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600172       证券简称：黄河旋风     公告编号：临 2021-035 

 

河南黄河旋风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上海证券交易所监管工作函的回复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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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别及连带责任。 

 

河南黄河旋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黄河旋风”）于 2021

年 9 月 15 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河南黄河旋风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半

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工作函》（上证公函【2021】2750 号）（以下简称

“监管函”），公司根据监管函的要求，对相关事项进行认真核查后，回复如

下： 

 

一、半年报披露，公司货币资金期末余额 22.32 亿元，其中受限资金为

17.38 亿元。同时，报告期末短期借款 30.45 亿元、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9.19 亿元、长期借款 0.45 亿元，长期应付款 5.24 亿元，半年的利息费用为

1.62 亿元。请公司：（1）分项列示货币资金的主要存放金融机构及期末余额，

是否与控股股东、实控人及其关联方存在共管账户等情况；（2）分项列示货币

资金受限类别、受限金额、受限原因，并披露相应开具的银行承兑汇票金额规

模；（3）结合公司主业经营与投资资金需求、经营活动现金流、债务规模、融

资成本及到期情况等，说明公司日常经营所需流动资金规模与货币资金规模是

否匹配，并分析偿债能力及是否存在流动风险。 

 

（1）分项列示货币资金的主要存放金融机构及期末余额，是否与控股股

东、实控人及其关联方存在共管账户等情况； 

回复： 

2021 年半年度分项列示货币资金的主要存放金融机构及期末余额数据，及

是否与控股股东、实控人及其关联方存在共管账户等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元 

项目 期末余额 
是否与控股股东、实控人及

其关联方存在共管账户 

一、库存现金 4,230,312.74 否 

二、银行存款 543,472,990.80  

其中：中国农业银行 150,765,682.99 否 

中国工商银行 135,369,774.49 否 

华夏银行 80,945,665.98 否 

兴业银行 77,796,375.12 否 

中国建设银行 31,998,217.43 否 

中国民生银行 20,028,685.67 否 

中国银行 13,773,898.14 否 

中原银行 10,939,323.79 否 

交通银行 10,670,832.55 否 

洛阳银行 5,800,177.93 否 

其他银行汇总 5,384,356.71 否 

三、其他货币资金 1,670,800,000.00  

其中：兴业银行 350,000,000.00 否 

交通银行 198,800,000.00 否 

恒丰银行 190,000,000.00 否 

      中国光大银行 177,000,000.00 否 

浙商银行 125,000,000.00 否 

中国银行 120,000,000.00 否 

洛阳银行 110,000,000.00 否 

   平顶山银行 100,000,000.00 否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100,000,000.00 否 

中信银行 80,000,000.00 否 

中原银行 60,000,000.00 否 

招商银行 60,000,000.00 否 

四、应收保证金利息 13,488,352.41 否 

期末合计 2,231,991,655.95  

 

（2）分项列示货币资金受限类别、受限金额、受限原因，并披露相应开

具的银行承兑汇票金额规模； 



回复： 

2021 年半年度分项列示货币资金受限类别、受限金额、受限原因，及相应

开具的银行承兑汇票金额规模如下表所示： 

单位：元 

受限资金类别 受限金额 受限原因 
开具的银行承兑

汇票金额 

一、银行承兑汇票

保证金 
1,372,000,000.00 

申请银行承兑汇票时，存入银行的保

证金额。 
1,909,000,000.00 

二、信用证保证金 298,800,000.00 

办理信用证时，存入银行的保证金。

公司期末办理的信用证余额为 42380

万元 

/ 

三、诉讼冻结资金 54,000,000.00 

2017年 11月，公司为被担保方上海明

匠基金融资提供优先级资金担保。

2019年 12月，因提供的担保到期，被

担保方无法按期支付，因公司与优先

级资金方存在诉讼争议，公司账户被

冻结 5400万元资金至今。 

/ 

四、保证金利息 13,488,352.41 
办理银行承兑汇票、信用证存入的保

证金所产生的存款利息。 
/ 

受限资金合计 1,738,288,352.41 / / 

 

（3）结合公司主业经营与投资资金需求、经营活动现金流、债务规模、

融资成本及到期情况等，说明公司日常经营所需流动资金规模与货币资金规模

是否匹配，并分析偿债能力及是否存在流动风险。 

回复： 

公司主业经营产品涵盖超硬材料、超硬复合材料及制品等，其中超硬材料

产品为公司主营产品。公司 2021 半年度与 2020 半年度主业经营收入与经营活

动现金流量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元 

项目 2021 半年度 2020 半年度 

营业收入 1,321,526,410.80 1,204,006,708.54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金额 1,450,563,901.10 1,248,210,647.59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金额 966,500,942.87 1,111,986,620.25 



项目 2021 半年度 2020 半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84,062,958.23 136,224,027.34 

 

债务规模方面：公司半年度报告期期末有息债务规模情况如下表：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 半年度期末 2020 年期末 变动金额 变动比例 

短期借款 304,530.24 292,511.84 12,018.40 4.11%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

负债 

91,944.53 70,407.46 21,537.07 30.59% 

长期借款 4,500.00 32,069.89 -27,569.89 -85.97% 

长期应付款 52,400.86 61,683.51 -9,282.65 -15.05% 

合计 453,375.63 456,672.70 -3,297.07 -0.72% 

 

融资成本及到期情况：目前公司综合融资成本为 6.98%。半年度期末短期

借款 30.45 亿元，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9.2 亿元。公司报告期期末货币资

金余额 22.32 亿元，扣除受限资金 17.38 亿，可直接使用流动资金为 4.94 亿元，

期初可直接使用流动资金为 4.80亿元。 

公司目前经营情况正常，不存在流动性风险。1、2021 半年度经营活动现

金流入金额为 14.51 亿元，估算 2021 年全年的经营活动现金流入金额与 2020

年度相当，流动性足以保障短期借款的到期兑付；公司 2021 半年度经营活动现

金流量净额为 4.84 亿元，同期利息支出为 1.62 亿元，现金流量利息保障倍数

为 2.99，公司具有充足的经营现金流量和结余可用于偿付借款本息。从公司货

币资金存量、经营活动资金流入及现金流量利息保障倍数三方面来看，公司具

有较为充足的偿付能力。2、公司在金融机构取得授信和续贷不存在障碍，不存

在流动性风险。3、公司持续改善经营状况，通过调整产品结构，积极开拓市场

并降低成本，提高经营资金结余，处置部分可变现的固定资产收回资金，逐步

降低负债规模。 

 

二、半年报披露，公司应付票据期末余额 21.76 亿元，较期初增长 64.35%；

应付账款期末余额 3.83 亿元，较期初增长 31.47%。请公司：（1）结合供应商

账期变动情况及当前结算政策、原材料价格波动情况及采购规模、本期生产经

营及业务拓展情况，分析本期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增长的原因及合理性，是否



与本期营业收入走势相匹配；（2）补充披露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的期末余额前

五名对象，是否与上市公司或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存在关联关系，应付款项

的金额及账龄、形成原因、期后结算情况等。 

 

（1）结合供应商账期变动情况及当前结算政策、原材料价格波动情况及

采购规模、本期生产经营及业务拓展情况，分析本期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增长

的原因及合理性，是否与本期营业收入走势相匹配； 

回复： 

报告期末公司应付账款构成及变动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21 半年度期末 2020 年期末 变动金额 变动比例 

材料采购款 357,519,620.06 267,186,643.47 90,332,976.59 33.81% 

应付工程款 14,965,805.72 13,385,019.79 1,580,785.93 11.81% 

应付运费 1,865,330.28 2,836,496.94 -971,166.66 -34.24% 

其他 8,501,763.74 7,802,621.69 699,142.05 8.96% 

合计 382,852,519.80 291,210,781.89 91,641,737.91 31.47% 

 

公司期末应付账款较上年末增长主要系应付材料采购款较期初增加 33.81%

所致。报告期内供应商账期情况较以前年度有所增长，公司半年报中投资活动

现金流量净额-2.15 亿元，去年同期投资活动现金流量净额为-0.76 亿，本期投

资支出较同期增长较多，主要为报告期内新增固定资产-压机设备投资支出，压

机设备款项支付增多，导致材料采购款本期支付降低，使得应付账款账期较以

前年度有所增长。目前采购材料结算政策有现结、月结、季结等方式，以月结、

季结方式为主。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生产用主要原材料石墨粉、叶腊石、电解铜、电

解镍价格和采购规模较上年度有所增长。本期公司生产经营及业务拓展情况较

上期未发生重大变化，生产经营仍以超硬材料、金属粉末、超硬复合材料及制

品等为主。 



本期应付账款账期增长与采购业务规模增长导致期末应付账款较期初增长

较多。公司本期营业收入 13.22亿元，较去年同期 12.04亿元增长 10%，结合

账期增长的原因，本期应付账款增长与本期营业收入较同期增长相匹配。 

应付票据本期增长主要是母公司向子公司供应中心公司出具承兑汇票，用

于子公司采购及其他业务活动。子公司供应中心公司采购金属等大宗商品需要

现金的交易，子公司在收到票据后均为贴现后使用，同时因母子公司间存在资

金往来拆借因素，导致合并报表层面出现无法完全抵消的情形，使得本期期末

应付票据余额较期初增长，与营业收入关联度不高。 

 

（2）补充披露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的期末余额前五名对象，是否与上市

公司或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存在关联关系，应付款项的金额及账龄、形成原

因、期后结算情况等。 

回复： 

应付票据期末余额前五名信息如下表所示： 

单位：元 

名称 期末余额 形成原因 

是否与上市公司或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存在关联关系 

1、河南黄河旋风供应中心有

限公司 
1,945,770,000.00 

为母公司向子公司采购并出具

承兑票据，用于子公司采购及

其他业务活动。 

公司的子公司 

2、河南德申机械设备有限公

司 
31,180,000.00 

公司采购压机设备，通过票据

进行结算。 
不存在关联关系 

3、河南黄河田中科美压力设

备有限公司 
17,141,892.00 

公司采购压机设备，通过票据

进行结算。 
关联方 

4、营口鑫宇机械设备制造有

限公司 
17,000,000.00 

公司采购压机设备，通过票据

进行结算。 
不存在关联关系 

5、河南汇凯机电有限公司 14,700,000.00 
公司采购原材料，通过票据进

行结算。 
不存在关联关系 

 

应付账款期末余额前五名信息如下表所示： 

单位：元 



名称 期末余额 期末账龄 形成原因 

是否与上市公司或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存在关联关系 

1、江苏华能智慧能源

供应链科技有限公司 
43,452,967.64 1年以内 

公司向其采购原材

料，主要为电解铜、

铜板。 

不存在关联关系 

2、中航物资装备有限

公司 
22,808,221.28 1年以内 

公司向其采购原材

料，主要为电解镍。 
不存在关联关系 

3、上海华能电子商务

有限公司射阳分公司 
13,890,464.53 1年以内 

公司向其采购原材

料，主要为电解铜。 
不存在关联关系 

4、中国航空工业供销

有限公司 
12,533,835.16 1年以内 

公司向其采购原材

料，主要为电解镍、

电钴、镍。 

不存在关联关系 

5、郑州金钻切削刀具

有限公司 
6,556,603.28 

1年以内及 1-2

年 

公司向其采购原材

料，主要为硬质合

金、合金基体。 

不存在关联关系 

 

截至 2021年 9 月 18日，应付账款期后结算情况如下：1、江苏华能智慧能

源供应链科技有限公司期后累计向其支付金额为 43,753,524.53元；2、中航物

资装备有限公司期后暂未向其支付款项；3、上海华能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射阳分

公司期后累计向其支付金额为 13,808,197.14 元；4、中国航空工业供销有限公

司期后暂未向其支付款项；5、郑州金钻切削刀具有限公司期后累计向其支付金

额为 505,995.00 元。 

 

三、半年报披露，公司在建工程期末余额 13.34 亿元，较期初增长 15.6%。

重要在建工程中，除金刚石线锯生产线为本期新增外，黄河工业园工程、黄河

金融大厦、郑州研发与金融投资办公楼及黄河科技园工程多年被列示在在建工

程中。请公司：（1）补充披露各项目的开工时间、工程累计投入占预算比例及

工程进度、项目资金源、是否已实现生产运营、历史转固情况及转固依据等；

（2）结合过去三年在建工程的建设进度，说明是否存在建设进度缓慢的情形

及原因，相关在建工程是否存在减值迹象。 

 



（1）补充披露各项目的开工时间、工程累计投入占预算比例及工程进度、

项目资金源、是否已实现生产运营、历史转固情况及转固依据等； 

回复： 

黄河工业园工程于 2012年 12月开工，工程总预算为 15亿元，截止目前工

程累计投入金额 14.70 亿元，工程累计投入占预算比例为 98.65%，工程进度目

前为 86.44%，该项目资金来源为自筹资金，主要为经营资金投入与银行借款。

目前除部分道路管网及其他辅助设施未完工外，主体工程如厂房、办公楼等设

施已经投入运营，历史累计转固金额为 13.80 亿元。转固依据为该部分在建项

目已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可以正常开始投入生产经营使用为判断条件。 

黄河科技园工程于 2017年 2月开工建设，工程总预算为 25.52 亿元，截止

目前工程累计投入金额 3.02亿元，工程累计投入占预算比例为 11.88%，工程

进度目前为 16.50%，该项目资金来源为自筹资金，主要为经营资金投入与银行

借款。目前已建成的车间厂房已经投入生产使用，历史累计转固金额为 1.32亿

元。转固依据为该部分在建项目已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可以正常开始投入生

产经营使用为判断条件。 

郑州研发与金融投资办公楼于 2017年 4月购置并装修，工程总预算为

3.17亿元，截止目前工程累计投入金额 2.88 亿元，工程累计投入占预算比例

为 90.97%，工程进度目前为 90.97%，该项目资金来源为自筹资金，主要为经营

资金投入。目前该项目未完成装修，尚未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项目未进行转

固。 

黄河金融大厦工程于 2017年 7月开工，工程总预算为 3.20亿元，截止目

前工程累计投入金额 2.85亿元，工程累计投入占预算比例为 89.17%，工程进

度目前为 90.77%，该项目资金来源为自筹资金，主要为经营资金投入与银行借

款。目前该在建项目主体建筑封顶完工但尚未装修，未达到可使用状态，尚未

投入运营，项目未进行转固。 

 

（2）结合过去三年在建工程的建设进度，说明是否存在建设进度缓慢的

情形及原因，相关在建工程是否存在减值迹象。 

回复： 



黄河工业园工程、黄河金融大厦、郑州研发与金融投资办公楼及黄河科技

园工程过去三年建设进度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年度 期初余额 本期增加 本期转固 
本期其

他减少 
期末余额 

累计投入

比例% 

工程进

度% 

黄河工业园

工程 

2021半年度  8,701.94   1,280.99   1,425.51    8,557.42  98.65 86.44 

2020年度  7,518.20   1,194.74   10.89   0.11   8,701.94  97.80 85.70 

2019年度  11,132.45   6,836.75   10,449.85   1.15   7,518.20  97.00 85.00 

2018年度  21,655.60  20,122.39  30,645.54   11,132.45 92.44 80.00 

黄河科技园

工程 

2021半年度  16,673.48   426.12     17,099.60  11.88 16.50 

2020年度  16,184.33   489.15     16,673.48  11.71 16.26 

2019年度  15,202.31   3,281.63   2,298.17   1.44   16,184.33  11.52 16.00 

2018年度  11,946.83  14,169.80  10,914.32   15,202.31 10.20 15.00 

郑州研发与

金融投资办

公楼 

2021半年度  28,837.13     55.73   28,781.40  90.97 90.97 

2020年度  28,597.13   240.00     28,837.13  90.97 90.97 

2019年度  28,371.43   225.70     28,597.13  90.21 90.00 

2018年度  14,164.95  14,206.48   28,371.43 90.10 90.00 

黄河金融大

厦 

2021半年度  28,361.24   174.00     28,535.24  89.17 90.77 

2020年度  28,292.47   68.77     28,361.24  88.63 90.22 

2019年度  27,767.30   525.17     28,292.47  88.41 90.00 

2018年度  18,652.06  9,115.24   27,767.30 87.15 90.00 

 

根据上表工程进度情况，公司自 2018年后在建项目工程投入金额减少，在

建工程进度存在缓慢情形。主要原因为自 2018 年以来，受重大资产重组失败

影响，及公司 2017 两期旋风债券合计 11 亿元在 2019 年提前一年兑付，导

致公司资金紧张，在建项目工程资金投入速度与规模下降，造成近年来在建工

程进度缓慢。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8号—资产减值》相关规定，存在下列迹象的，表

明资产可能发生了减值：1、资产的市价当期大幅度下跌，其跌幅明显高于因时

间的推移或者正常使用而预计的下跌；2、企业经营所处的经济、技术或者法律

等环境以及资产所处的市场在当期或者将在近期发生重大变化，从而对企业产

生不利影响；3、市场利率或者其他市场投资报酬率在当期已经提高，从而影响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B5%84%E4%BA%A7


企业计算资产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的折现率，导致资产可收回金额大幅度降

低；4、有证据表明资产已经陈旧过时或者其实体已经损坏；5、资产已经或者

将被闲置、终止使用或者计划提前处置；6、企业内部报告的证据表明资产的经

济绩效已经低于或者将低于预期，如资产所创造的净现金流量或者实现的营业

利润（或者亏损）远远低于（或者高于）预计金额等；7、其他表明资产可能已

经发生减值的迹象。公司判断在建工程是否存在减值迹象如下： 

项目名称 
是否存在减

值迹象 
判断依据 

黄河工业园工程 否 

黄河工业园区车间厂房等主体工程完工并已正常投入生产经营

使用中。公司经营所处的经济、技术和法律等环境未发生重大

变化，剩余辅助设施等在建工程将继续投建完毕，且投建进度

不会影响园区整体使用及运营，在建工程不存在减值迹象。 

黄河科技园工程 否 

黄河科技园区原规划包括智能制造项目、3D打印项目和金刚石

线锯项目，已完工厂房已转固并用于金刚石线锯生产线项目经

营使用，未完工的在建工程变更用途并调整投资规模，变更后

用于超硬材料生产线项目建设。公司经营所处的经济、技术和

法律等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未来将根据超硬材料生产线项目

投资进度继续建设，在建工程不存在减值迹象。 

郑州研发与金融投资

办公楼 
否 

该办公楼为整体购置商业地产，装修完成后即可投入使用，项

目位于郑州高铁片区核心区域，市场可比价格未发生下降情

形。规划用于超硬材料研发中心使用，公司将逐步建设完毕并

投入使用，在建工程不存在减值迹象。 

黄河金融大厦工程 否 

该工程为自建商业地产，主体工程已经完工，装修后即可投入

使用，项目位于长葛市政府和郑许一体化轨道交通长葛站旁，

市场可比价格未发生下降情形。该项目规划为培育钻石检测中

心、中小企业总部等商业服务项目使用，公司将继续建设并投

入使用，在建工程不存在减值迹象。 

 

四、半年报披露，其他应收款期末余额 4.56 亿元，坏账准备 1.82 亿元，

账面价值为 2.74 亿元，同比增长 20%。分账龄看，2年及以上的其他应收款占

比约 75%。请公司补充披露其他应收款项和单位往来款中前十名单位的名称、

与上市公司是否存在关联关系、金额、坏账计提金额、账龄、交易背景、并说

明坏账计提的方法及坏账计提是否充分。 

回复： 



报告期期末其他应收款同比增长 20%，主要原因为公司过往年度向供应商

预付的采购货款账龄超过 2年，重分类调整至其他应收款增加影响。公司根据

金融工具准则要求，并本着谨慎性原则判断预付金额账龄 2年以上的部分存在

信用减值损失风险，公司将其调整至其他应收款列示并确认坏账准备，本期调

整至其他应收款的金额为 7560万元，导致本期其他应收款较同比增长。其他应

收款项单位往来款中前十名单位补充信息如下表： 

单位：元 

客户名

称 

关联方

关系 
期末余额 账龄 坏账准备 交易背景 

上海明

匠智能

系统有

限公司 

非关联

方 
92,863,876.72 

1-2年、2-3

年及 3-4年 
92,863,876.72 

该款项为以前年度对上海明匠的借款，及根据

担保协议代上海明匠偿付款。因该公司经营亏

损，短期内偿还能力不足。公司根据谨慎性原

则对其全额计提减值准备。 

郑州市

燕记商

贸有限

公司 

非关联

方 
28,500,431.26 2年以上 1,425,021.56 

该款项为公司过往年度向该供应商采购金属材

料货款预付款累积形成，由于金属价格波动影

响部分交易未完全履行，且部分预付金额账龄

已达 2年以上，存在信用减值损失风险。。报告

期内公司与其协调已经达成解决方案，目前正

在履行并将于本年内将履行完毕。公司将其调

整至其他应收款列示，并根据信用风险变动情

况计提相应的减值准备。 

美惠金

属(上

海)有

限公司 

非关联

方 
27,700,000.00 1-2年 1,360,000.00 

该款项为与该供应商进行金属采购交易，向其

支付的履约保证金。该款项列示为其他应收

款，并根据信用风险变动情况计提相应的减值

准备。 

浙江盾

安精工

集团有

限公司

宁波分

公司 

非关联

方 
19,234,922.94 2年以上 10,582,310.63 

该款项为公司过往年度向该供应商采购金属材

料货款预付款累积形成，由于金属价格波动导

致部分交易未完全履行，且部分预付金额账龄

已达 2年以上，存在信用减值损失风险，公司

将其调整至其他应收款列示并计提坏账准备。 

北京市

同心力

金刚石

制品厂 

非关联

方 
18,720,005.00 2年以上 10,878,003.50 

该款项为公司过往年度向该供应商预付触媒货

款累积形成，由于公司产品结构调整双方交易

量下降，且剩余预付金额账龄已达 2年以上，

存在信用减值损失风险，公司将其调整至其他

应收款列示并计提坏账准备。 



客户名

称 

关联方

关系 
期末余额 账龄 坏账准备 交易背景 

澧县晶

源新材

料有限

公司 

非关联

方 
18,484,084.73 2年以上 9,938,859.31 

该款项为过往年度该供应商向公司供应石墨材

料，由于公司产品结构调整双方交易量下降，

且剩余预付金额账龄已达 2年以上，存在信用

减值损失风险，公司将其调整至其他应收款列

示并计提坏账准备。 

山东聊

城莱鑫

粉末材

料科技

有限公

司 

非关联

方 
15,087,135.91 2年以上 6,034,854.36 

该款项为该供应商向公司供应触媒材料，由于

公司超硬材料产品结构调整双方交易量下降，

且剩余预付金额账龄已达 2年以上，存在信用

减值损失风险，公司将其调整至其他应收款列

示并计提坏账准备。 

甘洛鑫

晶源新

材料有

限公司 

非关联

方 
12,512,086.69 2年以上 5,004,834.68 

该款项为该供应商向公司供应触媒材料，由于

公司超硬材料产品结构调整双方交易量下降，

且剩余预付金额账龄已达 2年以上，存在信用

减值损失风险，公司将其调整至其他应收款列

示并计提坏账准备。 

湖南潭

龙聚鑫

超硬材

料科技

有限公

司 

非关联

方 
10,596,544.22 2年以上 4,238,617.69 

该款项为该供应商向公司供应触媒材料，由于

公司超硬材料产品结构调整双方交易量下降，

且剩余预付金额账龄已达 2年以上，存在信用

减值损失风险，公司将其调整至其他应收款列

示并计提坏账准备。 

青岛古

宇石墨

有限公

司 

非关联

方 
7,433,627.28 2年以上 5,944,424.28 

该款项为该供应商向公司供应石墨，由于公司

超硬材料产品结构调整双方交易量下降，且剩

余预付金额账龄已达 2年以上，存在信用减值

损失风险，公司将其调整至其他应收款列示并

计提坏账准备。 

合  计 —— 251,132,714.75 —— 148,270,802.73 —— 

 

公司自 2019年 1月 1日起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在新金融工具准则下，公

司按照预期信用损失计提坏账准备。其他应收款项根据新准则的规定采用三阶

段模型计提减值损失，三阶段模型的坏账计提方法为： 

第一阶段：初始确认后信用风险并未显著增加的金融工具。减值的确认：

12个月内预期信用损失； 



第二阶段：自初始确认后信用风险发生显著增加的金融工具，但未发生信

用减值。减值的确认：整个存续期内预期信用损失； 

第三阶段：在资产负债日发生信用减值的金融工具。减值的确认：整个存

续期内预期信用损失。 

公司在报告期内严格按照其他应收款项的三阶段模型，根据各个其他应收

款项的信用风险划分其所处风险阶段，并按照所处风险阶段和计提比例，计提

其他应收款信用减值损失。 

特此公告。 

 

 

河南黄河旋风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 10月 2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