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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振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的回复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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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振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振静股份”）于 2019 年 9月 20日收

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四川振静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半年度报告的事后审核问询函》

（上证公函【2019】2782 号），根据问询函的要求，公司对相关事项回复并补充披露如下： 

问题一、半年报披露，公司拥有汽车革、鞋面革、家私革三大产品线，2019年上半年

实现营业收入2.84亿元，同比下降9.78%，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432万元，同

比下降13.06%。其中，鞋面革产品收入同比上涨19.64%，汽车革产品毛利率同比增加2.90

个百分点。 

1、报告期内三大产品线的营业收入、毛利率，以及同比变动情况，并分析变动的原

因和合理性。 

【回复】： 

报告期内公司三大产品线的营业收入、毛利率、同比变动情况以及变动原因分析列示

如下（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产品 

分类 

2019 年 1-6 月 2018 年 1-6 月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 

收入 

营业 

成本 
毛利率 

营业 

收入 

营业 

成本 
毛利率 

营业 

收入 

营业 

成本 
毛利率 

鞋面革 15,663.14 13,743.28 12.26% 13,091.52 11,857.58 9.43% 19.64% 15.90% 

增加

2.83 个

百分点 

汽车革 4,763.18 3,572.39 25.00% 10,016.38 7,802.29 22.10% -52.45% -54.21% 

增加

2.90 个

百分点 

家私革 7,454.00 5,830.53 21.78% 7,699.88 5,594.08 27.35% -3.19% 4.23% 

减少

5.57 个

百分点 

其他 478.09 441.52 7.65% 626.30 553.82 11.57% -23.66% -20.28% 减少



3.92 个

百分点 

合计 28,358.41 23,587.72 16.82% 31,434.08 25,807.77 17.90% -9.78% -8.60% 

减少

1.08 个

百分点 

（1）鞋面革营业收入、毛利率变动的原因 

1）鞋面革营业收入变动的原因 

项目 

2019 年 1-6 月 2018 年 1-6 月 
营业收入较上年同

期增加 

销售数量

（万 SF） 

不含税

单价（元

/SF） 

营业收入 

(万元） 

销售数量 

(万 SF) 

不含税单

价(元/SF) 

营业收入 

(万元） 

绝对数

（万元） 

相对数

（%） 

鞋面革 1,464.37 10.70 15,663.14 1,203.74 10.88 13,091.52 2,571.62  19.64 

鞋面革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增加了2,571.62万元，同比增长了19.64%，营业收入增加的

主要原因是销量增加影响所致，具体原因如下：报告期内，公司根据市场需求变化，积极

开发新的客户，针对客户需求调整生产工艺，推出鞋面革新产品，以匹配不同客户需求的

产品结构，不断扩大市场份额；本期开发的主要客户有温州加利利、红蜻蜓、莆田百合鞋

业、丹阳加美皮革、莆田鑫龙鞋业等公司，本期新开发客户共销售305.84万SF，销售收入

增加3,338.97万元。  

2）鞋面革毛利率变动的原因 

项目 

销售数

量（万

SF） 

不含税单

位售价

（元/SF） 

单位成

本（元

/SF） 

营业收入

(万元) 

营业成本

（万元） 

总毛利 

（万元） 

单位毛

利（元

/SF） 

毛利率 

1 2 3=5÷ 2 4=6÷ 2 5 6 7=5-6 8=3-4 8=7÷ 5 

2019

年 1-6

月 

1,464.37 10.70 9.39 15,663.14 13,743.28 1,919.86 1.31 12.26% 

2018

年 1-6

月 

1,203.74 10.88 9.85 13,091.52 11,857.58 1,233.94 1.03 9.43% 

变动 21.65% -1.65% -4.67% 19.64% 15.90% 55.59% 27.18% 
增加 2.83

个百分点 

鞋面革毛利率较上年同期增加了2.83个百分点，毛利率增加的主要原因是单位成本下

降影响所致。单位成本下降的主要原因系国际皮革市场需求疲软以及公司在国外集中批量

采购有议价优势，从而使公司皮料采购价格低于去年同期。 



（2）汽车革营业收入、毛利率变动的原因 

报告期内，受国内乘用车市场低迷的影响，同时客户根据市场情况消化现有库存，公

司汽车革产品销量较去年同期下降了56.02%，营业收入较去年同期下降了52.45%，下降的

主要原因系受国内乘用车市场行情持续低迷的影响，但是公司坚持长期发展战略，着力开

发汽车革新客户、新车型，提高产品质量，控制生产成本，汽车革产品毛利率较去年同期

增加了2.90个百分点；公司预计，随着乘用车市场的逐步回暖，公司参与的新车型开始交

货，公司汽车革产品销量将会逐步回升。 

1）汽车革营业收入变动的原因 

项目 

2019 年 1-6 月 2018 年 1-6 月 
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

增加 

销售数量

(万 SF) 

不含税

单价（元

/SF） 

营业收入 

（万元） 

销售数

量（万

SF） 

不含税

单价（元

/SF） 

营业收入

（万元） 

绝对数（万

元） 

相对数

（%） 

汽车革 326.49 14.59 4,763.18 742.33 13.49 10,016.38 -5,253.20 -52.45 

汽车革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减少5,253.20万元，下降了52.45%，减少的原因是销量下降

影响所致，销量下降的主要原因是本期国内乘用车市场行情持续低迷，公司本期对上海国

利汽车真皮饰件有限公司（广汽指定配套加工厂）销量下降幅度较大，销量比上年同期减

少490.62万SF，下降幅度为73.45%；销售收入比去年同期减少6,315.17万元，下降幅度为

72.45%。 

2）汽车革毛利率变动的原因 

项目 

销售数

量（万

SF） 

不含税

单位售

价（元

/SF） 

单位

成本

(元/SF) 

营业收入

(万元) 

营业成本

（万元） 

总毛利

（万元） 

单位毛

利(元

/SF) 

毛利率 

1 2 3=5÷ 2 4=6÷ 2 5 6 7=5-6 8=3-4 8=7÷ 5 

2019 年

1-6 月 
326.49 14.59 10.94 4,763.18 3,572.39 1,190.79 3.65 25.00% 

2018 年

1-6 月 
742.33 13.49 10.51 10,016.38 7,802.29 2,214.09 2.98 22.10% 

变动 -56.02% 8.15% 4.09% -52.45% -54.21% -46.22% 22.48% 
增加 2.90 个

百分点 

汽车革毛利率较上年同期增加了2.90个百分点，毛利率增加的主要原因是本期比去年

同期新增广汽三菱“奕歌”和“欧蓝德”两个车型配套座椅产品，上述两个产品本期销售

收入为1,297.48万元，并且上述两个产品是公司以深加工成裁片形式供货，因此去年同期相



比产品结构发生变化，导致成本小幅上升以及产品售价相应提高综合影响所致。 

（3）家私革营业收入、毛利率变动的原因 

报告期内，公司仍积极推动家私革市场，家私革销量较去年同期增长了9.77%，但由于

受市场竞争影响，本期家私革因价格下降导致营业收入比去年同期下降3.19 %，毛利率下

降5.57个百分点。 

1）家私革营业收入变动的原因 

项目 

2019 年 1-6 月 2018 年 1-6 月 
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

增加 

销售数量

（万 SF） 

不含税

单价（元

/SF） 

营业收入

（万元） 

销售数量

（万 SF） 

不含税单

价（元

/SF） 

营业收入

（万元） 

绝对数

（万元） 

相对数

（%） 

家私革 577.85 12.90 7,454.00 526.42 14.63 7,699.88 -245.88 -3.19 

家私革销售数量比去年同期增加51.43万SF，但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减少245.88万元，

同比下降了3.19%，销售收入减少的主要原因是家私革产品与国内房地产市场关联度较高，

国内房地产市场降温从而影响到家具（家私革）需求量，再加上消费者心态变化和国际贸

易争端等因素，以及本期原皮价格下降等原因综合影响，导致市场竞争更为激烈，公司为

了拥有一定的市场占有率，会根据市场行情调整单位价格，所以本期单价比去年同期下降

11.83%，从而导致本期销售收入下降。 

2）家私革毛利率变动的原因 

项目 

销售数

量（万

SF） 

不含税单

位售价

（元/SF） 

单位成

本(元

/SF) 

营业收入

(万元) 

营业成本

（万元） 

总毛利

（万元） 

单位毛

利（元

/SF） 

毛利率 

1 2 3=5÷ 2 4=6÷ 2 5 6 7=5-6 8=3-4 8=7÷ 5 

2019 年 1-6

月 
577.85 12.90 10.09 7,454.00 5,830.53 1,623.47 2.81 21.78% 

2018 年 1-6

月 
526.42 14.63 10.63 7,699.88 5,594.08 2,105.8 4.00 27.35% 

变动 9.77% -11.83% -5.08% -3.19% 4.23% -22.90% -29.75% 
减少 5.57

个百分点 

家私革毛利率较去年同期下降了5.57个百分点，由于经济活动影响因素较多，譬如房

地产市场情况、消费者心态变化、市场竞争、国际贸易争端等不确定影响因素；国内家私



革产品尤其是与国内房地产市场关联度较高，国内房地产市场降温也影响家具（家私革）

需求量减少，导致市场竞争更为激烈，公司为了拥有一定的市场占有率，在产品定价时会

根据市场情况随时调整价格，所以本期平均单价比上年同期下降11.83%，大于成本下降幅

度，从而导致本期毛利率比去年同期下降5.57个百分点。 

2、公司同行业主要竞争对手以及市场占有率情况，对比分析公司的主要竞争优势。 

【回复】： 

（1）公司三大产品领域的主要竞争对手 

汽车革领域，主要竞争对手为国外知名汽车革制造商在我国设立的子公司，如鹰革沃

特华汽车皮革（中国）有限公司、柏德皮革（中国）有限公司、浙江博世革汽车内饰有限

公司、中山杰仕地汽车皮件制品有限公司等外商独资企业等。 

家私革领域，主要竞争对手包括山东德信皮业有限公司、浙江通天星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等。 

鞋面革领域，主要竞争对手包括兴业皮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峰安皮业股份有限公司、

粤海制革有限公司等。 

（2）公司主要竞争对手的市场占有率 

近几年，我国制革企业逐渐从大中城市向小城市、乡镇转移，70%的企业集中在沿海

一带，如福建、浙江、广东等省份，但以小型企业为主体，形成规模的大型企业较少，生

产集中度较低，竞争激烈且分散，没有绝对的市场垄断者，从公开信息无法搜集行业类竞

争企业的具体市场占有率，目前公司和竞争对手的市场占有率均相对较低，已搜集到的关

于以上主要竞争对手的竞争优势如下： 

产品分类 主要竞争对手名称 竞争优势 

汽车革 

鹰革沃特华汽车皮革（中国）有限公司 

1、其母公司为全球最大的汽车皮革供应商，具

备品牌优势、规模优势和资金优势；2、客户包

括宝马、戴姆勒等国际知名客户，具备客户资源

优势；3、技术研发优势；4、清洁生产优势 

柏德皮革（中国）有限公司 
1、品牌优势；2、技术研发优势；3、全球资源优

势；4、客户资源优势。 

浙江博世革汽车内饰有限公司 品牌优势 

中山杰仕地汽车皮件制品有限公司 1、品牌优势；2、全球资源优势。 

家私革 

山东德信皮业有限公司 区位布局优势。 

浙江通天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产能规模优势；2、技术研发优势；3、清洁生

产优势。 

鞋面革 兴业皮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企业文化优势；2、产品质量及品牌优势；3、

先进设备和技术优势；4、规模优势；5、近距离



渠道及高端知名品牌客户群资源优势；6、标准

化的原材料供应优势；7、区位优势；8、根据皮

革工业信息中心和中国海关统计，兴业科技近年

来为最大的美国牛原皮进口企业。 

峰安皮业股份有限公司 
1、品牌优势；2、品质管理和清洁生产优势；3、

技术优势；4、产业布局区位优势。 

粤海制革有限公司 1、品牌优势；2、融资优势。 

（3）公司的主要竞争优势 

1）原皮供应优势：公司为行业内较早在澳大利亚进行原皮采购业务布局的企业，取得

了优质、稳定、低价的原材料供应先发优势。 

2）生态环保优势：公司高度重视环境保护工作，在生产经营各个环节落实了环境保护

各项要求，通过了相关环境管理体系认证、清洁生产审核验收、符合环保规定的制革企业

审核，并率先获得了BLC-LWG金牌证书（注册号SIC005），此证书由英国BLC Leather Technology 

Centre（BLC皮革科研及技术中心）认证颁发。 

3）技术研发优势：公司具有技术研发优势，实行价值竞争、差异化竞争，精准地定位

市场、开发产品线，以“工匠精神”做出适销对路的高品质产品。 

4）柔性化生产优势：公司经过多年积累，在行业内率先建立了汽车革、鞋面革、家私

革三大产品线，能通过柔性化生产把握不同时期、不同细分领域出现的市场机遇，根据下

游需求的变化及子领域竞争情况，调整产品线布局，获取最大利益。 

5）产品质量优势：公司建立了全面有效的质量管理体系和环境管理体系；公司还通过

了专门针对汽车革产品质量认证。 

6）精细化管理优势：公司建立了精细化生产管理体系，所有业务流程都有相应细化的

管理标准，不同功能区域都有划线表示，实行可追溯的生产流程管理。 

问题二、半年报披露，公司在建工程期末余额1.72亿元，比上年期末增加8.54%。其中，

环保工程项目累计投入占预算比例100.78%，工程进度98.50%，2018年年报披露该工程进度

为98.00%；生产线工程项目累计投入占预算比例118.68%，已基本安装完成，目前设备正处

于调试阶段，工程进度与2018年年报披露一致。 

1、环保工程项目、生产线工程项目的计划建设期、预计完工日期、预计开工时间，

以及生产线工程项目调试的具体情况、时间安排。 



【回复】： 

公司环保工程项目、生产线工程项目的建设时间安排列示如下： 

项目名称 开工日期、建设期及预计完工日期 

环保工程项目 

该项目于2015年3月正式开工，在工程建设过程中，环保要求提高，

公司根据提高的环保要求，优化了环保工程项目，建设期相应延长，

该项目已于2019年9月完工并全部转固。 

生产线工程项目

【注】 

该项目于2015年3月正式开工，公司在工程建设过程中，根据设备能

力情况，秉着产能发挥经济化原则，将原项目计划100万张/年产能通

过提升产能利用率将产能发挥至120万张/年；此外，由于该生产线智

能化、自动化程度较高，主要设备均为进口，在调试和试生产的过程

中，为满足同一生产线能够同时生产汽车革、鞋面革、家私革三大产

品的柔性化生产需求，调试时间较长，导致建设期延长，该项目已于

2019年三季度完工并全部转固。 

注：生产线工程项目因涉及供应商及设备较多，各设备是分批分阶段到公司安装调试，

目前所有设备安装调试完毕并转固。 

生产线工程项目包括水场、染色、涂饰、后整理等各车间若干台设备，公司以往年度

已按照设备验收报告把具备使用条件的4,663.49万元设备转固，剩余未转固设备主要系国外

进口的智能化、自动化运输设备及皮革生产设备，该部分设备因到货时间较长，安装过程

复杂，系统连贯性强；有部分设备到厂后，才能确定设备的完整的指标参数，对该类设备

的配套基础设施建设，需根据完整的设备指标参数进行；因公司采用柔性化生产，为满足

汽车革、鞋面革、家私革三大产品各不相同的工艺技术需求，实现适用于不同产品生产的

顺利切换，达到产能利用率充分，需要不断调试和生产验证，并完成对工人的系统操作培

训，从而导致生产线安装调试时间较长，该项目目前已于2019年三季度陆续完成调试并全

部转固，不存在延迟转固的情形。 

2、在建工程的主要功能，以及未达到预定使用状态对生产经营活动的影响。 

【回复】： 

环保工程项目、生产线工程项目的主要功能和影响列示如下： 

项目名称 主要功能 未达到预定使用状态对生产经营活动的影响 

环保工程项

目 

公司重视环保投入，在原有

环保工程的基础上，新建环

公司旧的污水处理系统已经达到了国际和

国内的标准，并取得了相关认证；本次项目



保工程，提高了污染物处理

标准和效率，为未来生产线

工程项目全面投产后增加产

能储备污水处理能力。 

是在原有环保工程的基础上新增的且施工活

动与生产活动可分离，公司也未增加新的产

能，故对目前生产经营影响较小。 

生产线工程

项目 

通过新建综合厂房、扩充生

产空间，更新生产设备、重

新优化生产线布局，从而达

到充分利用公司土地资源、

提高公司生产效率。 

生产线工程主要为公司改善工作生产环

境，提高生产效率而实施的改造工程项目，

新的建设项目和原来公司的生产流程基本可

以分开实施，即使部分新的设备未达到使用

状态，公司旧的设备在未增加产能的情况下，

仍能满足生产需求，不会对生产经营造成不

良影响，但全面建成后会增加产能。 

3、报告期内两项在建工程进度较慢的具体原因，是否存在未及时转入固定资产的情

形 

【回复】： 

环保工程项目： 

环保工程项目前期因设计及污水处理工艺影响，工程项目一直未能达到污水处理设计

能力，后续多次进行改造及工艺调整。以前年度已对部分可使用完工项目转固，不存在未

及时转入固定资产的情形，现经公司和施工单位共同努力，目前已基本达到预定使用状态，

公司已于2019年9月全部转固。 

生产线工程项目： 

生产线工程项目因主要设备系国外进口，分批到货且到货时间较长，安装以及调试过

程均较为复杂，且系统连贯性强；同时，有部分设备到厂后，才能确定设备的完整的指标

参数，对该类设备的配套基础设施建设，需根据完整的设备指标参数进行；公司本次投资

的设备，智能化、自动化程度较高，专业性较强，为达到产能利用率充分、三大类型的皮

革产品均能共线生产，需分产品类型对设备不断进行调试、系统升级和生产验证，并完成

对工人的系统操作培训，从而导致生产线安装调试时间较长，不存在未及时转入固定资产

的情形。目前该工程项目已于2019年三季度陆续调试验收完毕并全部转固。 

问题三、半年报披露，公司报告期内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1841万元，同比减

少47.23%；存货期末余额4.8亿元，较上期期末增加4424万元；其他非流动资产期末余额2689

万元，其中主要为2019年6月预付2000万元股权转让款项，后公司再次评审，认为拟投资企

业的经营业务与公司产业关联度不高，经公司研究并与对方友好协商决定终止该项投资，

该笔股权转让款已于2019年7月全额收回。 



1、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减少的主要原因。 

【回复】： 

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减少的主要影响项目及其原因列示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

1-6 月 

2018 年

1-6 月 

同比变化 备注 

增减额 
增减幅

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840.73 3,487.96 -1,647.23 -47.23  

其中：影响经营活动现金流金额变化的

主要项目 
     

（1）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29,680.59 25,358.85 4,321.74 17.04 注 1 

（2）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22,103.18 16,220.83 5,882.35 36.26 注 2 

（3）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4,488.11 3,831.66 656.45 17.13 注 3 

（4）支付的各项税费 1,270.99 2,350.22 -1,079.23 -45.92 注 4 

注 1：本期按销售合同计划回款，同时公司加紧沟通协调主机厂结算新开发车型产品

的款项，本期一次性结算应收 A7M 车型应收款项 6,029.07 万元，导致本期应收账款回款比

去年同期增加； 

注 2：本期主要原材料（原皮）价格持续下跌，公司判断原皮价格处于低点，下表为

澳洲牛皮到厂情况统计表： 

时间 
2018年度 2019年度 

一季度 二季度 三季度 四季度 一季度 二季度 

数量(张）    122,726.00     164,360.00     219,055.00     340,928.00     460,793.00      208,099.00  

总金额（元） 37,987,951.59  47,091,881.55  53,291,360.18  70,226,919.58  86,366,406.04   39,821,731.01  

平均单价（元/

张） 
      309.53         286.52         243.28         205.99         187.43          191.36  

因此报告期内公司加大了原材料采购量，支付的货款相应增加；另外为了进一步保证

部分原材料供应和寻求降低原材料采购成本，本期公司与供应商议价时，应部分供应商要

求，本期比上年同期缩短了部分供应商的货款结算周期。在上述因素综合影响下，本期应

付账款本期期末余额比本期年初金额减少 1,390.81 万元，而去年同期应付账款期末余额比

其期初余额增加 2,111.51 万元。 



注 3：主要因去年新设子公司四川振静皮革服饰有限公司，故本期职工人数与去年同

期相比平均增加 109 人，导致本期支付的职工薪酬较去年同期有所增加； 

注 4：本期原材料采购增加，增值税进项税相应增加，应交纳的增值税减少。 

以上原因综合影响，导致本期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减少。 

2、营业收入下降的同时，存货增加的原因和合理性。 

【回复】：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下降的同时，本期期末存货比期初增加4,424万元的主要原因

是本期主要原材料（原皮）价格持续下跌，公司把握原皮的低价行情，加大了原材料的采

购量，因原皮保存期限较短，公司生产成半成品（蓝湿皮）存放，导致半成品（蓝湿皮）

库存金额较上年同期增加4,576.63万元。 

3、对外投资短期内即终止、前期预付款项的原因和合理性，是否涉及关联方、是否

存在以投资对外拆借资金的情形。 

【回复】： 

（1）对外投资短期内即终止、前期预付款项的主要原因： 

公司对外投资目标公司是成都新朝阳作物科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目标公司”），

主要研发、生产、销售植物源农药、土壤调理剂和天然植物调节剂。公司于 2019 年 6 月初

开始接触目标公司，了解其拟引进外部战略投资者，公司组织相关人员进行了初步尽调。

经初步尽调，公司判断成都新朝阳作物科学有限公司核心产品芸苔素具有较高的技术壁

垒，目标公司及其所处行业前景较好，具有一定投资价值，决定使用自有资金进行投资。

基于新朝阳公司资质较好，有意向参与的投资者较多，公司为了把握投资机遇，于 2019 年

6月25日与持有成都新朝阳作物科学有限公司100%股权的控股股东成都乐姿投资有限公司

签订《投资框架协议》，协议约定公司出资 4,000.00 万元从成都乐姿投资有限公司受让成

都新朝阳作物科学有限公司 10%股份。公司按框架协议约定于 2019 年 6 月 26 日预付了

2,000.00 万元的投资款，以便于展开后续尽调工作。本次对外投资的实施，将增强公司的抗

风险能力，也积极促进了该企业的发展，有利于提升我国农业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公司 2019 年 7 月专门安排人员对成都新朝阳作物科学有限公司进行了走访和调查，目

标公司总体状况良好，在行业内具备一定的优势，公司投资后具有较大的增值空间。但目

标公司主要从事生物源、植物源农业投入品的研发和推广，产品为植物源农药、土壤调理



剂和天然植物调节剂等，其产业、产品与公司目前的产业、产品的关联度不高，公司仅作

为战略投资者投资，暂不能深化、提升公司的主营业务。虽然本项目具备较高的投资收益

可能，但就目前振静股份发展的情况而言，公司还是要把资金用于主营业务的发展和日常

运营中，保持公司持续、稳步发展；为此公司管理层最终决定终止此次收购目标公司股权

的事宜，经双方友好协商，成都乐姿投资有限公司于 2019 年 7 月退回了 2,000.00 万元预付

款项，根据框架协议条款，经双方一致同意终止交易后，交易方在规定期限内归还该笔预

付款，无须承担任何责任。 

（2）该对外投资交易方系成都乐姿投资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为何其明），与本公司

不存在关联方关系，本次投资系根据前期尽调并按照经双方签署生效的《投资框架协议》

约定的条款支付一定比例股权投资款，并在双方终止交易后已全额收回，不存在以投资对

外拆借资金的情形。 

（3）公司关联方四川和邦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和邦生物”）于 2019

年 7 月 30 日披露的《购买资产暨对外投资公告》（公告编号：2019-50）显示，和邦生物通

过股权转让和增资的方式投资成都新朝阳作物科学有限公司，交易完成后和邦生物将合计

持有标的公司 5%的股权。公告披露，和邦生物与乐姿投资、标的公司分别于 2019 年 6 月

25 日签署了《投资框架协议》，2019 年 7 月 29 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增资协议》，

并在签订框架协议后现金支付了投资款项。和邦生物《2019 年半年度报告》披露，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和邦生物货币资金余额 6.00 亿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10.10 亿元，

具备投资能力。公司与和邦生物同时期分别支付了协议款项，公司不存在以投资对外拆借

资金的情形。 

特此公告。 

 

 

四川振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10月 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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