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002201                                      证券简称：九鼎新材 

江苏九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编号：20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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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加公司2020年度报告网上业绩说明会的投资者 

时间 2021 年 5月 17 日 15:00-17:00 

地点 全景网“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http://rs.p5w.net） 

上市公司 

接待人员姓名 

副董事长：缪振 

副董事长兼总经理：顾柔坚 

独立董事：朱鉴 

董事、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曹亚伟 

财务总监：韩秀华 

投资者关系活动

主要内容介绍 

1、请问深圳正威新投资成立的艾康尼克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会与贵

公司展开合作吗？ 

答：感谢您的提问！您所述的问题系本公司的控股股东的事项，我

们不排除在该领域内与相关方展开合作。 

2、王文银董事长为什么不参加？他有管理过公司吗？ 

答：王文银先生作为本公司的董事长，在公司的战略发展规划等方

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王文银先生作为世界 500 强正威国际集团的董事

局主席，其特定的身份和广泛的市场资源，对本公司的转型和可持续发

展将起到特定的作用。 

3、你好 想请问一下公司是否有在安排资产置换的相关工作？进度

进程等问题。 

答：公司的中长期发展战略目标是成为经济新常态背景下碳中和国

家战略实施过程中，功能性材料行业的领导者。公司将谋定而后动，在

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法人治理结构下，积极获取主要股东在产业布局

上的大力支持，梳理优化老资产，并购整合新资产，研发实现新突破，

在微波、电子信息新材料和功能材料为核心的相关多元化发展战略上实

现有效突破。 

4、为什么看不到直播内容？是还没接入吗？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本次年度业绩说明会采用的是网络远程方

式举行，谢谢您的关注！ 

5、你好老总，今天江苏天气怎么样，九鼎新材未来前景预测展望怎

么样？ 

答：今天江苏南通如皋市的天气阳光明媚，公司的发展蒸蒸如上，

公司将瞄准战略客户，夯实重点项目，优化组织架构，降低综合成本，

提升经营绩效，不断完善“产品+解决方案”的组合模式，为顾客创造价

值。 公司将践行“内生性增长”与“外延式助推”并举的策略，依托内

生性增长与资本市场的兼并收购的结合，强力推动公司跨越式发展。 

6、是要重组了么？ 

答：公司将务实把握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对电子信息与半导体

行业大力支持所带来的难得历史机遇，实现在微波、电子信息新材料和

功能材料为核心的相关多元化发展战略上的突破。董事会在支持公司经

营层全面梳理优化现有资产的同时，支持公司并购整合新资产，匹配既

定的新特种材料研发计划，在前期已认真筛选过的毫米波高频半导体材

料、纳米导电材料和柔性传感材料等目标资产中确定并购整合相关标的

资产，适时置换老资产，使公司契合经济新常态下产业发展需要，着力

提升公司主营业务收益，实现公司的跨越式发展。 

7、看到直播。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 2020 年度业绩说明会采用的是网络

远程的方式举行，谢谢您的关注！ 

8、你好。投资者可以网络观看业绩说明会吗，如何观看谢谢！ 

答：感谢您的提问！本次年度业绩说明会未开通直播，您可以采用

互动的方式进行交流。 

9、请问正威集团还会借款给九鼎新材吗？ 

答：感谢您的关注和支持！正威集团作为本公司控股股东的母公司，

将坚定不移地支持本公司的发展。在相关产业布局等方面，我们亦将保

持必要的联动。 

10、今年有无更名计划？ 

答：上市公司的名称应当与其主营业务发展契合。在条件许可的前

提下，公司的名称亦将适时顺应产业转型升级和主营业务发展的需要。 

11、看到贵公司官网上发布的询价信息，要采购 3 万多米的铜芯线，

请问公司是要扩大产能，还是车间改造？改扩建项目是什么？  

答：感谢您的关注和支持！您仔细的态度值得我们学习。您提到的

铜芯线的采购事宜，是本公司如东项目的产能所需。 

12、顾先生，您好： 感谢各位能百忙之中来路演，我持股九鼎新材



已经很多年了，股份不多，但是一直能看到王文银先生的个人魅力，今

年的公司战略目标是达成想要达成什么，经营目标呢？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今年既是公司现有主打产品玻璃纤维类

新材料的运营年，亦是公司资产置换与资本并购的攻坚年。在现有的主

打产品玻璃纤维类新材料的运营方面，2021 年公司将在 2020 年营业收

入快速增长的基础上，持续加强重点客户的开发与维护，突破关键产品，

抢占风电叶片市场的占有率，预计 2021 年实现玻璃纤维类业务销售收入

16亿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4 月 28 日披露的《2020 年年度报告》第四

节“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谢谢您的关注！ 

13、你好，贵公司是正威集团控股的上市公司，也是唯一上市公司。

在 2020 年疫情的背景下，还创造出辉煌成绩确实厉害。我想问一下将来

有可能把集团优质资产注入公司吗？ 

答：感谢您一直以来的关注和支持！正威集团作为世界 500 强排名

第 91 名的大型国际集团，在新材料、智能制造等相关领域创造了较好的

经营业绩。我们将瞄准成为经济新常态背景下碳中和国家战略实施过程

中，功能性材料行业的领导者的目标，谋定而后动，在所有权与经营权

分离的法人治理结构下，积极获取主要股东在产业布局上的大力支持，

梳理优化老资产，并购整合新资产，研发实现新突破，在微波、电子信

息新材料和功能材料为核心的相关多元化发展战略上实现有效突破。 

14、请问贵公司今年业绩预估与去年相比如何？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今年公司将继续坚持创新、协调、绿色、

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契合经济新常态的发展趋势，加快发展方式转

变，在 2020 年营业收入快速增长的基础上，持续加强重点客户的开发与

维护，突破关键产品，抢占风电叶片市场的占有率，预计 2021 年实现玻

璃纤维类业务销售收入 16 亿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4 月 28 日披露的

《2020 年年度报告》第四节“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感谢您的关注！ 

15、2020 年分红是 10 赠 4，请问今年业绩是否预示着必定比 2020

年有质一样的飞跃？如果是在哪里体现呢？如果不是，那赠送股就没有

意义了。 

答：2021 年既是公司现有的主打产品玻璃纤维类新材料的运营年，

亦是公司资产置换与资本并购的攻坚年。在现有的主打产品玻璃纤维类

新材料的运营方面，2021 年公司将在 2020 年营业收入快速增长的基础

上，继续大力开发国内客户，抢占风电叶片市场的占有率，传统业务的

业绩将获得一定的提升。公司的股本亦将与业务发展匹配。 

16、贵公司今年的营收目标是多少？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2021 年公司将在 2020 年营业收入快速



增长的基础上，继续大力开发国内客户，抢占风电叶片市场的占有率，

预计 2021 年实现销售收入 16 亿元。该经营目标能否实现取决于疫情走

势及市场状况变化等多种因素，存在不确定性。谢谢！ 

17、贵公司有计划增资增产吗？ 

答：尊敬的投资者：感谢您的关注和支持！公司将全面梳理优化现

有资产，依照主要产品的产供销系统组合资产包，适时发起成立相应的

全资子公司；优化产品结构，着力剥离一批固定成本高、毛利率低、难

以契合经济新常态形式的资产包，为相关领域资本并购的实施提供必要

的空间基础。 

18、贵公司 2021 年的业绩相对 2020 年有望翻倍吗？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2021 年公司将在 2020 年营业收入快速

增长的基础上，继续大力开发国内客户，抢占风电叶片市场的占有率，

预计 2021 年实现销售收入 16 亿元。该经营目标能否实现取决于疫情走

势及市场状况变化等多种因素，存在不确定性。谢谢！ 

19、什么时候注入资产？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2021 年既是公司现有的主打产品玻璃纤

维类新材料的运营年，亦是公司资产置换与资本并购的攻坚年。在资产

置换与资本并购方面，公司将从梳理优化老资产、并购整合新资产、研

发实现新突破等三方面入手，齐头并进，有序实施。谢谢！ 

20、王文银先生收购九鼎新材的尾款 7个亿何时支付？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 2019-25 号披露的《关于股东签署

《股份转让框架协议》暨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拟变更的提示性公

告》中约定了收购款的付款时间计划。谢谢！ 

21、请问贵公司有重组打算吗？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在本公司披露的 2020 年度报告中，公司

董事会对未来发展确定了方向性的策略，在支持公司经营层全面梳理优

化现有资产的同时，支持公司并购整合新资产，匹配既定的新特种材料

研发计划，在毫米波高频半导体材料、纳米导电材料和柔性传感材料等

目标资产中确定并购整合相关标的资产，适时置换老资产，使公司契合

经济新常态下产业发展需要，着力提升公司主营业务收益，实现公司的

跨越式发展。谢谢！ 

22、说好直播又不直播太随意任性了 草台班子一样 看看其他上市

公司直播的多热闹 人气呀！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 2021 年 5月 12 日《关于举办 2020

年度业绩说明会的通知》（2021-30 公告）披露本次业绩说明会将采用网

络远程的方式举行。谢谢您的关注！ 



23、正威股权转让款何时到位？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 2019-25 号披露的《关于股东签署

《股份转让框架协议》暨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拟变更的提示性公

告》中约定了收购款的付款时间计划。感谢您的关注！ 

24、你好，公司有没有规划和信心成为世界五百强？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的控股股东的母公司正威国际集团

已连续数年跻身世界五百强。追随强者，顺应市场和趋势，这也是本公

司的经营策略之一。感谢您的关注！ 

25、请问公司经营状态较良好，但一年多股价一直滞后于板块，咱

们有什么措施维护股民信心和权益了吗？ 

答：我特别理解您的心情！自 2019 年本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发生变更后，如您所言，公司的股价表现并未与现有业务对应的板块保

持一定的联动。2020 年在玻璃板块和清洁能源（风电）等表现出较好地

上升态势时，公司的股价并未联动。市场并没有根据现有的业务对应选

择，市场期待着新业务的适时推出。2021 年既是公司现有的主打产品玻

璃纤维类新材料的运营年，亦是公司资产置换与资本并购的攻坚年。董

事会支持公司经营层全面梳理优化现有资产，依照主要产品的产供销系

统组合资产包，适时发起成立相应的全资子公司；优化产品结构，着力

剥离一批固定成本高、毛利率低、难以契合经济新常态形式的资产包，

为相关领域资本并购的实施提供必要的空间基础。在全面梳理优化现有

资产的同时，控股股东和董事会支持公司并购整合新资产，匹配既定的

新特种材料研发计划，在前期已认真筛选过的毫米波高频半导体材料、

纳米导电材料和柔性传感材料等目标资产中确定并购整合相关标的资

产，适时置换老资产，使公司契合经济新常态下产业发展需要，着力提

升公司主营业务收益，实现公司的跨越式发展。 

26、顾总，您好！九天微星卫星研发制造基地在唐山市开工建设，

具备年均 100 颗左右的生产能力。公司作为国家航空航天特种玻璃纤维

定点企业是否洽谈与其开展合作？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一直与客户以及潜在客户保持沟通

和联系，感谢您的关注！ 

27、 九鼎新材能开创让散户挣大钱的先河吗？如有上亿散户信仰

王老板，将如何？ 

答：真诚感谢您一直以来的支持！我完全理解您在股票投资过程中

对股价表现的殷切心情。 

28、说实话新董秘上任文字水平不错，每次回复都给投资者带来了

信心，但最终结果却是股价一跌再跌，信心也变成失信和陷阱，一定程



度影响了公司和王总形象，股价证明实为，这是无可辩驳的铁律，请拿

出实质举措振兴股价，加油。 

答：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 

29、说好的，注入优质资产，都没下文的。 

答：感谢您的关注和支持！关于您提到的相关问题，董事会在支持

公司经营层全面梳理优化现有资产的同时，支持公司并购整合新资产，

匹配既定的新特种材料研发计划，在前期已认真筛选过的毫米波高频半

导体材料、纳米导电材料和柔性传感材料等目标资产中确定并购整合相

关标的资产，适时置换老资产，使公司契合经济新常态下产业发展需要，

着力提升公司主营业务收益，实现公司的跨越式发展。 

30、请问王文银先生收购九鼎新材的尾款 7个亿何时支付？王文银

先生是否有向九鼎新材注入资产的计划，是否有时间表？贵公司问懂秘

近期回复的资产置换是什么意思？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王文银先生的收购尾款将依照本公司已

披露过的相关信息来执行。关于您提到了“资产置换”，在公司公开披

露的 2020 年度报告中有较详细的表述。那就是全面梳理优化现有资产，

依照主要产品的产供销系统组合资产包，适时发起成立相应的全资子公

司；优化产品结构，着力剥离一批固定成本高、毛利率低、难以契合经

济新常态形式的资产包，为相关领域资本并购的实施提供必要的空间基

础。感谢您的关注！ 

31、怎么没有动静？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本次业绩说明会的时间为今天

15:00-17:00 ，感谢您的关注！ 

32、请问控股股东今年对九鼎的资产置换是不是真能实现？看了控

股股东正威的资讯，在全国各地大扩张，投资竟然有数千亿之多，正威

真有这么多钱吗？是不是摊子铺的太大了啊，让人心里不踏实，九鼎得

小心点哦。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2021 年 4 月 13 日四川海特高新技术股

份有限公司（SZ002023，以下简称“海特高新”）披露了《关于控股子

公司增资扩股暨引入投资者的公告》，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王文银先生控

制的深圳正威金融控股有限公司拟通过增资的方式，持有海特高新控股

子公司成都海威华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威华芯”）34.01%的

股权，成为其第一大股东。海威华芯是海特高新旗下专门从事电子芯片

生产和销售的机构。正威集团在电子芯片领域的布局将有助于本公司在

毫米波高频半导体材料、纳米导电材料和柔性传感材料等领域的联动，

亦将加快本公司并购整合新资产的步伐。感谢您的关注！ 



33、贵公司资产置换计划是什么意思？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关于您提到了“资产置换”，在公司公

开披露的 2020 年度报告中有较详细的表述。那就是全面梳理优化现有资

产，依照主要产品的产供销系统组合资产包，适时发起成立相应的全资

子公司；优化产品结构，着力剥离一批固定成本高、毛利率低、难以契

合经济新常态形式的资产包，为相关领域资本并购的实施提供必要的空

间基础。感谢您的关注！ 

34、本公司的风电业务有无向上下游延伸的可能？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目前主要致力于玻璃纤维深加工制

品、玻璃纤维复合材料及高性能玻璃纤维增强基材的研发、制造和销售。

谢谢！ 

35、请问贵司对于二级市场疲弱走势有何感想？且对于未来公司的

市值抱有何愿景？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我们注意到您所述的情况，我们对未来

公司的市值与业务转型的发展相匹配，抱有足够的信心。感谢您的关注！ 

36、对 2021 年整体有什么规划，业绩利润较往年大概有什么筹划支

撑？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2021 年公司将在 2020 年营业收入快速

增长的基础上，继续大力开发国内客户，抢占风电叶片市场的占有率，

预计 2021 年实现销售收入 16 亿元。该经营目标能否实现取决于疫情走

势及市场状况变化等多种因素，存在不确定性。感谢您的关注！ 

37、您好 公司公告 28 号就提到了今年会并购转行 应该算超级利好

啊，但是股价一直没反应，是公司故意压着等定增价吗？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我们将遵照定期报告中披露的信息，认

真务实地做好相关工作。股价的反应遵从市场规律，公司不会有任何涉

及您所述“故意压着”等做法。感谢您的关注！ 

38、年报之后一直从各种渠道听闻贵公司今年有并购新资产的计划，

不知现在是否已经在着手进行了？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本次披露的 2020 年度报告中，我们提出

了“在资产置换与资本并购方面，公司将从三方面入手，齐头并进，有

序实施”。敬请您持续关注！ 

39、贵公司 2020 年的营收目标就是 16 亿，2021 年还是 16 亿，是

不是意味着没有增长？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2021 年我们将在 2020 年营业收入快速

增长的基础上，继续大力开发国内客户，抢占风电叶片市场的占有率。

业务的增长亦将体现在质量和效率方面。感谢您的关注！ 



40、今年九鼎会成为百亿以上司公司吗 正威集团作为世界 500 强所

控股的上市公司才几十亿应该也不好听。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感谢您的关注！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河。

谢谢！ 

附件清单（如有） 无 

日期 2021 年 5月 17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