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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越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复上交所关于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问询函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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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越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海越能源” ）于2021年6月4日收到上

海证券交易所公函【2021】0585号《关于海越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的信息

披露监管问询函》（以下简称“问询函” ）。

公司收到问询函后高度重视，组织工作人员对问询函所列问题进行了认真落实，并回复

如下：

一、关于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年报披露，公司自2020年以来存在通过贸易预付款的方式向前大股东海越发展、现大股

东汇能鑫能源及其附属企业和导致公司利益转移的其他关系企业支付资金占用款的情形，截

至2021年4月29日，资金占用余额合计14.53亿元。同时，因报告期存在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

用，公司被出具否定的内控审计意见。

1、年报披露，公司其他应收款期末余额85,088.9万元，其中往来款（包括贸易应退款、减资

应收款等）余额84,558.8万元；保证金及押金243.8万元;拆借款102.3万元。前期我部已就资金占

用事项向公司发出问询函。请公司进一步补充披露：（1）上述其他应收款中“减资应收款、保

证金及押金、拆借款” 的业务背景、账龄分布情况、主要应收对象以及与公司是否存在关联关

系；（2）对于长期未收回的欠款，说明具体原因及合理性，相关坏账准备计提是否充分；（3）

结合上述情况，说明前大股东、现大股东及关联方是否存在其他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

等侵占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回复：

（1）期末其他应收款中减资应收款、保证金及押金、拆借款的具体情况

①期末其他应收款中减资应收款的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单位名称 款项的性质 期末余额 账龄 是否为关联方

期末坏账准备余

额

浙江天洁磁性材料有限公司 减资应收款 300.00 1-2年 是 30.00

合计 300.00 30.00

公司持有2018年浙江天洁磁性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洁公司” ）15%股权，2018年

天洁公司第一届临时股东会决定在2019年2月28日前将注册资本由2亿元减少为1亿元， 其中

归属于公司的减资款为1,500.00万元。2019年公司已收到1,200.00万元，剩余300.00万元尚未收

回。

②期末其他应收款中保证金及押金的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单位名称 款项的性质 期末余额 账龄 是否为关联方

期末坏账准备余

额

中海油销售湖北有限公司 交易保证金 100.00 1年以内 否 5.00

舟山市国土资源局（注1） 交易保证金 80.00 5年以上 否 80.00

中国石化化工销售有限公司华北分公

司

交易保证金 31.29 1年以内 否 1.56

天津港电力有限公司 供电保证金 20.00 1-2年 否 2.00

天津鸿容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 货运保证金 8.93 1年以内 否 0.45

其他 3.59 多年累积 否 1.63

合计 243.81 90.64

注1：公司原计划在控股子公司舟山瑞泰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泰投资” ）拥有的

土地使用权上投资建设油库和码头项目，并已向舟山市国土资源局支付项目建设保证金80.00

万元。因新址岸线以及项目进展变化，截至2021年12月31日，瑞泰投资与舟山政府的投资协议

尚未签署。

③期末其他应收款中拆借款的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单位名称 款项的性质 期末余额 账龄 是否为关联方

宁波金发新材料有限公司（注2） 拆借款 66.30 1-2年 否

宁波海曙富博贸易有限公司 拆借款 36.00 5年以上 否

合计 102.30

注2：宁波金发新材料有限公司（前称：宁波海越新材料有限公司）系公司原子公司，自

2017年开始与公司存在多笔借款，已于2019年5月对外处置，双方目前无关联关系。

（2）公司长期未收回欠款具体情况

截至2020年12月31日， 公司其他应收款期末余额85,088.90万元， 其中3年以上的金额共

193.24万元，占其他应收款期末余额的0.23%，具体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单位名称 期末余额 坏账准备期末余额

坏账计提

比例

账龄

舟山市国土资源局 80.00 80.00 100.00% 5年以上

诸暨市企业家协会应急互助基金 50.00 50.00 100.00% 5年以上

宁波海曙富博贸易有限公司 36.00 36.00 100.00% 5年以上

其他 27.24 15.65 57.45% 3年以上

合 计 193.24 181.65

①舟山市国土资源局款项形成原因详见本题回复（1）。

②宁波海曙富博贸易有限公司已注销，公司已全额计提减值准备。

综上，公司其他应收款中“减资应收款、保证金及押金、拆借款” 均系公司正常经营业务

所形成，公司前大股东、现大股东及关联方不存在其他未披露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

等侵占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会计师核查程序及意见：

在审计过程中，会计师实施的核查程序如下：

（1）了解询问其他应收款形成的业务背景，检查相关协议、银行回单、记账凭证等是否一

致；

（2）复核其他应收款账龄分布是否合理，复核坏账计提是否充分；

（3）通过国家企业信息信用公示系统、天眼查等公开渠道，对其他应收款往来单位及其

股东情况进行查询，与公司提供的关联方往来清单进行比对，查询其是否与公司存在关联关

系；

（4） 就公司其他应收款形成原因进行了解， 对其他应收款进行函证， 发函函证比例为

97.41%，回函比例65.31%。

基于上述所实施的审计程序，我们认为：

（1）其他应收款中“减资应收款、保证金及押金、拆借款” 均系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所形

成，账龄分布情况合理，主要应收单位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2）长期未收回的款项主要为历史形成的款项，公司已按坏账政策充分计提坏账准备。

（3）公司前大股东、现大股东及关联方不存在其他未披露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

等侵占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2、年报披露，现金流量表中，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705,816.4万元，其中包括

“往来款及其他” 53,622.7万元，同比增长81.38%。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808,435.9

万元，其中包括“付现费用及往来款” 78,687.4万元,同比增长112.59%，“支付保证金” 1,558.3

万元，同比增长121.98%。请公司：（1）逐笔披露上述“往来款及其他”“付现费用及往来款”

“支付保证金” 项目涉及的具体业务内容、金额、收支对象名称以及与公司是否存在关联关

系；（2）补充披露收到的“往来款及其他” ，支付的“付现费用及往来款”“支付保证金” 同比

大幅增长的原因及合理性。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回复：

（1）现金流项目的具体情况

①收到往来款及其他

单位：万元

具体业务内容 金额 对方名称 是否关联方

经营性往来 49,879.00 铜川海越发展有限公司 是

履约保证金 2,062.20 上海茸凯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否

履约保证金 590.00 上海东皖科技有限公司 否

尽调保证金 300.00 海南华信石油基地有限公司管理人 否

履约保证金 200.00 舟山畅锦石油贸易有限公司 否

履约保证金 160.00 鄂州中油楚风油品销售有限公司 否

履约/投标保证金等 414.00 中海油销售浙江有限公司等 否

其他 17.47 否

合计 53,622.67

②付现费用及往来款

单位：万元

具体业务内容 金额 对方名称 是否关联方

经营性往来 52,750.62 铜川海越发展有限公司 是

代支付采购款 18,324.16 舟山宏旭石化有限公司等 否

履约保证金 2,062.20 上海茸凯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否

尽调保证金 300.00 海南华信石油基地有限公司管理人 否

履约保证金 160.00 鄂州中油楚风油品销售有限公司 否

履约/投标保证金等 614.00 中海油销售湖北有限公司等 否

付现费用 4,476.41 否

合计 78,687.39

③支付保证金

单位：万元

具体业务内容 金额 对方名称 是否关联方

保函保证金 1,558.32 企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 否

合计 1,558.32

（2）现金流项目增长的原因

公司本年收到的“往来款及其他” 及支付的“付现费用及往来款” 增加较多主要系铜川

海越发展有限公司先行向公司转入经营性往来款后公司转回偿还所致；公司本年“支付保证

金”增加主要系子公司天津北方石油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方石油” ）于企业银行（中国）

有限公司天津分行开立履约保函所支付的保证金，属于公司正常业务开展所发生的支出。

会计师核查程序及意见：

我们对收支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流项目主要明细进行了检查。经检查，未发现本

年收到的“往来款及其他” 、支付的“付现费用及往来款” 、“支付保证金” 主要明细项目与账

面记录存在重大不一致的情况，上述现金流项目的增加属于公司正常经营活动开展所致。

3、年报披露，公司货币资金期末余额为12.6亿元，其中受限金额为2,658.3万元，受限原因

为定期存款质押、保函保证金。请公司核实并补充披露：（1）上述定期存款质押、保函保证金

的资金用途、资金使用主体，是否为关联方，是否构成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情形；（2）除已披

露的受限货币资金外，是否存在质押、冻结等权利限制或其他潜在的限制性安排、与控股股东

或其他关联方联合或共管账户以及货币资金被他方实际使用的情况。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

表意见。

回复：

（1）质押的定期存款及保函保证金明细

截至2020年12月31日，公司受限金额为2,658.30万元，包括定期存款质押1,100.00万元和保

函保证金1,558.30万元。

定期存款1,100.00万元由子公司天津汇荣石油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荣石油” ）存入中

国农业银行， 用于汇荣石油向中国农业银行的借款进行质押担保， 对应期末银行借款余额

980.00万元，借款期限2020年12月24日至2021年6月24日，该贷款资金实际的使用主体为公司

合并范围内子公司，不构成资金占用，不构成违规担保。

保函保证金1,558.30万元由子公司北方石油存入企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以

下简称“企业银行” ），用于开立北方石油与客户浙江舟山游满石油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舟山游满” )的履约保函之担保，担保金额1,558.30万元，担保受益人为浙江山游满石油化工

有限公司，担保期限为2020年11月20日至2021年5月21日。

保函是北方石油在与舟山游满销售货物的过程中， 向舟山游满提供货物的质量保证。如

在担保期间内北方石油向舟山游满销售的货物达不到约定标准，舟山游满可向北方石油进行

索赔，在收到书面索赔通知书的14个工作日内企业银行作为担保人无条件向担保受益人舟山

游满履行担保金额为限的担保义务。基于此，北方石油需在企业银行开立保证金账户，存入与

担保金额同等的保证金作为质押反担保。因此，资金的使用主体为北方石油本身，不构成资金

占用，不构成违规担保。

（2）除已披露的受限货币资金外，截至目前，公司存在其他质押、冻结等权利限制或其他

潜在的限制性安排，为货币资金冻结，冻结金额为3,686.90万元，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

方联合或共管账户的情况；亦不存在资金被其他方实际使用的情况。上述冻结事项具体情况

如下：

①因浙江自贸区华智诚能源有限公司仲裁公司子公司天津北方石油有限公司贸易纠纷

案件、坤源能源（湖北）有限公司仲裁公司子公司天津北方石油有限公司贸易纠纷案件，申请

财产保全，合计冻结公司银行存款2,330.90万元，公司也就相关事项向对方提起了反仲裁和仲

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的 《海越能源关于全资子公司提起仲裁反申请的公告》（临

2021-043号）、《海越能源关于全资子公司提起仲裁申请的公告》（临2021-044号）；

②因许某诉公司合同纠纷案件，申请财产保全，冻结公司银行存款1,150.00万元，该案件

未达到披露标准，该案件法院一审已判决许某败诉；因黄某诉公司合同纠纷案件，申请财产保

全，冻结公司银行存款81.00万元，该事项未达到披露标准；因许某诉公司另一合同纠纷案件，

申请财产保全，冻结公司银行存款125.00万元，该事项未达到披露标准；

上述冻结金额合计为3,686.90万元。

会计师核查程序及意见：

在审计过程中，我们实施下列程序：

（1）通过对公司的管理层、出纳、财务人员等进行访谈，了解账户的管理、资金支付的流

程、业务办理的审批等内部控制管理制度，评估其有效性并测试其是否有效运行；

（2）获取本年的相关开、销户资料，进行查阅核实；

（3）在公司财务人员的陪同下前往基本户银行获取已开立银行结算账户清单，并与公司

账面记录信息核对；

（4）由审计人员独立对悉知的银行账户余额、是否受限、借款、抵押、担保等一系列事项

进行银行函证，对重要的银行账户亲自前往银行获取对账单；

（5）根据获取的银行对账单与公司银行日记账进行双向大额勾兑；

（6）在公司财务人员的陪同下前往中国人民银行打印企业信用报告，并与公司账面记录

信息核对。

通过实施上述程序，我们认为：

（1）公司定期存款质押、保函保证金不存在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情形。

（2）结合银行回函情况，公司除已披露的受限货币资金外，不存在其他质押、冻结等权利

限制或其他潜在的限制性安排，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联合或共管账户的情况，亦不

存在货币资金被其他方实际使用的情况。

二、关于公司主营业务情况

1、年报显示，公司主营汽柴油、液化气的仓储、批发和零售；股权投资和物业租赁；各类油

品和液体化学品的码头装卸；仓储及贸易等业务。其中，公司本部主要经营汽柴油、液化气的

仓储、批发和零售业务，在诸暨境内拥有5.2万吨成品油库，2200立方的液化气库以及配套的铁

路专用线等附属设施和11座加油站。2018年、2019年、2020年本部油气业务销售总量分别为

7.76万吨、60.59万吨、66.86万吨，实现营业收入5.1亿元、28.03亿元、24.47亿元。请公司：（1）区

分本部经营的主要产品和业务类型，具体说明各主要产品对应的营业收入、毛利率、销售数量

及销售单价等内容；（2）结合上述情况，说明近三年本部油气业务销售总量变动较大的原因

及合理性；（3）结合上述情况，说明各产品对应毛利率、销售单价变动是否符合行业趋势。请

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回复：

（1）本部主要经营销售的具体情况

本部主要经营汽柴油、液化气的仓储、批发和零售业务，各主要产品对应的销售数量、营

业收入、销售单价和毛利率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销售模

式

产品

名称

2020年度 2019年度 2018年度

销售

数量

（万

吨）

主营业务

收入

平均

售价

毛利

率

（%）

销售

数量

（万

吨）

主营业务

收入

平均售

价

毛利

率

（%）

销售

数量

（万

吨）

主营业务

收入

平均

售价

毛利

率

（%）

贸易

成 品

油

14.88 64,649.70 0.43 0.22 5.99 33,392.73 0.56 0.16 0.30 1,924.21 0.64 0.13

贸易

化 工

品

42.96 131,486.75 0.31 0.22 47.16 200,357.24 0.42 0.26 29.08 143,510.81 0.49 0.20

零售

液 化

气

2.45 8,952.77 0.37 10.18 2.54 10,550.69 0.42 9.16 2.62 11,981.06 0.46 7.81

零售

成 油

品

6.57 38,115.28 0.58 15.05 4.90 35,999.04 0.73 15.96 4.84 37,084.38 0.77 13.11

合计 66.86 243,204.50 0.36 2.91 60.59 280,299.70 0.46 2.47 36.84 194,500.46 0.53 3.13

注1：2018年公司本部油气业务销售数量7.76万吨、营业收入5.1亿元为零售成品油、零售

液化气和贸易成品油三部分之和；2020年公司本部营业收入24.47亿元包含零售成品油、 零售

液化气、贸易成品油、贸易化工品收入24.32亿元和其他业务收入0.15亿元，其他业务收入主要

系加油站租赁业务收入。

注2：成品油包括0号柴油、92号汽油和95号汽油。化工品包括石油混合二甲苯、混合芳烃

等。

公司贸易业务2019年增长较为迅速，主要系公司为了增加行业的销售渠道并积极扩展业

务规模，以相对较低的价格优势获取新的客户资源；2020年由于新冠疫情、国际油价暴跌等影

响，贸易业务收入有所下降。零售业务较为稳定。

（2）近三年本部油气业务销售总量变动较大的原因及合理性

2019年、2020年本部油气销售总量较2018年变化较大主要系年报披露口径不一致所致。2018年

的油气销售总量包含零售成品油、 零售液化气和贸易成品油销售量，2019年和2020年油气销

售总量包括零售成品油、零售液化气、贸易成品、贸易化工品销售量，按照同口径还原后，2018

年、2019年、2020年本部油气业务销售总量分别为36.84万吨、60.59万吨、66.86万吨，2018年至

2020年零油气销售总量保持增长趋势；贸易业务在2019年实现较高销量主要系公司增加了新

的销售渠道拓展业务规模， 并稳定保持了与上下游优秀供应商和客户的长期合作关系所致；

2020年由于新冠疫情、国际油价暴跌等影响，贸易业务收入较2019年度有所下降。

（3）各产品对应毛利率、销售单价变动符合行业趋势

因同行业公司年报披露均为油品销售相关数据， 无法区分贸易和零售以及具体的品种，

故选取同行业可比公司油品销售的平均售价和毛利率与公司本部油品销售进行对比，具体如

下：

单位：万元

公司

20年平均售

价

20年毛利率

19年平均售

价

19年毛利率

18年平均售

价

18年毛利率

20年毛利率

变动

19年毛利率

变动

000096广聚能源 0.56 9.71% 0.62 9.63% 0.64 8.25% 0.08% 1.38%

603003龙宇燃油 / 1.82% / 5.57% / 1.98% -3.75% 3.58%

600028中石化 0.66 8.02% 0.78 6.80% 0.80 6.31% 1.22% 0.49%

600688上海石化 / 1.02% / 0.64% / 0.63% 0.38% 0.01%

海越本部 0.36 2.91% 0.46 2.47% 0.53 3.13% 0.44% -0.66%

注：上海石化、龙宇燃油年报未披露成品油化工零售和贸易销售量，故可比公司售价无法

获知。

同行业可比公司三年的平均售价呈逐年下降的趋势， 公司的平均售价趋势与其基本一

致；三年的毛利率在同行业可比公司中处于居中水平；因无法获取同行业可比公司的具体销

售品种，故销售单价与同行业可比公司不可比。

会计师核查程序及意见：

针对上述问题，我们执行的主要审计程序如下：

（1）了解和评价与石油化工产品贸易业务收入和成本确认相关的关键内部控制的设计，

并测试其运行有效性；

（2）通过审阅石油化工产品贸易业务合同、收入确认相关单据及与管理层的访谈，了解

公司在石油化工产品贸易业务中承担的主要职能与具体作用，与供应商及客户的主要定价政

策、结算条款和结算模式，业务经营过程中发票、资金和货物流转方式和具体时点，评价公司

收入确认的时点和依据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3）结合销售和采购函证程序，检查与石油化工产品贸易业务收入和成本确认相关的支

持性文件，包括购销合同、购销发票、货权转移单、款项的流向等；其中石油化工品贸易采购函

证比例为92.80%， 回函比例为99.36%； 石油化工品贸易销售函证比例为92.41%， 回函比例为

92.80%。

（4）就资产负债表日前后记录的石油化工产品贸易业务交易，选取样本核对货权转移单

及其他支持性文件，以评价收入和成本是否被记录于恰当的会计期间；

（5）通过国家企业信息信用公示系统、天眼查等公开渠道查询石油化工产品贸易业务主

要供应商和客户与公司是否存有关联关系。

基于上述所实施的审计程序，我们认为：

（1）本部经营的汽柴油、液化气的仓储、批发和零售业务及相关销售收入和毛利率等具

有合理性；

（2）近三年本部油气业务销售总量变动较大的原因主要系年报披露口径不一致。

（3）本部各产品对应毛利率、销售单价变动符合行业趋势。

2、年报披露，2020年系公司收购北方石油重组业绩承诺期满后的第一年，北方石油业绩

大幅下滑， 实现营业收入24.99亿元， 同比下滑63.57%， 实现净利润6,518.89万元， 同比下滑

46.28%。2017年至2019年， 北方石油实现营业收入分别为110.69亿元、124.36亿元、68.59亿元，

实现净利润分别为9,414.13万元、11,665.62万元、12,135.89万元， 业绩承诺完成率分别为

119.77%、105.76%、90.82%。截至2019年12月31日，北方石油100%股东权益评估值110,910.64万

元，高于重组时交易价格104,000万元，未发生减值。

请公司核实并补充披露：（1）结合标的公司市场地位、所处行业发展情况以及竞争格局

等，说明其净利润在业绩承诺期内连续增长、但期满后大幅下滑的具体原因，变化趋势与同行

业企业是否一致， 承诺期内业绩是否真实、 准确；（2） 标的公司2019年营业收入同比下滑

44.84%，但净利润同比增长4%的原因及合理性；（3）对标的公司股东权益进行减值测试的具

体步骤和详细计算过程，具体指标选取情况、选取依据及合理性，结合标的公司2019年未完成

业绩承诺以及2020年业绩大幅下滑的情形，说明权益评估值是否公允，减值测试结果是否合

理。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回复：

（1）成品油行业基本概况和发展情况

标的公司北方石油所处行业属于成品油贸易行业，是石化行业的一个分支。石化行业是

国民经济的支柱行业，同经济发展息息相关，成品油行业作为石化行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主要包括：汽油、煤油、柴油及其他符合国家产品质量标准、具有相同用途的乙醇汽油和生物

柴油等替代燃料。

成品油上游行业是原油、石化行业等，故原油市场的变化直接会影响成品油市场。目前国

内成品油销售市场初步形成了以中石油、中石化两大集团为主导，其他国有石油公司、民营企

业、国际石油公司共同参与竞争的格局。

近几年来，我国石油查明资源储量较为平稳，保持在35亿吨以上。根据数据显示，2019年

中国石油查明资源储量为35.5亿吨，较2018年减少了0.2亿吨，同比减少0.56%。需求方面，随着

中国经过经济的快速发展，各行各业对原油需求量明显增加。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原油需求

量达69,609.40万吨，较2018年增加了4,770.70万吨，同比增长7.36%。目前国内新能源市场正在

发展初期，虽然有一定的发展潜力，但仍无法取代石油在国民经济和生活中的地位。

由于北方石油所处行业对石油需求量大，每年都需要从国外大量进口石油，北方石油作

为中间的贸易链接，交易量的增长和国际石油价格的变动也为其带来了利润。

（2）标的公司净利润在业绩承诺期内连续增长、但期满后大幅下滑的具体原因

北方石油2020年合并层面收入24.99亿元，较上年68.59亿元减少43.60亿元，主要受疫情影

响、国际油价价格暴跌导致的市场需求减少和受到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更换的影响：①由于新

冠肺炎疫情及防控需求，北方石油所处天津地区管控较为严格，在2020年上半年基本停止办

公和营业，相关华北地区的客户、供应商也存在此类情况，故上半年石油化工贸易量锐减；②

受2020年疫情影响， 市场整体燃料需求锐减， 国际油价大幅暴跌，2020年汽油表观消费量11,

427万吨，同比去年下跌7.85%，整体市场贸易量缩减；③由于控股股东变更为国资背景的控股

股东，基于石油贸易业务的风险性，公司要求北方石油需尽量对接有国资、央企背景等的交易

对手，以保障国有资本的安全性，对民营企业的业务增加担保等措施，淘汰了部分原有贸易链

条，使得原有部分业务暂停，导致北方石油贸易收入有所下降。

（3）标的公司与同行业可比公司变动趋势一致

2018年至2020年北方石油与同行业可比公司的营业收入、毛利率变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年度 项目 广聚能源（000096） 上海石化（600688） 中国石化（600028）

标的公司

北方石油

2020年

营业收入 120,242.47 1,158,511.00 110,220,600.00 231,764.03

较上年变动比例 -24.25% -46.63% -22.97% -65.27%

毛利率 9.71% 1.02% 8.02% 1.08%

较上年增减 0.08% 0.38% 1.22% -0.83%

2019年

营业收入 158,740.06 2,170,601.40 143,096,300.00 667,370.88

较上年变动比例 -2.17% -18.28% -1.08% -45.30%

毛利率 9.63% 0.64% 6.80% 1.91%

较上年增减 1.38% 0.01% 0.49% 1.14%

2018年

营业收入 162,257.63 2,656,035.40 144,663,700.00 1,220,056.31

较上年变动比例 34.04% 12.01% 18.17% 12.72%

毛利率 8.25% 0.63% 6.31% 0.77%

较上年增减 -4.33% -0.13% -1.60% -0.03%

从收入变动情况来看，2018年北方石油与同行业可比公司油品贸易业务的营业收入较上

年均呈上升趋势，2019年至2020年北方石油与同行业可比公司营业收入均呈下降趋势， 北方

石油与同行业公司营业收入变动情况一致。

从毛利率变动情况来看，2018年至2019年北方石油与同行业可公司毛利率均呈上升趋

势。2020年北方石油毛利率较2019年下降0.83%， 上海石化和中国石化毛利率较2019年略有提

升，整体波动较小，与2019年毛利率基本一致。广聚能源数据包含贸易业务和成品油零售业

务，故整体毛利率水平较高，受到成品油售价下跌的影响，毛利率波动较大， 2020年毛利率降

至2018年水平。2018年至2020年北方石油与同行业可比公司毛利率在小范围内波动，趋势基本

一致。

（4）标的公司2019年营业收入下滑，但净利润同比增长原因及合理性

北方石油2019年营业收入66.48亿元，较2018年下降44.85%，2019年净利润12,135.89万元，

较2018年净利润增加470.27万元，净利润同比增长3.88%主要由于：①2019年主要化工品贸易

市场消费需求增加，化工品价格宽幅震荡，公司抓住市场机遇，提升主要化工品贸易量，促使

贸易业务毛利率由0.77%上升至1.91%，毛利增加1,057万；②2019年北方石油归还大额银行到

期债务，财务费用减少820万，使营业利润较上年增加820万；由于整体报表项目的综合影响，

2019年营业收入下降，净利润小额上涨。

（5）标的公司股东权益进行减值测试的具体步骤和合理性情况

①公司对标的公司股东权益进行减值测试的具体步骤如下：

步骤一：选用收益法评估测算北方石油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步骤二：根据收益法评估测算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与股权收购时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

行对比，判断是否减值。

②标的公司股东权益进行减值评估测试的详细计算过程，具体指标选取情况、选取依据

及合理性情况如下：

步骤一：北方石油股东全部权益价值测算过程：

本次评估选用现金流量折现法， 将企业自由现金流量作为企业预期收益的量化指标，并

使用与之匹配的加权平均资本成本模型（WACC）计算确定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基于本次评估目的及评估范围， 本次评估以北方石油合并报表口径对未来收益进行预

测。截至评估基准日，纳入北方石油合并范围的二级子公司共5个，分别是天津汇荣石油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汇荣石油” ）、天津北方港航石化码头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方港航” ）、

北方石油香港有限公司、三沙北方能源开发有限公司，其中北方石油香港有限公司、三沙北方

能源开发有限公司成立至今无实质性收益，本次评估仅预测北方石油、汇荣石油、北方港航的

未来收益，且以北方石油、汇荣石油、北方港航合并口径进行预测。

本次评估的主要指标为营业收入、营业成本、折现率，主要指标的确定过程如下；

1、营业收入的预测

本次评估北方石油、汇荣石油、北方港航的营业总收入由主营业务收入和其他业务收入

构成。

①营业收入结构

北方石油、汇荣石油、北方港航收入构成分别如下：

收入构成 北方石油 汇荣石油 北方港航

主营业务收入

经营收入 经营收入 经营收入

储运收入 储运收入 储运收入

加油站收入 / /

/ / 其他与储运和港口相关的收入

其他业务收入

管架租赁费 管架租赁费 /

加油站便利店收入 / /

②营业收入预测过程

Ⅰ经营收入：经营收入主要为汽油、柴油、液化石油气以及其他化工材料的销售收入，本

次评估结合历史销售数量、销售单价进行预测，其中汽油、柴油及液化石油气单独预测，其他

化工材料合并预测。因北方石油、汇荣石油、北方港航的经营收入模式一致，本次评估采用相

同的方法进行预测。经营收入，即石化产品贸易业务，主要受全球油价以及我国油价影响，本

次评估结合历史经营情况、全球油价与我国油价综合分析后确定预测期的销售数量及单价。

其中销售数量的预测，通过对比2018年一季度、2019年一季度、2020年一季度数量金额账

及财务数据，北方石油2019年一季度销售数量同比下降约66%、2020年一季度销售数量同比下

降约11%，销售数量平均同比下降39%。结合北方石油历史年度经营情况，并考虑2020年疫情的

影响，基于谨慎性原则本次评估2020年的预测销售在2019年的基础上考虑30%的降幅，2021年

的销量取2019年实际销量和2020年预测销量的平均进行预测，并在2021年以后达到稳定状态。

销售单价的预测，石化产品贸易业务主要受全球油价以及我国油价影响，本次评估结合

历史经营情况、全球油价与我国油价，通过回归分析，确定期货结算价（连续）：布伦特原油与

汽油、柴油及液化石油气的回归关系，预测销售单价。

Ⅱ储运收入：储运收入主要为原油、燃料油等的仓储及装卸收入。北方石油、汇荣石油、北

方港航的储运收入模式一致，本次评估采用相同的方法进行预测。本次评估储运收入结合历

史吞吐量、储运单价，按照2019年的吞吐量及储运单价进行预测。

Ⅲ加油站收入：加油站收入主要为北方石油睦宁加油站汽油、柴油的销售收入，收入规模

较稳定，本次评估按照2019年收入水平进行预测。

Ⅳ其他与储运和港口相关的收入：其他与储运和港口相关的收入主要为代垫收入、停泊

费、供水费等，本次评估结合历史经营情况预测，按2019年的收入情况预测。

Ⅴ管架租赁费：管架租赁费按照评估基准日在执行的合同进行预测。

Ⅵ加油站便利店收入：加油站便利店收入按照2019年的情况预测。

2、营业成本的预测

①营业成本结构

北方石油、汇荣石油、北方港航成本构成分别如下：

成本构成 北方石油 汇荣石油 北方港航

主营业务成本

经营成本 经营成本 经营成本

储运成本 储运成本 储运成本

加油站成本 / /

/ / 其他与储运和港口相关的成本

其他业务成本

管架租赁费 管架租赁费 /

加油站便利店成本 / /

②营业成本预测过程

Ⅰ经营成本：经营成本主要为汽油、柴油、液化石油气以及其他化工材料的销售成本。本

次评估汽油、柴油、液化石油气及其他化工材料毛利率均取2017年至2019年的平均毛利率进

行预测。

Ⅱ储运成本：储运成本主要为工资及福利、储运直接费用、储运间接费用、摊销费用、安全

生产费用等。本次评估通过吞吐量及储运成本确定单位储运成本，再结合营业收入预测的吞

吐量，按照2019年的单位储运成本预测储运成本。

Ⅲ加油站成本：加油站成本主要为汽油、柴油销售成本。本次评估取2017年至2019年的平

均毛利率进行预测。

Ⅳ其他业务成本：其他业务成本结合成本构成，按照2019年的情况并结合相关合同进行

预测。

上述营业收入和营业成本的预测均结合标的公司历史经营情况，取2019年的指标或2017

年至2019年的平均指标进行测算，符合标的公司实际经营情况，相关指标确定合理。

3、折现率的确定

我们选择加权平均资本成本（WACC）作为折现率。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E一权益的市场价值；

D一债务的市场价值；

Ke一权益资本成本；

Kd一债务资本成本；

T一被评估单位适用的所得税率

其中，权益资本成本采用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计算。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Rf一无风险报酬率；

ERP一市场风险溢价；

β一权益的系统风险系数；

Rc一企业特有风险调整系数。

WACC模型中有关参数的计算过程：

①无风险报酬率的确定

参照同花顺iFinD金融数据终端，取待偿期为10年以上国债到期利率加权平均值为3.96%。

②资本结构的确定

通过同花顺iFinD金融数据终端查询，从石油化工贸易及仓储综合相关的上市公司中，选

取了细分行业与北方石油相近的3家公司，计算各家公司的资本结构（D/E）后平均得到公司

目标资本结构的取值。其中：D为各上市公司取数时点自身的长、短期付息债务的合计数，E为

上市公司取数时点的所有者权益公平市场价值。

经上述计算，结合企业实际情况，持续经营期内的企业实际资本结构与目标资本结构相

一致，资本结构分别为股权E/（E+D）=81.54%，债权D/（D+E）=18.46%。

③权益的系统风险系数Beta的确定

根据同花顺iFinD金融数据终端查询的与企业类似的沪深A股股票上市公司贝塔参数估

计值计算确定，具体确定过程如下：

首先根据公布的类似上市公司Beta计算出各公司无财务杠杆的Beta， 然后得出无财务杠

杆的平均Beta及上述计算的企业的目标资本结构D/E，计算出目标企业的Beta。计算公式如下：

βL=（1+（1-T）×D/E）×βU（公式中：βL：有财务杠杆的Beta；D/E：根据公布的类似上市

公司债务与股权比率；βU：无财务杠杆的Beta；T：所得税率；）。

我们取上市交易的3家石油化工贸易及仓储综合相关公司在评估基准日最近36个月原始

β值的加权平均值，经资本结构修正后作为本次评估β值的取值，为：β＝0.8742。

④计算市场风险溢价

估算股票市场的投资回报率首先需要确定一个衡量股市波动变化的指数，评估专业人员

选用沪深300指数为A股市场投资收益的指标，借助同花顺iFinD�金融数据终端提供所选择的

各成份股每年年末的交易收盘价作为基础数据进行测算（考虑到中国股市股票波动的特性，

我们选择10年为间隔期为计算ERP的计算年期）。 经计算得到各年的算术平均及几何平均收

益率后再与各年无风险收益率比较，得到股票市场各年的ERP。由于几何平均收益率能更好

地反映股市收益率的长期趋势， 故采用几何平均收益率而估算的ERP�的算术平均值作为目

前国内股市的风险溢价，即市场风险溢价为6.39%。

⑤企业特定风险调整系数Rc的确定

企业特有风险Rc=RPs±RPu（其中：RPs：公司规模风险溢价；RPu：公司其他特有风险溢价）

A）公司规模RPs超额收益中国研究国内对RPs的估算

对沪、深两市的1,000多家上市公司作为样本点，选择其2005～2010年的数据进行了分析

研究（RPs=3.73%-0.717%×Ln（S）-0.267%×ROA（R^2=92.26%）

其中： RPs：公司特有风险超额回报率；S：公司总资产账面值（按亿元单位计算）；ROA：

总资产报酬率；Ln：自然对数。

B）Rc企业特定风险调整系数的确定

RPs=3.73%-0.717%×Ln（S）-0.267%×ROA

=3.73%-0.717%×Ln（20.51）-0.267%×9.33%

=1.54%

北方石油属于石油化工贸易及仓储公司， 考虑到其业务结构不单一， 且产品结构繁多，

RPu确定为2.5%。

综上，北方石油公司规模风险溢价（RPs）为1.54%；公司其他特有风险溢价（RPu）为

2.5%；公司特有风险溢价（Rc）为4.04%。

⑥债务资本成本Kd取5年期以上贷款利率4.9%。

结合上述参数，确定折现率为11.76%。折现率计算所选取的主要参数是基于相关基数和

市场情况计算确定，取数具有合理性。

步骤二：根据收益法评估测算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与股权收购时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

行对比，判断是否减值。

公司聘请北京亚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截至2019年 12月31日重大资产重组标的资产

100%股东权益价值进行了评估，并于2020年4月24日出具了北京亚超评报字（2020）第A106号

《海越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对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盈利预测补偿期满涉及的天津北方石油

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减值测试项目资产评估报告》，截至2019年12月31日，标的资产的

股东全部权益评估值为110,910.64万元。

本次减值测试过程中，公司已向北京亚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履行了以下程序：

①已充分告知北京亚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本次评估的背景、目的等必要信息。

②谨慎要求北京亚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在不违反其专业标准的前提下，为了保证本次

评估结果与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中企华评报字(2017)第1107号评估报告

的结果可比，需要确定评估假设、评估参数、评估依据等不存在重大不一致。

③对于以上若存在不确定性或不能确认的事项，需要及时告知并在其评估报告中充分披

露。

④对比两次评估报告中披露的评估假设、评估参数等是否存在重大不一致。

⑤根据两次评估结果计算是否发生减值。

根据该次评估结果，自交割完成日至减值测试基准日期间标的资产未有股东增资及利润

分配，截至2019年12月31日，重大资产重组的标的资产100%股东权益评估值110,910.64万元，

高于标的资产交易价格104,000.00万元，未发生减值。

2020年公司通过查阅评估机构对标的公司北方石油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与公司对北方

石油长期股权投资账面成本进行比较分析，截至2019年12月31日和2020年12月31日，标的公司

北方石油股东权益均未减值。

（6）结合标的公司2019年未完成业绩承诺以及2020年业绩大幅下滑的情形，说明权益评

估值是否公允，减值测试结果是否合理。

①北方石油2017年3月31日、2019年12月31日、2020年12月31日，合并口径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权益合计分别为6.23亿元、9.11亿元、9.67亿元， 合并口径股东权益合计分别为7.50亿元、

10.38亿元、10.97亿元， 简单对比2020年12月31日合并口径的账面净资产和收购价格10.40亿

元，未发生减值。

②截至2019年12月31日，北方石油100%股东权益评估值110,910.64万元。评估基准日评估

专业人员预测北方石油2020年净利润为6,926.89万元， 北方石油2020实际实现净利润为6,

518.89万元，差异率5.89%。经评估测算，若将2019年12月31日北方石油100%股东权益评估预测

的2020年数据替换为2020年实际情况，北方石油100%股东权益仍未发生减值，除非2020年经

营亏损北方石油的权益价值才会发生减值。

此外，本次评估预测北方石油的盈利水平在2021年达到稳定，在详细预测期及永续期均

未考虑增长率。其中详细预测期主要参数预测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20年预测 2021年预测 2022年预测 2023年预测 2024年预测

营业收入 434,893.58 555,428.31 555,433.36 555,428.31 555,430.00

营业成本 421,761.26 541,111.85 541,116.37 541,111.85 541,113.36

净利润 6,926.89 7,394.58 7,394.96 7,394.58 7,394.65

本次评估采用企业自由现金流进行评估，即在上表净利润的基础上加回折旧摊销、营运

资金减少额、资本性支出得到的自由现金流，并进行折现得到经营性资产评估价值约为9.6亿

元。同时经营性资产评估价值加非经营性资产和溢余资产，减非经营性负债、付息负债，得到

最终股东权益全部价值。2019年12月31日北方石油非经营性资产、溢余资产、非经营性负债、

付息负债相比收购时分别减少约2.6亿元、增加约4.8亿元、增加约3.1亿元、减少约4.1亿元，故

在净利润缩减的情况下，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仍未发生减值。

综上分析，标的公司权益评估值公允，减值测试结果合理。

会计师核查程序及意见：

在审计过程中，会计师实施的核查程序如下：

（1）编制营业收入和营业成本明细表，计算各年度营业收入和营业成本变动比例，对变

动比例较大的收入和成本进行分析；

（2）对发生大额交易的客户和供应商进行函证，核对账务和合同签订情况，获取外部证

据以确认收入和成本的真实性和完整性；

（3） 获取同行业可比公司数据， 分析同行业公司收入成本变动情况与标的公司是否一

致，分析市场行情对标的公司经营情况的影响与同行业公司是否一致；

（4） 检查标的公司与客户和供应商签订的购销协议， 核对合同信息与账面信息是否一

致，是否存在跨期或未入账的合同，检查收入和成本的完整性；

（5）检查收入和成本记账凭证和原始凭证是否一致，账务处理是否正确；

（6）根据已签订的合同对仓储业务收入进行测算，检查收入计提是否正确，有无未入账

的收入和跨期的收入；

（7）获取贸易台账，抽查贸易合同及货权转移单，对同为供应商和客户的，比对相关产品

是否异常，逐笔检查贸易业务，计算贸易业务的毛利率，对比同类产品毛利率是否存在异常情

况；

（8）在公开平台查询公司客户及供应商的工商信息，检查是否存在关联交易；

（9）了解和评价北方石油管理层与收入确认相关的关键内部控制的设计，并测试其运行

有效性；

（10）查阅评估报告，并复核评价评估报告重要假设、关键参数与结论是否合理；复核公

司对标的公司的股东权益减值测试过程是否合理。

基于上述所实施的审计程序，我们认为：

（1）标的公司净利润在业绩承诺期内连续增长、但期满后大幅下滑的是受到新冠肺炎疫

情、国际油价下降和企业内部风险控制管理要求加严等的综合影响。营业收入与净利润的变

动趋势与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一致，承诺期内业绩真实、准确。

（2）标的公司2019年营业收入同比下滑44.84%，但净利润同比增长4%主要系北方石油优

化产品结构，提升石油贸易业务毛利率；以及正常归还到期贷款减少2019年的利息费用等所

致。

（3）公司对标的公司的股东权益评估值公允，减值测试结果合理。

3、年报披露，公司股权投资业务主要由海越资管、天越创业投资及公司参股的投资基金

管理和运营。2021年一季报显示，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4,163万元， 同比减少

973.79%，主要是海越资管新增投资所致。请公司核实并补充披露：（1）近三年公司股权投资

业务的经营情况，主要财务数据；（2）股权投资业务取得的投资收益或损失情况，包括取得的

分红、减资、股权转让和确认的合并报表利润情况等。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回复：

公司近三年的股权投资包括交易性金融资产、长期股权投资、其他权益工具投资，股权投

资业务的经营情况、主要财务数据及取得的投资收益或损失情况：

（1）交易性金融资产

单位：万元

被投资单位 损益情况

2020年期末数/本期发

生额

2019年期末数/本期发

生额

2018年期末数/本期发

生额

金亚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期末投资成本 642.84 642.84 642.84

期末公允价值变动 -642.84 -632.03 -632.03

期末账面价值 10.81 10.81

持有期间取得的股息

股票出售价款

处置损益

深圳市英威腾电气

股份有限公司

期末投资成本

期末公允价值变动

期末账面价值

持有期间取得的股息 7.50

股票出售价款 275.77

处置损益 -247.78

北京北信源软件股

份有限公司

期末投资成本

期末公允价值变动

期末账面价值

持有期间取得的股息

股票出售价款 2,657.59

处置损益 -940.91

北汽福田汽车股份

有限公司

期末投资成本

期末公允价值变动

期末账面价值

持有期间取得的股息 0.20

股票出售价款 77.03

处置损益 -125.40

浙江银轮机械股份

有限公司

期末投资成本

期末公允价值变动

期末账面价值

持有期间取得的股息 0.48

股票出售价款 97.33

处置损益 -56.32

上海宽频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期末投资成本

期末公允价值变动

期末账面价值

持有期间取得的股息

股票出售价款 115.79

处置损益 -21.86

广东众生药业股份

有限公司

期末投资成本

期末公允价值变动

期末账面价值

持有期间取得的股息 22.32

股票出售价款 1,198.57

处置损益 -818.87

注1：根据深交所下发的《股票终止上市复核决定书》（[2020]1号），金亚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股票于2020年8月3日被深交所予以摘牌，股票已不具交易价值，将金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允价值调整至0，计入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2）长期股权投资

单位：万元

被投资单位 主要财务数据/损益情况

2020年期末数/本期发

生额

2019年期末数/本期发

生额

2018年期末数/本期发

生额

诸暨华睿同道股权

投资合伙企业 （有

限合伙）

资产总额 3,500.10

负债总额

净资产 3,500.10

营业收入

净利润 0.10

权益法下确认的投资损益 0.06

确认的分红金额

减资金额

期末账面价值 2,000.06

浙江天洁磁性材料

股份有限公司

资产总额 19,485.68 21,064.35 24,465.29

负债总额 11,353.36 14,599.79 8,051.01

净资产 8,132.32 6,464.56 16,414.28

营业收入 77,334.07 70,101.37 75,890.87

净利润 1,667.75 50.28 1,270.30

权益法下确认的投资损益 259.86 50.52 141.43

确认的分红金额

减资金额 1,500.00

期末账面价值 1,219.85 959.99 2,409.47

浙江华睿睿银创业

投资有限公司

资产总额 4,222.36 4,154.50 6,578.35

负债总额 1,316.24 189.18 786.90

净资产 2,906.12 3,965.32 5,791.44

营业收入 2,938.53 697.33

净利润 1,840.80 1,749.25 1,369.19

权益法下确认的投资损益 403.82 -48.50 301.26

确认的分红金额 352.00 330.00 165.00

减资金额 286.00 220.00

期末账面价值 638.19 872.37 1,253.63

浙江华睿盛银创业

投资有限公司

资产总额 45,945.53 54,615.19 61,044.65

负债总额 16,842.65 12,508.63 13,432.30

净资产 29,102.88 42,106.56 47,612.36

营业收入

净利润 19,303.72 4,428.80 614.50

权益法下确认的投资损益 102.27 -222.33 -8.38

确认的分红金额 4,070.00 1,144.00 264.00

减资金额 88.00

期末账面价值 6,205.10 9,227.83 10,439.10

浙江华睿泰信创业

投资有限公司

资产总额 21,354.02 22,535.27 21,051.69

负债总额 6,660.31 3,215.11 2,821.43

净资产 14,693.70 19,320.16 18,230.27

营业收入

净利润 9,060.06 1,360.50 1,164.34

权益法下确认的投资损益 20.78 45.19 232.88

确认的分红金额 1,860.00 240.00 200.00

减资金额 200.00

期末账面价值 2,918.70 3,850.69 3,632.71

浙江华睿海越光电

产业创业投资有限

公司

资产总额 3,902.34 10,178.67 8,193.58

负债总额 391.05 742.80 798.25

净资产 3,511.29 9,435.88 7,395.33

营业收入

净利润 4,204.05 2,206.65 -5,194.09

权益法下确认的投资损益 72.46 171.77 -1,038.78

确认的分红金额 280.00 100.00

减资金额 1,300.00

期末账面价值 668.26 1,849.18 1,441.07

浙江华睿海越现代

服务业创业投资有

限公司

资产总额 11,123.79 13,971.86 15,699.55

负债总额 1,245.00 1,726.56

净资产 9,878.79 13,971.86 13,972.99

营业收入

净利润 1,109.12 -1.13 6,683.82

权益法下确认的投资损益 307.95 -0.31 1,855.43

确认的分红金额 888.48 277.65

减资金额

期末账面价值 2,742.85 3,878.59 3,878.90

浙江华睿北信源数

据信息产业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资产总额 7,343.48 7,338.91 9,419.09

负债总额

净资产 7,343.48 7,338.91 9,419.09

营业收入

净利润 0.67 319.82 -40.69

权益法下确认的投资损益 0.23 15.60 -1.97

确认的分红金额

减资金额 117.07

期末账面价值 358.22 357.99 459.47

诸暨华越投资有限

公司

资产总额 5,638.41 8,629.78 10,859.52

负债总额 4,422.16 10,712.84 12,162.84

净资产 1,216.25 -2,083.05 -1,303.31

营业收入

净利润 3,299.30 -779.74 -3,379.47

权益法下确认的投资损益 333.27 -572.03

确认的分红金额

减资金额

期末账面价值 333.27

国家管网集团汇鑫

油品储运有限公司

资产总额 42,299.29 38,884.77 31,703.42

负债总额 12,461.65 11,527.14 4,939.58

净资产 29,837.65 27,357.63 26,763.84

营业收入 9,737.81 9,566.57 9,634.94

净利润 271.34 232.26 -156.29

权益法下确认的投资损益 132.96 113.81 -76.58

确认的分红金额 905.10 635.77

减资金额

期末账面价值 18,245.37 18,112.41 18,903.71

宁波戚家山化工码

头有限公司

资产总额 39,124.68

负债总额 11,022.05

净资产 28,102.63

营业收入 8,955.56

净利润 3,373.79

权益法下确认的投资损益 789.13 1,619.42

确认的分红金额

减资金额

期末账面价值 13,489.26

诸暨中油海越油品

经销有限公司

权益法下确认的投资损益 25.80

期末账面价值

股权转让金额 326.44

处置损益 -5.87

和元生物技术 （上

海）股份有限公司

权益法下确认的投资损益 -36.95

期末账面价值

股权转让金额

处置损益

①诸暨华睿同道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浙江华睿睿银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浙江华睿

盛银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浙江华睿泰信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浙江华睿海越光电产业创业投资

有限公司、浙江华睿海越现代服务业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浙江华睿北信源数据信息产业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诸暨华越投资有限公司8家联营企业主要经营股权投资业务，利润主

要来源于其投资的分红收入及投资处置损益等。

②浙江天洁磁性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主要经营磁性材料的加工与销售，近三年整体经营稳

定。

③国家管网集团汇鑫油品储运有限公司主要经营原油储运服务，近三年整体经营稳定增

长，2020年9月原控股股东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国家管网集团汇鑫油品

储运有限公司51%权益转让给国家石油天然气管网集团有限公司。

④宁波戚家山化工码头有限公司系公司原控股子公司宁波海越新材料有限公司联营企

业，因2019年5月处置宁波海越新材料有限公司，宁波戚家山化工码头有限公司不再作为联营

企业。

⑤诸暨中油海越油品经销有限公司已于2018年转让。

⑥和元生物技术（上海）股份有限公司原系公司联营企业，2018年8月公司派驻的董事辞

职后对其不再具有重大影响， 故将其由长期股权投资重分类至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核算，2019

年已处置。

（3）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下转B120版)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B119

2021年 6 月 23 日 星期三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