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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格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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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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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现场会议时间：2020年6月23日（星期二）14:3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0年6月23日9:

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0年6月23日

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3、召开地点：青海省格尔木市昆仑南路15-2号公司14楼会议室

4、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主持人：董事长曹邦俊

7、本次会议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包括网络投票方式）共175人，共计持有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1,381,336,087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69.2822%，其中：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含股东代理人）共计5人，共计持有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1,246,491,159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62.5393%。

2、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网络投票结果，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计170人，共计持有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134,844,928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6.7633%。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参与表决的中小股东（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

计有表决权5%以上(含有表决权5%)的股东之外的股东，下同）共计172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数135,673,228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6.8048%。

出席或列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还包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公司聘请的见证律

师。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经投票表决通过了以下议案：

1、关于放弃西藏巨龙铜业有限公司30.88%股权优先购买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35,450,328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357％；反对222,900股，占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4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35,450,328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的99.8357％；反对222,900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的0.164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的0.0000％。

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通过。

2、关于拟出售西藏巨龙铜业有限公司6.22%股权和放弃优先转让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35,437,463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262％；反对235,765股，占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3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35,437,463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的99.8262％；反对235,765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的0.173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的0.0000％。

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通过。

3、关于控股股东及关联方拟变更以资抵债交易相关承诺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27,015,928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6190％；反对2,101,800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492％；弃权6,555,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31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7,015,928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的93.6190％；反对2,101,800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的1.5492％；弃权6,555,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的4.8318％。

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青海树人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王庆实 李诗辰

3、结论性意见：藏格控股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表决程序及表决结

果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2、青海树人律师事务所关于藏格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藏格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6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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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格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

交所公司部年报问询函的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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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藏格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5月19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

对藏格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的年报问询函》公司部年报问询函〔2020〕第80号，以下简称《问询

函》，收到该函后，公司董事会和管理层给予高度重视，积极就《问询函》所关注事项进行认真核

查并准备回复工作。

目前，公司已完成对《问询函》中大部分关注事项的回复工作，部分问题尚 在核查、审议中，

相关事项结论的获得仍需一定时间，公司将分阶段完成披露，此次公告内容为第一阶段的回复，

待有关情况核实确认后公司将于近期完成下阶段披露工作。 第一阶段回复内容如下：

一、根据关注函回函，截至目前你公司清理出非经营性占用金额为70,755.44万元，其中，直

接非经营性占用资金24,141.29万元及间接非经营性占用资金37,414.15万元均与控股股东西藏

藏格创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藏格投资” ）与你公司客户的借贷关系相关。

（一）请你公司补充披露上述资金占用事项所涉客户的名称、主营业务、注册资本、股权结构

与实际控制人等基本信息，你公司近五年与上述客户的销售商品、销售金额和回款金额，你公司

控股股东与上述客户间的借贷明细及是否存在其他业务往来。

回复：

1、上述资金占用事项所涉客户信息

（1）成都市亚南贸易有限公司

公司成立日期：2015-05-27

公司法人：周勤

注册资本（万元）：1.568.00

公司经营范围：销售：五金产品，电子产品，纺织、服装及家庭用品，家具，日用杂品，厨房及卫生间用具，建材，

金属材料（不含稀贵金属），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品），化肥，机械设备，文化、体育用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职位（董监高）

周勤 100.00 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彭江国 0.00 监事

合计 100.00

（2）云南盐海农资有限公司

公司成立日期：2015-11-05

公司法人：姚兴华

注册资本（万元）：100.00

公司经营范围：化肥的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职位（董监高）

姚兴华 90.00 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刘洪刚 10.00 监事

合计 100.00

（3）青海金灿烂农业生产资料有限公司

公司成立日期：2009-12-22

公司法人：吴国君

注册资本（万元）：3,300.00

公司经营范围：氯化钾、氯化镁、硫酸钾及其它农业用肥料批零兼营；化工产品（不含化学危险品）销售。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职位（董监高）

吴国君 96.97 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梅花 3.03 监事

合计 100.00

（4）深圳兴业富达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成立日期：2014-03-11

公司法人：马化航

注册资本（万元）：3,000.00

公司经营范围：供应链管理；国内贸易；经营进出口业务；经济信息咨询；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

报）；有色金属材料、金属制品、塑胶制品、模具、电子产品、化工原料（除危险品）、木材、花卉苗木、食用农产

品、贵金属、黄金制品、汽车（含小轿车）的销售。（以上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的

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许可经营项目是：批发预包装食品（不含熟食卤味、冷冻冷藏），贵金属、黄

金制品的加工。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职位（董监高）

马化航 50.00 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崔云威 50.00 监事

合计 100.00

（5）烟台华海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公司成立日期：1996-9-10

公司法人：张军涛

注册资本（万元）：3,000.00

公司经营范围：销售：钢材、木材、建筑材料、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日用百货、五金交电、水暖器材、

有机肥、有机复合肥、饲料、矿产品，化肥的批发、零售，货物和技术进出口。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职位（董监高）

张军涛 67.33 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唐秋英 25.00

王昱瑶 5.00 监事

侯涛 0.67

宋占清 0.67

丁新 0.67

邓晓燕 0.67

合计 100.00

（6）格尔木藏华大颗粒钾肥有限公司

公司成立日期：2014-6-11

公司法人：曾涛

注册资本（万元）：10,000.00

公司经营范围：大颗粒钾肥生产（凭许可证经营）、销售。 化肥（国家有专项规定的除外）加工（凭许可证经

营）、销售。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职位（董监高）

曾涛 60.00 执行董事

张军红 30.00

张文豪 10.00 监事

合计 100.00

2、与上述客户近五年的的销售商品、销售金额和回款金额如下：

单位：亿元

单位名称

2019年 2018年 2017年 2016年 2015年

销售金

额（含

税）

回款

金额

销售金

额（含

税）

回款

金额

销售金

额（含

税）

回款

金额

销售金

额（含

税）

回款

金额

销售金

额（含

税）

回款

金额

成都市亚南贸

易有限公司

0.90 1.10 2.38 1.03 1.45 1.07 1.36 1.66 0.77 0.68

云南盐海农资

有限公司

1.17 1.04 1.51 1.21 0.98 0.74 0.15 0.19 0.05 0.01

青海金灿烂农

业生产资料有

限公司

0.78 0.43 1.07 0.15 1.51 1.21 2.47 2.44 1.74 3.28

烟台华海国际

贸易有限公司

0.96 0.11 1.20 1.19 1.45 0.71 1.57 2.40 1.36 1.65

格尔木藏华大

颗粒钾肥有限

公司

0.76 0.09 0.69 2.06 2.34 0.95 2.50 2.50 3.57 3.19

合计 4.57 2.77 6.85 5.64 7.73 4.68 8.04 9.18 7.49 8.81

注：上述客户除格尔木藏华大颗粒有限公司包含氯化钾、材料、电费等销售外，公司对其余客

户的销售商品均为氯化钾。

3、控股股东与上述客户间的借贷明细

单位：万元

单位名称 时间 金额

成都市亚南贸易有限公司 2018年1月 1,895.52

成都市亚南贸易有限公司 2018年8月 500.00

成都市亚南贸易有限公司 2018年10月 3,287.26

成都市亚南贸易有限公司 2018年11月 530.00

成都市亚南贸易有限公司 2019年1月 2,418.22

成都市亚南贸易有限公司 2019年2月 607.25

成都市亚南贸易有限公司 2019年3月 750.24

成都市亚南贸易有限公司 2019年4月 1,115.81

成都市亚南贸易有限公司 2019年5月 704.08

成都市亚南贸易有限公司 2019年12月 30.00

小计 11,838.38

云南盐海农资有限公司 2019年2月 550.67

云南盐海农资有限公司 2019年3月 657.66

云南盐海农资有限公司 2019年10月 609.17

云南盐海农资有限公司 2019年12月 596.69

云南盐海农资有限公司 2020年1月 1,205.00

云南盐海农资有限公司 2020年2月 188.10

云南盐海农资有限公司 2020年3月 708.75

云南盐海农资有限公司 2020年4月 236.87

小计 4,752.91

青海金灿烂农业生产资料有限公司 2017年1月 10,038.75

青海金灿烂农业生产资料有限公司 2018年6月 600.00

青海金灿烂农业生产资料有限公司 2019年5月 300.00

青海金灿烂农业生产资料有限公司 2019年7月 1,500.00

青海金灿烂农业生产资料有限公司 2019年9月 600.00

青海金灿烂农业生产资料有限公司 2019年10月 2,350.00

青海金灿烂农业生产资料有限公司 2019年11月 600.00

青海金灿烂农业生产资料有限公司 2019年12月 100.00

青海金灿烂农业生产资料有限公司 2020年4月 200.00

小计 16,288.75

深圳兴业富达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8月 1,000.00

深圳兴业富达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2020年1月 300.00

小计 1,300.00

烟台华海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2017年11月 9,000.00

烟台华海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2017年11月 1,000.00

烟台华海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2017年12月 2,316.00

烟台华海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2017年12月 5,000.00

烟台华海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2018年3月 1,500.00

烟台华海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2018年3月 9,000.00

烟台华海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2018年4月 2,000.00

烟台华海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2018年4月 5,000.00

烟台华海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2018年4月 2,000.00

烟台华海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2018年12月 1,000.00

小计 37,816.00

合计 71,996.04

截至公告日，因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与上述客户的存在借贷关系，根据谨慎性原则，公司认

定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从成都市亚南贸易有限公司占用钾肥款11,838.38万元 （直接占用）；从

云南盐海农资有限公司占用钾肥款4,752.91万元（直接占用）； 从青海金灿烂农业生产资料有限

公司占用钾肥款16,288.75万元，其中间接占用10,038.75万元；从烟台华海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占

用钾肥款30,914.15万元（间接占用）；从深圳兴业富达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占用贸易款1,300.00

万元。

控股股东与上述客户除上述借贷关系外，无其他业务往来。

注1、格尔木藏华大颗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藏华公司）自本公司采购钾肥后，将钾肥物理

加工成大颗粒并对外销售，其唯一客户为烟台华海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烟台华海），因

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与烟台华海存在历史借贷关系且未偿还， 烟台华海无力支付货款给其客户

藏华公司，故藏华公司无力支付公司钾肥款，烟台华海与控股股东的借贷金额包含藏华公司的间

接占用金额。

注2、藏格投资及其关联方与公司部分钾肥客户存在历史借贷关系，在2019年之前，公司与相

关客户的交易未受上述借贷关系的影响， 公司对上述客户的供货及客户回款均为正常状态。 但

2019年度以来，受金融去杠杆等政策影响，藏格投资出现流动性困难，征信状况趋于恶化，公司相

关客户为降低其借款回收风险，减缓向公司支付钾肥货款，造成公司应收账款超账期无法收回。

关于公司最新的资金占用情况，详见“关于公司自查控股股东资金占用事项的进展情况及解

决措施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33）。公司于2020年6月8日已收到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归还的

部分占用资金50,000� 万元， 详见 “关于收到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归还部分占用资金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0-35）。

（二）请你公司核查上述客户与你公司及控股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利益倾斜关系，

你公司与上述客户的销售业务是否存在商业实质， 是否存在控股股东使用你公司商品抵偿其欠

款或将你公司应收款项冲抵其欠款的情形，相关销售业务是否符合收入确认条件。 请年审会计师

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1、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企业会计准则第36号—关联方披露》中规定的

关联方情形，结合（1）中上述客户相关信息及情况，经公司核查未发现上述客户与公司以及控股

股东存在关联关系。

2、是否存在其他利益倾斜关系

（1）公司将关联方资金占用的客户与其他客户的销售合同进行比对，合同条款没有差异；

（2）销售单价对比

2019年度，公司与主要客户的交易如下：

客户名称

2019年销售额（万

元）

2019年度销量（万

吨）

2019年平均销售价

格（元/吨）

备注

关联方资金占用的客户 （不包含

格尔木藏华大颗粒钾肥有限公

司）

38,081.25 18.63 2,044.08 注1

其他主要客户 119,930.82 60.46 1,983.64 注2

注1：公司销售给格尔木藏华大颗粒钾肥有限公司的粉状钾肥平均销售价格低于其他主要客

户的平均销售价格。 主要系公司将生产出的粉状钾肥在厂区内直接销售给格尔木藏华大颗粒钾

肥有限公司，格尔木藏华大颗粒钾肥有限公司加工成颗粒钾肥对外销售，与其他客户相比减少了

烘干、包装、装卸、厂内运输和火车运输等成本，其中火车运输的平均价格300元/吨左右，其他成

本合计200元/吨左右。 加上上述成本后与其他主要客户的平均销售价格相比差异不大，故公司与

格尔木藏华大颗粒钾肥有限公司不存在利益倾斜关系。

注2：钾肥销售价格差异因素包括品位、运输距离、销售时间等。

对比分析涉及关联方资金占用的客户与其他客户2019年度钾肥销售单价， 扣除格尔木藏华

大颗粒钾肥有限公司后的平均销售价格为2,044.08元，其他主要客户的平均销售价格为1,983.64

元，考虑品位、运输距离、销售时间等因素的影响后，关联方资金占用客户的平均销售价格与其他

主要客户的平均销售价格相比差异不大， 故公司与上述关联方资金占用客户不存在利益倾斜关

系。

3、上述涉及关联资金占用的客户的经营范围及其与公司的交易关系

（1）青海金灿烂农业生产资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海金灿烂” ）经营范围为：氯化钾、氯

化镁、硫酸钾及其它农业用肥料批零兼营；化工产品（不含化学危险品）销售。 青海金灿烂作为经

销商与公司合作多年，采购钾肥主要销售给下游化肥厂用于生产复合肥。

（2）成都市亚南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都亚南” ）经营范围为：销售：五金产品，电子

产品，纺织、服装及家庭用品，家具，日用杂品，厨房及卫生间用具，建材，金属材料（不含稀贵金

属），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品），化肥，机械设备，文化、体育用品。 成都亚南作为经销商，与公司合

作多年，采购钾肥主要销售给下游化肥厂用于生产复合肥。

（3）云南盐海农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南盐海” ）的经营范围为：化肥的销售，云南盐海

作为经销商与公司合作多年，采购钾肥主要销售给下游化肥厂用于生产复合肥。

（4）烟台华海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烟台华海” ）的经营范围为：销售：钢材、木材、

建筑材料、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日用百货、五金交电、水暖器材、有机肥、有机复合肥、

饲料、矿产品，化肥的批发、零售，货物和技术进出口。 烟台华海作为经销商，与公司合作多年，采

购钾肥主要销售给下游化肥厂用于生产复合肥。

（5）格尔木藏华大颗粒钾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藏华公司” ）的经营范围为：大颗粒钾肥

生产（凭许可证经营）、销售。 化肥（国家有专项规定的除外）加工（凭许可证经营）、销售。 藏华

公司与烟台华海为同一实际控制人，藏华公司自公司采购钾肥后，将钾肥物理加工成大颗粒并销

售给其关联方烟台华海，烟台华海再对外销售给下游客户（大颗粒可直接用于农业种植，也可颗

粒钾肥、颗粒氮肥和颗粒磷肥等混合后对外销售）。

综上，上述客户为钾肥经销商或生产企业，公司与上述客户的销售业务具有商业实质。

4、公司未向客户出具委托付款函或钾肥款抵账协议，客户及控股股东也未告知公司将拆借

资金用于冲抵货款，但公司董事会和管理层依据审慎性原则，在和控股股东确认后，将控股股东

及其关联方向上述客户拆借的资金认定为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公司认为，不存在控股股东使用公

司商品抵偿其欠款或将公司应收款项冲抵其欠款的情形。

5、相关销售业务是否符合收入确认条件

公司依据签订的销售合同，向客户指定的交货地点发货，待客户收到货物后，双方对账确认

收货情况，根据合同约定依据市场行情确定结算单价进行结算后确认收入。 针对已发货尚未收到

结算单的情况：（1）客户要求公司发货至指定地点的，若自客户收货之日起满七天，客户未对签

收货物质量问题等提出异议的，对该部分发出商品暂估确认收入。 （2）若客户自提，自客户完成

提货之日，对该部分发出商品暂估确认收入。

公司2019年确认的销售业务收入均已收到结算单，相关销售业务符合收入确认条件。

6、会计师执行的核查程序和核查意见

（1）针对上述事项我们执行的主要核查程序如下：

①通过企查查、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钾肥业务上述客户的相关信息，包括注册

资本、经营状态、经营范围、股东结构、法定代表人等信息，并对上述客户进行电话或现场访谈，核

查是否与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存在关联关系，交易是否存在商业实质；

②获取销售合同，发货报表、自提单、铁路货票、结算单、发票等相关资料，检查发货数量及结

算金额，对比分析各客户的销售单价，判断是否存在价格等差异；

③向上述客户函证应收账款余额，回函均相符；

④检查销售合同、发运流向表、铁路货票、销售结算函等资料，结合《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

收入》的要求，识别与商品所有权相关的风险和报酬转移的条款，核查收入确认的时点是否符合

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

⑤本次问询函核查过程中，获取管理层声明（主要内容为公司未向客户出具委托付款函或也

未签订钾肥款抵账协议）；获取控股股东声明（主要内容为控股股东未与客户签订使用公司商品

抵偿其欠款或将公司应收款项冲抵其欠款的协议）。

（2）核查意见

基于以上核查程序，未发现上述客户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及其他利益倾斜关系，未发现存在

控股股东使用公司商品抵偿其欠款或将公司应收款项冲抵其欠款的情形， 未发现上述交易不具

有商业实质的情形，相关销售业务符合收入确认条件。

二、你公司全资孙公司格尔木藏格锂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藏格锂业” ）于2018年3月与西

安蓝晓科技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蓝晓科技” ，证券代码 300487）签订《设备购销合

同》，约定由蓝晓科技提供年产1万吨碳酸锂的盐湖卤水提锂装置，合同价格为5.78亿元人民币。

（一）根据你公司近三年前五大供应商情况显示，你公司对蓝晓科技2018年和2019年的采购

额分别为3.51亿元、3.47亿元，合计6.98亿元。 但根据蓝晓科技2019年年报，截至2019年底，蓝晓科

技收到你公司回款为2.83亿元。 请说明你公司对蓝晓科技采购金额与合同总金额、蓝晓科技确认

回款金额不匹配的原因及合理性，有关资金是否存在被你公司关联方占用的情形。

回复：

2018年3月，公司与蓝晓科技签订年产1万吨碳酸锂的盐湖卤水提锂装置《设备购销合同》，

合同金额为578,046,598.00元，包括10套提锂装置。

公司年报披露前五大供应商情况显示,2018年采购额为350,554,977.59元，该采购额为我公

司按照安装进度暂估的金额。 2019年采购额为346,827,958.80元,该采购额为我公司收到蓝晓科

技开具的设备发票金额累计余额，不含税采购金额304,281,471.40元，2019年年报披露的五大供

应商情况中，蓝晓科技3.47亿元未回冲2018年采购额3.51亿元，考虑上述原因后，与西安蓝晓科技

2019年年报中累计收入金额一致，不存在采购金额、合同金额与西安蓝晓科技不匹配的情况。

截止2019年底，公司支付西安蓝晓科技37,500.00万元，剔除资金占用9,200万元后，公司实

际支付西安蓝晓科技28,300.00万元。 除上述资金占用9,200万元外，不存在其他资金占用情形。

根据蓝晓科技2019年年报，蓝晓科技收到货款款为28,300.00万元，双方确认金额一致。

（二）关注函回函显示，藏格投资在未获得你公司同意、未履行相关审议程序的情况下，借用

藏格锂业公章擅自出具《委托付款函》,要求供应商转出资金并使用，形成资金占用，占用金额9,

200.00万元。 请你公司说明你公司对主要子公司的管控是否存在重大缺陷，是否能实际行使对子

公司的控制权，并核查主要子公司是否存在其他资产被你公司控股股东占用的情形。

回复：

2018年5月、7月，二级子公司格尔木藏格锂业有限公司向供应商分别支付提锂装置设备款4,

500万元、4,700万元，控股股东在未获得公司同意、未履行相关审议程序的情况下，借用格尔木藏

格锂业有限公司公章擅自出具《委托付款函》,要求供应商转出资金并使用，形成资金占用，占用

金额9,200.00万元。

在二级子公司藏格锂业成立之初，公司为了加强对二级子公司控制，将其公章收到上市公司

进行管理，在管理期发生上述事项。 2019年公司对内控管理进行了整改，整改后严格按照《印章

管理制度》执行，未再发生类似事项。 公司内控制度健全能对子公司进行全面管控，并行使控制

权，不存在重大缺陷；截至目前，经公司自查发现主要子公司格尔木藏格钾肥有限公司和二级子

公司存在控股股东占用资金的情况，详情见公司于6月8日在巨潮资讯网上发布的《关于公司自查

控股股东资金占用事项的进展情况及解决措施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33）。 公司正在进一步

梳理相关事项及具体情况，如有进展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请你公司补充披露与主要供应商、客户的业务往来情况，包括但不限于公司与主要客户/

供应商间销售/采购项目、金额、占比、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对主要客户/供应商的销售回款以及采

购付款等情况，说明近三年主要供应商、客户是否发生变化及原因，报告期公司销售/采购定价政

策及与过去三年相比是否发生变化，相关业务往来是否具有商业实质。 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

明确意见。

回复：

（一）公司近三年主要客户业务往来情况

单位：万元

2017年前五大客户

序

号

客户名称 销售项目 销售额 占比

是否存在

关联关系

销售回款

1 成都云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氯化钾 57,882.97 18.18% 否 59,854.95

2 湖北三宁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氯化钾 33,924.87 10.66% 否 30,206.37

3 成都禾禾农业生产资料有限公司 氯化钾 27,425.69 8.62% 否 30,243.41

4 江苏中东化肥股份有限公司 氯化钾 24,021.22 7.55% 否 24,055.18

5 格尔木藏华大颗粒钾肥有限公司 氯化钾 21,148.83 6.64% 否 9,459.19

合计 164,403.58 51.64% 153,819.10

单位：万元

2018年前五大客户

序

号

客户名称 销售项目 销售额 占比

是否存在

关联关系

销售回款

1 成都云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氯化钾 57,910.38 17.56% 否 37,826.53

2 湖北三宁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氯化钾 30,942.54 9.38% 否 16,540.99

3 金大地化肥有限公司 氯化钾 28,045.42 8.50% 否 22,100.00

4 成都禾禾农业生产资料有限公司 氯化钾 27,896.32 8.46% 否 17,290.28

5 成都市亚南贸易有限公司 氯化钾 21,589.11 6.54% 否 10,304.62

合计 166,383.77 50.44% 104,062.42

单位：万元

2019年前五大客户

序

号

客户名称 销售项目 销售额 占比

是否存在

关联关系

销售回款

1 成都云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氯化钾 27,940.11 14.12% 否 29,716.12

2 湖北三宁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氯化钾 20,282.39 10.25% 否 26,955.06

3 江苏中东化肥股份有限公司 氯化钾 18,141.52 9.17% 否 22,960.00

4 金大地化肥有限公司 氯化钾 13,081.47 6.61% 否 7,805.57

5 云南云天化农资连锁有限公司 氯化钾 12,958.94 6.55% 否 15,059.86

合计 92,404.43 46.70% 102,496.61

注：上述销售额均为不含税金额，销售回款均为含税金额，其中销售回款包含银行转账和票

据回款， 不包含控股股东用西藏巨龙铜业有限公司的股权偿还资金占用款的部分和相互交易往

来款的对抵部分。

公司近三年主要客户2017年、2018年、2019年的销售情况如下表

单位：万元

序号 客户名称 2019年销售额 2018年销售额 2017年销售额

1 成都云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7,940.11 57,910.38 57,882.97

2 湖北三宁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423.60 30,942.54 33,924.87

3 江苏中东化肥股份有限公司 18,141.52 16,907.76 24,021.22

4 金大地化肥有限公司 13,219.32 28,045.42 20,823.87

5 云南云天化农资连锁有限公司 13,081.47 10,254.31 9,921.88

6 成都禾禾农业生产资料有限公司 10,937.73 27,896.32 27,425.69

7 格尔木藏华大颗粒钾肥有限公司 9,006.49 6,772.93 21,148.83

8 成都市亚南贸易有限公司 8,237.99 21,589.11 11,729.39

合计 120,988.23 200,318.77 206,878.72

注：上述销售额均为不含税金额。

公司2019年钾肥的产量较2018年减少了39.95万吨，对客户的销售额2019年较2018年均有不

同程度的变化。 综上可知，公司近三年来主要客户基本不存在重大变化，前五大客户略有变动，是

因每年度公司结合客户需求情况相应调整年度销售计划导致的。

公司销售定价策略是依据钾肥国内外市场行情，参考同行业公司对外报价情况，结合本公司

客户采购量、付款情况、钾肥品位、运输距离等因素，确定销售定价。

报告期公司销售定价策略与过去三年相比不存在重大变化， 上述客户除成都禾禾农业生产

资料有限公司和成都市亚南贸易有限公司为经销商外，其余均为复合肥生产商，经销商均为合作

多年的客户，采购钾肥主要销售给下游化肥厂用于生产复合肥，相关业务往来具有商业实质。

（二）公司近三年主要供应商业务往来情况

单位：万元

2017年前五大供应商

序

号

供应商名称 采购项目 采购额 占比

是否存在

关联关系

采购付款

1 青藏铁路公司格尔木站（察尔汗） 铁路运费 60,061.13 35.66% 否 61,500.00

2 创宇物流服务有限公司 运矿费 15,161.92 9.00% 否 11,000.00

3 四川七星广厦建筑有限公司 工程款 12,922.10 7.67% 否 0

4 国网青海省电力公司海西供电公司 电费 11,929.39 7.08% 否 11,578.59

5 青海广宇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工程款 8,227.40 4.88% 否 3,133.92

合计 108,301.94 64.29% 87,212.51

单位：万元

2018年前五大供应商

序

号

供应商名称 采购项目 采购额 占比

是否存在

关联关系

采购付款

1 青藏铁路公司格尔木站（察尔汗） 铁路运费 47,353.33 27.00% 否 45,550.00

2 西安蓝晓科技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设备 35,055.50 19.99% 否 27,000.00

3

启迪清源（上海）新材料科技有限公

司

设备 15,948.28 9.09% 否 16,549.00

4 国网青海省电力公司海西供电公司 电费 11,832.69 6.75% 否 11,770.86

5 创宇物流服务有限公司

运矿费、工

程款

10,680.40 6.09% 否 8,612.37

合计 120,870.20 68.92% 109,482.23

单位：万元

2019年前五大供应商

序

号

供应商名称 采购项目 采购额 占比

是否存在

关联关系

采购付款

1 青藏铁路公司格尔木站（察尔汗） 铁路运费 33,808.42 29.29% 否 33,490.00

2 国网青海省电力公司海西供电公司 电费 12,399.38 10.74% 否 12,563.37

3 创宇物流服务有限公司

运矿费、工程

款

11,538.11 10.00% 否 9,588.00

4 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外购光卤石、

专利实施许可

费

5,645.00 4.89% 否 5,645.00

5

贤丰（深圳）新能源材料科技有限

公司

锂离子富集材

料

4,495.28 3.90% 否 0.00

合计 67,886.19 58.82% 61,286.37

注：上述采购额和采购付款均为含税金额，其中采购付款包括银行转账和票据付款，不包括

相互交易往来款的对抵部分。 公司2017年主要供应商包括钾肥业务供应商、40万氯化钾项目和

200万吨仓储项目工程供应商；2018年、2019年主要供应商包括钾肥业务供应商、 碳酸锂项目设

备供应商。

近三年公司前五大供应商略有变动： ①2017年前五大供应商中的四川七星广厦建筑有限公

司和青海广宇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分别为40万氯化钾项目和200万吨仓储项目工程供应商，因

2017年上述项目基本完工，故在2018年、2019年未发生较大采购额。 ②2018年前五大供应商中的

西安蓝晓科技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和启迪清源（上海）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为公司碳酸锂项目

的设备供应商，因2018年度总体设备供货量较大，2019年设备供货量较少，故在2019年相关采购

额排名未进入前五。③2019年排名前五供应商中的贤丰（深圳）新能源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为公司

碳酸锂项目的锂离子富集材料供应商，锂离子富集材料主要用于碳酸锂工程项目建设，因本期发

货量较大，故采购额排名进入前五；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为公司外购光卤石供应商，因本

期采购额较大，本期采购额排名进入前五，该业务非经常性采购业务。

公司采购定价是以价值为依据、成本为基础、市场竞争为导向、历史价格为参考；充分考虑质

量、价格、交货期、订货量、售后服务、付款条件等因素，制定公司的采购定价政策。 其中青藏铁路

公司格尔木站（察尔汗）及国网青海省电力公司海西供电公司主要是卖方市场，公司根据上述两

家公司的销售定价及公司生产规模制订公司的采购定价； 公司对创宇物流服务有限公司运矿费

定价主要参考公司历史结算价格，按实际运矿距离计算运矿费。

报告期公司采购定价政策及与过去三年相比未发生重大变化， 上述采购均为公司日常生产

和发展所必须的，通过企查查、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没有发现上述供应商的经营范

围与其实际业务存在重大不一致之处，相关业务往来具有商业实质。

（三）、会计师执行的核查程序和核查意见

1、针对上述事项我们执行的主要核查程序如下

①获取并复核公司主要客户、供应商的销售或采购金额明细表，分析前五名客户、供应商及

向其销售、采购价格、占比的变动情况，不同客户、供应商相同产品的价格变动情况；

②通过检索企查查、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开披露的信息等方式，查看主要客户、供

应商的公司状况、经营状态、经营范围、注册资本、股权情况等信息，核查是否与公司存在关联关

系，了解主要客户、供应商的真实性与持续存在情况，向公司采购、销售产品的合理性；

③通过检查公司与主要客户、供应商的销售合同、采购合同、仓储货运凭证、增值税发票明

细、收付款记录、相关票据等资料，核查业务的真实性；

④通过对主要客户、供应商进行现场、电话访谈。 了解公司与主要客户、供应商的基本情况、

与公司合作的商业背景和合理性等；

⑤选择主要客户对本年度销售金额、本年余额等信息进行函证；选择主要供应商对本年余额

等信息进行函证。

2、核查意见

基于以上核查程序，公司近三年主要供应商、客户变化及原因的说明，报告期公司销售/采购

定价政策及与过去三年相比未发生重大变化的说明， 相关业务往来具有商业实质的说明与我们

从管理层所获取的解释、审计证据等没有发现存在重大不一致之处。

四、根据年报，报告期末你公司持有货币资金8,209.96万元，较年初增长36.05%。 请你公司核

查货币资金是否存在权属限制或被其他方实际使用的情况。 请年审会计师说明对货币资金真实

性实施的主要审计程序和结论。

回复：

（一）货币资金情况

公司报告期末库存现金9.11万元，经盘点账实相符；报告期末银行存款8,200.85万元，均为活

期存款。 公司不存在资金池业务，检查银行对账单并编制银行存款余额调节表，经核对一致，不存

在货币资金被其他方实际使用的情况，不存在银行存款权属限制的情况。

（二）会计师执行的核查程序和核查意见

1、针对上述事项我们执行的主要核查程序如下

①获取并检查了公司的开立账户清单、征信报告、银行对账单、银行存款明细表和银行存款

余额调节表，核查公司银行账户及相关余额的完整性和真实性；

②对公司银行账户执行了函证程序，回函确认银行存款不存在受限的情况；

③对公司库存现金执行突击监盘程序，核查库存现金余额的真实性；

④选取大额资金流水，银行对账单与银行日记账进行双向核对，检查至原始凭证，检查资金

进出、业务开展、财务入账的情况，检查银行存款记录完整性、真实性；

⑤针对本次问询函，核查了报告期后各月份主要银行账户网银流水及主要付款资料。

2、核查意见

基于以上核查程序， 未发现公司报告期末货币资金存在权属限制或被其他方实际使用的情

况。

五、根据年报，你公司按欠款方归集的年末余额前五名应收账款汇总金额为81,025.31万元，

占应收账款年末余额合计数的比例为69.60%， 相应计提的坏账准备年末余额汇总金额为7,

263.40万元。 请你公司具体列示主要欠款方名称、应收账款期初余额、本年变动金额、期末余额、

账龄、坏账准备金额等，并说明主要欠款方与你公司是否存在关联关系，相关应收账款产生原因，

是否存在商业实质，是否存在资金被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的情况。 请年审会计师核

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应收账款前五名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客户名称 款项性质 年初余额 借方 贷方 年末余额 1年以内 1-2年

坏账准

备金额

烟 台 华 海

国 际 贸 易

有限公司

钾肥款 7,467.98 9,589.36 1,100.00 15,957.34 9,589.36 6,367.98

2,

389.86

烟 台 华 海

国 际 贸 易

有限公司

贸易款 0.0 26,340.11 0.00 26,340.11 26,340.11 0.00

1,

317.01

格 尔 木 藏

华 大 颗 粒

钾 肥 有 限

公司

钾肥款、

材料款、

水电费等

5,771.66 11,105.13 1,722.89 15,153.90 11,105.13 4,048.77

1,

769.89

青 海 金 灿

烂 农 业 生

产 资 料 有

限公司

钾肥款 11,150.30 7,785.60 8,718.54 10,217.36 7,785.60 2,431.76

1,

118.81

成 都 禾 禾

农 业 生 产

资 料 有 限

公司

钾肥款 14,171.93 11,922.12 19,399.90 6,694.15 6,694.15 0.00 334.71

云 南 盐 海

农 资 有 限

公司

钾肥款 5,374.18 11,705.46 10,417.22 6,662.42 6,662.42 0.00 333.12

合计 43,936.05 78,447.78 41,358.55 81,025.28 68,176.77

12,

848.51

7,

263.40

截至目前公司于2020年6月8日收到控股股东归还的部分资金占用款50,000万元，另收到成

都禾禾农业生产资料有限公司支付的钾肥款1,544.02万元。

注1：截止公告日，烟台华海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所欠钾肥款和贸易款被公司控股股东或其他

关联方占用金额37,415.32万元。

注2：截止公告日，格尔木藏华大颗粒钾肥有限公司所欠钾肥款被公司控股股东或其他关联

方占用金额14,906.05万元。

注3：截止公告日，青海金灿烂农业生产资料有限公司所欠钾肥款被公司控股股东或其他关

联方占用金额16,288.75万元（包括其他应收款中的5,450.00万元和2020年确认的应收账款）。

注4：截止公告日，成都禾禾农业生产资料有限公司所欠钾肥款被公司控股股东或其他关联

方占用金额1,544.02万元， 截至公告日公司已收到成都禾禾农业生产资料有限公司支付的钾肥

款1,544.02万元。

注5：截止公告日，云南盐海农资有限公司所欠钾肥款被公司控股股东或其他关联方占用金

额4,752.91万元。

目前最终关联方资金占用金额仍在核查当中。

（二）关联关系判断

1、烟台华海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公司成立日期：1996-9-10

公司法人：张军涛

注册资本（万元）：3,000.00

公司经营范围：销售：钢材、木材、建筑材料、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日用百货、五金交电、水暖器材、

有机肥、有机复合肥、饲料、矿产品，化肥的批发、零售，货物和技术进出口。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职位（董监高）

张军涛 67.33 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唐秋英 25.00

王昱瑶 5.00 监事

侯涛 0.67

宋占清 0.67

丁新 0.67

邓晓燕 0.67

合计 100.00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企业会计准则第36号—关联方披露》对关联方关

系认定的规定，烟台华海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与公司之间不存在关联方认定中所描述的情形，故与

公司无关联关系。

2、格尔木藏华大颗粒钾肥有限公司

公司成立日期：2014年6月11日

公司法人：曾涛

注册资本（万元）：10,000.00

公司经营范围：大颗粒钾肥生产（凭许可证经营）、销售。 化肥（国家有专项规定的除外）加工（凭许可证经

营）、销售。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职位（董监高）

曾涛 60.00 执行董事

张军红 30.00

张文豪 10.00 监事

合计 100.00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企业会计准则第36号—关联方披露》对关联方关

系认定的规定，藏华公司与公司之间不存在关联方认定中所描述的情形，故与公司无关联关系。

3、青海金灿烂农业生产资料有限公司

公司成立日期： 2009年12月22日

公司法人：吴国君

注册资本（万元）：3,300.00

公司经营范围：氯化钾、氯化镁、硫酸钾及其它农业用肥料批零兼营；化工产品（不含化学危险品）销售。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职位（董监高）

吴国君 96.97 执行董事

梅花 3.03 监事

合计 100.00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企业会计准则第36号—关联方披露》对关联方关

系认定的规定， 青海金灿烂与公司之间不存在关联方认定中所描述的情形， 故与公司无关联关

系。

4、成都禾禾农业生产资料有限公司

公司成立日期： 2008年5月4日

公司法人：米崇武

注册资本（万元）：2,050.00

公司经营范围：销售:钾肥、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品）、化肥原材料（不含危险化学品）。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职位（董监高）

米崇武 100.00 执行董事监总经理

代韫 监事

合计 100.00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企业会计准则第36号—关联方披露》对关联方关

系认定的规定，成都禾禾与公司之间不存在关联方认定中所描述的情形，故与公司无关联关系。

5、云南盐海农资有限公司股权结构

公司成立日期： 2015年11月5日

公司法人：姚兴华

注册资本（万元）：100.00

公司经营范围：化肥的销售。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职位（董监高）

姚兴华 90.00 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刘洪刚 10.00 监事

合计 100.00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企业会计准则第36号—关联方披露》对关联方关

系认定的规定，云南盐海与公司之间不存在关联方认定中所描述的情形，故与公司无关联关系。

（三）应收账款产生的主要原因

1、客户未及时收回货款支付给公司。

2、公司控股股东藏格投资及其关联方向公司客户陆续拆借短期资金且未偿还，客户无力支

付货款。

（四）烟台华海国际贸易有限公司、青海金灿烂农业生产资料有限公司、成都禾禾农业生产

资料有限公司和云南盐海农资有限公司为经销商与公司合作多年， 采购钾肥主要销售给下游化

肥厂用于生产复合肥。 格尔木藏华大颗粒钾肥有限公司自公司采购钾肥后，将粉状钾肥加工成颗

粒钾肥并对外销售。 综上所述与上述客户的交易具有商业实质。

（五）会计师执行的核查程序和核查意见

1、针对上述事项我们执行的主要核查程序如下

①检查销售合同、客户流向表、发货报表、自提明细表、铁路货票、自提单、结算函、增值税专

用发票、收款回单，银行承兑汇票等资料；

②检查应收账款、预收账款与收入确认匹配性，并对上述客户进行函证，函证内容包括但不

限于期初期末金额，开票金额，发货数量，未结算数量等信息；

③通过企查查、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上述客户信息，包括注册资本、经营状态、

经营范围、股东结构等信息，核查是否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④通过企查查、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钾肥业务上述客户的经营范围，并对上述

客户进行电话及现场访谈，访谈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公司基本信息，与公司的交易信息，与公司的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客户的下游客户情况等，判断与公司的交易是否存在商

业实质；

⑤取得管理层编制的《公司2019年度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汇总表》，

检查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资金流转路径， 核对交易资金流转对应的银行流水

或银行回单、检查承兑汇票对应的收据、贴现协议等资料。

2、核查意见

基于以上核查程序，未发现公司与主要欠款方存在关联关系，相关应收账款主要为销售产品

产生，未发现销售业务不存在商业实质的情况，公司存在资金被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非经营性占

用的情况。

截至目前，公司对关联方资金占用的自查工作仍在进行中；本所的核查工作也在同步开展。

六、报告期末，你公司预付账款余额为13,402.96万元，其中账龄超过一年的预付账款为6,

812.85万元。 请你公司补充披露按预付对象归集的期末余额前五名的预付款情况，说明主要预付

对象是否为你公司主要供应商，如否，请说明主要预付对象不是主要供应商的原因及合理性。 说

明账龄超过1年的预付款项主要性质、产生原因及未结算的原因及合理性，是否存在关联方非经

营性资金占用情形。 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按预付对象归集的期末余额前五名

单位：万元

供应商名称 年末余额 款项性质

是否为主要

供应商

辽宁米高化工有限公司 4,604.88 白色面状氯化钾货款 否

四川七星广厦建筑有限公司 3,328.21 40万吨氯化钾项目工程款 是

贤丰（深圳）新能源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2,099.19 锂离子富集材料采购款 是

国网青海省电力公司海西供电公司 1,342.36 电费 是

邓氏宏图劳务服务公司 270.55 装卸包装劳务费 是

合计 11,645.19

辽宁米高化工有限公司不是公司的主要供应商， 原因系公司与辽宁米高化工有限公司的合

作项目是公司新开展的进口钾贸易业务，且该项目占公司总体采购额比例不大，故辽宁米高化工

有限公司不是公司的主要供应商。

（二）账龄超过1年以上的预付款项

1、 辽宁米高化工有限公司-白色面状氯化钾采购款4,604.88万元， 预付款账龄达到一年以

上，产生原因系公司2018年为采购白色面状氯化钾（进口钾）而找到具有进口资质的辽宁米高化

工有限公司，签订合同并预付对方货款。 由于对方未按照行业惯例及时发货，导致公司预付账款

未结转。 截止2020年6月12日已供货353.00万元，辽宁米高原定于6月底经二连浩特提供给公司的

边贸货物共1万吨（该货物来自俄罗斯），考虑到俄罗斯疫情情况影响，可能存在无法按时提货的

情况，故公司未接受该批货物。 剩余货物将陆续提供，经公司协调，对方承诺2020年完成全部供

货。 公司认为此部分预付账款不存在非经营性关联资金占用的情况。

2、贤丰（深圳）新能源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吸附材料款2,099.19万元，预付款账龄达到一年

以上，产生原因系贤丰（深圳）新能源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产能有限，2019年未能全部供货，导致公

司预付账款未结转。 贤丰（深圳）新能源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承诺2021年3月31日之前完成全部供

货。 公司认为此部分预付账款不存在非经营性关联资金占用的情况。

（三）会计师执行的核查程序和核查意见

1、针对上述事项我们执行的主要核查程序如下

①分析预付款项期末余额的账龄及构成情况。 检查主要预付对象的合同，付款情况与合同约

定是否相符；

②选择重要的预付账款项目函证余额；

③检查资产负债表日后的预付账款、存货及在建工程等项目明细账，并检查相关凭证，核查

期后是否已收到实物并转销预付账款，分析资产负债表日预付账款的真实性和完整性；

④通过检索企查查、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开披露的信息等方式，查看预付前五名

的公司状况、经营状态、经营范围、注册资本、股权情况等信息，了解预付前五名的真实性与持续

存在情况，公司采购商品的合理性；

⑤对部分公司进行了电话访谈，了解其基本情况、与公司合作的商业背景和期末余额的合理

性；获取辽宁米高化工有限公司供货承诺及贤丰（深圳）新能源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发货计划。

2、核查意见

基于以上核查程序，公司补充披露的按预付对象归集的期末余额前五名的预付款情况，主要

预付对象是否为公司主要供应商的情况及其不是主要供应商的原因；账龄超过1年的预付款项主

要性质、产生原因及未结算的原因与我们从管理层所获取的解释、审计证据等没有发现存在重大

不一致之处。

截至目前，公司对关联方资金占用的自查工作仍在进行中，本所的核查工作也在同步开展。

七、年报显示，你公司期末其他应收款中有单位往来款24,951.16万元；应付账款中设备款

28,081.67万元、工程款11,570.73万元；其他应付款中有关联方往来款1,930.29万元、单位往来款

644.05万元，请你公司说明上述款项具体内容，包含往来方、形成原因、账龄、往来方与你公司是

否存在关联关系等，说明是否存在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形。 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

意见。

回复：

（一）其他应收款

单位：万元

项目

是否存在

关联关系

期末余额 1年以内 1-2年 2年以上

深圳兴业富达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否 19,267.06 19,267.06

青海省茫崖康泰钾肥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否 3,670.79 3,670.79

格尔木凌浩商贸有限公司 否 1,256.83 1,256.83

其他 否 756.48 402.00 43.45 311.03

合计 24,951.16 23,339.85 1,300.28 311.03

期末其他应收款中单位往来款24,951.16万元，其中1,300.00万元为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其余

款项尚未发现有资金占用情况。

1、2017年至2018年， 公司以贸易方式形成的应收深圳兴业富达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款19,

267.06万元，经公司自查，在和控股股东确认后，其中1,300.00万元为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剩余17,

967.06万元为公司贸易业务形成的应收款， 对于剩余的款项公司已采取相关法律措施进行追偿。

出于保护中小股东权益的考虑，控股股东将未收回部分先行代为支付至公司，后续公司收回后，

归还控股股东。

2、预付青海省茫崖康泰钾肥开发有限责任公司采购钾肥款，由于其短期无法完成供货，货款

已于2020年4月退回公司。

3、2018年公司向格尔木凌浩商贸有限公司购买十八胺，因其法定代表人2018年6月涉嫌违法

被拘留，目前处于调查取证阶段，还未提起公诉，预期2020年下半年能够与其取得联系沟通解决

方案。 鉴于上述情况，处于谨慎性考虑，公司将预付格尔木凌浩商贸有限公司的材料款调整至其

他应收款并计提坏账准备。

（二）应付账款工程款

单位：万元

项目

是否存在

关联关系

期末余额 1年以内 1-2年 2年以上

藏格锂业生产车间建设

格尔木创宇物流有限公司 否 3,124.31 3,124.31

中国核工业二三建设有限公司 否 2,197.16 2,197.16

格尔木鸿耀顺业工程设备安装有限公司 否 1,075.58 1,075.58

青海宏星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否 850.46 850.46

诚业工程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否 605.00 605.00

河南蓝天防腐安装有限公司 否 560.59 560.59

江苏江都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否 408.98 408.98

其他 否 965.97 965.97

藏格锂业合计 9,788.05 9,788.05

藏格钾肥工程建设

江苏新宏大集团有限公司 否 817.29 817.29

其他 否 965.39 472.72 201.81 290.86

藏格钾肥合计 1,782.68 472.72 1,019.10 290.86

合计 11,570.73 10,260.77 1,019.10 290.86

注：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格尔木藏格钾肥有限公司简称“藏格钾肥” ；公司的全资孙公司格尔

木藏格锂业有限公司简称“藏格锂业” 。

应付账款中工程款11,570.73万元，主要为年产2万吨碳酸锂项目、15万吨热熔钾工程项目等

尚未支付的工程款项，不存在资金占用情况。

（三）应付账款设备款

单位：万元

项目

是否存在

关联关系

期末余额 1年以内 1-2年 2年以上

西安蓝晓科技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否 22,575.60 22,575.60

启迪清源（上海）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否 1,951.00 1,951.00

江苏安必信环保设备有限公司 否 496.13 146.48 349.65

上海艾维科阀门股份有限公司 否 304.61 2.96 301.65

其他 2,754.33 1,625.53 734.43 394.37

合计 28,081.67 26,301.57 1,385.73 394.37

应付账款中设备款28,081.67万元， 其中藏格锂业年产2万吨碳酸锂项目应付设备款为27,

017.48万元、15万吨热熔钾项目应付设备款为370.55万元，不存在资金占用情况。

（四）其他应付款关联方往来款

单位：万元

项目

是否存在

关联关系

期末余额 1年以内 1-2年 2年以上

西藏藏格创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是 1,844.89 1,844.89

青海中浩天然气化工有限公司 是 85.40 7.51 77.89

合计 1,930.29 1,852.40 77.89

注：西藏藏格创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母公司；青海中浩天然气化工有限公司为同一实

际控制人控制的公司。

其他应付款中关联方往来款1,930.29万元，其中包含西藏藏格创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资金往

来款1,844.89万元；应付青海中浩天然气化工有限公司往来款77.89万元、租赁费用7.51万元，不

存在资金占用情况。

（五）其他应付款单位往来款

单位：万元

项目

是否存在

关联关系

期末余额 1年以内 1-2年 2年以上

柴达木地矿化工总厂 否 259.44 259.44

上海立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否 90.00 90.00

成都华章商贸有限公司 否 59.89 59.89

中天国富证券有限公司 否 45.00 45.00

其他 否 189.72 42.28 78.53 68.91

合计 644.05 177.28 138.42 328.35

单位往来款644.05万元，其中包含应付上海立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中天国富证券有限公司

中介费用135万元； 柴达木地矿化工总厂系公司吸收合并昆仑矿业时承接的往来款259.44万元，

属历史遗留问题；其他中包含合同保证金77.80万元、未付员工报销款21.50万元等，不存在资金占

用情况。

（六）会计师执行的核查程序和核查意见

1、针对上述事项我们执行的主要核查程序如下

①复核其他应收款、应付账款、其他应付款明细表，检查相关合同、原始凭证等资料；

②通过企查查，查看主要往来款客户、供应商的信息，包括注册资本、股权结构、经营状态、经

营范围、法人代表和注册地址等背景信息，核查是否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③选择主要往来客户、主要供应商对期末余额进行函证；同时，抽查部分重大的客户、供应商

进行电话、现场访谈。

2、核查意见

基于以上核查程序，公司对上述款项的往来方、形成原因及账龄的说明，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的说明与我们从管理层所获取的解释、审计证据等没有发现存在重大不一致之处。 公司存在资金

被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的情况。

截至目前，公司对关联方资金占用的自查工作仍在进行中，本所的核查工作也在同步开展。

八、年报第221页“关联方资金拆借表”显示，你公司2018年与2019年共向西藏藏格创业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拆出资金24.29亿元，该金额与你公司2019年10月24日《关于公司控股股东资金占

用等事项的自查结果公告》中清理出非经营性占用金额为22.14亿元及2019年年报中确认的资金

占用金额5.76亿元之和存在较大差异，且月度数据也存在较大差异。 请你公司说明上述差异的原

因及合理性，如涉及披露错误，请进行更正。

回复：

（一）公司年报第221页“关联方资金拆借表” 显示2018年与2019年共向西藏藏格创业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拆出资金24.29亿元，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年 2019年 合计 期间归还 合计

前期自查 206,052.59 15,350.00 221,402.59 5,032.57 216,370.02

年报披露直接占用 15,412.68 11,075.60 26,488.28 0.00 26,488.28

合计 221,465.27 26,425.60 247,890.87 5,032.57 242,858.30

（二）上述差异的原因及合理性

1、公司2019年年报中“关联方资金拆借表” 中列示公司2018年与2019年共向西藏藏格创业

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拆出资金242,858.30万元，其中包含2018年资金占用资金221,402.59万元（期

间归还5,032.57万元），和2019年直接占用资金26,488.28万元。

2、2019年年报中确认的资金占用金额5.76亿元， 包含上述直接占用资金26,488.28万元及公

司间接占用资金31,111.25万元，2019年认定资金占用为烟台华海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欠藏格控股

15,957.34万元钾肥款及格尔木藏华大颗粒钾肥有限公司欠藏格控股15,153.91万元钾肥款和材

料款。 因公司控股股东西藏藏格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与烟台华海存在资金借贷关系，且

尚未归还烟台华海借款，导致烟台华海和藏华大颗粒无力支付所欠藏格控股的钾肥款和材料款，

公司管理层基于谨慎性原则，将上述资金认定为关联方资金占用，因对烟台华海和藏华大颗粒的

资金占用是对期末应收账款余额的认定，所以此占用金额并未列示到“关联方资金拆借表” 。 公

司在2019年年报“四、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中对2019年间

接资金占用进行了披露。

3、月度数据存在差异主要是因为：前期自查的资金占用金额216,370.02万元，其中资金拆借

发生在2018年的金额为201,020.02万元，因公司控股股东是在2019年归还的前期自查占用资金，

公司在披露2019年年报时，将上述201,020.02万元的起始时间列示为2019年1月1日。

综上所述，公司不存在错误披露，无需更正。

九、请你公司自查除年报及关注函回函中提及的资金占用事项外，是否存在其他关联方资金

占用和违规担保情形。

回复：

除在《关注函回函》中提及的资金占用外，经公司自查还清理出部分新增间接资金占用为

2.65亿元。截至本公告日，清理的出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况，详情见公告于6月8日在巨潮资讯网上

发布的 《关于公司自查控股股东资金占用事项的进展情况及解决措施的公告》 （公告编号：

2020-33），经自查公司未发现存在违规担保情形。公司仍在进一步梳理相关事项及具体情况，最

终的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以最终自查结果公告为准。

十、巨龙铜业经营状况。 截止2019年12月31日，你公司对西藏巨龙铜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巨龙铜业” ）的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价值为255,676.42万元，占资产总额的26.74%、占净资产的

32.64%。根据审计报告，巨龙铜业存在逾期负债、对关联方承担30亿元担保余额，且未计提逾期信

用损失；由于缺乏资金，矿区已停止建设和开采；巨龙铜业尚未筹集足够的资金或者有明确的应

对计划，以清偿债务及维持业务正常运营，巨龙铜业持续经营能力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一）巨龙铜业为藏格投资及其关联方的借款提供担保，截至目前，担保余额达30亿元，巨龙

铜业未对有关担保计提预期信用损失。藏格投资及肖永明于2019年6月14日承诺三个月内解决巨

龙铜业向关联方提供担保的事项，后经两次延期，担保解除的履行期限延长至2020年12月31日。

请你公司结合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的财务状况、债务违约风险、有关借款展期状况、承诺

的履行能力与履约安排等，核查巨龙铜业未对借款担保计提预期信用损失的合理性。

回复：

上述问题公司正在核查过程中，待相关事项结论获得后将及时回复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

（2）年报显示，巨龙铜业2019年亏损8,982.66万元；你公司2019年6月18日披露的《关于控股

股东以资抵债暨关联交易的公告》显示，巨龙铜业2018年亏损18,056.87万元、2019年一季度亏损

5,325.43万元。

请你公司说明巨龙铜业的有关财务数据是否经过审计， 核查2019年度亏损较2018年亏损金

额大幅下降且一季度亏损金额占全年亏损金额比例过半的原因及合理性，并结合问题（1），核查

巨龙铜业相关财务数据是否已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其财务状况与经营成果。

回复：

2019年6月， 公司股东西藏藏格创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西藏巨龙铜业有限公司

37%股份以25.9亿元价格转让给公司，以抵偿藏格投资及其关联方的对上市公司相应数额的占用

资金、资金占用费及由于贸易原因产生的损失，我公司作为长期股权投资处理，经公司年审会计

师审阅，2019年度全年巨龙铜业全年亏损17,108.50万元， 其中：2019年7-12月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的净利润-8,982.66，2018年度巨龙铜业亏损18,056.87万元，和2019年度经年审会计师审阅

后的2019年度全年亏损17,108.50万元相比， 亏损额下降5.25%。 巨龙铜业2019年一季度亏损5,

325.43万元，2019年度经年审会计师审阅全年亏损17,108.50万元，占比31.12%。 我公司年报披露

时，按照2019年7-12月巨龙铜业的财务数据进行了披露。

2020年5月28日，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2019年西藏巨龙铜业有限

公司其他专项审计报告（天职业字 [2020]27955号）， 经审计后巨龙铜业2019年净利润为-36,

964.20万元，较2019年审阅报告中巨龙铜业的净利润调减19,855.70万元，主要系巨龙铜业行政罚

款7,274.50万元、财务费用罚息及停工损失计提11,765.70万元。

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2019年度财务报告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

审计报告，待解决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资金占用等问题,消除年报非标意见涉及事项的影响后，

同时对《2019年年度报告》需要更正的数据及其资料统一进行更正。

（3） 根据年报， 巨龙铜业存在逾期负债， 其流动资产金额为7.48亿元， 流动负债金额高达

27.74亿元。根据《关于控股股东以资抵债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巨龙铜业将驱龙铜多金属矿、知不

拉多铜多金属矿的采矿权设定了银行借款抵押。

请你公司说明上述巨龙铜业逾期负债的主要情况，结合巨龙铜业资产负债状况与偿债能力，

说明巨龙铜业是否面临主要资产被执行抵押权、被冻结乃至司法处置的风险；说明巨龙铜业是否

具备后续融资能力，资金缺口的解决方式、路径及预计时间。

回复：

上述问题公司正在核查、沟通过程中，待相关事项结论获得后将及时回复并履行信 息披露

义务。

（4）在相关以资抵债交易中，藏格投资承诺三个月内解决其与巨龙铜业的关联方资金往来。

2019年9月20日， 你公司公告称藏格投资及其关联方已清理完毕巨龙铜业应收关联方的资金往

来。

请你公司核查前期控股股东与巨龙铜业的资金往来清理方式、过程、金额等，说明有关资金

往来是否已获得足额清理，并核查自2019年9月20日以来，巨龙铜业与你公司控股股东及其关联

方是否存在其他非经营性资金往来的情况。

(下转B100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