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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819        证券简称：聚杰微纤        公告编号：2020-080 

 

江苏聚杰微纤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 

1、2020 年 10 月 9 日至 10 月 21 日，江苏聚杰微纤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股票收盘价累计涨幅达 87.49%，累计换手率为 394.38%，

近期公司股价累计涨幅较大、换手率高。根据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官方网站发布

的证监会行业市盈率和市净率数据显示：截至 2020 年 10 月 21 日，公司最新市

盈率为 79.97 倍，市净率为 5.91 倍；公司所处行业“C17 纺织业”最新市盈率

为 29.38 倍，市净率为 2.61 倍。公司当前的市盈率、市净率显著高于同行业的

平均水平，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经核查，公司近期订单量平稳，未出现大幅度的增加，订单量仍低于去

年同期水平。公司产品主要出口客户为法国运动品零售商迪卡侬，对其销售收

入占比 70%左右。根据公司 2020 年半年度报告，受疫情影响，海外需求下滑，

公司 2020 年半年度营业收入 19,806.57 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23.50%,净利润

为 863.66 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69.84%。 

根据公司于 2020 年 10 月 20 日披露的《2020 年前三季度业绩预告》，经公

司财务部初步测算，预计公司 2020 年前三季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1,300 万元至 1,600 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70.79%-64.05%；预计第三季度可

以实现净利润 436万元—736 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72.54%-53.65%。 

公司近期股价上涨幅度缺乏业绩支撑，公司特别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审慎决策，理性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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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聚杰微纤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0 年 10 月 20日收到深圳证券交

易所创业板公司管理部《关于对江苏聚杰微纤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

（创业板关注函〔2020〕第 472 号）（以下简称“关注函”），公司董事会高度

重视，对关注函提到的问题进行了审慎核查和认真研究。现按相关要求将回复公

告如下： 

一、你公司 2020 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 19,806.57 万元，同比下滑 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以下简称“净利润”）为 863.66 万元，同比下滑

69.84%。近三年来，公司主营业务以海外市场为主，境外销售收入占总收入比

重分别为 74.41%、75.48%、66.95%，出口目的地以欧洲为主。《2020 年半年度

报告》显示，2020 年上半年，因欧洲疫情严重，公司产品在欧洲的销售受到很

大影响。请结合行业趋势、疫情影响、市场需求、主要产品毛利率变化、期间

费用支出等因素说明上半年收入及净利润下滑的原因，生产经营环境与基本面

是否发生重大不利变化，相关因素是否可能持续存在，并结合上述情况向投资

者充分提示风险。 

回复： 

（一）公司 2020 年上半年收入及利润下滑的主要原因分析 

1、行业趋势、疫情影响及市场需求分析 

2020 年随着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在全球的快速传播，我国纺织行业发展面临

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全行业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积极组织复工复产，一手抓

防疫，一手抓生产，同时持续深化结构性改革，加快推动行业的转型升级，努力

将疫情造成的损失降至最低。但在疫情影响之下，国内外市场需求放缓、贸易环

境更趋复杂、综合成本持续提升，企业投资增长动力偏弱，效益水平下滑，主要

经济运行指标均呈现放缓态势。2020 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企业中纺织行业

营业收入、利润总额较上年同期均有所下降。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0 年 1-6

月份，全国规模以上企业中纺织行业营业收入 9,669.4 亿元，较上年同期降低

15.6%；利润总额 402.1 亿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5.6%。近三年来，公司主营业务

一直以海外市场为主，出口比例超过 70%，出口目的地以欧洲为主。2020 年上半

年，因欧洲疫情十分严重，公司产品在欧洲的销售受到很大影响。 

2020 年第一季度，受国内突如其来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影响，公司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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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下游企业普遍停工停产，物流全面受阻，产品订单交货计划推迟，各项业务开

展缓慢，疫情的冲击导致公司第一季度实现营业收入 8,172.53 万元，较上年同

期增长 5.35%；实现归属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 74.26万元，较上年同期下滑 90.31%。 

2020 年第二季度，国内疫情逐步得到有效控制，但欧洲地区疫情呈上升趋

势，面对疫情影响及内外部经济下行的严峻形势，公司一方面狠抓疫情防控，一

方面稳扎稳打实现全面复工，努力将疫情影响降至最低。2020 年半年度实现营

业收入 19,806.57 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23.50%，实现归属上市公司股东净利

润 863.66 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69.84%。 

2、主要产品毛利率变化分析 

公司主要产品为：超细纤维制成品、超细纤维仿皮面料、超细纤维功能面料

及超细纤维无尘洁净制品，公司主营业务未发生重大变化，截至 2020 年上半年，

主要产品毛利率分析如下： 

单位：元 

主要产品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营业收入

比上年同

期增减 

营业成本

比上年同

期增减 

毛利率比

上年同期

增减 

超细纤维制成品 140,671,815.41 101,238,157.21 28.03% -31.90% -30.62% -1.32% 

超细纤维仿皮面

料 
30,659,284.16 20,871,944.86 31.92% -3.80% -12.84% 7.06% 

超细纤维功能面

料 
1,964,366.48 1,483,753.03 24.47% -6.33% -1.25% -3.89% 

超细纤维无尘洁

净制品 
9,184,431.47 6,584,481.26 28.31% 159.78% 150.21% 2.74% 

 

3、期间费用分析 

2020 年上半年，公司的期间费用变化分析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20年上半年 上年同期 同比增减 变动原因 

销售费用 4,975,087.70 6,368,181.48 -21.88% 
本期运输费按准则列支到营

业成本所致。 

管理费用 14,712,171.56 12,352,957.41 19.10% 

公司 2019年 4月份收购子公

司郎溪远华，并表时间从

2019年 4月份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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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费用 467,300.89 1,193,931.10 -60.86% 
主要系存款利息收入增加所

致。 

研发投入 8,484,360.11 10,142,820.46 -16.35%  

 

综合上述数据，公司所处的行业未发生重大变化，2020 年上半年营业收入

及净利润相比去年均有所下滑主要原因系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随着新冠病毒疫

情形势的好转，订单正逐步恢复中。公司所处的行业以及生产经营环境未发生重

大不利变化，公司毛利率、期间费用等与去年同期相比未发生重大变化。 

（二）公司相关风险提示 

1、客户集中度高的风险 

2016-2019 年，公司向全球著名的运动零售品大型连锁超市迪卡侬销售额分

别为 25,776.49 万元、30,705.11 万元、34,400.42 万元、35,754.44 万元，占

销售收入的比重分别为 61.11%、70.85%、74.41%、71.74%，尽管公司与主要客

户迪卡侬之间形成了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但如果公司与主要客户的合作发生变

化，或主要客户的经营情况发生变化，从而降低对公司产品的采购，将可能对公

司的盈利能力与业务发展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2、环保风险 

公司在多个生产环节中会产生一定的废水、废气和固体废弃物，尽管公司针

对生产厂区及生产设备都采取了处理措施，已建立一整套环境保护和治理制度，

综合回收利用废弃物和再生资源，目前已实现生产废水、废气、固体废弃物的达

标排放，倘若出现处理不当或设备故障时，仍面临着环保污染问题。同时，由于

历史原因，公司厂区周边为后建社区，公司面临较大的环境保护压力。随着社会

对环境保护的日益重视，我国政府环境保护力度的不断加强，江苏省、环太湖流

域可能在未来出台更为严格的环保政策、提出更高的环保要求；若公司不能及时

对生产设施进行升级改造以提高废水、废气和固体废弃物的处理能力，满足更为

严格的环保标准和环保要求，或者公司环保设施未能有效运作，将给公司生产经

营带来不利影响。 

3、新冠疫情复发风险 

2020 年，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在全球范围内大范围传播，对全球生产生活产

生极大的阻碍。当前国内疫情得到全面的控制，世界其他国家的疫情形式也有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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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转，但随着秋冬季节的临近，疫情仍然存在着极大的复发风险，如果疫情复发，

又将再一次对企业的生产经营，产生巨大的威胁。 

本公司郑重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者应充分了解股票市场风险及公司于

2020 年 8 月 21 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2020 年半年度报告》“第四节、经营情

况讨论与分析”之“九、公司面临的风险和应对措施”中的风险因素，审慎决

策，理性投资。 

 

二、截至 10 月 19日收市，你公司市盈率为 84.35 倍，滚动市盈率为 126.88

倍。请说明公司股价涨幅情况与基本面是否匹配，并结合公司股票涨幅、市盈

率与行业相关指数的偏离情况等进一步向投资者提示股价异常波动风险。 

回复： 

（一）公司基本面情况： 

公司专注于超细复合纤维面料及制成品的研发、生产、销售业务，系国内最

早从事超细复合纤维材料加工、应用的企业之一，主要团队具有 20 多年超细纤

维面料研发生产、专业染整、超细纤维服装及家纺制成品研发生产经验。公司主

要产品包括超细纤维制成品、超细纤维仿皮面料、超细纤维功能面料以及超细纤

维无尘洁净制品四个大类。 

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情况、主营业务范围和其它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

化，最近三年及一期公司营业收入及利润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元 

项目 
2020年 1-6月 

（未经审计） 
2019年年度 2018年年度 2017年年度 

营业收入 198,065,662.17 498,407,381.04 462,337,633.31 433,377,979.52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8,636,559.39 59,658,231.43 66,386,483.08 70,112,133.49 

 

根据公司于 2020 年 10 月 20 日披露的《2020 年前三季度业绩预告》，经公

司财务部初步测算，预计公司 2020 年前三季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1,300 万元至 1,600 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70.79%-64.05%；预计第三季度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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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实现净利润 436万元—736 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72.54%-53.65%。 

公司 2020 年前三季度净利润同比出现较大幅度下滑，主要原因为受国外新

型冠状病毒疫情影响，公司产品需求受到抑制，出口订单下降所致。目前欧洲新

型冠状病毒疫情尚未得到明显控制，而近期二级市场公司股价累计涨幅偏离正常

区间，与公司经营业绩等基本面情况没有明确的匹配关系。公司股价短期内在缺

乏业绩支撑的情况下涨幅较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二）股价走势及同行业上市公司市盈率水平 

2020 年 10 月 9 日至 10月 21 日，公司股票收盘价累计涨幅达 87.49%，累计

换手率为 394.38%，近期公司股价累计涨幅较大、换手率高。根据中证指数有限

公司官方网站发布的证监会行业市盈率和市净率数据显示：截至 2020 年 10 月

21日，公司最新市盈率为 79.97倍，市净率为 5.91 倍；公司所处行业“C17 纺

织业”最新市盈率为 29.38 倍，市净率为 2.61 倍。公司当前的市盈率、市净率

显著高于同行业的平均水平，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秉持价值投资理念，审慎决策，

理性投资以免股价急涨急跌造成个人投资的重大损失。 

 

三、请结合公众媒体报告、投资者咨询等涉及的内容，核查你公司股价短

期内涨幅较大的原因，是否存在对公司股票交易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信

息、市场传闻、热点概念等，如有请及时披露或予以针对性的澄清说明。 

回复： 

（一）请结合公众媒体报告、投资者咨询等涉及的内容，核查你公司股价

短期内涨幅较大的原因 

近期部分社交媒体报道印度纺织业订单因疫情原因回流到中国，同时纺织面

料涨价一事，受此消息影响，纺织板块曾一度领涨市场，因公司股票于 2020 年

3月份上市，流通股较少，且股价较为平稳，未出现大幅度的涨跌行情，故公司

股票成为资金炒作的对象，短期内涨幅较大可能系受上述因素影响所致。 

经向公司销售部、财务部以及生管中心核实，未发现我公司因该事项导致订

单量增加的情形，同时公司产品价格平稳，亦未出现产品价格上涨情形。 

（二）是否存在对公司股票交易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信息、市场传

闻、热点概念等，如有请及时披露或予以针对性的澄清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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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的主营业务涉及纺织面料，受部分自媒体报道的原因，近期 A股市场上

从事纺织服装业务的上市公司一度受到追捧。除此以外，不存在对公司股票交易

价格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信息、市场传闻、热点概念等。 

针对上述报道，经公司多方核查，公司近期订单量平稳，未发现我公司因该

事项导致订单量增加的情形，截止公告日，公司订单量仍低于去年同期水平。 

公司再次提醒广大投资者秉持价值投资理念，审慎决策，理性投资以免股价

急涨急跌造成个人投资的重大损失。 

四、请核查你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 5%以上股东、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及其直系亲属近一个月买卖你公司股票的情况，是否存在内幕交

易、操纵市场的情形，未来 6个月内是否存在减持计划，如有请予以披露。 

回复： 

经核查与询问，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 5%以上股东、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直系亲属最近一个月内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未来

6个月内亦不存在减持计划，公司也不存在内幕交易、操纵市场、违规买卖公司

股票的情形，上述相关人员均已对核查事项签署确认文件。公司将持续关注公司

股份变动的有关情况，公司董事会将督促前述人员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

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五、你公司认为应予说明的其他事项。 

回复： 

截至本回复披露日，公司无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亦不存在根据《深圳证券

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的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公

司前期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 

公司将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

性文件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所有信

息均以公司在巨潮资讯网等法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

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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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聚杰微纤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10 月 2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