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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403           证券简称：汉宇集团        公告编号：2020-034 

 

汉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的回复公告 

 

 

 

 

汉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29 日收到深圳

证券交易所创业板管理部下发的《关于对汉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创

业板关注函【2020】第 264 号）（以下简称“关注函”）。公司及董事会在收到上

述函件后高度重视，在向优巨新材就相关问题进行了解核实的基础上，对关注函

的内容进行了认真分析和讨论。对关注函的有关问题回复如下： 

1、请补充披露优巨新材开发熔喷布专用的熔喷级 PP 产品的具体情况，包

括但不限于是否取得产品生产相关资质、生产技术水平、产品应用领域、生产

启动时间、目前产能以及产能利用率、生产周期、在手订单及未来生产计划、

产品质量标准、主要客户名称等，该业务与优巨新材主营业务的相关性以及具

有的竞争优势，该业务对你公司经营业绩的影响等。 

回复： 

优巨新材为公司的参股公司，持股比例为 25.43%。优巨新材的主要业务是

特种工程塑料聚芳醚砜的开发、生产、销售及应用化服务，生产环节包括高分子

材料合成与复合改性加工，因此具备高分子材料改性加工的生产资质、技术、团

队与管理经验，生产技术水平达到行业要求。 

产品生产相关资质：熔喷级 PP 产品（PP-UJ1500）的生产与销售不需要取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及时，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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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特别的生产与销售许可，但产品需要通过下游客户的品质检验。目前优巨新材

生产的熔喷级 PP 产品均是在通过下游客户品质检验的前提下实现销售的。 

生产技术水平：熔喷级 PP 产品（PP-UJ1500）能够利用优巨新材现有设备、

团队进行改性加工生产，目前生产稳定，产品质量符合相关客户的质量标准。 

产品应用领域：熔喷级 PP 产品（PP-UJ1500）主要应用于口罩用熔喷布专

用领域。 

生产启动时间：本项目于 2 月 10 号启动研发，2 月 18 日技术定型，3 月 10

日正式投入批量生产。 

目前产能以及产能利用率：目前熔喷级 PP 产品（PP-UJ1500）日产能约为

8-10 吨，产能利用率约 50%。 

生产周期：产品生产过程需要 2-3 天，具体交货期取决于订单大小。 

在手订单及未来生产计划：熔喷级 PP 产品（PP-UJ1500）为订单式生产，

按客户需求进行量化生产。目前正式签的订单有 30 吨。 

产品质量标准：产品质量执行 GBT 30923-2014 标准。 

主要客户名称：主要客户有常州吉悦等。 

与优巨新材主营业务的相关性：熔喷级 PP 产品（PP-UJ1500）能够利用优

巨新材现有设备、团队进行改性加工生产，符合优巨新材的主营业务方向。 

对公司经营业绩的影响：熔喷级 PP 产品与新冠病毒疫情的发展及其供需关

系相关，其可持续性以及后续变化存在高度不确定性。公司无法具体预估其对公

司经营业绩的影响。而在手订单影响公司利润约 13.73 万元。 

2、请补充说明熔喷布产业化项目生产准备情况，包括但不限于测试启动时

间、目前测试阶段、是否取得生产资质、后续需要的审批程序及时间、技术人

员配备情况、生产人员组织情况等。优巨新材目前是否已接到熔喷布订单，订

单数量及金额，预计对你公司业绩的影响金额。 

回复： 

优巨新材的熔喷布产业化项目目前仍在生产准备阶段，近期相关设备将陆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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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厂，环评、安评等工作同步推进中，预计 5 月初可进行生产调试，5 月中旬开

始进行产品的相关测试评估及各项认证工作。 

技术人员配备情况：项目计划配备生产技术人员 5 名，生产人员 30 名。 

订单数量及金额：由于尚未有批量产品，因此目前尚未正式签订销售订单。 

对公司业绩的影响：由于熔喷布与新冠病毒疫情的发展及市场供需关系相关，

其可持续性以及后续变化存在高度不确定性，公司无法具体预估其对公司经营业

绩的影响。 

3、请补充披露优巨新材的全资子公司（金优贝）目前一次性医用口罩（非

无菌）产品日产量水平的预计持续时间及预计对公司经营业绩的影响。 

回复： 

优巨新材的全资子公司（金优贝）主要生产一次性医用口罩（非无菌）产品，

目前日产量约 40 万片/天。截至 2020 年 4 月 29 日，优巨新材已销售口罩约 1,300

万片，获得利润约 650 万元，影响公司业绩约 165 万元。目前客户提出前述口罩

在生产后即向其出货，并在出货时签署订单。根据目前国内疫情形势、复产复学

进度、国外疫情发展态势，该产量水平在未来几个月仍将继续维持。 

对公司经营业绩的影响：口罩产品与新冠病毒疫情的发展及市场供需关系相

关，其可持续性以及后续变化存在高度不确定性。根据目前的需求情况，假设维

持三个月，预计未来三个月优巨新材获得利润 2,160 万元，影响公司业绩约 549.28

万元。 

4、请补充披露 PARYLS 聚砜 PSU 材料目前订单金额、销售金额、主要客户

名称、该项业务对你公司业绩影响的金额。 

回复： 

PARYLS 聚砜 PSU 材料主要用于动物实验培养皿、暖通建材、RO 膜、医疗

设备零部件、水处理设备零部件、电子电器配件等产品。 

订单金额、销售金额：2020 年 1-4 月，优巨新材累计销售 PARYLS
®聚砜 PSU

材料约 90.6 吨，销售金额约 664.11 万元(含税)；其中，用于新冠肺炎治疗用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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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机关键部件（阀门、连接器、过滤器）的 PSU 材料销售量约 6 吨，销售金额

约 42.63 万元。 

主要客户名称：KTK、Magnamed、Leistung、Novitech、东莞永胜。 

对公司业绩影响：PARYLS 聚砜 PSU 材料（与呼吸机相关部分）与新冠病

毒疫情的发展及市场供需关系相关，其可持续性以及后续变化存在高度不确定性。 

优巨新材预计未来三个月销售用于呼吸机的 PSU 材料获得利润约 21.32 万元，其

影响公司业绩约 5.42 万元。 

5、请结合熔喷无纺布材料及 PARYLS 聚砜 PSU 材料供应领域的市场环境、

竞争格局等情况，量化说明熔喷级 PP产品、熔喷无纺布、PARYLS 聚砜 PSU 材料

生产业务对你公司经营业绩的实际影响及其可持续性，并充分提示相关业务风

险。 

回复： 

截至 2020 年 4 月 29 日，公司持有优巨新材 25.43%股权，对优巨新材没有

控制权。并且，公司使用权益法确认投资优巨新材的收益。2019 年度，公司归

属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为 16,306.67 万元，权益法下确认投资优巨新材的收益为

343.63 万元，占公司归属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的比例很小。 

熔喷无纺布材料供应领域的市场环境、竞争格局：根据中国产业用纺织品行

业协会发布的 2018 年中国非织造布产量情况，2018 年中国非织造布产量达 593

万吨，其中熔喷无纺布仅占 0.9%约 5.34 万吨。我国熔喷无纺布较为小众，参与

的企业数量少，其主要应用于生产口罩、环保材料、服装、电池隔膜等产品，利

润水平一般，其细分行业吸引力不高，竞争性不强。目前熔喷无纺布市场的火爆

主要还是由于新冠疫情导致的口罩需求急剧上升所引起的，不具有普遍性，可持

续性也有待观察。 

PARYLS 聚砜 PSU 材料供应领域的市场环境、竞争格局：目前，全球仅有

三家企业可工业化批量生产聚砜 PSU 材料：比利时 SOLVAY， 德国 BASF 以及

优巨新材，全球市场容量约 2 万吨/年。虽然优巨新材在聚砜材料应用市场仍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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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较低市场份额地位，但是优巨新材充分发挥其产品线及营销模式的灵活性优势，

针对中小目标客户采取定制化的产品及业务服务模式，逐步建立了在细分市场及

局部区域市场的小众品牌地位，同时尝试与大客户建立联系通道，为成为备选供

应商之一逐步积累一定的国际市场影响力。预计在未来 2-3 年之内，Solvay 与

BASF 的市场份额将旗鼓相当，优巨新材将努力向着全球 10%的市场份额的目标

前进。 

对公司业绩的实际影响及可持续性：2020 年第一季度，公司的归属母公司

所有者净利润为 3,039.16 万元，投资优巨新材的收益为 185.27 万元，占公司第

一季度归属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的比例为 6.10%。 

优巨新材新增的熔喷级 PP 产品、熔喷无纺布、PARYLS 聚砜 PSU 材料（与

呼吸机相关部分）的业务与新冠病毒疫情发展，及前述产品的市场的供需关系相

关，存在因疫情结束导致相关产品产能过剩的风险。相关业务对公司业绩的实际

影响存在高度不确定性。本次新冠病毒疫情持续时间无法准确估计，但在未来随

着疫情结束，届时市场上前述产品的需求很可能会回落到正常水平；另一方面，

随着原有供应商及新进入者扩充产能，前述产品的供需就会出现变化，后续可能

面临供给过剩、价格下跌的风险。 

6、请说明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近六个月以

来是否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未来六个月内是否存在减持计划，并说明公

司是否存在迎合市场热点，炒作公司股价的情形。 

回复： 

（1）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石华山先生、持股 5%以上的股东江门市江

海区神韵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神韵投资”）近六个月以来存在减持

公司股票的情况，未来六个月内存在减持计划。石华山先生、吴格明先生、郑立

楷先生、池文茂先生、文红女士为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通过神韵投

资间接持有公司股份。 

石华山先生近六个月内减持公司股票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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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

（元/股） 

减持数量

（股） 

占总股本 

比例（%） 

石华山 大宗交易 

2020年 1月 21日 5.15 2,000,000 0.33 

2020年 1月 22日 5.16 2,000,000 0.33 

2020年 1月 23日 4.95 1,900,000 0.32 

2020 年 3 月 4 日 5.29 3,030,000 0.50 

2020 年 3 月 5 日 5.36 3,030,000 0.50 

2020 年 3 月 9 日 4.99 531,572 0.09 

合计 -- -- 12,491,572 2.07 

神韵投资近六个月内减持公司股票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

（元/股） 

减持数量

（股） 

占总股本

比例（%） 

神韵投资 集中竞价 

2020 年 3 月 11 日 5.43 2,916,500 0.48 

2020 年 3 月 13 日 4.95 520,000 0.09 

2020 年 3 月 16 日 4.93 392,340 0.07 

合计 -- -- 3,828,840 0.63 

石华山先生、神韵投资的减持已按照相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

的规定，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详情如下： 

2019 年 12 月 19 日，公司分别披露了《控制股东、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预

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19-073）、《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预披露公告》（公

告编号：2019-074）。 

2020 年 3 月 6 日，公司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减持公司股份

超过 1%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15）。 

2020 年 4 月 10 日，公司分别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股份减持

计划时间过半暨减持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0-024）、《持股 5%以上股东股份

减持计划时间过半暨减持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0-025），上述股东本次减持

计划的时间已过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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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减持计划尚未全部实施完毕。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完毕后，石华山先生、

神韵投资如有新的减持计划，将依照相关规定履行披露义务。 

（2）公司不存在迎合市场热点、炒作公司股价的情形。 

公司在了解到优巨新材进行口罩、熔喷级 PP 产品、熔喷无纺布、PARYLS

聚砜 PSU 材料（与呼吸机相关部分）的相关业务后，判断虽然前述产品与疫情

发展相关且具有重大不确定性，但综合考虑公司 2019 年投资优巨新材的收益数

额较小，预计 2020 年度优巨新材的前述业务合计对公司业绩影响不到重大程度，

未达到需主动公告的水平。直到投资者了解到优巨新材生产口罩的信息，并在互

动易平台提问，公司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进行了回复。在答复中，公司说明了优

巨新材是参股公司、公司的持股比例、公司使用权益法确认投资优巨新材的收益；

并且说明了优巨新材的前述业务与新冠病毒疫情的发展、及其供需关系相关，存

在不确定性，提醒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因此公司不存在迎合市场热点、炒作公

司股价的情形。 

7、请说明公司近期接受媒体采访、机构和投资者调研、回复投资者咨询等

情况，是否存在违反信息披露公平性原则的情形。 

回复： 

公司近期接受媒体采访：4 月 21 日，公司接受江门日报的采访，采访内容

是关于排水泵的自动化生产线。近年来，公司在年报中披露了排水泵产品在提高

自动化制造能力和检测水平，不存在违反信息披露公平性原则的情况。 

公司近期没有机构和投资者调研，公司重视与投资者互动，积极回答投资者

的提问，并在涉及公司重大事项方面注意方式方法，保持公平公正对待每位投资

者，不存在违反信息披露公平性原则的情形。 

8、请核实说明公司是否存在其他应披露未披露的信息，是否存在筹划中的

重大事项或可能导致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事项。 

回复： 

公司董事会确认，除在指定媒体已公开披露的信息外，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

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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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不存在筹划中的重大事项或其他可能对导致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事项。 

 

特此公告。 

 

 

 

汉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5 月 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