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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编号：2019-001

投资者关系活动

类别

□特定对象调研 □分析师会议

□媒体采访 ■业绩说明会

□新闻发布会 □路演活动

□现场参观

□其他 （请文字说明其他活动内容）

参与单位名称及

人员姓名

投资者

时间 2019 年 5 月 7 日，13:30-15:30

地点 “全景•路演天下”（http://rs.p5w.net）

上市公司接待人

员姓名

董事长兼总裁刘曙阳先生；财务总监李本阳先生；副总裁兼董

事会秘书罗玉清女士；独立董事王兵先生；保荐代表人鹿美遥

先生

投资者关系活动

主要内容介绍

本次年度业绩说明会采用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双方进行

了充分的交流与沟通，严格按照相关规定，保证信息披露的真

实、准确、完整、及时、公平性，没有出现未公开重大信息泄

露等情况。

主要内容如下：

1、报告期内,公司销售费用是否有所增长？

答：您好！2018 年公司销售费用较 2017 年增长 3.86%，谢谢！

2、对于 2019 年经营环境，公司怎么认为？ 公司将采取那些

措施保障 2019 年业绩？

答：您好！公司改性塑料产品主要应用于汽车、高铁和电子电



气领域。2019 年公司发展面临的外部环境和去年相比依然复

杂严峻， 全球经济减速，中美贸易摩擦，国内经济下行压力

仍存。2019 年，公司坚持有效益的增长和发展的道路，坚持

把创新摆在公司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提质增效，加快实现从

“生产型制造企业”向“服务型制造企业”的转变和提升，构

筑公司产品设计、服务、品牌的高层次核心竞争力。公司将继

续以业绩为导向，全力保证公司增长目标，切实提升运营质量。

持续推进新技术新产品新项目，为深耕市场奠定基础。公司将

从以下方面深入开展工作：一是市场发展；二是产品发展；三

是人才资源；四是完善质量管理体系；五是推进精化管理。谢

谢。

3、公司如何保证产品设计的创新？

答：您好！公司将加大研发投入力度，瞄准市场，围绕汽车、

高铁、电子电气三大板块，以尼龙作为市场主攻方向，推动新

产品的推广应用，瞄准功能性、轻量化、低成本方向不断开发

新技术新产品新应用。公司将加强高素质专业技术人才队伍的

建设，培养和引进技术带头人和专家型高级人才。谢谢！

4、能介绍一下公司现在各大区域的销售和占有率等基本情况

吗？

答：您好！有关各大区域的销售和占比情况，在 2018 年年报

营业收入构成中有相关披露，请参考。谢谢。

5、请问管理层，在报告期内，公司净利润是否有所上升？

答：您好！2018 年公司净利润同比下降 60%。谢谢！

6、请问公司本年度的经营业绩状况如何？

答：您好！2018 年度经审计的营业收入 1,018,193,257.95 元，

净利润 22,456,764.22 元。2019 年度一季度未经审计的营业

收入 246,294,589.08 元，净利润 6,052,678.98 元。谢谢！

7、管理层觉得公司二级股票市场的价格估值过高还是过低？

答：您好！影响股价波动的因素很多，包含宏观经济情况、股



票市场情况、投资者预期情况等。公司将按照既定的发展战略，

积极推进公司各方面的工作，努力回报广大投资者。谢谢！

8、请问公司今年的分红方案是什么啊？有没有高送啊？

答：您好！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通过利润分配的预案，

以总股本 64,000,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分派现金

股利 1.5 元人民币（含税），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

股本。该议案还需经过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谢谢！

9、公司对目前市值满意吗？

答：您好！公司将加大技术投入开发新产品新市场，增强盈利

能力提高核心竞争力，和投资者共同努力，努力增大公司市值。

谢谢！

10、请问公司 2018 应收账款怎么样？

答：您好！2018 年期末应收账款余额 247,225,879.87 元，同

比下降 5.32%。谢谢！

11、公司对同行竞争对手有怎样的考量？你们的成本、管理、

市场等优势体现在哪些方面？

答：您好！公司一直关注同行业对手的发展，不断采取措施，

在成本、管理、市场方面寻求优势。在成本控制上，以降本增

效为主线，关注研究原材料市场，不断加强科研力度，降本增

效，瞄准优良市场，不断开拓转型提升。谢谢！

12、请问面对原材料价格的不断上涨,公司成本控制方面采取

的策略？

答：您好！公司将利用日常采购、战略采购、技术采购及期货

市场套期保值等相结合的方式最大限度降低采购成本，降低采

购风险，并密切关注国际原油价格波动情况，与主要供应商签

订长期供货协议，尽可能降低原材料价格波动对公司的影响。

谢谢！

13、我想问：公司股东人数这个数据公司是从哪儿得到的？是

从交易所数据还是什么地方？



答：您好！公司股东人数数据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得到。谢谢！

14、目前公司享有哪些国家优惠政策？

答：您好！目前公司享有国家优惠政策有：

（1）根据江苏省科学技术厅、江苏省财政厅、江苏省国家税

务局、江苏省地方税务局相关文件，南京聚隆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于 2017 年 11 月 17 日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证书编号

GR201732002100，有效期三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

得税法》及相关法规规定，企业所得税减按 15%的税率征收。

（2）根据江苏省科学技术厅、江苏省财政厅、江苏省国家税

务局、江苏省地方税务局相关文件，南京聚锋新材料有限公司

于 2017 年 11 月 17 日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证书编号

GR201732001652，有效期三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

得税法》及相关法规规定，企业所得税减按 15%的税率征收。

谢谢！

15、公司股权激励的事情进展如何？

答：您好！公司将建立股权激励机制，适时推行股权激励。谢

谢！

16、请问财务负责人，报表主要科目变动情况及原因？

答：您好！报表中主要科目变动情况及原因如下：

货币资金期末余额较年初增加 183.29%，主要原因系募集资金

增加所致；

在建工程期末余额较年初增加 1334.47%，主要原因系在建募

投项目及在安装设备增加所致；

长期待摊费用期末余额较年初减少 31.61%，主要原因系摊销

长期装修工程款减少所致；

其他非流动资产期末余额较年初增加 309.18%，主要原因系支

付报告期预付的设备款及工程款增加所致；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期末余额较年初减少 37.51%，主要原因



系支付报告期应付款项减少所致；

预收账款期末余额较年初增加 55.18%，主要原因系支付报告

期预收客户款项增加所致；

应交税费期末余额较年初减少 63.97%，主要原因系本期应交

的税金减少所致；

其他应付款期末余额较年初增加 1796.26%，主要原因系应支

付的各类往来款增加所致；

应付利息期末余额较年初增加 34.94%，主要原因应支付贷款

利息增加所致；

实收资本期末余额较年初增加 33.33%，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发

行增加股本所致；

资本公积期末余额较年初增加 317.69%，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

发行新股收到股本溢价所致；

少数股东权益较上期同比减少 32.86%，主要原因系少数股东

利润减少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较上期同比增加 72.57%，主要原因系计提存货

跌价准备增加所致；

其他收益较上期同比增加 46.16%，主要原因系收到的政府补

助资金增加所致；

投资收益较上期同比增加 60295.11%，主要原因系使用闲置募

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所致；

资产处置收益较上期同比增加 4499.07%，主要原因系处置固

定资产收益增加所致；

营业利润较上年同期下同比下降 67.73%，主要原因系上游原

材料价格持续上涨，营业成本增加，销售毛利较去年同期下降

所致；

营业外收入较上期同比增加 219.81%，主要原因系当期政府上

市补贴收入增加所致；

营业外支出较上期同比增加 27053.65%，主要原因系当期支付



行政费用增加所致；

所得税费用较上期同比减少 69.65%，主要原因系当期应支付

的所得税减少所致。

谢谢！

17、公司对行业并购的规划是什么？今年会有动作吗？

答：您好！公司将积极研究市场把握机会，适时利用和发挥资

本平台作用，增强公司竞争力。谢谢！

18、国家减税对公司有多大程度的利好？

答：您好！国家减税可以减少中小企业的税收成本，公司将继

续关注国家税收政策。谢谢！

19、能否预测一下今年原材料的供求情况和价格走势，对公司

的经营有何影响？

答：您好！影响原材料供求和价格因素较多，公司密切关注原

材料价格走势，采取针对性的策略，降低原材料价格波动的风

险，不断增强盈利能力。谢谢！

20、公司的研发投入占比有多少？

答：您好！公司 2018 年研发投入占比 3.67%。谢谢！

21、去年的年报摘要中好像没有今年 1季度收入的预测，能否

说明一下主营收入情况？

答：您好！公司一季度未经审计营业收入 246,294,589.08 元。

谢谢！

22、请描述一下公司未来的发展前景，谢谢！

答：您好！未来公司将实现较快增长，通过逐步深化现有市场、

开拓新兴市场，持续开发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产品，促进企

业可持续性发展，将公司发展成为国内重要的改性塑料供应基

地，成为我国高性能尼龙复合材料行业的龙头企业，并面向全

球市场，参与国际竞争。谢谢！

23、公司销售费用主要有哪几块？

答：您好！销售费用主要包括：运杂费、职工薪酬、业务招待



费、差旅费、出口费用、仓储费、展览、宣传费、办公费、销

售服务费、其他。谢谢！

24、公司生产经营的季节性如何？哪个季节是旺季？

答：您好！公司生产经营有一定的季节性，一般四季度相对的

旺季。谢谢！

25、请问公司如何应对不断上升的各项成本？如何稳定毛利水

平？

答：您好！公司将采取相关措施：

①优化供应链流程，细化管理，降本增效；

②加强技术和产品创新，持续开发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产

品；

③将利用日常采购、战略采购、技术采购及期货套期保期等相

结合的方式最大限度降低采购成本，并降低风险。

谢谢！

26、请问公司跟投资者交流都是通过什么渠道进行的？

答：您好！公司通过投资者调研、电话、电子邮箱和投资者关

系互动平台等多种方式与投资者进行沟通交流互动。谢谢！

27、请问公司 1季度预计的收入是多少，同比，环比增减多少？

答：您好！公司 1 季度未经审计的营业收入 246,294,589.08

元，同比下降 4.57%，环比下降 8.64%.谢谢！

附件清单（如有） 无

日期 2019 年 5 月 7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