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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同益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深圳市同益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的关注函》的回复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公司管理部： 

深圳市同益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9 年 3

月 4 日收到贵部下发的创业板关注函【2019】第 114 号《关于对深

圳市同益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公司对关注函中所提问题进

行认真核查，现就关注函内容回复如下： 

1．请结合公司所处行业特点、发展阶段、业绩增长情况、未来

发展战略、最近三年的每股收益情况、净利润和净资产增长情况等，

详细说明此次利润分配预案的确定依据及其合理性，转增方案与净利

润、净资产增长情况的匹配性。 

回复：  

（1）公司所处行业特点、发展阶段、业绩增长情况、未来发展

战略、最近三年的每股收益情况、净利润和净资产增长情况等。 

伴随着科技发展和社会进步，移动智能终端、无人机、智能家居、

智能汽车、智慧城市、建筑和基础设施等领域对工程塑料和电子材料

的需求日益增长，对材料性能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就市场容量来看，

据统计，2016 年底全球工程塑料市场容量为 662 亿美元，预计至 2026

年底将达到 1,328 亿美元，在预测期内年均复合增长率为 7.2%。另据

Markets and Markets 市场报告，2016 年全球工程塑料的市场需求量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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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1,691 万吨，并将以年均 8.9%的速度保持稳定增长。根据中国产业

调研网发布的《2019-2025 年中国电子材料行业现状研究分析及市场

前景预测报告》，我国电子材料行业整体实力稳步增长，电子材料在

新型显示和锂离子电池等领域的应用日益广泛。“十三五”期间，电子

材料行业将以 30%以上的速度快速增长，半导体材料、储能材料、光

电子材料及新型元器件材料等电子信息材料将迎来快速发展期。 

近年来，国内化工和电子材料分销市场竞争呈现日益精细化的特

点，客户对材料的应用提出更高的要求，应用服务型方案解决商成为

材料供应商与下游品牌商及其代工厂的重要纽带。作为中高端化工及

电子材料一体化解决方案提供商，公司秉承“让材料应用更容易”的使

命，以提高材料的使用效率为出发点，通过自身专业团队及整合材料

供应商技术资源，建立共同服务下游的战略合作关系，为客户提供全

过程技术支持，在客户的材料采购与加工环节扮演助力剂角色，协助

客户缩短新品开发及试料周期，及时响应处理技术问题，提高产品直

通率和产品良率，降低制造成本，协助客户提高生产交付的快速反应

力；同时，通过自身的专业化库存管理、上下游信息服务及整合材料

厂商资源，满足客户原料采购品种、数量及时效的柔性化供应需求，

协助客户优化库存管理，降低材料存货成本。由此，公司通过满足下

游品牌客户及其代工厂对材料应用品质、速度、成本和创新的需求，

不断提高中高端化工及电子材料的销售。 

公司深耕所处领域 17 年，具备竞争优势。公司与多家世界知名

企业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合作的供应商包括乐天、帝人、塞拉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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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公司服务的下游品牌客户分布于移动智能终端、智能家电等领域，

如华为、vivo、小米等。2018 年，公司在与主要供应商进一步加深、

加强战略合作的同时，积极开发新供应商，产品种类不断拓宽；公司

深耕细分市场效果日益凸显，行业竞争力持续提升，客户支持能力不

断加强；着力加大高端、专业人才的引进力度，实施组织架构改革，

完善流程管理体系，加大费用管控力度，提升公司发展内生动力，为

公司整体核心竞争力的增强提供保障。目前，公司正处于成长阶段。

2018 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29,742.73 万元（未经审计），比上

年同期增长 28.4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326.26 万元（未

经审计），比上年同期增长 80.43%。最近三年，公司每股收益、净

利润和净资产增长情况如下（2018 年数据未经审计）：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年 
增减变

动幅度 
2017年 

增减变

动幅度 
2016年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39 18.18% 0.33 -45.00% 0.60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3,326.26 80.43% 1,843.56 -33.95% 2,791.25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42,839.56 7.78% 39,747.16 2.18% 38,899.45 

未来，公司将在继续深挖成熟市场的基础上，不断开拓新市场，

聚焦和发展行业大客户；通过持续引进新供应商，不断拓宽产品种类；

加大研发投入力度，针对客户在材料应用过程中的痛点，提供定制化

整体解决方案，提高客户粘性。同时，在继续夯实现有业务的同时，

公司将积极探索外延式发展路径，通过对外投资开拓新业务，提升公

司业务规模，形成新的利润增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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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此次利润分配预案的确定依据及其合理性，转增方案与净

利润、净资产增长情况的匹配性。 

①利润分配预案合法、合规、合理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邵羽南先生提议的本次利润

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符合《公司法》、《企业会计准则》、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

项的通知》、《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等相

关规定，公司符合利润分配条件，即“公司该年度实现的可分配利润

（即公司弥补亏损、提取公积金后所余的税后利润）为正值，且现金

流充裕，实施现金分红不会影响公司后续持续经营”。此外，公司利

润分配预案亦符合《深圳市同益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即

“在公司的现金能够满足公司正常经营和发展需要的前提下，公司优

先采取现金方式分配股利。公司每年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不少于当

年实现的可供分配利润的 15%” 。  

本次利润分配预案拟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84,292,230 股为基数，向

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 1.5 元（含税），合计派发现

金 1,264.38 万元。公司 2018 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326.26 万元（未经审计），较上年同期增长 80.43%；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合并报表未分配利润为 15,550.95 万元（未经审计），

母公司账面可供分配的未分配利润为 5,177.09 万元（未经审计），满

足分配条件。 

②转增预案与公司成长性相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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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2018 年 11 月发布的《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信息披露指引第 1 号——高比例送转股份》，该指引所称“高

送转”，是指主板、中小板、创业板上市公司每十股送红股与公积金

转增股本合计分别达到或者超过五股、八股、十股。因此，提议人提

出的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8 股，不属于“高送转”。 

目前，公司股本规模相对较小（经统计，截至 2019 年 3 月 4 日，

公司股本规模处于沪深两市共 3590 家上市公司中第 3515 位），资本

公积金余额相对较高；此外，投资者也多次通过公司互动易平台和投

资者热线等渠道建议公司扩大股本规模。公司正处于成长阶段，经营

规模不断扩大，具备持续、稳健的盈利能力，财务状况良好，具备资

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条件。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实现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326.26 万元（未经审计），较上年同期增

长 80.43%；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42,839.56 万元（未经

审计），较上年同期增长 7.78%；公司资本公积金余额为 18,396.14

万元（未经审计）。本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拟以公司现有总股

本 84,292,230 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8 股，

共计转增资本公积金 67,433,784 元，占公司资本公积金余额的

36.66%，转增后公司总股本将增加至 151,726,014 股。 

因此，本次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是在充分考虑了

公司现有股本状况和投资者的合理利益与诉求，并结合公司发展阶

段、经营情况和发展战略而提出的，兼顾了股东的即期利益和长远利

益，与公司经营业绩和未来发展相匹配，有利于扩大公司股本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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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公司股票流动性，更好地回报广大股东。 

2．请说明公司筹划本次利润分配事项是否存在炒作股价、配合

股东减持的情形。 

回复：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邵羽南，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副董事长华青翠，持股 5%以上股东、高级管理人员华青春，

高级管理人员吴书勇、马远所持首发前限售股将于 2019 年 8 月 26 日

解除限售。上述股东所持股份尚处于限售期，且该解除限售日期距本

次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披露日期间隔 6 个月。 

公司董事、副总经理陈佐兴之配偶陈杰持有的 1,253,998 股无限

售流通股，公司高级管理人员马远先生之近亲属马征先生持有的 623,

302 股无限售流通股不减持承诺于 2019 年 2 月 27 日到期。截至本回

复出具之日，上述两名股东均未减持其所持股份。 

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预约披露日期为 2019 年 4 月 1 日，2019

年 3 月 1 日—2019 年 4 月 1 日为年报披露敏感期，公司已于 2019 年

3 月 1 日上午向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发出在此期间其本人

及其近亲属不得买卖本公司股票的提示。 

本次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披露后 6 个月内，公司

拟解除股权激励限售股 146,115 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0.17%）。

该解除限售股票数量为根据公司《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

案）》相关规定，在满足相关条件后的解除限售数量。考虑股权激励

对象离职、股权激励对象绩效考核不达标等情形而不能解锁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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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解除限售数量将低于 146,115 股，具体解禁数量及上市流通数量

将以公司届时披露的公告为准。 

综上所述，公司筹划本次利润分配事项不存在炒作股价、配合股

东减持的情形。 

3．请说明此次利润分配预案的筹划及决策过程，以及你公司在

信息保密方面所采取的措施。 

回复： 

2019年2月27日下午收市后，公司董事会收到公司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董事长邵羽南先生提出的《关于2018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

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的提议及承诺》，公司董事会秘书戴颖先生随即

联系了公司全体董事（邵羽南先生、华青翠女士、张亚玲女士、陈佐

兴先生、张志先生、何祚文先生、罗小华先生）对该利润分配预案发

表意见，董事们认为：邵羽南先生提交的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及资

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符合公司即期利益与长远利益，体现了公司积

极回报股东的原则，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有利于扩大公司股本规

模，增强公司股票流动性，符合公司战略规划和发展预期。提议符合

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具备合法性、合规性、合理

性。 

上述半数以上董事于2019年2月27日下午签署《关于公司2018年

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确认函》，同意该利润分配及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并承诺在公司召开相关董事会审议上述

2018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时投赞成票。随后，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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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在收市后，提交披露了《关于2018年度

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的预披露公告》，同时，在深圳

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业务专区填报了知悉该事项的相关内幕信息知情

人资料，并对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履行了保密和严禁内幕交易的告知

义务。 

4．请说明筹划利润分配预案前一个月投资者调研的详细情况，

是否存在向特定投资者泄露未公开重大信息的情形。 

回复： 

公司在利润分配预案披露前一个月内无接受投资者调研或媒体

采访的情况，不存在向特定投资者泄漏未公开重大信息的情形。 

5．你公司认为需要说明的其他情况。 

回复： 

除已公告的事项外，公司目前不存在需要说明的其他事项。 

 

特此回复。 

 

 

深圳市同益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三月五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