存在与其他方开展同

类业务，如有，请列表披露客户名称、银行名称、合同数量、标的金额、仓单

实物、费用率、各单服务收入情况、仓单质押监管服务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 

回复： 

（一）公司开展仓单质押监管业务的主要原因、背景、相关业务开始时间 

公司自设立以来，在为客户提供第三方物流服务的基础上，充分利用物流园

区的区位优势和仓储功能，适时与金融机构展开合作，以满足中小企业融资需求

为核心，通过提供物流金融监管服务，搭建了金融机构与中小企业之间的信贷平

台，缓解了金融机构和中小企业“想贷不敢贷、想借借不到”的困难，有效解决

了中小企业的融资难问题，同时公司通过为客户提供有针对性的增值服务，有利

于公司巩固与客户良好的合作关系，提高客户“黏度”，从而为客户提供一揽子

物流服务，最终带动公司第三方物流业务、物流园区业务及供应链业务的共同增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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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以此形成产业链上各业务环节相互促进、共同持续成长的良性循环。自2012

年起公司开始开展此项业务。 

（二）相关业务的开展情况 

根据公司战略发展的需要及外部环境对中小企业发展的影响，导致物流金融

监管业务市场的萎缩，同时此项业务占公司整体业务比例极小，因此，自 2016

年下半年起，公司基本停止了物流金融监管业务，除极个别尚未履行完毕的合同

在 2017 年一季度履行完毕后，公司至今未新发生此类业务。 

二、请你公司说明昊融实业是否为上市公司关联方，是否与公司控股股东

或董监高存在关联关系或应当说明的其他关系。 

回复： 

新疆昊融实业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8 年 6 月，公司法定代表人徐建丽，注册

资本 5000 万，公司股东分别为徐建丽与张金霞，持股比例分别为 80%与 20%，公

司主要经营范围为钢压延加工、金属结构制造销售等。公司住所地位于新疆乌鲁

木齐市米东区铁厂沟镇乌奇公路东侧城东工业区，该公司主要从事钢材制品的加

工与销售。 

2015 年 6 月，公司接受乌鲁木齐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民升支行的委托为该公

司提供监管服务。该公司不是公司的关联方，其与公司控股股东或董监高不存在

任何关联关系。 

三、请你公司说明相关仓单项下钢材缺失的主要原因、被处置的具体时间，

公司是否已按照《仓单质押监管协议》的要求尽到监管义务，并请自查是否还

存在其他类似情况；请说明出现上述情况是否属于内部控制重大缺陷，请你公

司监事和独立董事发表意见；请持续督导保荐机构就上述事项进行核查并发表

意见。 

回复： 

该案件发生后，公司就仓单项下质押物的监管流程进行了详细核查，核查结

果显示公司在监管过程中严格履行监管义务，未发生监管失责导致监管物缺失的

情形，但同时在核查中发现公司在初始接收质押物时，因盘点计数方式不当，可

能是导致仓单项下钢材缺失的主要原因。具体说明如下： 

（一）监管义务履行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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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案件发生后，公司针对诉状中所述仓单项下质押物不足问题进行了详细核

查，核查期间涵盖为 2015 年 6 月 26日监管协议生效后至 2015 年 11 月 23日法

院查封该批质押物之日止，核查记录显示公司记载的质押物数量未发生缺失的情

形。2015 年 11 月 21 日，由乌鲁木齐铁路运输中级法院出具的查封公告中所列

示的质押物数量与仓单项下质押物数量及公司监管记录并经乌鲁木齐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民升支行相关工作人员签字确认的质押物监管数量基本一致，同时该院

也出具了《财产保管委托书》并明确规定所查封质押物的委托保管人为乌鲁木齐

铁路局实业开发总公司及乌鲁木齐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民升支行，期限为 2015 年

11月 23 日至 2017 年 11 月 22 日。2017 年 11 月 22日，该院对质押物进行了续

封，期限为 2017 年 11 月 22 日至 2019 年 11月 21 日，指定财产保管人为西部绿

洲国际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截止目前，该批质押物仍属查封状态，查封数量未发

生变化。 

（二）质押物初始盘点接收阶段 

2015 年 6月 26 日，公司与乌鲁木齐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民升支行、昊融实业

签订了仓单质押监管协议，并于当日三方对货物进行了清点，因现场库存钢材库

较多、规格型号不同、不同类型的钢材体积与重量也不同，凭借简单的称重工具

根本无法实现计量。为此，根据乌鲁木齐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民升支行与昊融实业

的要求由其提供各种规格钢材产品的理论重量，由公司与乌鲁木齐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民升支行各自清点数量，计数方式分别为件、卷、根、捆等。总重量为单位

理论重量乘以清点数量，最终三方在一个工作日内完成仓单项下所有质押物的计

数工作，并于当日签署完成了《仓单质押合同》及《仓单质押监管确认书》等各

项法律文书。 

因在盘点中三方均未实际称重，故不同规格质押物的理论重量与实际重量可

能存在偏差，可能导致质押物在初始阶段实际数量与仓单数量不一致，最终导致

仓单项下钢材产生的缺失。 

因公司在开展监管业务时制订了严格的监管内控制度及监管手册并严格按

照监管合同的要求开展监管业务，故在监管过程中不存在监管失职问题。 

经核查，截止目前公司不存在其他类似业务，也不存在内部控制重大缺陷的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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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请说明你公司与昊融实业之间钢材仓单的真实性，公司是否存在协助

昊融实业利用虚假钢材仓单套取银行贷款的行为；请说明你公司是否有向昊融

实业追索的权利及可行性。 

回复： 

根据商业银行的要求，公司从事物流金融监管业务必须取得商业银行的准入

资格方可从事监管业务，所服务的监管业务客户均由银行指定。公司与乌鲁木齐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民升支行、昊融实业之间开展的监管业务属于三方之间首次合

作，三方之间签署的《仓单质押合同》及《仓单质押监管确认书》等各项法律文

书是基于三方真实的合作意向及真实的意思表示后签订的，是真实的。公司不存

在协助昊融实业利用虚假钢材仓单套取银行贷款的行为。 

截止本回复函回复日，该案件尚在上诉期内，法院判决尚未生效。本公司保

留对该判决上诉的权利及向昊融实业追索的权利。 

五、请说明你公司针对本次判决结果的会计处理及对公司净利润的影响，

对可能赔偿的款项是否计入当期损益或计提预计负债，说明相关会计处理的金

额、依据及合理性，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回复： 

经过公司测算，本次判决结果对公司的净利润暂不产生影响，具体测算结果

及原因分析如下： 

（一）根据法院最终核定的昊融实业库存钢材数量及规格型号如下表所示： 

 

 

 

 

 

 

 

 

 

（二）近年来钢材市场逐渐回暧，价格呈现大幅上升，根据公司查询近日不

序号 品名 规格型号 数量（吨） 

1 焊管 DN40*2.5*3.5 1,408.00 

2 带钢 Q235,190*1.5 1,400.00 

3 带钢 Q325,250*9.5 5,074.15 

4 电极扁钢 
245*120*2255 

210*65*2270 
262.77 

5 钢坯（方坯） Q345,150*150*6 米 808.10 

合  计  8,95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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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类型钢材市场公开报价资料显示，昊融实业库存钢材平均市场价格每吨超过

4000 元。 

（三）根据钢材市场报价，同时鉴于昊融实业库存钢材现状并结合市场需求

客户的公开报价及必要的营销费用后，经公司测算后结果如下： 

（1）库存钢材预计变现价值： 

（2）预计销售费用： 

序 号 费用名称 单价（吨/元） 金额（万元） 

1 装卸费 10 8.95 

2 短运费 20 17.91 

3 仓储费 30 26.86 

4 其他费用 20 17.91 

合计  71.62 

（3）预计损益 

项  目 金额（万元） 

预计变现收入（含税） 3,383.77 

预计变现收入（不含税） 2,917.04 

预计销售费用 71.62 

预计变现总额 2,845.42 

债务价值 2,800.00 

预计变现净额 45.42 

 

序

号 
品名 规格型号 数量 

钢材市场

报价 

市场 

价值 

折扣

率% 

预计变

现单价 

预计变现 

金额 
备注 

1 焊管 DN40*2.5*3.5 1,408.00 4,560.00 642.05 70% 3,192 449.43 
有生锈现象，7 折按照按废料处理计算；市

场价格来源：卓创资讯 2018 年 10 月 12 日 

2 带钢 Q235,190*1.5 1,400.00 4,170.00 583.80 90% 3,753 525.42 

略有生锈，但不影响使用，按照 9 折计算；

市场价格来源：卓创资讯 2018 年 10 月 12

日 

3 带钢 Q325,250*9.5 5,074.15 4,170.00 2,115.92 95% 3,962 2,010.12 

可按照成品市场价销售，按照 9.5 折计算；

市场价格来源：卓创资讯 2018 年 10 月 12

日 

4 
电极

扁钢 

245*120*2255 

210*65*2270 
262.77 3,920.00 103.01 95% 3,724 97.86 

可按照成品市场价销售，按 9.5 折销售；市

场价格来源：卓创资讯 2018 年 10 月 12 日 

5 

钢坯 

（方

坯） 

Q345,150*150

*6 米 
808.10 3,920.00 316.78 95% 3,724 300.94 

可按照成品市场价销售，按 9.5 折销售；市

场价格来源：卓创资讯 2018 年 10 月 12 日 

合计 8,953.02  3,761.55 90%  3,38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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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测算结果，昊融实业库存钢材预计变现总额 2,845.42 万元，在清偿债

务金额后仍有盈余，公司无需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故无需计提预计负债。 

六、结合公司业务模式，说明本次诉讼是否会对公司类似业务的开展产生

影响，是否会引发类似的仲裁、诉讼风险，是否影响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 

回复： 

除与昊融实业的上述合同纠纷案外，本公司不存在类似的仲裁、诉讼风险，

不会影响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 

七、你公司认为应予说明的其它事项。 

回复： 

本公司无应予说明的其它事项。 

 

特此公告 

 

 

新疆天顺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 年 10 月 1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