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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中银绒业股份有限公司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编号：20210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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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全景网·路演天下（http://rs.p5w.net）参与“2021 年宁夏辖区上市公司

业绩说明会暨集体接待日活动”的投资者 

时间 2021 年 6 月 4 日 15:00-17:00 

地点 全景网·路演天下（http://rs.p5w.net） 

上市公司接待 

人员姓名 

总经理：郝广利；董事会秘书：禹万明； 

财务总监：张志敏；证券事务代表：徐金叶。 

投资者 

关系活动 

主要内容 

介绍 

通过全景网·路演天下（http://rs.p5w.net）参与“2021 年宁夏辖区上市

公司业绩说明会暨集体接待日活动”的投资者进行了网络沟通和交流，主要

交流内容如下： 

问 1：目前股价下，公司预期还将投入多少自有资金进行股权回购，是

否回购已完成？ 

答：您好，公司 2021-53 公告已经披露最新的回购进展，谢谢您的关注！ 

 

问 2：请问公司 2021 年报问询函进展到哪一步了？ 

答：您好！问询函回复尚处于审核阶段，如有结果，公司将及时予以披

露。 

 

问 3：请问公司在布局新能源材料以后，公司战略中原有业务与新业务

之间的比例分配会是什么样的呢？ 

答：请关注公司后续公告。 

 

问 4：12 个月内，是否产量能达到 2 万吨？还是说只是完成能够生产两

万吨这个目标，生不生产，不一定？ 

答：公司目前正进行建设选址，将综合环境保护、当地政策、配套设施

等因素综合考虑。 

 

问 5：请问贵公司目前生产订单稳定吗？ 

答：公司生产经营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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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 6：请问公司中报，会并表成都向恒和北京艾德思范等公司么？预计

盈利多少钱？ 

答：请关注中期报告。 

 

问 7：请问，公司已经布局了新能源行业，今后有什么计划？二季度的

盈利中会有公司的新能源盈利吗？ 

答：被收购公司已经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问 8：请问中绒集团所持有的四亿股份究竟作如何处理？谢谢！ 

答：您好！公司尚未接到当事人或人民法院关于该部分股份处置的信息，

后续关于该部分股份的处置如有新的信息，公司将及时予以披露，请您关注。 

 

问 9：请问公司守护锂古新能源和聚恒益公司股权后，后期是否还有计

划收购锂电池上下游企业？ 

答：本公司看好新能源、新材料行业的长期发展机会，拟从新能源锂电

池材料为切入点进入新能源行业，通过资源整合、互惠合作等方式，逐步稳

健扩大产业。 

 

问 10：截至目前，磷酸铁锂产了多少吨？或者说你们掌握的已经产了

多少吨？ 

答：通过厂房和设备租赁方式具备磷酸铁锂 4200 吨/年的生产能力。计

划依托作为资源整合平台的成都向恒新能源材料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在未来 12 个月内通过并购整合、互惠合作等方式将磷酸铁锂产能提高至

20,000 吨/年。 

 

问 11：公司年报收入审计方式有问题吗？问询函中关于年报审计的问题

是否已经解决？请详细回答，不要说看相关报告，谢谢 

答：您好！立信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出具了标准意见

的审计报告，请您关注公司相关公告。关于问询函回复，目前尚在审核阶段，

如有结果，公司将及时予以披露。 

 

问 12：请问公司至昨天股东户数多少？ 

答：您好！截至 5 月 31 日，公司股东户数为 36651 户。 

 

问 13：4200 吨/年的能力具有，那实际产品量能否达到？2 万吨产量的

能力，是否只是完成能产 2 万吨的裤边，产不产两万吨另外再说，是这个意

思吗？ 

答：锂古新能源目前生产经营正常。 

 

问 14：本季度公司买了哪些股票？ 

答：您好！有关公司证券投资方面的信息，请您关注公司的定期报告。 

 

问 15：贵公司已布局新能源材料，请问目前是否处于开工扩产阶段，



另外请问下新材料有哪些产品，面对那些客户？能举例说明哪些主要客户

吗？ 

答：关于新能源材料方面，公司于 2021 年 3 月 31 日披露了《宁夏中银

绒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投资设立成都向恒新能源材料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

伙）暨增资并收购都江堰市聚恒益新材料有限公司 100%股权、收购四川锂

古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80%股权的公告》及 4 月 17 日披露的《关于对外投

资的进展公告 》。具体经营及财务状况公司将在定期报告中披露，请您关注。 

 

问 16：请解释 ST 中绒股民常提到的 4 亿股质押股票处理情况.在未处

理前股权所有人如何行使其权利.谢谢。 

答：您好！您提到的可能是中绒集团持有的 4亿股股份可能被处置的情

况。公司尚未接到当事人或人民法院关于该部分股份处置的信息。该股份部

分处于质押或冻结状态，股东权利未受限制。 

 

问 17：有没有转型新能源计划？是否也要改名字？ 

答：本公司看好新能源、新材料行业的长期发展机会，拟从新能源锂电

池材料为切入点进入新能源行业，通过资源整合、互惠合作等方式，逐步稳

健扩大产业规模，增强公司的盈利能力，提升公司业绩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公司更名事项需要考虑多种因素，包括历史延续性、客户贸易关系积淀、维

护、主业构成等等因素，从公司自身以及监管都是比较慎重考虑的事项。公

司是否更名以及如何更名，将严格按照深交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规定

执行。谢谢。 

 

问 18：请问，公司未来的发展方向是什么？ 

答：公司未来将构建“羊绒业务+实业投资”双主营业务模式 

 

问 19：磷酸铁锂扩产计划进行到哪一步了，是否停留在计划阶段？ 

答：计划依托作为资源整合平台的成都向恒新能源材料投资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在未来 12 个月内通过并购整合、互惠合作等方式将磷酸铁

锂产能提高至 20,000吨/年。 

 

问 20：尊敬的郝总您好：请问公司新收购的锂电池和新材料公司是否

已经开始生产？目前月产能大约多少？谢谢。 

答：被收购企业生产经营正常。其中，锂古新能源目前通过厂房和设备

租赁方式具备磷酸铁锂 4200 吨/年的生产能力。 

 

问 21：请问中银绒业有没有更名的计划？ 

答：您好！《深交所上市公司运作运作指引》对公司更名有严格规定。

公司目前没有更名的计划。 

 

问 22：公司总经理郝广利先生、财务总监张志敏先生、董事会秘书禹

万明先生及证券事务代表徐金叶女士：公司破产重整已两年多了，为什么公

司现在才 33 名员工？什么时候公司才能进入正常运行和生产？远离退市边

缘？ 



答：您好，公司 2019 年底完成重整后，属于轻资产运营公司，并不需

要大量直接员工，随着公司本年度实业投资项目的开展，公司员工会有大幅

度的增长。公司一直处于正常运营中，而且公司也在积极拓展项目以增强获

利能力，重拾资本市场信心。 

 

问 23：请问中绒集团将如何布局新能源行业，有什么优势 

答：中绒集团是公司股东之一 

 

问 24：北京君兰收购的艾德范思主要从事哪方面的工作？是否开始盈

利，是否涉及医美行业？ 

答：您好，艾德范思是主要针对肠道菌群基因检测的第三方实验室，经

营业绩请关注公司的定期报告。 

 

问 25：请问贵公司接下来，还有什么发展项目？目前主要羊毛产业，

以及收购几家小企业，能保证企业以后健康发展吗？ 

答：公司在发展原有主营业务的同时，将努力开拓羊绒业务以外的发展

机会，构建“羊绒业务+实业投资”双主营业务模式，关注、挖掘并在风险

可控的情况下积极尝试跨行业投资、并购等机会，向国家政策鼓励、发展前

景良好的行业转型，以提升公司业绩和可持续发展能力，更好地回报广大股

东。 

 

问 26：请问公司现在主业还是羊绒贸易吗？ 

答：羊绒贸易是公司主业 

 

问 2:7：禹总，什么时候摘帽 

答：您好！公司已向交易所提出摘帽申请，目前尚处于审核阶段，如有

结果，公司将及时予以披露。 

 

问 28：请问贵公司是否有意向收购酒企吗？ 

答：公司暂无收购酒企计划 

 

问 29：新能源公司是否己投厂，主要产品是 

答：被收购企业生产经营正常，锂古新能源主要产品为磷酸铁锂；聚恒

益新材料主要业务为等静压石墨化相关业务。 

 

问 30：中绒大股东四亿股终本之后，请问有什么打算，长期这样僵持

肯定不行的， 

答：您好！关于该部分股份的处置，公司尚未接到当事人或人民法院的

通知，如有进一步信息，公司将及时予以披露。 

 

问 31：从实时盘面上看，有无数卖盘压住股价不让涨。既然公司对发

展前景有信心，为何不拿出更多旳资金低价回购，与这只无形的操纵之手斗

争，把股价拉上去？而不是去理财。 

答：您好！公司回购股份有严格的规定，而不能用于拉抬股价。请您参



阅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回购社会公众股管理办法》等规定。 

 

问 32：我们去四川锂电公司考察，所租赁生产线只有接近一半在运行！

请问您这个怎么解释 

答：目前，锂古新能源通过厂房和设备租赁方式具备磷酸铁锂 4200 吨/

年的生产能力。该公司计划依托作为资源整合平台的成都向恒新能源材料投

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在未来 12 个月内通过并购整合、互惠合作等方

式将磷酸铁锂产能提高至 20,000 吨/年。 

 

问 33：请问投资设立的北京燕瀚科技投资管理公司是用于投资哪个板

块的？ 

答：详见公司 2020年 2月 29日公告，编号：2020- 18 

 

问 34：公司是一家羊绒贸易为主业的轻资产公司，根本无法支撑 42亿

的盘子，另外公司手上有 10 多亿的现金，请问公司何时开展重大资产收购

重组？公司不至于仅靠吃利息维持生计吧 

答：您好，公司除羊绒产业外，其他实业投资正在逐步开展中，已确立

项目已经公告，谢谢您的关注！ 

 

问 35：北京君兰收购艾德范思（北京）医学检验实验室有限公司为何

没有相关的公告？收购的目的是什么？ 

答：您好！相关收购标的未达到披露标准，公司因此未单独披露收购情

况。 

问 36：北京艾德范思是做医学检测还是做医美? 

答：您好，艾德范思是主要针对肠道菌群基因检测的第三方实验室。 

 

问 37：对于此次的撤销退市风险申请是否成功，公司是否有信心？业

绩在哪？ 

答：撤销退市风险申请尚处于审核阶段。 

 

问 38：关于新能源，就拿磷酸铁锂来讲，公司有充分调研吗？按照目

前的价格，和你们计划的产量，以及大概的成本，，算下来的话，一年利润

大概是多少？ 

答：进入新能源领域有助于增强公司的盈利能力，实现“双主业”经营

目标。 

 

问 39：公司收购四川阿坝县马尔康锂矿事宜进展如何？关于投资控股

福建众和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如何 

答：请关注公司公告 

 

问 40：刚才又发一次申请撤销风险警示的公告，这与 3月 27 日的申请

有何不同？ 

答：您好！今天公告的标题是“关于重整计划执行完毕申请撤销退市风

险警示的公告”。 



 

问 41：请问总经理：最近投资的锂电池公司，正在生产吗？具体生产

什么产品？生产量多少？有没有扩大生产量的计划？ 

答：锂古新能源生产经营正常，主要产品为锂电池正极材料磷酸铁锂。 

 

问 42：请问总经理先生:公司破产重整后大约 10 送 13，中小投资者未

享受到，这个损失由谁来补偿? 

答：您好！有关重整计划中对权益调整的相关事项，请您关注公司于

2019年 11月 14 日披露的出资人组会议召开情况公告和《重整计划（草案）》。 

 

说明 重复问题已删减 

附件清单 无 

日期 2021 年 6 月 4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