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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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 与 单 位

名 称 及 人

员姓名

中信建投证券化工行业分析师邓胜、投资银行部总监史云鹏；中国人寿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研究部杨大志；光大保德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高级研究员苏淼；

北猿资本执行合伙林辉云；东海证券投资经理吴琛越；昂巨资产朱毅、张傲；

浙江宝基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投资总监王一虎；九沅资产总经理韩卫华、交

易总监王干义；东方海峡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副总栽王亲强；厦门华海同心投

资公司投资总监陈建煌；深圳金泊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投资经理陈佳琦；胜帮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投资专员李立青、龚帅

时间 2019.1.8下午 15：30-18：00

地点 公司一号会议室（上海市青浦区崧华路 881号）

上 市 公 司

接 待 人 员

姓名

董事长纪立军、董事会秘书徐长进、证券事务代表李静、证券事务助理孙浩

会议纪要

2019年 1月 8日，中信建投证券化工行业分析师邓胜、投资银行部总监史云鹏；中国

人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研究部杨大志；光大保德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高级研究员苏淼；北

猿资本执行合伙林辉云；东海证券投资经理吴琛越；昂巨资产朱毅、张傲；浙江宝基股权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投资总监王一虎；九沅资产总经理韩卫华、交易总监王干义；东方海峡资本

管理有限公司副总栽王亲强；厦门华海同心投资公司投资总监陈建煌；深圳金泊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投资经理陈佳琦；胜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投资专员李立青、龚帅与公司董事长纪立

军、董事会秘书徐长进就安诺其情况进行了现场调研，纪董、徐总针对投资者问题进行了解

答，主要内容纪要如下：

一、董秘徐长进先生带领机构投资者参观公司数码科技馆，体验公司 B2C数码定制

平台、定制产品、定制流程，以及公司大数码布局概况。

二、董秘徐长进先生介绍安诺其的现状和规划、大数码产业进展和布局、精细化工业

务板块以及公司整体概况

1、公司数码产业发展



公司自 2015年开始对数码产业进行布局，首先投资成立了上海安诺其数码科技有限

公司，进行分散数码染料及分散数码墨水、活性数码染料及活性数码墨水的研发、生产、销售。

2015年，由全球知名数码科技专家带领开发数码原粉提纯技术成功开发数码原粉提纯工艺

占据数码墨水制造业原料供应链顶端。公司自主研制的数码墨水色谱齐全，上色率、鲜艳度、

耐光性、皂洗牢度、干湿摩擦牢度、重现性等指标得到市场好评，目前，公司数码墨水生产线，

配套精密过滤装置及高端材料检测设备，年生产能力超过 2000吨，公司在江苏安诺其建

设的数码原粉提纯车间，采用国际领先的脱盐工艺，年产数码染料原粉 600吨，截至目前

公司已与万事利、日本东伸、互太纺织、德赛数码、黑迈数码，以及土耳其、巴基斯坦、印度、孟

加拉等国多家纺织数码企业达成合作，根据规划，公司还将继续规划建设数码墨水用分散

染料、活性染料生产线。

2017年，公司投资参股苏州锐发打印技术有限公司 10%股权，并获得锐发公司今后

增资扩股部分 70%的优先受让权，用于建设国内第一条数码打印喷头生产线。苏州锐发第

一条数码打印喷头已于 2018年 8月建成投产，年产能为 2万个数码打印喷头。2018年 12

月 16日，苏州锐发举行了新产品的发布会，发布会上锐发研发的 SUREjet-T7680系列工

业级热发泡喷墨打印头正式发布。目前，热发泡数码打印喷头及其芯片已经可以稳定生产，

产品合格率也基本达到预期。苏州锐发公司已利用自己生产的数码喷头及其芯片组装数码打

印机，在多家合作厂商进行测试，测试合格后，公司开始量产数码喷头及其芯片，并进一

步扩建生产线。第一代喷头主要用于纺织品印花、广告喷绘，工程图纸打印、高速打印机等。

该喷头有 7680个喷孔，四个芯片。数码喷头作为喷墨数码制造的核心部件，一直被国外垄

断，喷墨打印头的国产化迫在眉睫，不仅可以保证国家国防信息安全，预计还会带动包括

纺织、印刷、电子、制造等行业的市场应用，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2018年 5月 7日，公司与

苏州锐发签订了增资扩股框架协议，公司拟向苏州锐发增资不超过 1亿元，以加快苏州锐

发数码打印芯片和数码打印喷头的研发、生产进程，为中国数码打印芯片和数码打印喷头、

数码 3D打印设备的研发和生产做出应有的贡献，推动中国数码产业的发展。公司目前正就

增资扩股事宜与苏州锐发进行沟通洽谈，增资方案尚未最终确定，存在较大程度的不确定

性。

2018年上半年，公司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上海尚乎数码科技有限公司，打造 B2C数

码印花柔性定制平台，拓展数码终端巨大消费市场，公司通过 B2C数码印花终端柔性定制

平台打通数码喷墨打印产业链上下游关系，促进数码喷墨打印行业的发展，目前，尚乎数

码小程序已正式上线，计划 2019年一季度尚乎数码 APP及尚乎网上线。尚乎数码产品定位

于中高端数码消费品市场，目标市场主要包括体育、影视、工艺品、礼品、服装、丝巾、袜子、居



家消费品等，市场巨大，前景广阔。公司希望将平台打造全球领先的色彩数码定制平台，用

色彩科技引领快时尚生活。2018年下半年，公司建立数码科技馆并成立烟台尚乎数码科技

有限公司，建设数码打印智造基地。2018年 11月 30日，公司与无锡市德赛数码科技有限

公司签订了增资协议，安诺其投资 1111余万元参股德赛数码，持股比例 10%。德赛数码主

要生产数码印花机，具有较高的市场占有率和市场知名度，参股该公司为安诺其进一步完

善数码产业链，推动数码设备技术进步，进而促进尚乎数码 B2C 柔性定制平台的发展壮大

夯实了基础。

至此，通过参股苏州锐发、成立上海安诺其数码科技有限公司、新设上海尚乎数码科技

有限公司、参股无锡市德赛数码科技有限公司等方式，安诺其已初步完成涵盖数码打印喷头

及其芯片、数码设备、数码染料、数码墨水、B2C数码印花终端柔性定制平台等数码产业的布

局。今后，公司还将计划投资建设数码设备、数码印花工厂等项目。上述数码产业的布局将会

有力支撑公司 B2C数码印花终端柔性定制平台的发展，各个数码板块的协同效应将会形成

公司 B2C数码平台的核心竞争力。

2、安诺其精细化工板块现状和发展

公司主营业务是精细化工，目标市场定位于中高端差异化染料市场，公司产品在超细

纤维用分散染料、高水洗分散染料、环保型分散染料、活性印花染料、低温活性染料，以及多

纤维混纺用染料等细分市场占据领先地位。最近六年，公司主营业务年均复合增长率为

31.1%、净利润年均复合增长率为 24.11%，远高于行业平均水平，成长性与同行相比具有

较强优势。展望未来几年，公司主业还可以保持快速增长，主要原因包括：（1）消费端的

纺织品、服装需求稳定，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升，高端面料需求增长较快，这也是促进安

诺其中高端产品定位成功实施的主要因素之一。（2）随着供给侧改革和环保治理的推进，

染料产业的投资门槛在提高，有效产能在下降，行业集中度进一步提升，在位企业的定价

权有所上升。（3）随着公司再融资项目的逐步达产，以及东营新项目的筹建，公司产能将

逐步释放，一体化战略和差异化战略将进一步提升公司的竞争优势和行业地位。

再融资募投项目的建设实施，使公司中间体配套程度进一步提升，稳定了公司原料供

应，降低了原料成本，部分中间体外销也会增加公司利润。同时，2018年公司规划了年产

不低于 5万吨染料及相关中间体项目，目前项目正在积极的推进中，如上述项目顺利实施，

未来公司在主业上，产能将进一步扩大，中间体配套程度将会更高，产品竞争力将会进一

步增强。预计再融资项目全部达成，公司主营业务收入会达到 25亿元左右，东营新规划项

目全部达成后，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将会达到 40亿元左右。

3、染料市场行情

受供给侧改革和环保治理的影响，2018年的染料及其中间体价格上升较多。总体来看，

分散染料在 2018年上半年一路上涨，第三季度跌宕起伏，第四季度又触底反弹。2018年，

活性在第一季度价格平稳，第二季度大涨，第三季度又大跌，进入第四季度，活性染料价

格及其中间体价格基本回到年初水平。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要坚守阵地、巩固成果，聚焦做好打赢

蓝天保卫战等工作。2019年环保治理将持续推进，分散染料及其中间体供应量达不到 2018

年之前的供应量水平。受环保治理、原料成本、供求关系、寡头垄断等多种因素的影响，2019

年的分散染料价格继续看涨。元旦后，国内已经有多家分散染料企业纷纷提高产品出厂价格。

三、纪立军董事长总结介绍公司情况及未来发展战略规划

安诺其 1999年成立，成立初期，业务仅涉及高级染料的销售，主要以代理、研发为主；



第二个五年，我们在山东建立染料工厂自行生产，实现了部分高端产品实现自制，销售规

模迅速扩大。2010年 4月公司在深交所创业板成功上市，实现资本化、跨越式发展模式；第

三个五年，公司通过自建工厂、并购重组、创新研发、团队建设等形式不断发展壮大；第四个

五年，我们开始进行产业升级布局，围绕精细化工主业在上、下游进行产业链延伸，经过二

十年的创新发展，目前已成长为以上海为总部，在山东、江苏、浙江等地成立了 16家生产经

营性子公司，业务范围涉及精细化工、数码科技、环保新材料等板块的高科技产业集团。

精细化工产业是安诺其创立和发展壮大的基础产业。公司立足染料化学品领域，产品定

位于中高端差异化市场，通过研发创新、应用创新、经营模式创新，不断为客户提供满足特

定需求的特色染化料产品及配套的印染工艺技术解决方案。截至目前，公司已形成染料滤饼

7000吨、分散染料 36000吨、活性染料 10000吨、助剂 10000吨的现有产能，另外 “烟台安

诺其年产 30,000吨染料中间体生产项目”一期工程已建设完成实现 12000吨分散染料中间

体投产；另外，2018年 6月我们自筹资金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山东安诺其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亿元，开展筹建年产不低于 5万吨染料及相关中间体项目，项目

目前正在积极的推动中。

在大数码板块，我们整合行业优势资源，陆续投资成立上海安诺其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锐发打印技术有限公司、上海尚乎数码科技有限公司、烟台尚乎数码科技有限公司、无锡

市德赛数码科技有限公司，集聚一批站在行业科技前沿、具有国际视野和能力的领军人才，

推进色彩大数码战略发展。公司布局从数码装备、数码墨水到数码定制交易平台的产业链，

构建时尚、旅游、文创、体育、影视等领域产业集群，实现传统产业升级，打造色彩数码港，

引领中国色彩数码产业创新发展。

在环保新材料板块，我们基于在精细化工产业积累的专业技术、运营经验和行业资源，

通过资源整合与模式创新，投资成立东营北港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蓬莱西港环保科技有限公

司，依托环保科技和规范高效运营能力，实现环保与科技相融合的产业发展，目前两个项

目运行良好，已成为公司新的利润增长点。新材料板块，我们与上海交通大学联合成立新材

料研发中心，合资设立上海安诺其科技有限公司，从事军工用特种消声材料业务。我们投资

的上海益弹新材料有限公司，专注于绿色环保产品热塑性弹性体的研发、生产和销售。新材

料战略作为我们的前瞻性发展战略，也是我们在产业升级的过程中做的一些尝试性的布局，

也将是公司未来的利润增长点，我们也会在建设新材料产业基地、新材料产业基金等方面进

行积极的探索。

四、现场交流

1、请问尚乎数码平台目前的进展情况

2018年上半年，公司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上海尚乎数码科技有限公司，打造 B2C数

码印花终端柔性定制平台，拓展数码终端巨大消费市场，公司通过 B2C数码印花终端柔性

定制平台打通数码喷墨打印产业链上下游关系，促进数码喷墨打印行业的发展。

截至目前，尚乎数码小程序已正式上线，计划 2019年一季度尚乎数码 APP及尚乎网

上线。尚乎数码产品定位于中高端数码消费品市场，目标市场主要包括体育、影视、工艺品、

礼品、服装、丝巾、袜子、居家消费品、商务礼品等，市场巨大，前景广阔。截至目前，尚乎数

码已与多家单位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另外，公司已与部分高校合作，搭建个性化定制项

目创业平台，支持高校落地“双创”政策。2018年下半年，公司建立数码科技馆并成立烟台尚

乎数码科技有限公司，建设数码打印智造基地。公司希望将平台打造全球领先的色彩数码定

制平台，用色彩科技引领快时尚生活。

2、大数码产业的毛利情况如何？



公司从数码喷头及其芯片、数码装备、数码墨水到数码定制交易平台的产业链，进行了

全面布局，我们建立了数码墨水及原染料的生产基地、另外，通过成立烟台尚乎数码科技有

限公司，建设数码打印智造基地，通过参股苏州锐发、无锡市德赛数码科技有限公司等方式

与数码打印喷头及其芯片、数码设备产商进行合作，这种全产业链的布局将大大降低我们数

码终端产品的成本，因此未来收益可观。数码产品的毛利率高于公司现有精细化工主业产品。

3、公司数码墨水生产、销售情况

公司自 2015年开始对数码产业进行了布局，我们首先投资成立上海安诺其数码科技

有限公司进行分散染料数码墨水、活性染料数码墨水的研发、生产、销售，通过三年多时间，

公司研发的数码墨水已经投放市场。公司不仅生产染料墨水，还研发自制染料墨水的原染料。

截止目前，染料墨水的原染料，中国基本依靠进口，公司原染料的研发成功，成本优势明

显，提升公司染料墨水的市场竞争力。公司目前正在计划扩大数码墨水的生产线，计划在山

东建设数码染料专用工厂，具体我们会根据项目情况履行审议批准程序，及时对外公告。

4、苏州锐发目前喷头生产情况如何？

苏州锐发的喷头生产线 2018年 8月建设完成年产 2万个喷头的我国第一条数码打印喷

头及其芯片的生产线，2018年 12月 16日，苏州锐发举行了新产品的发布会，发布会上锐

发研发的 SUREjet-T7680系列工业级热发泡喷墨打印头正式发布。目前，生产的数码喷头

已经在组装数码印花机进行测试，工业应用测试合格后将会开始量产，并筹备扩大生产线。

数码打印喷头涉及 3D、工业制造、军工、办公打印、数码印花、广告、印刷等多个领域，应用前

景广阔。2019年，锐发公司计划将扩建喷头生产线，初步计划是产能达到 10万个。

5、公司再融资项目以及公司筹建年产不低于 5万吨染料及相关中间体项目建设的时

间点？

再融资项目中东营 30000吨中间体项目，目前一期工程约 12000吨分散染料用中间体

已经建设完成，由于市场环境的变化，我们对二期项目产品内容计划进行调整，计划 3年

内完成该项目建设及投产。

江苏的活性染料技改项目，截至 2018年 11月 30日，该项目累计投入募集资金

2,921.63万元，主要用于 300吨数码印花活性染料项目、8,000吨低温活性染色染料、部分

2,500吨高档活性印花染料的技改建设，目前，经 2018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取消

3,000吨涤棉/锦棉一浴染色染料技改项目的建设，将 5000万元募集资金变更至烟台尚乎

数码科技有限公司项目。2019年公司将会推出高附加值的活性染料产品系列。

2018年，公司投资 1亿元，设立了全资子公司山东安诺其精细化工有限公司开始筹建

年产不低于 5万吨染料及相关中间体项目，目前该项目正在积极推进中，公司将根据项目

可行性分析、购买土地、环评申报、环评批复等工作进度，按照《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履行董

事会或股东大会对外投资审批程序。

6、烟台 30000吨中间体项目的产品有哪些，是否对外销售？

公司全资子公司烟台安诺其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30000吨中间体项目一期项目已建设完

成，主要为公司分散染料所需的主要中间体，主要生产的产品品种为分散染料酯化液、二烯

丙基物、间二乙基物等品种。由于近两年分散染料中间体货源紧张，公司一期分散染料中间

体主要以自用为主，稳定了原料供应，2018年上半年也有少部分中间体对外销售，增加了

公司利润。中间体项目的逐步达产，促进公司产品竞争力的提升，证明公司的一体化战略是

正确的，公司还将在东营新项目中进一步优化中间体配套方案，提升一体化的竞争优势。

7、公司主要产品高水洗分散染料的进入壁垒高不高？



公司一直注重知识产权的保护，我们申请了完善的知识产权的保护，另外，高水洗的

分散染料我们已将其开发成高性价比产品，目前市场反馈较好，市场占有率也在提升。染料

需求总体稳定，随着全球人民生活水平的提升，高档纺织品需求在提升，对高端差异化染

料的需求在增加。公司在东营筹建的染料新项目，以差异化染料为主。差异化染料在研发、制

造、营销、服务等方面要求较高，投资也较大，因此，差异化染料的进入门槛相对较高。尤其

是目前对三废排放的苛刻要求，更是抬高了技术、投资等行业准入门槛。另外，差异化的染

料需要差异化的团队支持才能在市场上取得真正的竞争优势，安诺其在研发投入、应用服务、

市场营销等方面已经形成差异化优势、品牌优势、一体化优势、在位优势和规模优势。安诺其

采用直销模式，在主要印染企业所在地设有办事处，市场反应速度较快，客户关系较稳。

8、2019年一季度的订单情况

就目前订单情况来看，2019年一季度接单情况正常，分散染料工厂会保持满负荷生产。

9、非公开发行的股份已经解禁，相关股东是否有意愿减持？

公司 2016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价格为 5.82元/股。近年来公司染料主业稳步发展，

2012年至 2017年，公司主营业务年均复合增长率为 31.1%、净利润年均复合增长率为

24.11%， 2018年前三季度实现净利润 1.26亿元，同比增长 73.98%，公司成长性远高于

行业平均水平。公司已经在东营成立山东安诺其精细化工有限公司，筹建不低于 5万吨染料

及其中间体项目，进一步做强做大主业。在染料主业不断发展壮大的同时，公司积极进行产

业升级，并在数码、新材料等相关领域进行了布局。公司在推进实施“大数码战略”，目前已

经参股数码打印喷头及其芯片项目，已经建成数码染料和数码墨水项目，已经成立全资子

公司上海尚乎数码科技有限公司，并努力打造 B2C数码印花柔性定制平台，以互联网模式

销售数码产品，进入数码消费端的巨大市场。我们看好公司未来的发展，公司在确保信息披

露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前提下，将积极与股东、投资者保持良好的沟通互动，希望广大股

东、投资者能够认同公司的长期投资价值，支持公司的发展，获得预期回报。

10、公司是否计划发行可转债

公司目前资产负债率为 12%左右，尚未达到发行可转债的条件，但我们在条件符合的

情况下，公司会有相关计划。公司东营项目建设计划采用可转债或非公开发行的方式进行融

资。

接待过程中，公司接待人员与投资者进行了充分的交流与沟通，严格按照有关制度规

定，没有出现未公开重大信息泄露等情况。

附 件 清 单

（如有）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