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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步加强信息披露工作的管理，不断提高公司规范运作能力和水平。同时，公司内部将继续加强财务编制人

员业务学习，在数据核对方面加强复算核对，加强内部沟通确保采购销售区域数据分类归集准确，压实数

据披露准确的责任，提高财务编制人员的专业素质和规范意识，并对相关责任人员进行惩戒，确保信息披

露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持续提高信息披露质量。

②公司组织证券部、财务部、内部审计部等多个部门负责人对现有公告披露审核流程进行重新梳理，

结合此次披露文件中存在的明细数据填写错误事件，制定更全面、完善的内审制度，并确保严格遵循制度

开展今后审核工作，保证内部审核中各个环节执行情况均落实到位，优化公司内部审核制度。

③公司将加强与会计师事务所的有效沟通,同时做好公司各部门间的沟通，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

题，确保在重要的披露时间节点前能够及时、完整、准确的向交易所提供详尽的披露材料，避免类似问题

的再次发生。

3、2017-2021年度内部销售数据情况

（1）2017年度

单位：万元

销售主体所处区域 销售主体 客户所处区域 客户 产品 收入

华南 广东翔鹭 华东 江西翔鹭 硬质合金 115.52

华东 江西翔鹭 华南 广东翔鹭 委托加工 145.54

（1）2018年度

单位：万元

销售主体所处区域 销售主体 客户所处区域 客户 产品 收入

华东 常州工具 华南 东莞精密 合金工具、委托加工、其他业务 115.07

华南 东莞精密 华东 常州工具 合金工具、委托加工、其他业务 57.36

华南 广东翔鹭 华东 常州工具 硬质合金 181.87

华南 广东翔鹭 华南 东莞精密 硬质合金 660.12

华南 广东翔鹭 华东 江西翔鹭 硬质合金 126.97

华东 江西翔鹭 华南 广东翔鹭

碳化钨粉、APT、委托加工、氧化

钨、钨粉

14,912.40

华东 隆鑫泰矿业 华东 江西翔鹭 钨精矿 2,965.12

（2）2019年度

单位：万元

销售主体所处区域 销售主体 客户所处区域 客户 产品 收入

华东 常州工具 华南 东莞精密 合金工具、其他业务 352.03

华南 东莞精密 华东 常州工具 合金工具、其他业务 22.31

华南 东莞精密 华东 江西翔鹭 合金工具 0.09

华南 广东翔鹭 华东 常州工具 硬质合金 171.94

华南 广东翔鹭 华南 东莞精密 硬质合金 806.49

华南 广东翔鹭 华东 江西翔鹭

氧化钨、APT、碳化钨粉、钨粉、

硬质合金

6,982.11

华东 海德材料 华东 隆鑫泰矿业 委托加工 182.10

华东 江西翔鹭 华南 广东翔鹭

氧化钨、碳化钨粉、委托加工、

APT、钨粉

24,184.35

华东 隆鑫泰矿业 华东 海德材料 APT、其他副产品 461.91

华东 隆鑫泰矿业 华东 江西翔鹭 APT 2,038.12

（3）2020年度

单位：万元

销售主体所处区域 销售主体 客户所处区域 客户 产品 收入

华东 常州工具 华南 东莞精密 合金工具、其他业务 225.25

华东 常州工具 华东 江西精密 其他业务 6.92

华南 东莞精密 华东 常州工具 合金工具、委托加工、其他业务 10.43

华南 东莞精密 华南 广东翔鹭 合金工具、委托加工、其他业务 128.37

华南 东莞精密 华东 江西精密 合金工具、委托加工 83.06

华南 东莞精密 华东 江西翔鹭 合金工具、其他业务 23.40

华南 广东翔鹭 华南 东莞精密 硬质合金 537.09

华南 广东翔鹭 华东 江西精密 硬质合金 2.44

华南 广东翔鹭 华东 江西翔鹭

APT、氧化钨、碳化钨粉、钨粉、

硬质合金、钨精矿

27,157.05

华东 海德材料 华东 江西翔鹭 APT 1,510.23

华东 江西精密 华南 东莞精密 合金工具、其他业务 500.59

华东 江西翔鹭 华南 广东翔鹭

碳化钨粉、钨粉、钨精矿、氧化

钨、APT、硬质合金、其他业务

30,286.35

华东 江西翔鹭 华东 江西精密 硬质合金、合金工具、其他 403.09

华东 隆鑫泰矿业 华东 海德材料 APT、其他副产品 1,757.49

华东 隆鑫泰矿业 华东 江西翔鹭 APT 199.19

（4）2021年度

单位：万元

销售主体所处区域 销售主体 客户所处区域 客户 产品 收入

华南 东莞精密 华南 广东翔鹭 合金工具 188.72

华南 东莞精密 华东 江西精密 合金工具、委托加工、其他 48.75

华南 东莞精密 华东 江西翔鹭 其他 29.28

华南 广东翔鹭 华南 东莞精密 硬质合金 387.39

华南 广东翔鹭 华东 江西精密 硬质合金 56.31

华南 广东翔鹭 华东 江西翔鹭

APT、硬质合金、氧化钨、碳化钨

粉、钨粉

14,506.50

华东 海德材料 华东 江西翔鹭 钨精矿 479.62

华东 江西精密 华南 东莞精密 合金工具 790.98

华东 江西精密 华南 广东翔鹭 其他 19.62

华东 江西精密 华东 江西翔鹭 其他 35.04

华东 江西翔鹭 华南 东莞精密 硬质合金 12.02

华东 江西翔鹭 华南 广东翔鹭

碳化钨粉、委托加工、硬质合金、

APT、氧化钨、钨粉、其他副产品

42,152.61

华东 江西翔鹭 华东 江西精密 硬质合金、委托加工、其他 613.35

华东 隆鑫泰矿业 华东 海德材料 钨精矿、其他副产品 822.97

华南 广东翔鹭 华南 广东翔鹭分公司 委托加工 1,538.44

华南 广东翔鹭分公司 华南 广东翔鹭 其他 1,237.40

广东翔鹭与江西翔鹭的内部交易包括：钨精矿、APT、氧化钨、钨粉、碳化钨粉和硬质合金。 广东翔鹭

与江西翔鹭交易的具体背景和原因详见“问题6之（一）的回复” 。

广东翔鹭与东莞翔鹭精密、江西翔鹭与东莞翔鹭精密的内部交易包括：硬质合金及合金工具，硬质合

金作为生产合金工具的原材料，互为上、下游供应关系。 东莞翔鹭精密销售合金工具至广东翔鹭，系由于

客户对供应商有资质要求，广东翔鹭具有客户的合格供应商资质。故因业务性质需要，东莞翔鹭精密通过

销售至广东翔鹭，再销售至下游客户。

（二）请分产品说明你公司APT、氧化钨、碳化钨粉、硬质合金等主要产品毛利率是否与同行业上市

公司存在差异及差异原因，并说明近年来APT、氧化钨产品收入占比波动较大的原因及合理性。

公司主要产品为碳化钨粉、硬质合金。 为避免公司以往披露文件中存在的明细数据错误对投资者可

能带来的困扰，使投资者更加清晰的了解公司产品毛利率情况，公司结合市场公开信息以及本次修正后

的明细数据，逐项列示了各类产品毛利率对比情况及原因分析。

1、APT

APT毛利率与同行业可比公司的对比情况如下表所示：

项目 披露名称 2017年度 2018年度 2019年度 2020年度 2021年度

章源钨业 仲钨酸铵 14.84% 18.82% 15.84% 7.65% 18.05%

厦门钨业 APT 7.59% 7.75% 4.74% - -

公司 APT - 3.62% 6.64% -0.84% -

APT为初级加工产品，不是公司主要产品。APT毛利率低于章源钨业和厦门钨业，主要系章源钨业和

厦门钨业相对于公司拥有更多矿山资源，其原料钨精矿的自给率更高，而公司原材料钨精矿基本为向外

采购，故毛利率低。 报告期内2019年公司APT毛利率呈上升状态，较同行业趋势不一致，一方面系2019年

钨产品市场价格降幅较大，公司相对于同行业受期初库存成本影响较小，另一方面受采购时间差影响，公

司在原材料价格低点进行了较多采购。 2020年公司APT毛利率为：-0.84%，系2020年受疫情影响，年初

原料价格快速下跌，APT从2020年2月25日14.3万/吨，下跌至4月15日11.5万/吨，跌幅接近19.58%。

2、氧化钨

氧化钨毛利率与同行业可比公司的对比情况如下表所示：

项目 披露名称 2017年度 2018年度 2019年度 2020年度 2021年度

章源钨业 氧化钨 15.01% 16.69% 8.19% 10.65% 4.14%

公司 氧化钨 8.28% 10.87% 5.53% 3.71% 3.86%

公司氧化钨毛利率低于章源钨业，主要与上述APT毛利率差异原因一致。 氧化钨与APT均属于钨金

属加工产业链中的前端产品。 公司氧化钨所需原料主要依靠外购APT或外购钨精矿后自产APT，生产成

本较高，导致公司氧化钨毛利率低于章源钨业。 公司2017-2018年度毛利率波动不大，2019年比2018年

下跌5.34%主要是原料价格下跌导致，2018年APT均价从16.8万/吨下跌至13.5万/吨， 跌幅为19.64%，原

料采购成本传导至营业成本具有滞后性，故氧化钨毛利率下降，2019-2021年度波动不大，2021年低于章

源钨业氧化钨产品毛利率下降幅度，主要系章源钨业交付了2020年度价格低位时所签合同的尾量。

3、碳化钨粉

碳化钨粉毛利率与同行业可比公司的对比情况如下表所示：

项目 披露名称 2017年度 2018年度 2019年度 2020年度 2021年度

章源钨业 碳化钨粉 16.78% 17.10% 5.27% 7.47% 10.34%

厦门钨业 钨粉末（注①） 13.95% 13.17% 7.86% - -

中钨高新

钨钼及化合物

（注②）

11.71% 11.33% 7.41% 6.33% 9.69%

公司 碳化钨 15.88% 16.97% 12.98% 12.43% 12.01%

注①：厦门钨业“钨粉末”主要为氧化钨、钨粉和碳化钨粉，2020-2021年数据未披露。

注②：中钨高新“钨钼及化合物”主要为钨粉、氧化钨、碳化钨、偏钨酸铵等钨化合物产品。

公司碳化钨毛利率2017和2018年同章源钨业相似，2019-2020年度章源钨业毛利率大幅下降，系章

源钨业自身经营原因。根据2019年章源钨业年报问询函回复，“2019�年钨产品市场价格整体呈现出震荡

走低的态势。从原料钨精矿供应看，2018�年全年是一个缓慢微跌的过程，钨精矿从 2018�年初的 11.00�

万元/吨，下跌到年末的 9.60�万元/吨，2019�年 1-5�月钨精矿价格基本维持在 9.12�万元-9.56�万元/

吨区间， 公司库存钨产品的成本大部分是在这个原料价格区间生产形成的。 2019�年 6-8�月期间，钨

精矿价格从 9.12�万元/吨，快速下跌到 6.8�万元/吨，碳化钨粉价格也从 23.00�万元/吨，下跌至 17.00�

万元/吨。 在此期间，因钨精矿价格跌破了成本价，供应商惜售，市场成交量少，导致公司采购困难，库存原

料不足。公司签订的低价位销售订单未能完全锁定对应低价的原材料，只能以 9�月份以后上涨了的原材

料采购弥补前期销售订单的生产；2019�年公司钨产品成本总体保持在相对高位，占公司钨产品销售额约

三分之二的钨粉和碳化钨粉销售价格， 从 2018� 年的平均 22.80� 万元/吨， 下跌到 2019� 年的平均

18.00�万元/吨，跌幅达 21.05%，其他产品销售价格也有较大跌幅。受销售价格下跌和成本高位运行的影

响，2019�年公司钨产品销售量同比大幅增加，钨产品销售收入却同比下降 7,459.40�万元，销售成本同

比增加 15,481.65�万元，销售收入和销售成本的一降一增，共减少销售毛利额 22,941.05�万元，钨产品

销售毛利率由 2018�年的 17.71%，下降到 2019�年的 4.92%，毛利率的大幅下降，是公司经营业绩大幅

下滑的主要原因” 。 2018年-2021年钨精矿价格走势如下图所示：

数据来源：亚洲金属网（https://www.asianmetal.cn/）

公司与同行业期初存货占营业成本对比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公司 项目 2018年度 2019年度 2020年度 2021年度

章源钨业

期初存货 93,992.43 114,773.89 97,338.28 98,723.52

营业成本 152,797.00 170,468.73 166,226.93 226,202.51

占比 61.51% 67.33% 58.56% 43.64%

厦门钨业

期初存货 528,987.49 646,488.48 493,708.69 537,046.80

营业成本 1,625,183.58 1,458,229.51 1,548,844.78 2,668,041.56

占比 32.55% 44.33% 31.88% 20.13%

公司

期初存货 41,819.46 49,037.21 43,932.58 61,861.41

营业成本 141,547.69 128,411.70 114,013.54 132,861.27

占比 29.54% 38.19% 38.53% 46.56%

2018年钨精矿市场价格较为平稳， 前期库存不会对当期毛利率造成较大影响，2019-2020年钨精矿

市场价格大幅下降，前期高库存会拉低钨产品当期毛利率。章源钨业备货较多，而公司原材料采购多以订

单为主， 备货较少，2019和2020年章源钨业期初存货占当期营业成本比例分别高达67.33%、58.56%远高

于公司的38.19%和38.53%，公司受前期高库存存货成本的影响较小，毛利率降幅小于章源钨业。

厦门钨业披露的“钨粉末”同时包含氧化钨、钨粉和碳化钨粉，故公司碳化钨粉毛利率略高于厦门钨

业披露的钨粉末。 2019年厦门钨业钨粉末毛利率降幅大于公司，主要系厦门钨业期初高库存存货成本影

响较大，2019年厦门钨业期初存货占当期营业成本比例为44.33%远高于其他年度期初存货占比。

2017-2021年度，公司碳化钨粉毛利率波动趋势与中钨高新接近，但毛利率比中钨高新高，原因主要

系公司销售产品主要集中在超细、超粗碳化钨粉，相对常规型号碳化钨粉毛利更高。中钨高新毛利率是其

粉末产品毛利率，其粉末产品包含钨粉、氧化钨、碳化钨、偏钨酸铵、APT等钨化合物产品。 产品结构有差

异，除碳化钨粉外，还包括毛利率较低的APT、偏钨酸铵、氧化钨等粉末产品；此外中钨高新系公司超细碳

化钨粉客户，综上公司碳化钨粉毛利率较中钨高新高具有合理性。

2017-2021年度，公司碳化钨粉毛利率总体呈现下行和行业整体趋势一致。据中国钨业协会统计，中

国2017年钨粉、硬质合金产能分别为69355吨、45000吨，而2020年分别为93345吨、55000吨，分别增长

34.59%、22.22%，总体毛利呈现下行的原因系近几年钨行业钨粉末、合金产品总体产能提升，竞争加剧有

关。

综上，2017年-2021年，公司与中钨高新、章源钨业、厦门钨业毛利率变动趋势一致，毛利率差异存在

合理性。

4、硬质合金

硬质合金毛利率与同行业可比公司的对比情况如下表所示：

项目 披露名称 2017年度 2018年度 2019年度 2020年度 2021年度

中钨高新

硬质合金 （注

①）

14.40% 14.71% 19.31% 19.45% 15.62%

章源钨业

硬质合金 （注

②）

16.34% 15.54% -2.76% 1.74% 7.98%

新锐股份

硬质合金

（注③）

26.06% 29.20% 32.08% 31.53% 30.15%

欧科亿

硬质合金 （注

④）

22.17% 17.99% 22.45% 22.56% 24.53%

厦门钨业

硬质合金

（注⑤）

37.53% 27.17% 23.42% - -

公司 硬质合金 32.92% 31.41% 32.52% 27.28% 26.64%

注①：中钨高新硬质合金类产品包括棒型材、钻齿、轧混、顶锤、精密零件等

注②：章源钨业硬质合金主要有硬质合金钎片、球齿、截齿、挖路齿、涂层刀片、棒材

注③：新锐股份硬质合金包括矿用工具合金、切削工具合金和耐磨工具合金

注④：欧科亿硬质合金制品主要是锯齿刀片、圆片和棒材

注⑤：厦门钨业硬质合金主要是硬质合金棒材、矿用合金、顶锤、辊环、刀片毛坯、模具材料、耐磨产品

中钨高新存在部分外购碳化钨粉，公司生产硬质合金所用的碳化钨粉均为自产，且大部分硬质合金

棒材产品出口销售，毛利率高于中钨高新。

章源钨业硬质合金产品毛利率相比同行业较低，根据2019年章源钨业年报问询函回复“原因是公司

目前以生产传统硬质合金产品为主，附加值高的挤压棒材类产品和涂层刀片类产品还未形成产能效益” ，

故其硬质合金毛利率较低。章源钨业的全资子公司赣州澳克泰工具技术有限公司生产涂层刀片和合金棒

材，注册资本 16.56�亿元，截至 2019�年末净资产 6.74�亿元，根据其定期报告，由于产能释放不足导致

成本倒挂，该子公司报告期内持续亏损，严重影响章源钨业硬质合金的毛利率，另期初库存成本较高，故

其2019年毛利率大幅下滑。

新锐股份碳化钨粉主要为外部采购，2017-2019年毛利率略低于公司，2020年后毛利率反超公司，主

要系公司子公司江西翔鹭硬质合金生产线投产之后，产能未能充分发挥，成本较高，拉低了平均毛利率。

欧科亿硬质合金毛利率低于公司，其原材料碳化钨粉均系外购所得，其中欧科亿为公司客户。公司的

硬质合金生产过程为钨精矿→APT→氧化钨→钨粉→碳化钨→硬质合金， 硬质合金五年平均毛利率为

30.15%，假定公司也外购碳化钨粉生产硬质合金，测算的硬质合金平均毛利率约为18.42%。

厦门钨业硬质合金毛利率2017-2018年同公司相似，2019年存在较大幅度下滑，主要系其2019年期

初库存成本较高导致，2020-2021年未披露硬质合金毛利率。

公司硬质合金类产品收入相比上述其他五家公司要小，主要集中在挤压类硬质合金棒材，毛利率相

对稳定。 公司2017-2019年度硬质合金毛利率保持平稳，2020-2021年度硬质合金毛利率较之前有所下

降，系江西翔鹭硬质合金生产线投产之后，产能未能充分发挥，成本较高，拉低了平均毛利率。

5、APT和氧化钨收入占比波动情况说明

2017-2021年度APT产品收入占比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7年度 2018年度 2019年度 2020年度 2021年度

收入 - 17,004.62 10,744.60 6,332.24 -

占比 - 10.15% 7.26% 4.91% -

2018年度，公司收购江西翔鹭，江西翔鹭拥有较多APT产能且有富余，故2018年度开始有APT销售

收入。 2019年-2020年，公司APT销售收入较2018年逐年下降，2021年起不再对外销售，主要系2019年子

公司江西翔鹭老厂区整体搬迁后，江西翔鹭APT产线拆除。公司自产的APT作为中间产品，优先满足公司

自身生产需求，仅将少量的APT对外销售。 随着公司后端产品碳化钨粉、硬质合金等产品的订单需求增

加，公司亦主动减少APT的对外销售。

2017-2021年度氧化钨产品收入占比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7年度 2018年度 2019年度 2020年度 2021年度

收入 23,861.90 24,492.46 27,838.64 5,325.96 3,388.76

其中：内销 5,021.25 6,214.29 14,526.70 1,772.80 547.67

亚洲 17,884.12 18,278.17 5,469.18 563.43 2,841.09

北美 956.53 - 7,842.76 2,989.73 -

占比 24.45% 14.62% 18.81% 4.13% 2.22%

2017-2019年度，氧化钨销售收入金额波动不大，因公司收购江西翔鹭后，其他产品收入增加较快，

故2018年氧化钨收入占比降低，2019年有所回升。

2019-2021年度，氧化钨的销售收入逐年下降，且2020年较2019年下降较多，原因主要系氧化钨作

为中间产品，优先满足公司自身生产需求；2020年以来，随着公司后端产品碳化钨粉、硬质合金等产品的

订单需求增加，公司减少了氧化钨的对外销售，基本以自用为主。

（三）你公司2018年年报显示，华中、华南、华东、华北地区毛利率分别为14.86%、8.99%、21.62%、

14.61%，2019年年报显示，华中、华南、华东、华北地区毛利率分别为10.62%、29.13%、14.73%、11.07%、

10.03%，2020年年报显示，华中、华南、华东、华北地区毛利率分别为8.11%、35.11%、15.59%、5.95%，请你

公司说明各地区毛利率差异较大的原因，同地区不同年份毛利率差异较大的原因，并说明2018年华东地

区、2019年和2020年华南地区毛利率远高于其他地区的原因及合理性。

各地区毛利率差异较大主要系财务编制人员疏忽：（1）部分客户区域划分错误；（2）编制合并报表

进行内部销售抵消时，内部销售分区统计、合并抵消分区抵消及内部销售毛利重分配成本错误，导致合并

报表口径分产品、地区毛利率出现错误。

如本问题之（一）中明细数据修正表格所述，本次修正后，公司2017-2020年度分地区毛利率如表所

示：

项目 2017年度 2018年度 2019年度 2020年度

华中 14.89% 16.45% 11.96% 11.00%

华南 19.87% 17.70% 15.91% -0.06%

华东 19.42% 14.87% 15.01% 13.30%

华北 16.93% 16.74% 15.37% 5.24%

东北 14.77% 17.74% 6.87% 12.47%

西北 32.86% -11.84% 16.78% 12.39%

西南 14.02% 16.60% 11.28% 11.84%

欧洲 16.04% 17.10% 16.16% 14.25%

北美洲 13.19% 14.58% 5.55% 6.19%

亚洲 10.05% 14.21% 12.11% 17.94%

影响公司产品毛利率的主要因素有市场的较大波动、区域产品销售结构的变化、不同产品附加值、毛

利率的差异等因素，以下为各个主要区域毛利率情况的分析：

华中地区2017-2018年度毛利率波动不大；2019年同比2018年降低4.49%， 系2019年销售产品结构

发生变化导致，2019年在该区域销售碳化钨粉占比减少， 而毛利率较低的钨粉、 氧化钨销售占比增加，

2019-2020年毛利率波动不大。

华南地区2017-2019年度毛利率波动不大，2020年比2019年降低15.97%，系2020年度公司在华南地

区处理库存合金工具，产生亏损-259.30万元，毛利率为-28.40%。 拉低了华南地区2020年度毛利率。

华东地区2017年毛利率整体高于该区域其他年份， 主要原因是2017年硬质合金棒材销售占比

25.35%， 而2018、2019、2020年分别为10.94%、7.02%、13.15%， 硬质合金棒材毛利贡献率较高；2018年

-2020年整体波动不大。

华北地区2017-2019年度毛利率波动不大，2020年比2019年度降低10.13%，系2020年华北地区存在

毛利较低的APT、氧化钨前端产品的销售，销售收入合计占比49.11%，相比2019年度的1.61%占比有明显

提升，拉低了2020年该区域的毛利率。

东北地区主要客户、产品均较单一，产品主要系碳化钨粉，该区域毛利率与公司近四年碳化钨粉产品

毛利率趋于一致。 受钨产品价格波动影响，2017-2020年度该地区毛利率波动较大。 原料以APT为例，自

2017年初价格为11万/吨攀升至2018年6月中旬18万/吨，波动63%，使得2018年产品毛利率增加。 而至

2019年8月又跌回11万/吨的原位，受2019年度价格波动较大的影响，客户下单时间集中，导致2019年该

区域毛利率下降。

西北地区客户数量和销售额均较少，且2017至2019销售的产品不同，2017年为硬质合金产品，毛利

率较高；2018年该区域主要是合金工具产品，毛利为负，导致毛利率波动较大；2019-2020年，销售主要为

碳化钨粉；2017-2020年度该地区总销售收入均较低、每年产品结构都不同，所以该区域的波动性较其他

区域大。

西南区域与东北地区情况相似，产品主要为碳化钨粉，故该区域毛利率与公司碳化钨粉产品趋于一

致。

欧洲、北美洲、亚洲地区具体情况详见“问题1之（四）” 。

（四） 你公司2020年年报显示， 亚洲地区2020年营业收入为119,537,354.62元， 营业成本为152,

305,372.89元，毛利率为-27.41%，亚洲地区2019年营业收入为152,305,372.89元。请核实上述披露的准

确性，并详细说明上市以来各海外地区毛利率变化情况及合理性，以及亚洲地区2020年毛利率为负的原

因。

因公司2020年报亚洲地区成本金额录入错误（填列金额误填为2019年亚洲地区收入数据152,305,

372.89元），导致毛利率异常，该毛利率异常不影响公司财务报告。

上市以来各海外地区修正后毛利率变化情况如下表所示：

项目 2017年度 2018年度 2019年度 2020年度 2021年度

北美洲 13.19% 14.58% 5.55% 6.19% 9.03%

欧洲 16.04% 17.10% 16.16% 14.25% 11.95%

亚洲 10.05% 14.21% 12.11% 17.94% 16.46%

北美洲区域2017-2018年度毛利率波动不大，2019-2020年度该地区毛利率降低， 主要系该地区销

售氧化钨的占比增加所致，该区域2018年度主要销售为碳化钨粉，而2019-2020年度氧化钨销售占比分

别为76.98%、76.49%，占比较高导致毛利率下降。 2021年毛利率较2020年回升是该区域当年主要销售为

钨粉。

2017-2021年度，公司在欧洲地区销售毛利率整体波动不大，主要产品为碳化钨粉，而2020、2021年

较2019年欧洲地区毛利下降和行业近几年钨制品产能大幅提升，竞争加剧，毛利率普遍下行有关，与其他

区域趋势一致。

亚洲地区2018年毛利率比2017年上涨4.16%， 系2018年在该区域碳化钨粉的销售收入增加所致。

2017年主要产品为毛利较低的氧化钨，2018年碳化钨粉收入增加，占总收入44.70%，而2017年碳化钨粉

仅占14.24%，故2018年毛利率增加。 2020年毛利率同比2019年上涨5.83%，系公司增加了在该地区硬质

合金棒材的销售，2020年硬质合金棒材销售收入占比43.21%，而2019年为10.19%，故毛利率增加。

综上，除个别年份市场波动较大的因素外，境内各区域、境外各洲的销售毛利波动主要因素系不同毛

利率产品在其对应区域占比的增加或减少所致。

问题2.�你公司2017年末外币货币性项目———瑞士法郎折算人民币余额2,643.11万元，请说明该笔

货币资金项目的产生原因及对应交易的具体情况，包括主要内容、交易对方、业务模式、结算方式、付款节

点、完成情况等，并说明交易对方与你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董监高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者其他利益往

来。

回复：

该笔货币资金的产生原因及对应交易的具体情况为：

2017年12月27日公司中行美元帐户收到韩国 TAEGUTEC.LTD客户的货款4,115,404.40美元；由

于临近年底，为提高自有资金使用效率，合理利用自有资金，在确保不影响资金安全和正常业务开展的前

提下，增加收益，为公司及股东获取更多回报，经银行工作人员推荐介绍、公司财务部申请，公司与中国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潮州分行于2017年12月27日签订了《掉期外汇买卖业务申请书》（编号：FX170002），

约定于2017年12月29日买入瑞士法郎395.80万卖出400万美元（近端汇率：0.9895），并于2018年1月12

日卖出瑞士法郎394.9828万兑换回400万美元（远端汇率：0.9875），赚取瑞士法郎汇差0.8172万（折合人

民币5.40万元），故2017年12月31日公司持有瑞士法郎395.80万，折合人民币2,643.11万元。

经核查，本次掉期外汇买卖业务的交易对方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潮州分行与本公司、本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本公司董监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或者其他利益往来。

问题3.�你公司2019年年报显示，2019年末应收账款账面价值为2.72亿元，较期初增长45.16%，主要

系国内客户应收款增加所致。 你公司2018年、2019年年报显示，外币货币性项目———应收账款（美元）期

末折算人民币余额分别为4,891.17万元、1.21亿元。

（1）请你公司结合销售及信用政策的变化说明2019年末应收账款大幅增加的原因，并结合境内外具

体业务情况说明应收账款（美元）大幅增长的原因及合理性。

（2）请说明近五年来前五大应收账款的客户名称、账龄、金额及占比、交易背景及对应产品、是否为

关联方等。

回复：

（一）请你公司结合销售及信用政策的变化说明2019年末应收账款大幅增加的原因，并结合境内外

具体业务情况说明应收账款（美元）大幅增长的原因及合理性

2019年末，公司应收账款账面原值292,916,146.52元，其中美元应收账款8,700,231.83美元，折算

人民币余额为60,694,557.28元。 公司于2019年年度报告外币货币性项目填列时，误将美元应收账款原

值合计数重复加总，填列为17,369,105.70美元(是将应收账款外币借方余额重复计入，抵减贷方预收账

款余额后填列8700231.83*2-31357.96=17369105.70)，折算人民币余额为121,170,355.16元。 该错误系

分项填列错误，不影响财务报表。

更正后2019年美元应收账款期末原值是870.02万美元，折算人民币余额为6,069.46万元，较2018年

上涨24.09%，不存在美元应收账款大幅增长的情况。 2019年末美元应收账款较2018年末较高，主要原因

是长期合作客户美国 SILVER� EAGLE� TECHNOLOGY� LNC在2019年根据自身实际业务需要， 提高

了向公司的采购，相关交易均具有真实交易背景，期末应收账款均在信用期内，应收账款已在期后全额收

回。

公司2019年末应收账款账面原值为2.93亿元，较期初增长41.74%，其中，境内客户应收账款期末余额

为2.32亿元，较2018年上涨47.21%，主要系公司2019年四季度境内销售订单较多，使得信用期内应收账

款余额较大，应收账款已在期后全额收回。

（二）说明近五年来前五大应收账款的客户名称、账龄、金额及占比、交易背景及对应产品、是否为关

联方等

2017-2021年，公司前五大应收账款客户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年度 客户名称 金额 占比 账龄

交易背景及对应

产品

是否为关

联方

2017年

韩国 TAEGUTEC.LTD 2,268.05 18.46% 1年以内

销售碳化钨粉、

氧化钨

否

IMC国际金属切削(大连)有限公司 947.10 7.71% 1年以内 销售碳化钨粉 否

长沙华信合金机电有限公司 760.71 6.19% 1年以内

销售碳化钨粉、

钨粉

否

百利精密刀具(南昌)有限公司 631.78 5.14% 1年以内

销售碳化钨粉、

钨粉

否

德国 KONRAD�FRIEDRICHS�GMBH&CO.,LTD 500.08 4.07% 1年以内 销售碳化钨粉 否

小计 5,107.72 41.57% / / /

2018年

肯纳金属（中国）有限公司 2,452.60 11.87% 1年以内

销售碳化钨粉、

钨粉

否

河南省大地合金股份有限公司 1,614.68 7.81% 1年以内

销售碳化钨粉、

钨粉

否

韩国TAEGUTEC.LTD 1,590.89 7.70% 1年以内

销售碳化钨粉、

氧化钨

否

百利精密刀具(南昌)有限公司 1,472.53 7.13% 1年以内

销售碳化钨粉、

钨粉

否

自贡钜典合金材料有限公司 1,257.49 6.08% 1年以内

销售碳化钨粉、

钨粉、硬质合金

否

小计 8,388.19 40.59% / / /

2019年

肯纳金属（中国）有限公司 3,158.83 10.78% 1年以内

销售碳化钨粉、

钨粉

否

美国SILVER�EAGLE�TECHNOLOGY�LNC 2,808.12 9.59% 1年以内

销售碳化钨粉、

氧化钨

否

自贡钜典合金材料有限公司 2,346.43 8.01% 1年以内

销售碳化钨粉、

钨粉、硬质合金

否

五矿钨业有限公司 2,061.89 7.04% 1年以内

销售氧化钨、仲

钨氨酸

否

株洲肯特硬质合金有限公司 1,602.45 5.47% 1年以内

销售碳化钨粉、

钨粉

否

小计 11,977.72 40.89% / / /

2020年

自贡钜典合金材料有限公司 2,787.63 13.55% 1年以内

销售碳化钨粉、

钨粉、硬质合金

否

株洲精工硬质合金有限公司 2,325.99 11.31% 1年以内

销售碳化钨粉、

钨粉

否

肯纳金属（中国）有限公司 1,495.79 7.27% 1年以内

销售碳化钨粉、

钨粉

否

株洲肯特硬质合金有限公司 1,247.38 6.06% 1年以内

销售碳化钨粉、

钨粉

否

河南省大地合金股份有限公司 976.74 4.75% 1年以内

销售碳化钨粉、

钨粉

否

小计 8,833.53 42.94% / / /

2021年

韩国 TAEGUTEC.LTD 2,300.99 11.12% 1年以内 销售碳化钨粉 否

韩国 YG-1�Co�Ltd(韩国YG-1有限公司） 2,193.81 10.60% 1年以内 销售硬质合金 否

自贡铖为新材料有限公司 2,054.07 9.93% 1年以内

销售碳化钨粉、

钨粉、硬质合金、

合金刀具

否

IMC国际金属切削(大连)有限公司 1,360.50 6.58% 1年以内 销售碳化钨粉 否

株洲精工硬质合金有限公司 1,227.90 5.93% 1年以内

销售碳化钨粉、

钨粉

否

小计 9,137.27 44.16% / / /

问题4.�《报道》显示，你公司2019年第三大客户、2020年第一大客户自贡钜典合金材料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自贡钜典” ），成立于2018年6月29日，2021年9月注销，社保参保人数仅为4人。 你公司在对

《关于对广东翔鹭钨业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报的问询函》（公司部年报问询函〔2021〕第406号）的回

复（以下简称《2020年年报问询回复》）中称自贡钜典与自贡西钨新材料有限公司、自贡铖为新材料有限

公司均属于同一控制人控制的企业，从2012年开始与公司有稳定合作，属于西南片区的代理。

（1）请说明自贡钜典及其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与你公司近五年发生的业务往来情况，包括但

不限于销售金额、销售商品类别、销售收入占比等。

（2）请结合自贡钜典及其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成立与注销时间、主营业务、业务资质、资产规

模、人员配备等情况，说明你公司与上述企业发生业务往来的原因及商业合理性，上述企业是否与你公司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存在关联关系，相关资金最终流向方是否涉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

人。

（3）请说明你公司近五年来前五大客户及前五大供应商的具体情况，包括成立时间、注册资本、主营

业务、产品类别、数量、金额及占比、结算周期及方式、截至报告期末应收账款余额及回款情况、是否为你

公司关联方、开展业务的时间、相关交易是否具备商业实质等。

回复：

（一）自贡钜典及其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与公司近五年发生的业务往来情况，包括但不限于

销售金额、销售商品类别、销售收入占比等

2017-2021年， 自贡钜典合金材料有限公司等邬崇明控制的企业与公司的业务往来情况如下表所

示：

单位：万元

年度 公司 销售收入 占营业收入比例 主要产品

2017年度

自贡市和吉贸易有限责任公

司

5,095.36 5.22% 碳化钨粉

2018年度

自贡市和吉贸易有限责任公

司

5,498.58 3.28% 碳化钨粉

自贡钜典合金材料有限公司 3,221.88 1.92% 碳化钨粉、钨粉

合计 8,720.46 5.21% /

2019年度 自贡钜典合金材料有限公司 10,777.32 7.28% 碳化钨粉、钨粉

2020年度

自贡钜典合金材料有限公司 10,498.94 8.14% 碳化钨粉、钨粉

自贡铖为新材料有限公司 90.80 0.06% 硬质合金

合计 10,589.74 8.19% /

2021年度

自贡铖为新材料有限公司 11,308.35 7.42% 碳化钨粉

自贡钜典合金材料有限公司 3,114.19 2.04% 碳化钨粉

合计 14,422.55 9.46% /

（二）结合自贡钜典及其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成立与注销时间、主营业务、业务资质、资产规

模、人员配备等情况，说明你公司与上述企业发生业务往来的原因及商业合理性，上述企业是否与你公司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存在关联关系，相关资金最终流向方是否涉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

人

截止本回复，邬崇明控制或曾经控制的企业的基本情况及与公司的合作情况如下表所示：

客户名称 主营业务 股权结构 注册资本 成立时间

结算周期及方

式

合作时间 注销时间

人员配

备

自贡铧一新

材料有限公

司

一般项目：高性能

有色金属及合金材

料销售；有色金属

合金销售；金属矿

石销售；高品质特

种钢铁材料销售；

新型金属功能材料

销售；金属制品销

售；五金产品零售；

铸造机械销售等

邬竹桥60%；

王兵40%

800万元人

民币

2022.03.01 发货60天承兑 2022年 / -

自贡铖为新

材料有限公

司

高性能有色金属及

合金材料销售；高

品质特种钢铁材料

销售；新型金属功

能材料销售；销售

矿产品（不含危险

化学品）；销售金属

材料；销售金属制

品；金属及金属矿

批发（不含危险化

学品）等

邬崇明60%；

何群玲40%

100万元人

民币

2020.05.27 发货60天承兑

2020年

-2022年

/

0（2021

年报）

自贡钜典合

金材料有限

公司

销售：硬质合金原

材料、硬质合金产

品、矿山工具、机电

产品、建筑材料、五

金交电、化工产品

（危化品及易制毒

品除外）等

邬崇明60%；

何群玲40%

110万元人

民币

2018.06.29 发货60天承兑

2018年

-2021年

2021.09.24

4（2020

年报）

自贡市和吉

贸易有限责

任公司

销售:硬质合金原

材料、硬质合金产

品、矿山工具、机电

产品、建筑材料、五

金交电、化工产品

(危化品及易制毒品

除外)等

邬竹桥60%；

王兵40%

100万元人

民币

2015.08.05 发货60天承兑

2015年

-2018年

2019.02.25 -

自贡西钨新

材料有限公

司

生产、加工、销售硬

质合金及原料和混

合料产品、再生碳

化钨产品,硬质合

金产成品及硬质合

金深加工、矿山工

具,废旧硬质合金

及有色金属回收,

销售机电产品、钢

材、建工建材、五金

交电、劳保用品(以

上范围应经专项审

批的,未获审批前

不得经营)

邬崇明60%；

何群玲40%

30万元人

民币

2007.05.25 发票60天承兑

2012年

-2015年

2016.08.11 -

四川自贡鑫

鑫硬质合金

材料有限公

司

生产、销售硬质合

金混合料系列产

品、再生碳化钨系

列产品、硬质合金

深加工、工模具、矿

山工具、机械零件、

水暖器材、铝塑复

合管、有色金属、非

标产品加工、批发、

零售、代购、代售管

件、泵阀、建筑材

料、五金交电产品、

日用杂品、百货、废

旧硬质合金回收及

废旧有色金属回

收。

邬崇明50%；

何群玲50%

57.6万元人

民币

1999.03.31 未开展合作 未开展合作 2008.8.20 -

注：自贡铧一新材料有限公司、自贡市和吉贸易有限责任公司系邬崇明子女邬竹桥控制企业。

公司通过邬崇明控制的企业销售产品主要系川渝地区除个别规模企业之外，大部分是规模小、分布

散的客户，公司直接与这部分客户交易一方面会增加公司的销售成本，另一方面不利于公司建立稳定的

销售渠道。 通过代理商销售有利于公司贴近市场进行推广和服务，也便于公司及时了解市场及客户信息

从而降低经营风险，开拓市场。 在2012年与邬崇明合作之前，公司川渝地区平均年销售产品不超过30吨。

与邬崇明合作之后，公司川渝地区客户数量、销售收入逐年增加，公司的品牌知名度也得以提升。经统计，

2019-2021年公司川渝地区平均年销售产品超过600吨并呈现总体上涨趋势。与此同时，采取经销和直销

模式相结合的方式进行销售，也是公司的经营战略。据了解，本细分行业在川渝地区通过代理商销售也是

行业普遍惯例。

自贡钜典实际控制人邬崇明从1999年开始从事钨制品行业经营，在未与公司合作前系赣州江钨友泰

新材料有限公司在四川区域的代理商，有着丰富的市场资源和经验。

2012年开始，邬崇明分别通过自贡西钨新材料有限公司、自贡市和吉贸易有限责任公司、自贡钜典合

金材料有限公司、自贡铖为新材料有限公司、自贡铧一新材料有限公司为公司开展代理业务，是公司重要

的合作伙伴。 自2015年起，邬崇明更换主体与公司进行交易的原因主要系其适应相关政策以享受小型微

利企业的所得税优惠。 据其反馈，其注销历史存续公司系经营管理成本的考量。

近几年， 由于邬崇明主要从事钨制品的代理销售业务且未直接参与各类产品的具体生产加工环节，

从产业链分工来看，其控制的企业的注册资本、资产规模较小，具有合理性。同时，其拥有稳定的下游客户

资源，业务流程相对简单且已成熟稳定，故对人数配置要求并不高，邬崇明及其亲属负责公司管理及下游

客户资源的维护，另有员工4人，分别负责财务、行政及订单维护等工作，人员配置具有合理性。 经核查并

访谈邬崇明，邬崇明及其控制的企业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邬崇明及其控制企业的终端客户主要有自贡硬质合金有限责任公司、 自贡华鑫硬面材料有限公司、

重庆辰罡科技有限公司、自贡志成硬质合金有限责任公司、成都名钨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成都大光热喷涂

材料有限公司等。经核查，相关终端客户与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相关资金最终流向方不涉及公

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亦出具声明，相关终端客户与公司之间

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相关资金最终流向方不涉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

（三）请说明你公司近五年来前五大客户及前五大供应商的具体情况，包括成立时间、注册资本、主

营业务、产品类别、数量、金额及占比、结算周期及方式、截至报告期末应收账款余额及回款情况、是否为

你公司关联方、开展业务的时间、相关交易是否具备商业实质等。

1、近五年来前五大客户的销售情况

2017-2021年，公司各年度前五大客户的销售情况如下：

（1）2021年

单位：万元、吨

序号 客户名称 不含税销售收入 数量

占营业收入比

例

主要产品类别

1 自贡铖为新材料有限公司 11,308.35 542.20 7.42% 碳化钨粉

2 韩国TAEGUTEC.LTD 8,797.37 434.00 5.77% 碳化钨粉

3 韩国YG-1CoLtd 7,410.02 262.86 4.86% 硬质合金

4 IMC国际金属切削(大连)有限公司 6,980.80 324.00 4.58% 碳化钨粉

5 株洲精工硬质合金有限公司 6,144.38 315.50 4.03% 碳化钨粉

合计 40,640.92 1,878.56 26.66%

（2）2020年

单位：万元、吨

序号 客户名称 不含税销售收入 数量

占营业收入比

例

主要产品类别

1 自贡钜典合金材料有限公司 10,498.94 613.86 8.14% 钨粉、碳化钨粉

2 株洲精工硬质合金有限公司 8,155.00 452.00 6.32% 碳化钨粉

3 中钨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6,687.64 608.27 5.18% APT、氧化钨

4 浙江华莎驰机械有限公司 5,567.77 339.50 4.31% 碳化钨粉

5 株洲肯特硬质合金有限公司 5,352.70 317.80 4.15% 碳化钨粉

合计 36,262.05 2,331.43 28.10%

（3）2019年

单位：万元、吨

序号 客户名称 不含税销售收入 数量

占营业收入比

例

主要产品类别

1 五矿钨业有限公司 13,383.19 1,022.50 9.04% APT、氧化钨

2 肯纳金属（中国）有限公司 12,701.94 570.00 8.58% 钨粉、碳化钨粉

3 自贡钜典合金材料有限公司 10,777.32 615.23 7.28% 钨粉、碳化钨粉

4 美国SILVER�EAGLE�TECHNOLOGYLNC 9,651.71 640.00 6.52% 氧化钨、碳化钨粉

5 韩国TAEGUTEC.LTD 8,424.47 528.00 5.69% 氧化钨、碳化钨粉

合计 54,938.62 3,375.73 37.13%

（4）2018年

单位：万元、吨

序号 客户名称 不含税销售收入 数量

占营业收入比

例

主要产品类别

1 韩国TAEGUTEC.LTD 27,345.76 1,443.00 16.32% 碳化钨粉、氧化钨

2 河南省大地合金股份有限公司 10,976.99 451.01 6.55% 碳化钨粉

3 肯纳金属（中国）有限公司 10,175.12 442.00 6.07% 碳化钨粉

4 IMC国际金属切削(大连)有限公司 9,240.52 400.00 5.52% 碳化钨粉

5 百利精密刀具(南昌)有限公司 5,761.51 238.10 3.44% 碳化钨粉

合计 63,499.90 2,974.11 37.91%

（5）2017年

单位：万元、吨

序号 客户名称 不含税销售收入 数量

占营业收入比

例

主要产品类别

1 韩国TAEGUTEC.LTD 20,084.41 1,519.60 20.58% 碳化钨粉、氧化钨

2 晋城鸿刃科技有限公司 6,133.63 351.18 6.29% 碳化钨粉

3 自贡市和吉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5,095.36 326.40 5.22% 碳化钨粉、钨粉、氧化钨

4 株洲肯特硬质合金有限公司 5,077.72 285.61 5.20% 碳化钨粉

5 株洲硬质合金集团有限公司 4,612.42 372.00 4.73% 碳化钨粉、氧化钨

合计 41,003.54 2,854.79 42.02%

2017-2021年近五年前五大客户变化的原因：

韩国 TAEGUTEC.LTD、株洲肯特硬质合金有限公司、IMC国际金属切削(大连)有限公司、河南大地

硬质合金股份有限公司、肯纳金属（中国）有限公司、株洲精工硬质合金有限公司、百利精密刀具（南昌）

有限公司，等均是公司长期合作客户。 各期部分前五大客户的变动主要系客户根据其自身需求确定当年

采购量和采购金额，使得其在部分年度未进入前五大客户。

韩国 TAEGUTEC.LTD是全球知名合金工具制造商，于2005年同公司建立合作关系，长期位于公司

前十客户。 2017-2021年除2020年以外均处于公司前五大客户之中，2020年公司对其销售额大幅下滑，

由2019年的8,424.47万元降至2020年的4,591.84万元，主要受2020年韩国疫情影响所致。

韩国YG-1� Co.,� Ltd.是全球知名合金工具制造商，自2017年与其建立合作关系以来，其采购量逐年

上升，2020年和2021年收入分别达到5,155.31万元和7,410.02万元，成为公司重要客户，合作关系保持稳

定。

株洲精工硬质合金有限公司于2008年建立合作关系，其近年来发展迅速，分别在2020年及2021年，

成为公司第二及第五大客户，是其自身采购量增加原因。

浙江华莎驰机械有限公司，是近年新开发的客户，增长较大，至今仍是公司主要客户。

自贡铖为新材料有限公司/自贡钜典合金材料有限公司均为邬崇明同一控制的公司，合作稳定。

株洲硬质合金集团有限公司、 五矿钨业有限公司和中钨高新材料有限公司为五矿集团旗下公司，合

作稳定。

晋城鸿刃科技有限公司（现更名为晋城富联鸿刃科技有限公司）系富士康旗下孙公司，2017年之后

采购量降低，系自身需求所致。

美国 SILVER� EAGLE� TECHNOLOGY� LNC公司系美国肯纳公司的代理采购商。 美国肯纳在中

国成立肯纳金属（中国）有限公司后，大部分业务转为肯纳金属（中国）有限公司直接和公司合作，美国

公司对原料采购为阶段性补充供应，故有一定波动性。

近五年， 公司主要客户较为稳定，2017-2020年除新开发客户和少部分客户因自身或市场原因需求

下降外，五大客户基本均在公司各期前二十大客户内，不存在主要客户频繁的变动。

2、近五年来前五大客户的具体情况

2017-2021年，公司各年度前五大客户的具体情况如下：

客户名称 成立时间 注册资本 主营业务

结算周期

及方式

开展业务时

间

与公司关系

自贡铖为新材料有限

公司

2020-05-27

100万元人民

币

高性能有色金属及合金材

料销售；高品质特种钢铁材

料销售；新型金属功能材料

销售等

发货60天

承兑

2020年 无关联关系

韩国TAEGUTEC.LTD 1916年 /

金属或其他材料的雕刻，切

削及类似处理，硬质合金切

削工具，钨粉末及陶瓷等

提单45天 2005年 无关联关系

韩国YG-1�Co�Ltd 1981年 / 切削工具、钻头等 提单45天 2017年 无关联关系

IMC国际金属切削(大

连)有限公司

2005-04-04 4800万美元

硬质合金、 超硬复合材料、

钨深加工产品和精密数控

加工用高速超硬刀具生产

及相应的设计等

发票60天

电汇

2009年 无关联关系

株洲精工硬质合金有

限公司

2003-06-20

12000万元人

民币

硬质合金、超硬材料及相关

制品的研发、生产、销售等

发票60天

承兑

2008年 无关联关系

自贡钜典合金材料有

限公司

2018-06-29

110万元人民

币

销售： 硬质合金原材料、硬

质合金产品、 矿山工具、机

电产品、建筑材料、五金交

电、化工产品等

发货60天

承兑

2018年 无关联关系

中钨高新材料股份有

限公司

1993-03-18

107386.3842

万元人民币

硬质合金和钨、钼、钽、铌等

有色金属及其深加工产品

和装备的研制、开发、生产、

销售及贸易业务； 钢材、稀

贵金属、化工产品及原料等

发票30天

承兑

2020年 无关联关系

浙江华莎驰机械有限

公司

2004-06-04 800万美元

金属轧机零件、锻件、硬质

合金及合金焊接件、粉末合

金焊接件的生产，销售本公

司生产产品。

发货30天

承兑

2017年 无关联关系

株洲肯特硬质合金股

份有限公司（曾用名：

株洲肯特硬质合金有

限公司）

2006-12-11

7522.5万元人

民币

硬质合金、超硬材料及相关

制品的研发、生产、销售；有

色金属合金制造；钨、钼、钽

铌原材料的加工及销售；金

属工具、 金属材料加工；房

屋租赁等

发货60天

承兑

2009年 无关联关系

五矿钨业有限公司 2018-09-26

99850万元人

民币

销售金属矿石、 非金属矿

石、金属材料、机械设备、电

气设备、电子产品、化工产

品（不含危险化学品）等

发货30天

承兑或电

汇

2019年 无关联关系

肯纳金属（中国）有限

公司

2005-02-03

4096.7665万

美元

研究、开发、设计、生产硬质

合金产品（包括高速、超硬

精密刀具系统）， 销售自产

产品等

发票30天

电汇

2010年 无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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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 / 钨金属批发等 提单90天 2006年 无关联关系

河南省大地合金有限

公司

2007-11-15

14272.016万

元人民币

硬质合金材料及刀具的生

产、研发和销售；从事货物

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等

发货60天

承兑

2009年 无关联关系

百利精密刀具(南昌)有

限公司

2006-08-22 5310万美元

半导体封装及印刷线路板

用高速、 超硬精密切削工

具、 自动化生产与检测设

备、零件、切削研磨用金钢

石砂轮生产、销售及售后服

务；研发、生产和销售碳化

钨棒材、超微粒硬质合金材

料（微粉）等

月结30天

电汇

2010年 无关联关系

晋城鸿刃科技有限公

司

2015-01-13

31620万元人

民币

气动组件相关产品、粉末冶

金制品、 切削工具的设计、

生产、 销售及配套服务；金

属表面处理技术服务;进出

口业务;其他非金属矿物制

品制造等

发票60天

电汇

2016年 无关联关系

自贡市和吉贸易有限

责任公司

2015-08-05

100万元人民

币

销售: 硬质合金原材料、硬

质合金产品、 矿山工具、机

电产品、建筑材料、五金交

电、化工产品(危化品及易制

毒品除外)等

发货60天

承兑

2015年 无关联关系

株洲硬质合金集团有

限公司

1980-11-15

212331.1328

万元人民币

硬质合金刀片、硬质合金钻

头、辊压成型工具、烟叶切

丝刀具、 粉末冶金零件、稀

有金属粉末产品制造及销

售；硬质合金生产设备及备

件制造等

发票30天

承兑

2010年 无关联关系

由上表可知，公司各年前五大客户均系钨制品行业相关企业，平均合作年限较久，大客户稳定性较

高，相关交易具备商业实质。 上述客户与公司之间也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

3、截至报告期末应收账款余额及回款情况

2017-2021年，公司各年度前五大客户期末应收账款及回款情况如下：

（1）2021年

单位：万元

序号 客户名称 期末应收账款余额

截至2022年6月30日回

款金额

期后回款比例

1 自贡铖为新材料有限公司 2,054.07 2,054.07 100.00%

2 韩国TAEGUTEC.LTD 2,300.99 2,300.99 100.00%

3 韩国YG-1CoLtd 2,193.81 2,193.81 100.00%

4 IMC国际金属切削(大连)有限公司 1,360.50 1,360.50 100.00%

5 株洲精工硬质合金有限公司 1,227.90 1,227.90 100.00%

合计 9,137.26 9,137.26

（2）2020年

单位：万元

序号 客户名称 期末应收账款余额

截至2021年12月31日回

款金额

期后回款比例

1 自贡钜典合金材料有限公司 2,787.63 2,787.63 100.00%

2 株洲精工硬质合金有限公司 2,325.99 2,325.99 100.00%

3 中钨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0.00 0.00 100.00%

4 浙江华莎驰机械有限公司 450.80 450.80 100.00%

5 株洲肯特硬质合金有限公司 1,247.38 1,247.38 100.00%

合计 6,811.80 6,811.80

（3）2019年

单位：万元

序号 客户名称 期末应收账款余额

截至2020年12月31日回

款金额

期后回款比例

1 五矿钨业有限公司 2,061.89 2,061.89 100.00%

2 肯纳金属（中国）有限公司 3,158.83 3,158.83 100.00%

3 自贡钜典合金材料有限公司 2,346.43 2,346.43 100.00%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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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08.12 2,808.12 100.00%

5 韩国TAEGUTEC.LTD 474.38 474.38 100.00%

合计 10,849.66 10,849.66

（4）2018年

单位：万元

序号 客户名称 期末应收账款余额

截至2019年12月31日回

款金额

期后回款比例

1 韩国TAEGUTEC.LTD 1,590.89 1,590.89 100.00%

2 河南省大地合金股份有限公司 1,614.68 1,614.68 100.00%

3 肯纳金属（中国）有限公司 2,452.60 2,452.60 100.00%

4 IMC国际金属切削(大连)有限公司 0.00 0.00 100.00%

5 百利精密刀具(南昌)有限公司 1,472.53 1,472.53 100.00%

合计 7,130.70 7,130.70

（5）2017年

单位：万元

序号 客户名称 期末应收账款余额

截至2018年12月31日回

款金额

期后回款比例

1 韩国TAEGUTEC.LTD 2,268.05 2,268.05 100.00%

2 晋城鸿刃科技有限公司 271.30 271.30 100.00%

3 自贡市和吉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91.64 91.64 100.00%

4 株洲肯特硬质合金有限公司 265.67 265.67 100.00%

5 株洲硬质合金集团有限公司 0.00 0.00 100.00%

合计 2,896.66 2,896.66

4、近五年来前五大供应商的采购情况

2017-2021年，公司各年度前五大供应商的采购情况如下：

（1）2021年

单位：万元、吨

序号 供应商名称 采购额 数量 主要产品类别

1 中钨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4,471.18 2,280.08 钨精矿、APT

2 大余县福鑫矿业有限公司 16,861.66 434.00 钨精矿

3 江西省鑫盛钨业有限公司 9,754.03 262.86 APT

4 洛阳鼎鸿贸易有限公司 7,609.79 324.00 APT

5 赣州市南康区康飞矿业有限公司 7,157.52 315.50 钨精矿

合计 65,854.18 3,616.44

（2）2020年

单位：万元、吨

序号 供应商名称 采购额 数量 主要产品类别

1 洛阳栾川钼业集团销售有限公司 25,757.02 2,210.00 APT

2 中钨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14,088.68 1,810.24 钨精矿、APT

3 信丰华锐钨钼新材料有限公司 8,626.78 757.22 APT

4 赣州市南康区康飞矿业有限公司 7,249.72 881.82 钨精矿、APT

5 赣州市南康区源广矿业有限公司 6,729.82 908.30 钨精矿

合计 62,452.03 6,567.58

（3）2019年

单位：万元、吨

序号 供应商名称 采购额 数量 主要产品类别

1 五矿钨业有限公司 18,131.91 1,772.57 钨精矿、APT、氧化钨

2 洛阳栾川钼业集团销售有限公司 14,740.21 1,280.00 APT

3 赣州市南康区康飞矿业有限公司 6,593.12 805.57 钨精矿、APT

4 赣州海创钨业有限公司 5,718.75 470.00 APT

5 湖南衡山金泰矿业有限公司 5,248.31 405.00 APT

合计 50,432.30 4,733.15

（4）2018年 单位：万元、吨

序号 供应商名称 采购额 数量 主要产品类别

1 赣州市南康区汇丰矿业有限公司 18,100.36 1,740.66 APT、钨精矿

2 赣州市南康区众鑫矿业有限公司 7,652.65 623.86 APT、钨精矿

3 大余县海盛矿产品有限公司 5,818.98 637.76 APT、钨精矿

4 赣州市开源科技有限公司 5,203.41 586.92 钨精矿

5 大余县鑫亮矿业有限公司 5,145.64 399.22 APT、钨精矿

合计 41,921.04 3,988.41

（5）2017年

单位：万元、吨

序号 供应商名称 采购额 数量 主要产品类别

1 赣州市南康区汇丰矿业有限公司 13,100.21 1,507.99 钨精矿、APT

2 赣州市南康区众鑫矿业有限公司 6,892.46 726.92 钨精矿、APT

3 赣州市南康区铠阳矿业有限公司 6,863.10 681.72 钨精矿、APT

4 赣州宇浩矿业有限公司 6,477.77 649.55 钨精矿、APT

5 洛阳栾川钼业集团销售有限公司 6,252.30 578.50 钨精矿、APT

合计 39,585.84 4,144.67

5、近五年来前五大供应商的具体情况

2017-2021年，公司各年度前五大供应商的具体情况如下：

供应商名称 成立时间 注册资本 主营业务

结算周期及方

式

开展业务时

间

与公司关系

中钨高新材料股份有

限公司

1993-03-18

107386.3842

万元人民币

硬质合金和钨、钼、钽、

铌等有色金属及其深

加工产品和装备的研

制、开发、生产、销售及

贸易业务；钢材、稀贵

金属、化工产品及原料

等

货到付款 2020年 无关联关系

大余县福鑫矿业有限

公司

2012-09-13

2000万元人民

币

一般项目：有色金属压

延加工，有色金属合金

制造，稀有稀土金属冶

炼， 有色金属合金销

售， 金属矿石销售，稀

土功能材料销售，磁性

材料销售等

货到付款 2021年 无关联关系

江西省鑫盛钨业有限

公司

2003-06-10

1060万元人民

币

钨精选、冶炼；冶炼及环

保技术开发、 服务、推

广、咨询服务等

货到付款 2019年 无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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