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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963� � � � � � � � � �证券简称：豪尔赛 公告编号：2021-045

豪尔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通过高新技术企业复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豪尔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北京市科学技

术委员会、北京市财政局、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联合颁发的《高新技术企业

证书》，证书编号：GR202111002161，证书记载的发证日期为2021年10月25日，有

效期：三年。

本次高新技术企业的认定系原证书有效期满所进行的重新认定。 根据相关规

定， 公司将在高新技术企业资格有效期内继续享受国家关于高新技术企业的相关

税收优惠政策，即按15%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并享受国家其他关于高新技术企

业的优惠政策。

根据相关规定，2021年度公司按15%的税率计提企业所得税，本次通过高新技

术企业复审不会对公司2021年度财务状况和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

特此公告。

豪尔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1月24日

证券代码：600862� 证券简称：中航高科 公告编号：2021-032号

中航航空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集中竞价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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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大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航空工业集团” ）持有中航

航空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中航高科” ）股份 583,151,381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41.86%。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2021年10月13日，公司披露了股东航空工业集团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航空工业集团拟通

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或认购ETF份额方式减持公司股票不超过1393万股，即不超过公司总

股本的1%，减持价格视市场价格确定。 采用大宗交易方式减持的，将在公告披露之日3个交易

日后的6个月内进行；通过集中竞价和认购ETF份额方式减持的，均将于本减持计划公告披露

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进行，即2021年11月3日至2022年5月2日期间进行。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航空工业集团已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 13,930,

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9999%，本次减持计划已实施完毕。

日前，本公司收到股东航空工业集团发来的《关于减持计划实施进展的告知函》，航空工

业集团已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 13,930,000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0.9999%，本次减持计划已实施完毕。 本次减持结果情况如下：

一、集中竞价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航空工业集团 5%以上第一大股东 597,081,381 42.86% 其他方式取得：597,081,381股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第

一

组

中国航空制造技术研究院 46,723,848 3.35% 中国航空制造技术研究院为航空工业集团下属单位，由航空工业集团控制。

中航高科智能测控有限公司 766,884 0.06% 中航高科智能测控有限公司为航空工业集团全资孙公司。

合计 47,490,732 3.41% —

二、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大股东因以下事项披露集中竞价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减持计划实施完毕

股东名称

减持数量

（股）

减持比

例

减持期间

减持方

式

减持价格

区间

（元/股）

减持总金额（元）

减持完成

情况

当前持股数

量（股）

当前持股比

例

航空工业集团 13,930,000 0.9999%

2021/11/5 ～

2021/11/23

集 中 竞

价交易

34.05 －

38.12

504,015,398.56 已完成 583,151,381 41.86%

(二)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是 □否

(三)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未实施 √已实施

(四)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未达到 √已达到

(五)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是 √否

特此公告。

中航航空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11/24

证券代码： 603989� � � � � � �证券简称：艾华集团 公告编号：2021-127

转债代码：113504� � � � � � � �转债简称：艾华转债

湖南艾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

艾立宇去世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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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别及连带责任。

湖南艾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11月23日收到公司控股

股东湖南艾华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艾华控股” ）的通知，艾华控股一致行动人艾立

宇先生逝世。截至2021年11月23日，艾立宇先生名下持有公司5,268,800股股份（占公司

总股本的1.31%），其股份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

规定由其继承人继承，相关继承及过户手续正在办理中。 本次股份过户登记完成后，不会

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

公司将根据事项的进展情况，严格按照相关法律及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

特此公告。

湖南艾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1月23日

证券代码：000886� � � �证券简称：海南高速 公告编号：2021-041

海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监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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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监事会于 2021� 年11月23日收到监事

许智清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 由于工作变动原因，许智清先生申请辞去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

事职务，辞职后不再在公司担任任何职务。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许智清先生的辞职申请自送达公司监事会之日

起生效。 其辞职不会导致公司监事会成员低于法定最低人数，不会影响监事会的正常运作及

公司的正常经营。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许智清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

许智清先生在担任公司监事期间恪尽职守、勤勉尽责。 在此，

公司及监事会谨向许智清先生在任期间对公司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海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1�年 11月 24日

证券代码：688517� � � � � � � � � � �证券简称：金冠电气 公告编号：2021-029

金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中标的自愿性披露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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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别及连带责任。

日前，国家电网有限公司电子商务平台发布了“国网湖南省电力有限公司2021年第

二次配网物资协议库存招标采购项目、国家电网有限公司2021年第四十四批采购（输变

电项目第五次变电设备（含电缆）招标采购）项目” 中标（成交）结果公告，公司及全资

子公司南阳金冠智能开关有限公司为相关项目中标单位， 中标金额合计2,886.93万元，

占2020年营业收入的5.47%。 本公司所披露的中标项目仅为中标金额2,000万元（含）以

上项目。

因涉及相关手续办理，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尚未与招标人就中标项目签订正式

合同，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金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11月24日

证券代码：002590� � � � � � � � �证券简称：万安科技 公告编号：2021-065

浙江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

台风灾害财产保险理赔款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2021年7月24日-27日，浙江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所在地浙江省诸

暨市店口镇遭受台风暴雨，位于店口镇的全资子公司受到了暴雨灾害的影响，部分资产受损，

详见公司2021年8月11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遭受暴雨灾害影

响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42）。

近日， 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浙江万安泵业有限公司收到了保险公司总计10,270,194.11元

的台风灾害财产保险理赔款，具体情况如下：

公司 理赔金额（元）

浙江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613,084.50

35,612.75

浙江万安泵业有限公司

43,767.37

9,577,729.49

合计 10,270,194.11

本次保险理赔款对公司本年度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敬请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1月23日

证券代码：603906� � � � � � �证券简称：龙蟠科技 公告编号：2021-143

江苏龙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公司2021年第三季度报告信息披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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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江苏龙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 ）下发的《关于江苏龙蟠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2021年第三季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工作函》（上证公函[2021]2872号）（以下简称“监管工作函” ）。 公司积极组织相关工作

人员就监管工作函关注的相关问题逐项进行认真核查落实。 现就有关问题回复如下：

问题1、三季报披露，2021年半年度末和三季度末，公司应收票据及账款余额合计分别为4.97亿元和5.31亿元，分别比期初增长89.7%

和102.68%，主要为应收账款大幅增长，公司称增长原因为合并常州锂源应收账款增加；应收款项融资余额分别为3.24亿元和1.74亿元，分

别比期初增长134.79%和26.09%， 公司称增长原因为收取银行承兑汇票增加； 预付账款分别为0.88亿元和2.98亿元， 比期初分别增长

62.97%和451.86%，公司称增长原因为预付材料款增加。 请公司补充披露：

（1）分业务列示报告期末应收账款和票据前五名情况，包括交易对方，交易金额，交易背景，是否关联方等；（2）结合公司收入业务和

经营模式变化、下游客户变化、销售和回款政策变化的情况，并与同行业上市公司比较，说明应收项目短期内大幅增加的合理性，以及客户

票据结算短期内大幅波动的原因和合理性；（3）预付款前五名情况，包括交易对方、交易金额、交易发生时间、交易背景、是否关联方等，并

结合同行业公司情况，说明预付款项大幅增长的原因和合理性；（4）是否存在无商业实质的往来项目，是否存在占用上市公司资金或其他

侵占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况；（5）请会计师对上述问题分别发表明确意见。

公司回复：

（1）分业务列示报告期末应收账款和票据前五名情况，包括交易对方，交易金额，交易背景，是否关联方等；

公司业务主要分为车用环保精细化学品业务和磷酸铁锂正极材料业务，其中车用环保精细化学品业务产品主要包括润滑油、发动机

冷却液、制动液、柴油发动机尾气处理液、车用养护品等，磷酸铁锂正极材料业务产品系锂电池正极材料磷酸铁锂。

1）报告期末，车用环保精细化学品业务应收账款前五名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客户名称 期末余额 交易金额（含税） 交易背景 是否关联方

1 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 2,821.20 2,662.81

润滑油、发动机冷却液、柴油发动机尾气处理液、车

用养护品

否

2 安徽江淮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45.35 10,732.49

润滑油、发动机冷却液、柴油发动机尾气处理液、车

用养护品

否

3 安徽合力股份有限公司 1,462.30 7,613.62 润滑油、发动机冷却液 否

4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1,348.91 3,838.87 车用养护品、润滑油、柴油发动机尾气处理液 否

5 中国重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797.59 1,400.41 柴油发动机尾气处理液 否

合计 8,475.35 26,248.20

2）报告期末，磷酸铁锂正极材料业务应收账款前五名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客户名称 期末余额

交易金额（含

税）

交易背景 是否关联方

1 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3,608.70 44,597.38 磷酸铁锂 否

2 中航锂电科技有限公司 4,234.33 6,130.88 磷酸铁锂 否

3 惠州亿纬锂能股份有限公司 1,699.20 2,285.35 磷酸铁锂 否

4 深圳市益佳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591.69 1,807.22 磷酸铁锂 否

5 天津力神电池股份有限公司 424.98 8,532.27 磷酸铁锂 否

合计 30,558.90 63,353.10

3）报告期末，车用环保精细化学品业务应收款项融资/应收票据前五名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客户名称 期末余额 交易金额 交易背景 是否关联方

1 安徽华菱汽车有限公司 830.00 1,290.00 发动机冷却液、润滑油、柴油发动机尾气处理液 否

2 安徽江淮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818.00 9,792.60 发动机冷却液、润滑油 否

3 浙江远景汽配有限公司 621.99 3,161.99 发动机冷却液 否

4 山东欧润油品有限公司 605.56 2,379.46 柴油发动机尾气处理液 否

5 集瑞联合卡车营销服务有限公司 183.00 972.37 发动机冷却液、润滑油 否

合计 3,058.55 17,596.42

注：应收款项融资/应收票据按票据交易的前手进行统计。

4）报告期末，磷酸铁锂正极材料业务应收款项融资/应收票据前五名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客户名称 期末余额 交易金额 交易背景 是否关联方

1 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800.54 42,573.70 磷酸铁锂 否

2 瑞浦能源有限公司 1,488.04 7,777.92 磷酸铁锂 否

3 天津力神电池股份有限公司 1,967.03 7,668.02 磷酸铁锂 否

4 安徽益佳通电池有限公司 487.30 1,806.19 磷酸铁锂 否

5 铜陵纳源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450.41 659.20 磷酸铁锂 否

合计 9,193.33 60,485.03

注：应收款项融资/应收票据按票据交易的前手进行统计。

（2）结合公司收入业务和经营模式变化、下游客户变化、销售和回款政策变化的情况，并与同行业上市公司比较，说明应收项目短期

内大幅增加的合理性，以及客户票据结算短期内大幅波动的原因和合理性；

2020年至2021年9月应收项目各期末余额情况如下：

龙蟠科技合并报表口径应收项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年9月30日 2021年6月30日 2020年12月31日

2021年9月末较2020

年末变动

2021年6月末较2020

年末变动

应收账款 52,121.41 48,110.64 23,815.93 118.85% 102.01%

应收票据 939.97 1,639.27 2,374.89 -60.42% -30.97%

应收款项融资 17,429.23 32,446.24 13,775.95 26.52% 135.53%

合计 70,490.61 82,196.15 39,966.77 76.37% 105.66%

其中，常州锂源应收项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年9月30日 2021年6月30日

应收账款 29,613.91 24,910.36

应收票据 35.12 -

应收款项融资 9,215.27 21,183.17

合计 38,864.30 46,093.53

龙蟠科技剔除常州锂源后的应收项目：

项目 2021年9月30日 2021年6月30日 2020年12月31日

2021年9月末较2020年

末变动

2021年6月末较2020

年末变动

应收账款 22,507.50 23,200.28 23,815.93 -5.49% -2.59%

应收票据 904.86 1,639.27 2,374.89 -61.90% -30.97%

应收款项融资 8,213.96 11,263.07 13,775.95 -40.37% -18.24%

合计 31,626.31 36,102.62 39,966.77 -20.87% -9.67%

公司2021年9月30日应收项目合计70,490.61万元，较期初增长76.37%，其中应收账款52,121.41万元，同比增长118.85%，应收票据及

应收款项融资18,369.20万元，同比增长13.74%。 剔除常州锂源的影响后，公司三季报末和半年报末车用环保精细化学品业务应收项目较

期初分别下降20.87%和9.67%，主要系原有车用环保精细化学品业务应收项目回款情况良好。

公司报告期内新增合并范围子公司常州锂源，常州锂源主营磷酸铁锂正极材料业务下游客户主要系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天津力神电池股份有限公司、瑞浦能源有限公司、中航锂电科技有限公司等新能源产业链公司，根据常州锂源与前述客户的销售合同，

销售回款主要采用半年期的银行承兑汇票结算，账期3个月或6个月。 磷酸铁锂正极材料业务在经营模式、下游客户、销售回款政策均与原

有的车用环保精细化学品业务存在一定差异，公司应收账款及票据结算短期内大幅增加主要系公司于2021年6月新增合并范围子公司常

州锂源所致。

常州锂源与磷酸铁锂正极材料同行业上市公司德方纳米三季报应收项目对比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德方纳米 常州锂源

应收账款 68,016.77 29,613.91

应收票据 - 35.12

应收款项融资 36,575.90 9,215.27

合计 104,592.67 38,864.30

营业收入 227,128.30 69,098.53

占营业收入比例：

应收账款 29.95% 42.86%

应收票据 0.00% 0.05%

应收款项融资 16.10% 13.34%

合计 46.05% 56.24%

常州锂源应收项目占营业收入比例为56.24%，可比业务上市公司德方纳米占比为46.05%，不存在较大差异；其中，德方纳米应收票据

/应收款项融资占营业收入的比例为16.10%，常州锂源占比为13.39%，常州锂源略低于德方纳米，不存在较大差异。

综上，公司应收项目短期内大幅增加主要系报告期内新增合并范围的子公司常州锂源所致，具有合理性；客户票据结算短期内大幅增

加主要系常州锂源所属的磷酸铁锂正极材料行业结算惯例所致，具有合理性。

（3）预付款前五名情况，包括交易对方、交易金额、交易发生时间、交易背景、是否关联方等，并结合同行业公司情况，说明预付款项大

幅增长的原因和合理性；

1）报告期末，车用环保精细化学品业务预付账款前五名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供应商 期末余额

交易额（含

税）

预付时间 交易背景 是否关联方

1 心连心集团有限公司 1,645.63 7,851.91 2021年9月 尿素 否

2 安徽六国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418.81 420.30 2021年9月 尿素 否

3 路博润添加剂（珠海）有限公司 334.83 3,164.40 2021年7月 润滑油添加剂 否

4 灵谷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311.63 13,576.80 2021年9月 尿素 否

5 天津融汇科贸有限公司 297.00 563.30 2021年9月 尿素 否

合计 3,007.90 25,576.71

2）报告期末，磷酸铁锂正极材料业务预付账款前五名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供应商 期末余额 交易额（含税） 预付时间 交易背景 是否关联方

1

长沙友合金属材料有限公

司

4,413.11 4,481.34 2021年9月 磷酸铁锂[注] 否

2

江西南氏锂电新材料有限

公司

2,870.00 791.87 2021年9月 碳酸锂 否

3

成都利豪恒发贸易有限公

司

2,309.68 7,940.86 2021年9月 碳酸锂 否

4 攀枝花九星钒钛有限公司 1,966.39 3,375.00 2021年9月 磷酸铁 否

5 湖南盐湖化工有限公司 1,775.60 1,819.28 2021年8-9月 碳酸锂 否

合计 13,334.78 18,408.34

注：长沙友合金属材料有限公司系公司磷酸铁锂的委外加工商。

3）结合同行业公司情况，说明预付款项大幅增长的原因和合理性

龙蟠科技合并报表口径预付账款各期末余额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年9月30日 2021年6月30日 2020年12月31日

2021年9月末较2020年末

增加

2021年6月末较2020年末

增加

预付账款 29,765.09 8,826.21 5,370.02 454.28% 64.36%

龙蟠科技剔除常州锂源后预付账款各期末余额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年9月30日 2021年6月30日 2020年12月31日

2021年9月末较2020年末

增加

2021年6月末较2020年末

增加

预付账款 5,343.06 5,440.92 5,370.02 -0.50% 1.32%

公司2021年6月末、2021年9月末预付账款余额分别为8,826.21万元、29,765.09万元，比期初分别增长64.36%和454.28%，公司预付账

款增加主要系2021年6月新增合并范围子公司常州锂源， 剔除常州锂源后各2021年6月末、2021年9月末预付账款余额分别为5,440.92万

元、5,343.06万元，与期初预付账款余额基本持平。

常州锂源与磷酸铁锂正极材料同行业上市公司德方纳米第三季度预付账款对比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预付账款 2021年7-9月营业成本 占比

常州锂源 24,422.03 50,257.69 48.59%

德方纳米 20,639.19 76,327.38 27.04%

第三季度常州锂源预付账款占营业成本的比例为48.59%，可比上市公司德方纳米该占比为27.04%，常州锂源占比相对较高，主要以

下原因:

①今年以来，磷酸铁锂正极原材料供应紧张，价格持续上升，为保障业务原材料供应，锁定原材料货源,公司结合生产、销售计划执行

原材料采购计划的基础上适当增加备货；

②公司于2021年5月底完成对磷酸铁锂正极材料业务的收购，第三季度尚处于整合期，在原材料供应紧张，价格持续上升的背景下，公

司存在先款后货的结算模式，致使预付账款增加。

综上所述，期末预付款项大幅增长符合公司和行业的发展变化，增长具有合理性。

4）公司应收款项与预付账款增长与业务发展状况的关系

剔除常州锂源后，龙蟠科技截至2021年9月末的应收款项与预付账款与2020年末相比均呈下降趋势，公司应收款项与预付账款增长

的主要原因系将常州锂源纳入了合并报表范围。

公司磷酸铁锂正极材料业务的主要客户为宁德时代、中航锂电、亿纬锂能等锂电池行业的知名客户，一直与其保持较为稳定的合作关

系和结算方式。 2021年1-9月，常州锂源对磷酸铁锂正极材料业务主要客户的信用政策未发生重大变化，应收款项主要随营业收入的增长

而累积。 常州锂源应收款项占营业收入的比例与同行业公司相比不存在较大差异，符合磷酸铁锂正极材料行业的结算惯例。

2021年以来，上游锂材供应较为紧张，价格逐渐上涨，磷酸铁锂正极材料行业企业为了保证原材料供应和采购成本，均有意识地进行

了提前备货，以保证自身的产品供应和市场地位。 由于原材料预付款增加，同行业公司德方纳米2021年9月末预付账款较2020年末增长

221.71%，参与新能源锂电正极材料业务的富临精工预付账款增长861.41%。 2021年9月末预付账款金额较高的情况在磷酸铁锂正极材料

行业内较为常见。

综上，公司应收款项与预付账款增长的主要原因系将常州锂源纳入了合并报表范围，常州锂源应收款项金额较高符合行业惯例，预付

账款金额较高是由目前上游原材料暂时性供应紧张所致，公司通过增加预付款提前备货的方式保证自身产能和占领市场，使得产销率保

持在较高水平。

（4）是否存在无商业实质的往来项目，是否存在占用上市公司资金或其他侵占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况；

公司不存在无商业实质的往来项目，也不存在占用上市公司资金或其他侵占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况。

（5）请会计师对上述问题分别发表明确意见

会计师认为：公司三季报披露的报告期末应收账款和票据情况准确。公司应收项目短期内大幅增加原因合理，与同行业可比公司不存

在重大差异，客户票据结算短期内大幅波动原因合理。 公司预付款项情况披露准确。 公司不存在无商业实质的往来项目、占用上市公司资

金或其他侵占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况。

问题2、三季报披露，2021年半年度末和三季度末，公司货币资金余额分别为7.21亿元和5.78亿元，分别比期初下降20.68%和63.59%；

公司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6,178.89万元和536.77万元，同比分别下降73.23%和97.46%，与公司净利润变动趋势存在差异；公司

2021年前三季度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为2.48亿元， 额度较大；2021年前三季度收到和支付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分

别为15.16和15.99亿元。 请公司补充披露：

（1）期末货币资金存放情况，包括存放地、存放额度、账户性质、利率等，与控股股东在同一银行开户的情况、是否与控股股东存在共

管账户情况；（2）结合公司业务开展情况、生产经营及投资安排、相关资金需求等，结合公司、同行业可比公司货币资金占净资产比例和负

债率等情况，补充说明公司本年货币资金下降幅度较大的原因和合理性；（3）结合公司业务和客户变化、销售和回款政策等，说明公司经

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持续下降的原因，并说明公司净利润增长的情况下现金流量净额持续下降的合理性；（4）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

关的现金涉及的交易对象、是否关联方、交易背景、交易时间、交易金额等，说明是否存在无商业实质的资金流出；（5）收到和支付的其他

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涉及的交易对象和交易内容，如涉及非标类投资，请披露资金最终流向和投资标的底层资产情况；（6）请会计师对

上述问题分别发表明确意见。

公司回复：

（1）期末货币资金存放情况，包括存放地、存放额度、账户性质、利率等，与控股股东在同一银行开户的情况、是否与控股股东存在共

管账户情况；

1）报告期末货币资金存放情况，包括存放地、存放额度、账户性质、利率等情况

单位：万元

序号 资金类型 金额 资金性质及存放地

1 库存现金 29.00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2 银行存款 54,516.86 各商业银行

3 其他货币资金 3,262.73 保证金、期货账户资金、网络支付资金

合计 57,808.59

（续）

项目 存放银行 账户性质 存放余额 利率

库存现金

库存现金 现金 29.00

银行存款

招商银行南京分行南昌路支行

基本户 8.23 0.300%

一般户

9,613.09

存满50万元（含），存满7天按照1.35%，存满1

天按照0.8％；不满50万元按照0.3％。

8,655.60

存满50万元（含），存满7天按照2％，存满1天

按照0.8%；不满50万元按照0.3％。

14.12 0.010%

328.67 0.300%

兴业银行南京仙林支行 一般户 4,766.18 1.150%

南京银行新港支行

基本户 24.52 0.300%

一般户 3,924.59 0.300%

华夏银行南京分行 一般户 3,008.38 1.265%

中国农业银行张家港分行 基本户

0.03 0.010%

2,811.44 0.300%

中国工商银行南京解放路支行 一般户 2,333.74 0.300%

中国银行南京新港支行

基本户

523.41 0.010%

629.57 0.300%

一般户

72.18 0.010%

1,000.00 0.300%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张家港支行 一般户 2,186.26

存满50万元（含）按照1.126%，不满50万元按

照0.3％。

中国农业银行张家港保税区支行 一般户 1,869.38 0.300%

中国工商银行南京汉府支行

基本户 1,088.65 0.300%

一般户 521.77 0.300%

中信银行张家港支行

基本户 46.40 0.300%

一般户 1,446.23

存满50万元（含）按照2.5%，不满50万元按照

0.3％。

汇丰银行南京分行 一般户 1,144.82 0.300%

兴业银行南京分行 一般户 1,095.88 0.300%

中国工商银行天津宝盛支行 基本户 1,024.14 0.300%

中国银行天津散货交易中心支行 一般户 1,023.66 0.300%

浦发银行南京分行 一般户 645.31 0.300%

江苏银行南京新街口支行 一般户 540.33 0.350%

中国银行金坛支行

基本户 520.29 1.265%

一般户 2.22 0.050%

宁波银行南京玄武支行 一般户

1.61 0.050%

518.96 1.046%

中国工商银行南京新港支行

基本户 428.63 0.300%

一般户 17.65 0.300%

中信银行百家湖支行 一般户 324.37

以存满100万元（含）为门槛标准，存款额大于

50万元的部分， 存满7天按照2.025％计息，否

则按照0.3％。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天津浦德支行 一般户 301.42 0.300%

中国建设银行溧水支行 基本户 265.62 0.300%

招商银行襄阳襄城支行 基本户 260.09 0.300%

中国银行新港支行 一般户 243.24 0.300%

中国工商银行蓬溪县支行 基本户 204.87 0.300%

中国工商银行南京紫东支行

基本户 84.92 0.300%

一般户

53.74 0.010%

47.34 0.300%

中国工商银行张家港市保税区支行 基本户 118.87 0.300%

中国农业银行菏泽支行 基本户 105.91 0.300%

招商银行金坛支行 一般户 94.40 0.300%

工商银行天津临港支行

基本户 71.62 0.300%

一般户 7.79 0.010%

渤海银行天津开发区支行 一般户 70.62 0.300%

中国建设银行南京尧化门支行 一般户 68.46 0.300%

招商银行天津新港支行

基本户 68.05 0.300%

一般户 0.07 0.300%

中国民生银行栖霞支行 一般户 55.15 1.100%

张家港农村商业银行保税区支行 一般户 51.39 0.300%

汇丰银行新加坡

基本户 25.66 无息

一般户 24.42 无息

民生银行栖霞支行 一般户 44.73 存满7天，按照1.755％，存满1天，按照1.04％。

平安银行迈皋桥支行 一般户 29.20 0.300%

中国农业银行新港支行 一般户 26.13 0.300%

张家港农村商业银行总行 一般户 22.13 0.300%

中国建设银行天津临港支行 一般户 5.21 0.300%

浦发银行天津浦丰支行 一般户

0.01 0.010%

4.03 0.300%

中国银行张家港保税区支行 一般户 0.45 0.300%

中国工商银行溧水柘塘支行 一般户 0.36 0.300%

宁波银行南京新街口支行 一般户 0.35 0.300%

中国银行天津宝坻支行 一般户 0.27 0.300%

天津银行宝坻支行 一般户 0.06 0.350%

兴业银行重庆渝州路支行 一般户 微小 0.300%

银行存款小计 54,516.86

其他货币资金

国泰君安期货有限公司 期货户 2,329.50 无息

招商银行南京分行南昌路支行

保证金户 117.00 0.300%

期货户 15.66 0.300%

中国银行天津散货交易中心支行 保证金户 106.88 0.300%

中国民生银行南京分行 保证金户 8.02 0.300%

中国建设银行天津欧美小镇支行 保证金户 0.04 0.300%

宁波银行南京玄武支行 保证金户 微小 0.300%

支付宝 网络支付 583.08 无息

京东网银钱包 网络支付 95.73 无息

拼多多平台 网络支付 6.82 无息

其他货币资金小计 3,262.73

合计 57,808.59

2）与控股股东在同一银行开户的情况、是否与控股股东存在共管账户情况公司控股股东石俊峰与公司在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

招行银行、建设银行、南京银行、华夏银行、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存在共同开户的情况。

公司控股股东石俊峰在上市公司的开户银行中无贷款；公司控股股东石俊峰报告期内以其持有龙蟠科技的1,835.00万股股份质押于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融资1.5亿元，质押期限自2021年6月2日至2022年6月22日。 上市公司不存在对控股股东进行利益输送或承担

义务的协议安排。

经访谈存在共同开户的银行和证券公司，控股股东不存在与公司有共管账户的情况；经询问控股股东，控股股东书面回复确认控股股

东不存在与公司有共管账户的情况。

（2）结合公司业务开展情况、生产经营及投资安排、相关资金需求等，结合公司、同行业可比公司货币资金占净资产比例和负债率等

情况，补充说明公司本年货币资金下降幅度较大的原因和合理性；

1）报告期公司现金流量项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金额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190,376.55

收到的税费返还 -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4,691.45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95,068.00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139,591.36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16,881.93

支付的各项税费 13,263.03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24,794.91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94,531.2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36.77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755.40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 36.70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到的现金净额 -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151,600.00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52,392.10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27,079.01

投资支付的现金 10,358.20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的现金净额 81,990.80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159,855.55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279,283.56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6,891.46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3,150.00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131,256.79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2.73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34,409.53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30,300.00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9,566.75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416.79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40,283.54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4,125.99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6.69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32,235.40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89,353.13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57,117.73

公司本年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减少32,235.40万元，主要由以下事项综合影响：

1、报告期内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536.77万元，主要影响因素详见本问题回复“（3）、2）”部分。

2、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减少126,891.46万元,主要影响因素如下：

①赎回现金管理类产品收回现金151,600.00万元；

②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现金27,079.01万元；

③投资支付的现金10,358.20万元（其中支付收购江苏瑞利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尾款6,058.00万元，支付四川省盈达锂电新材料有

限公司投资款2,300.00万元，支付湖北丰锂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2,000.00万元）；

④常州锂源收购磷酸铁锂业务资产支付的现金净额81,990.80万元；

⑤购买现金管理类产品支付现金159,855.55万元。

3、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增加94,125.99万元。主要系本期吸收投资及向金融机构借款134,406.79万元，偿还借款支付利息等支

出39,866.75万元。

2）同行业可比公司货币资金占净资产比例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账面金额

2021年9月30日 2020年12月31日 增减变动

300769.SZ 德方纳米 40,216.86 116,922.45 -65.60%

A21435.SZ 湖南裕能 未披露 53,699.98 未披露

603798.SH 康普顿 19,721.06 21,846.49 -9.73%

002666.SZ 德联集团 45,980.63 65,333.28 -29.62%

002778.SZ 中晟高科 17,446.20 25,856.80 -32.53%

行业平均 30,841.19 57,489.76 -46.35%

603906.SH 龙蟠科技 57,808.59 90,929.76 -36.43%

（续）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占净资产比例

2021年9月30日 2020年12月31日 增减变动

300769.SZ 德方纳米 16.00% 53.37% -37.36%

A21435.SZ 湖南裕能 未披露 35.06% 未披露

603798.SH 康普顿 18.30% 21.72% -3.42%

002666.SZ 德联集团 13.99% 20.48% -6.49%

002778.SZ 中晟高科 26.19% 42.20% -16.01%

行业平均 16.35% 32.85% -16.50%

603906.SH 龙蟠科技 25.06% 42.99% -17.92%

从上表可知，同行业可比公司期末货币资金较期初平均降低46.35%，本公司期末货币资金较期初降低36.43%，降低幅度较同行业可

比公司平均值低。公司期末货币资金占净资产比例为25.06%，高于同行业可比公司平均值 16.35%，主要系公司2020年发行可转换公司债

券的募集资金尚未使用完毕，募投项目尚处于建设中。

3）同行业可比公司负债率情况如下：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资产负债率

2021年9月30日 2020年12月31日 增减变动

300769.SZ 德方纳米 55.10% 42.07% 13.03%

A21435.SZ 湖南裕能 未披露 42.17% 未披露

603798.SH 康普顿 14.38% 13.84% 0.54%

002666.SZ 德联集团 20.63% 23.58% -2.94%

002778.SZ 中晟高科 56.50% 61.25% -4.74%

603906.SH 龙蟠科技 52.44% 28.44% 24.00%

公司2020年末的主要经营业务为车用环保精细化学品，资产负债率为28.44%，高于康普顿资产负债率13.84%、低于中晟高科资产负

债率61.25%、与德联集团资产负债率23.58%处于同行业可比公司平均水平。 2021年度公司通过收购扩展磷酸铁锂业务，新增子公司常州

锂源，金融机构借款净增加10.10亿元，致使资产负债率快速提高，公司2021年9月末资产负债率52.44%，接近磷酸铁锂正极材料同行业可

比公司德方纳米的资产负债率55.10%。

综上所述，报告期内各个项目的资金收支与公司业务开展、生产经营及投资安排、相关资金需求相符，公司货币资金占净资产比例和

负债率与公司的实际经营情况相符，报告期内货币资金余额下降幅度较大具有合理性。

（3）结合公司业务和客户变化、销售和回款政策等，说明公司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持续下降的原因，并说明公司净利润增长的情况

下现金流量净额持续下降的合理性；

1）结合公司业务和客户变化、销售和回款政策等，说明公司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持续下降的原因

公司车用环保精细化学品业务的销售回款政策为：对经销商一般采取全额收款后发货的销售政策，仅给予极少部分信用好、采购量大

的经销商信用额度；对于集团客户和OEM/ODM客户的结算均需要给予一定的信用期。 报告期内车用环保精细化学品业务的回款以电汇

为主票据为辅，报告期内上述政策未发生明显变化。 报告期内公司车用环保精细化学品业务前五大客户结算方式和回款政策如下：

客户名称 结算方式 合同约定账期

安徽江淮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银行承兑汇票 收到发票后60天付款

北京卡车之家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电汇 款到发货

安徽合力股份有限公司 50%银行承兑汇票、50%电汇 收到发票后60天付款

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电汇 收到发票后30天付款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电汇、银行承兑汇票 收到发票后90天付款

公司报告期内扩展磷酸铁锂业务，新增宁德时代、天津力神电池等新能源锂电池产业链客户，磷酸铁锂业务相关主要客户的结算方式

和回款政策如下：

客户名称 结算方式 合同约定账期

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银行承兑汇票 收到发票后60天付款

天津力神电池股份有限公司 银行承兑汇票 收到发票后30天付款

瑞浦能源有限公司 银行承兑汇票 收到货物后30天付款

中航锂电科技有限公司 银行承兑汇票 收到货物后30天付款

万向一二三股份公司 电汇，50%预付 收到发票后30天付款

新扩展的磷酸铁锂业务的回款以票据为主、电汇较少，其结算方式和销售回款政策与车用环保精细化学品业务存在较大差异。磷酸铁

锂业务客户基本采用银行承兑汇票的方式结算，公司收到的票据主要通过背书转让的方式支付供应商货款，对经营活动现金流入贡献较

小。 同时随着公司业务扩展和生产经营规模的增加，需要支付的原材料采购、员工工资、税费等不断增加。

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主要受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和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的影响，报告期内车用环

保精细化学品业务和磷酸铁锂正极材料业务销售收现占营业收入比例和采购付现占营业成本比例对比情况如下表:

单位：万元

项目 车用环保精细化学品业务 磷酸铁锂正极材料业务

营业收入（A） 162,430.66 69,098.53

营业成本（B） 103,711.77 55,747.08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C） 158,488.31 31,888.23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D） 98,221.77 41,369.59

销售收现占营业收入比例（E=C/A） 97.57% 46.15%

采购付现占营业成本比例（F=D/B） 94.71% 74.21%

车用环保精细化学品业务销售收现占营业收入的比例97.57%，略高于采购付现占营业成本的比例94.71%，二者差异较小；磷酸铁锂

正极材料业务销售收现占营业收入的比例46.15%，低于采购采购付现占营业成本的比例74.21%，龙蟠科技预付账款2021年9月末较2020

年末增加24,395.07万元，其中磷酸铁锂正极材料业务因并表增加24,422.03万元，占比100.11%，车用环保精细化学品业务预付账款2021

年9月末较2020年末减少26.96万元，减少比例0.50%。 不同业务销售收款和采购付款情况与公司和客户、供应商的结算政策相符。

综上因素导致报告期公司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下降。

2）公司净利润与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关系如下表：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年1-9月

净利润 21,980.78

加：信用减值损失 19.68

资产减值准备 -183.54

固定资产折旧、油气资产折耗、生产性生物资产折旧、使用权资产折旧 4,237.24

无形资产摊销 555.75

长期待摊费用摊销 273.82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的损失（收益以“-” 号填列） 200.99

固定资产报废损失（收益以“-” 号填列） -

公允价值变动损失（收益以“-” 号填列） -

财务费用（收益以“-” 号填列） 2,862.54

投资损失（收益以“-” 号填列） -704.00

递延所得税资产减少（增加以“-” 号填列） -894.25

递延所得税负债增加（减少以“-” 号填列） 1,472.27

存货的减少（增加以“-” 号填列） -40,740.79

经营性应收项目的减少（增加以“-” 号填列） 8,008.06

经营性应付项目的增加（减少以“-” 号填列） 3,003.64

其他 444.6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36.77

如上表所示，报告期净利润21,980.78万元，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536.77万元，二者间差异影响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①存货采购增加影响金额-40,740.79万元； ②固定资产和使用权资产折旧金额4,237.24万元； ③筹资活动的利息支出影响金额2,

862.54万元；④经营性应收项目的减少的影响金额为8,008.06万元，经营性应付项目的增加的影响金额为3,003.64万元。

公司报告期内进入磷酸铁锂正极材料业务领域，该行业销售回款主要采用票据结算，回款政策较车用环保精细化学品业务有所不同，

对公司经营性现金流存在一定影响。

综上，报告期净利润增加但是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下降具有合理性。

（4）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涉及的交易对象、是否关联方、交易背景、交易时间、交易金额等，说明是否存在无商业实质的

资金流出；

2021年1-9月，按照款项性质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如下：

单位：万元

款项内容 发生额

费用性支出 22,511.16

保证金及押金 1,964.54

企业间往来 231.77

其他 87.44

合计 24,794.91

其中，支付的主要单位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对方单位 交易金额 交易背景 交易时间

是否关联

方

1 安得智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248.35 运输费用 2021年1－9月 否

2 南京永达户外传媒有限公司 1,500.13 高炮广告 2021年1－7月 否

3 招商局物流集团南京有限公司 1,070.05 运输费用 2021年1－9月 否

4 中国银行天津散货交易中心支行 879.52 信用证保证金 2021年1－9月 否

5 无锡博祥物流有限公司 689.49 运输费用 2021年1－9月 否

6 浦发银行天津浦丰支行 634.00 信用证保证金 2021年1－9月 否

7 国网江苏省电力公司南京市溧水区供电公司 514.07 电力费用 2021年1－9月 否

8 上海张默闻营销策划有限公司 480.00 营销策划 2021年1－7月 否

9 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 364.84 电力费用 2021年1－9月 否

10 广州兴胜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331.21 门头制作费用 2021年1－9月 否

11 苏州嘉宝广告有限公司 323.84 门头制作费用 2021年1－9月 否

12 高港区六六顺服装加工厂 292.18 工作服 2021年1－9月 否

13 山东依航物流有限公司 278.84 运输费用 2021年1－9月 否

14 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269.77 中介机构服务费 2021年7－8月 否

15 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南京供电分公司 254.62 电力费用 2021年1－9月 否

16 四川长虹民生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253.36 运输费用 2021年1－9月 否

17 上海圆迈贸易有限公司 245.91 办公用品 2021年1－9月 否

18 江苏顺丰速运有限公司 232.71 运输费用 2021年1－9月 否

19 江苏中浦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219.78 运输费用 2021年1－9月 否

20 南京裕跃物流有限公司 215.98 运输费用 2021年1－9月 否

21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12.00 中介机构服务费 2021年9月 否

22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200.00 保证金 2021年5月 否

23 昆山市中力储运有限公司 183.52 运输费用 2021年1－9月 否

24 罗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公司 176.98 广告宣传费用 2021年1－9月 否

25 张家港保税区皓驰物流有限公司 173.11 运输费用 2021年1－9月 否

26 杭州阿里妈妈软件服务有限公司 171.24 推广费用 2021年1－9月 否

27 南京鑫坤货物运输有限公司 161.65 运输费用 2021年1－9月 否

28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148.00 律师费用 2021年1－9月 否

29 上海箱箱物流科技有限公司 145.24 运输费用 2021年1－9月 否

30 南京洁宁燃气有限公司 142.05 燃气费 2021年1－9月 否

31 央影（北京）传媒有限公司 135.00 广告宣传费用 2021年2月 否

32 无锡顺标物流有限公司 133.37 运输费用 2021年1－9月 否

33 安徽蓝卫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120.37 服务费用 2021年1－9月 否

34 南京苏众食品有限公司 120.00 菜金费用 2021年1－9月 否

35 张家港保税区金达物流有限公司 117.73 运输费用 2021年1－9月 否

36 北京中天和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115.00 中介机构服务费 2021年7月 否

37 招商银行南京分行南昌路支行 109.20 信用证保证金 2021年1－9月 否

38 南京九鼎物流有限公司 101.81 运输费用 2021年1－9月 否

合计 14,964.93

上表中发生额大于100.00万元的主要单位交易金额合计14,964.93万元，占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总额的60.35%，其余单

位金额较小不再一一列示。 公司报告期内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符合公司的实际经营情况，不存在无商业实质的资金流出。

（5）收到和支付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涉及的交易对象和交易内容，如涉及非标类投资，请披露资金最终流向和投资标的底

层资产情况；

1）2021年1-9月，收到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对方单位 交易金额 交易背景

1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新街口支行 5,000.00 赎回现金管理类产品

2 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港支行 25,000.00 赎回现金管理类产品

3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玄武支行 10,000.00 赎回现金管理类产品

4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 20,000.00 赎回现金管理类产品

5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 22,500.00 赎回现金管理类产品

6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南昌路支行 35,600.00 赎回现金管理类产品

7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汉府支行 8,500.00 赎回现金管理类产品

8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6,000.00 赎回现金管理类产品

9 中国银行南京新港支行 5,000.00 赎回现金管理类产品

10 中国银行天津散货交易中心支行 4,000.00 赎回现金管理类产品

合计 151,600.00

2）2021年1-9月，支付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对方单位 交易金额 交易背景

1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新街口支行 5,000.00 购买现金管理类产品

2 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港支行 25,000.00 购买现金管理类产品

3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玄武支行 10,000.00 购买现金管理类产品

4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 20,000.00 购买现金管理类产品

5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 30,500.00 购买现金管理类产品

6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南昌路支行 39,600.00 购买现金管理类产品

7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汉府支行 10,755.55 购买现金管理类产品

8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8,000.00 购买现金管理类产品

9 中国银行南京新港支行 5,000.00 购买现金管理类产品

10 中国银行天津散货交易中心支行 4,000.00 购买现金管理类产品

11 张家港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营业部 2,000.00 购买现金管理类产品

合计 159,855.55

报告期内，公司收到和支付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均为购买和赎回现金管理类产品，不涉及非标类投资。

（6）请会计师对上述问题分别发表明确意见

会计师认为：公司期末货币资金存放情况，包括存放地、存放额度、账户性质、利率等的说明准确。公司与控股股东不存在共管账户，不

存在公司货币资金被控股股东实际占用的情况。 公司本年货币资金大幅下降原因合理。 公司货币资金占净资产比例和负债率符合公司业

务开展情况、生产经营及投资安排、相关资金需求，与同行业可比公司不存在重大差异。 公司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持续下降与公司业务

变化、销售和回款政策变化相符。公司净利润增长的情况下现金流量净额持续下降的原因合理性。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涉及

的交易对象、是否关联方、交易背景、交易时间、交易金额等的说明准确。 不存在无商业实质的资金流出。 公司收到和支付的其他与投资活

动有关的现金涉及的交易对象和交易内容与我们了解情况一致。 公司不涉及非标类投资。

问题3、三季报披露，2021年半年度末和三季度末，公司固定资产余额分别为8.48和8.60亿元，分别比期初增长73.42%和75.87%，在建

工程余额分别为1.59亿元和2.95亿元，分别比期初增长148.44%和360.49%，公司称上述项目增长原因为合并常州锂源相关资产。请公司补

充披露：

（1）列示常州锂源主要固定资产内容，包括资产名称、账面原值、累计折旧、资产减值、账面净值、资产所在地、目前运行情况等；（2）

列示主要在建工程情况，包括资产名称、计划投资额、目前投资额、建设进度、资产所在地等，并结合公司目前产能利用率，说明大额投资购

建固定资产的原因和合理性；（3）在建工程前五名供应商情况，包括交易对方、采购内容、交易金额、结算情况、是否关联方及潜在关联方

等；（4）请会计师对上述问题分别发表明确意见。

公司回复：

（1）列示常州锂源主要固定资产内容，包括资产名称、账面原值、累计折旧、资产减值、账面净值、资产所在地、目前运行情况等；

1）本报告期末，常州锂源主要固定资产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资产名称 账面原值 累计折旧

减值

准备

账面净值 资产所在地

目前运

行情况

1 辊道窑及配套设备 4,461.82 1,768.41 - 2,693.41 天津 正常

2 砂磨机 2,930.89 173.12 - 2,757.77 金坛 正常

3 烧结炉 2,711.54 161.64 - 2,549.90 金坛 正常

4 窑炉 2,613.27 78.40 - 2,534.88 金坛 正常

5 机械系统 2,113.15 127.43 - 1,985.72 金坛 正常

6 耐驰砂磨机 1,818.26 775.45 - 1,042.81 天津 正常

7 3#厂房配电室设备 1,742.75 107.61 - 1,635.14 金坛 正常

8 56M六列单层辊道窑及自动线 1,677.78 100.01 - 1,577.77 金坛 正常

9 喷雾干燥器 1,584.69 94.47 - 1,490.22 金坛 正常

10 钢结构 1,360.79 73.63 - 1,287.16 金坛 正常

11 控制柜 1,327.21 71.81 - 1,255.40 金坛 正常

12 产线自动化集成系统 1,158.57 495.82 - 662.75 天津 正常

13 喷雾干燥机 1,123.48 492.97 - 630.51 天津 正常

14 LFP二期车间配电项目设备 666.46 - - 666.46 金坛 正常

15 气流粉碎机 697.05 38.74 - 658.31 金坛 正常

16 LFP原材料立库系统 598.70 33.42 - 565.27 金坛 正常

17 LFP成品立库系统 591.56 33.02 - 558.53 金坛 正常

18 粉体罐 582.90 31.54 - 551.36 金坛 正常

19 液体罐 548.02 29.65 - 518.37 金坛 正常

合计 30,308.90 4,687.15 - 25,621.74

上述固定资产账面净值占常州锂源合并报表固定资产比例为70.98%，平均成新率为84.54%，均处于正常使用状态。 （2）列示主要在

建工程情况，包括资产名称、计划投资额、目前投资额、建设进度、资产所在地等，并结合公司目前产能利用率，说明大额投资购建固定资产

的原因和合理性；

1）报告期末，主要在建工程的建设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资产名称 计划投资额 目前投资额 建设进度 资产所在地

LFP二期 25,900.00 14,297.69 55.20% 金坛

天津SMB储罐项目 8,800.00 5,125.71 58.25% 天津

天津龙蟠二期 30,000.00 10,351.68 34.51% 天津

溧水3#成品库、5#车间 5,000.00 3,867.29 77.35% 溧水

溧水办公楼及1#仓库外墙等出新项目 1,500.00 1,372.14 91.48% 溧水

合计 71,200.00 35,014.51

注：目前投资额包含已经结转固定资产的金额。

2）结合公司目前产能利用率，说明大额投资购建固定资产的原因和合理性

2021年9月末，公司在建工程期末余额较2020年末有着较大幅度的增长。 公司大额投资购建固定资产，一方面是公司因实施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及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增加的固定资产投资，如天津SMB储罐项目等；另一方面是根据下游市场需求和行业发展

状况加大对磷酸铁锂正极材料、柴油发动机尾气处理液等领域的投资。

在下游市场需求快速增长的背景下，公司磷酸铁锂正极材料与柴油发动机尾气处理液等产品的产能均已处于较为饱和的状态，需要

进一步加大投资、扩充产能，以满足下游客户日益增长的需求，同时依托规模效应，发挥成本优势。 2021年1-9月，公司主要产品的产能利

用率情况如下：

产品类型 产能（吨） 产量（吨） 产能利用率

柴油发动机尾气处理液 237,666.67 274,074.08 115.32%

磷酸铁锂正极材料 10,833.33 13,363.85 123.36%

注：上述产量均为公司自主生产产量，除自主生产产量外，公司还通过委外加工生产柴油发动机尾气处理液75,551.51吨，委外加工生

产磷酸铁锂正极材料2,398.93吨。

综上，公司增加固定资产投资购建的主要原因系历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以及公司根据行业发展趋势和生产经营需要开展的项

目投资建设，具有合理性。

（3）在建工程前五名供应商情况，包括交易对方、采购内容、交易金额、结算情况、是否关联方及潜在关联方等；

1）本报告期末，在建工程前五名供应商情况

单位：万元

序号 交易对方 核算主体 采购内容 交易金额 结算情况

是否关联方/

潜在关联方

1

中国电子系统工程第四建设有

限公司

龙蟠润滑新材料(天津)有限公司 SMB储罐项目/厂房建设 3,300.00 正在结算 否

2

开平雅琪塑胶机械模具厂

南京精工新材料有限公司 吹塑设备 684.28 正在结算 否

龙蟠润滑新材料(天津)有限公司 吹塑设备 1,011.36 正在结算 否

四川可兰素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吹塑设备 623.70 正在结算 否

小计 2,319.34

3

基伊埃工程技术（中国）有限

公司

四川锂源新材料有限公司 喷雾干燥器 1,973.88 正在结算 否

4

中国电子系统工程第二建设有

限公司

南京尚易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厂房建设 802.80 正在结算 否

龙蟠润滑新材料(天津)有限公司 厂房建设 581.00 正在结算 否

小计 1,383.80

5

广州达意隆包装机械股份有限

公司

南京精工新材料有限公司 吹塑设备 324.00 正在结算 否

龙蟠润滑新材料(天津)有限公司 高速智能灌装线+吹塑设备 970.00 正在结算 否

小计 1,294.00

合计 10,271.02

（4）请会计师对上述问题分别发表明确意见

会计师认为：公司披露的常州锂源主要固定资产内容，包括资产名称、账面原值、累计折旧、资产减值、账面净值、资产所在地、目前运

行情况等披露准确。公司披露的主要在建工程情况，包括资产名称、计划投资额、目前投资额、建设进度、资产所在地等情况说明准确。公司

大额投资购建固定资产符合业务开展需求、变动原因合理。 公司披露的在建工程前五名供应商情况，包括交易对方、采购内容、交易金额、

结算情况、是否关联方及潜在关联方等说明准确。

问题4、三季报披露，2021年半年度末和三季度末，公司存货余额分别为6.13亿元和7.29亿元，分别比期初增长90.97%和127.11%，公司

称主要系原

材料采购增加；2021年三季度末其他非流动资产余额1.43亿元，公司称系预付供应商基建、设备款项增加。 请公司补充披露：

（1）分类列示公司存货内容，包括存货类别、名称、存放地、账面价值等，并说明公司在短时间内大量采购原材料的考虑；（2）公司存

货供应商前五名情况，包括名称、采购内容、交易金额、交易时间、是否关联方等；（3）列示预付供应商情况，包括交易内容、预付金额、预付

时间、是否关联方等，说明是否存在无商业实质的预付款项，并结合相关建设项目的行业惯例，说明提前支付大额预付款项的原因和合理

性；（4）请会计师对上述问题分别发表明确意见。

公司回复：

（1）分类列示公司存货内容，包括存货类别、名称、存放地、账面价值等，并说明公司在短时间内大量采购原材料的考虑；

1）分类列示公司存货内容，包括存货类别、名称、存放地、账面价值

单位：万元

存货类别 存货名称 期末余额 存放地点

原材料

基础油 10,797.88

南京、天津、张家港、常州公司自有仓库

南通、新乡、泸州等异地仓库

碳酸锂 12,543.80

乙二醇 4,119.02

润滑油添加剂 3,893.03

无水磷酸铁 3,486.42

添加剂原料 804.46

尿素 229.85

其他 4,424.22

小计 40,298.68

在产品

磷酸铁锂前驱体 3,267.00

南京、天津、张家港、常州

公司生产车间

润滑油 310.14

柴油发动机尾气处理液 111.57

发动机冷却液 110.26

车用养护用品 89.79

其他 346.23

小计 4,234.99

委

托

加

工

物资

BL 2,591.21

长沙、新乡等

委外加工商所在地

D5 572.24

S18前驱体 223.78

其他 210.29

小计 3,597.52

库存商品

磷酸铁锂正极材料 2,313.87

南京、天津、张家港、常州

成品库所在地

润滑油 3,322.84

发动机冷却液 2,725.21

加注设备 787.79

柴油发动机尾气处理液 569.31

车用养护品 330.26

其他 3,369.26

小计 13,418.54

发出商品

磷酸铁锂正极材料 6,757.77

宁德时代、江淮汽车、长城汽车等

客户所在地仓库

柴油发动机尾气处理液 1,829.26

润滑油 1,290.79

发动机冷却液 825.50

车用养护品 270.99

其他 344.16

小计 11,318.47

合计 72,868.20

2）说明公司在短时间内大量采购原材料的考虑

报告期内，公司存货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9-30 2021-6-30 2020-12-31

2021年9月末较

2020年末增加

2021年6月末较2020

年末增加

车用环保精细化学品业务 39,690.79 40,673.17 32,127.41 23.54% 26.60%

磷酸铁锂业务正极材料业务 33,177.41 20,670.68 ——— ——— ———

合计 72,868.20 61,343.85 32,127.41 126.81% 90.94%

如上表，2021年半年度末和三季度末，公司存货余额分别比期初增长90.94%和126.81%。 其中车用环保精细化学品业务2021年半年

度末和三季度末存货余额分别比期初增长26.60%和23.54%，与公司该业务发展趋势相匹配。

报告期内公司原材料增加主要系：①新设子公司常州锂源在2021年5月31日完成对贝特瑞（天津）纳米材料制造有限公司和江苏贝

特瑞纳米科技有限公司的合并，并开始纳入公司合并范围。 ②磷酸铁锂业务需要的主要原材料无水磷酸铁和碳酸锂的本年度采购价格持

续上涨，一定程度上致使存货金额上升；③公司根据生产经营需要，2021年9月末主要原材料无水磷酸铁和碳酸锂的结存数量比收购并表

日2021年5月31日增加。 采购数量和采购单价的双重上升同时导致期末原材料余额增加。

2021年9月30日较收购日2021年5月31日主要原材料无水磷酸铁和碳酸锂的数量金额及单价变动对比情况：

单位：元

项目

2021年9月30日 2021年5月31日 变动比例

数量（KG） 结存金额 单价 数量（KG） 结存金额 单价 数量 金额 单价

无水磷酸铁 2,751,099.00 34,864,229.59 12.67 860,706.00 8,820,608.19 10.25 219.63% 295.26% 23.66%

碳酸锂 1,245,250.00 125,437,998.89 100.73 1,012,147.70 73,893,710.93 73.01 23.03% 69.75% 37.98%

合计 3,996,349.00 160,302,228.48 ——— 1,872,853.70 82,714,319.12 ——— ——— ———

注：9月末结存单价较9月份采购单价低主要系期末原材料结存单价系根据报告期内采购单价加权平均取得。

报告期内磷酸铁锂正极材料原材料无水磷酸铁及碳酸锂公司采购价格（含并表之前月份）趋势图如下：

（2）公司存货供应商前五名情况，包括名称、采购内容、交易金额、交易时间、是否关联方等；

1）本报告期末，公司车用环保精细化学品业务存货供应商前五名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供应商名称 采购内容 交易时间 采购额 是否关联方 占比

1 灵谷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尿素 2021年1－9月 12,455.78 否 11.60%

2 心连心集团有限公司 尿素 2021年1－9月 7,116.46 否 6.63%

3 洛克化学（深圳）有限公司 润滑油添加剂 2021年1－9月 5,095.80 否 4.75%

4 S-OILCorporation 基础油 2021年1－9月 4,246.71 否 3.96%

5 路博润添加剂（珠海）有限公司 润滑油添加剂 2021年1－9月 2,800.35 否 2.61%

合计 31,715.10 29.54%

2）本报告期末，公司磷酸铁锂正极材料业务存货供应商前五名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供应商名称 采购内容 交易时间[注] 采购额 是否关联方 占比

1 福州速传保税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碳酸锂 2021年6－9月 7,275.31 否 12.39%

2 成都利豪恒发贸易有限公司 碳酸锂 2021年6－9月 7,027.31 否 11.97%

3 深圳盛新锂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碳酸锂 2021年6－9月 6,294.47 否 10.72%

4 湖南雅城新材料有限公司 磷酸铁 2021年6－9月 5,228.59 否 8.91%

5 富美实（张家港）特殊化学品有限公司 碳酸锂 2021年6－9月 4,767.81 否 8.12%

合计 30,593.50 52.11%

注：交易时间2021年6-9月系常州锂源从2021年6月开始纳入公司合并报表。

（3）列示预付供应商情况，包括交易内容、预付金额、预付时间、是否关联方等，说明是否存在无商业实质的预付款项，并结合相关建

设项目的行业惯例，说明提前支付大额预付款项的原因和合理性；

1）本报告期末，公司车用环保精细化学品业务预付材料或工程设备供应商前五名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供应商 期末余额 预付时间 交易内容 是否关联方

1 心连心集团有限公司 1,645.63 2021年9月 尿素 否

2 中国电子系统工程有限公司 1,514.61 2021年7月 工程款 否

3 泰兴一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217.29 2021年8月 工程款 否

4 苏州市嘉洲净化设备有限公司 1,124.15 2021年4月-8月 设备 否

5 安徽六国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418.81 2021年9月 尿素 否

合计 5,920.50

2）本报告期末，公司磷酸铁锂正极材料业务预付材料或工程设备供应商前五名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供应商 期末余额 预付时间 交易内容 是否关联方

1 长沙友合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4,413.11 2021年9月 磷酸铁锂 否

2 湖南百利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分公司 2,964.00 2021年7月 磷酸铁锂产线项目 否

3 江西南氏锂电新材料有限公司 2,870.00 2021年9月 碳酸锂 否

4 NGK（苏州）热工技术有限公司 2,550.00 2021年3月 氮气窑炉及自动机 否

5 成都利豪恒发贸易有限公司 2,309.68 2021年9月 碳酸锂 否

合计 15,106.79

公司预付的货款或预付的设备工程款均为公司业务发展所需，不存在无商业实质的预付款项。

2）结合相关建设项目的行业惯例，说明提前支付大额预付款项的原因和合理性。

根据《建设工程价款结算暂行办法》中关于工程预付款结算的相关规定，包工包料工程的预付款按合同约定拨付，原则上预付比例不

低于合同金额的10%，不高于合同金额的30%，对重大工程项目，按年度工程计划逐年预付。 本公司工程项目预付款比例主要为预付合同

金额的30%，符合行业惯例，同时也符合公司日常工程设备款支付惯例，提前支付大额预付款项具有合理性。

（4）请会计师对上述问题分别发表明确意见

会计师认为：公司披露的存货内容，包括存货类别、名称、存放地、账面价值等说明准确。 公司在短时间内大量采购原材料与外部市场

变化及公司生产经营相符。公司披露的存货供应商前五名情况，包括名称、采购内容、交易金额、交易时间、是否关联方等说明准确。公司披

露的预付供应商情况，包括交易内容、预付金额、预付时间、是否关联方等说明准确。 公司不存在无商业实质的预付款项。 公司提前支付大

额预付款项符合行业惯例，具有合理性。

特此公告。

江苏龙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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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禾信仪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监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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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广州禾信仪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监事会于近日收到监事孙浩森先

生递交的书面辞职报告。 孙浩森先生因个人原因，向监事会申请辞去公司第二届监事会

监事职务。 辞职后，孙浩森先生将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由于孙浩森先生的辞职将导致公司监事会

人数低于法定最低人数，为保障监事会的正常运行，在补选出新的监事就任前，孙浩森先

生仍将继续履行公司监事职务。 公司将按照相关法定程序，尽快完成监事补选工作。

孙浩森先生担任公司监事期间恪尽职守、勤勉尽责，为公司规范运作和高质量发展

发挥了积极作用,公司及公司监事会对此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广州禾信仪器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1年11月2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