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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067   证券简称：安诺其    公告编号：2020-006 

上海安诺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回复的公告 

  

上海安诺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于 2020年 2月 10日收到

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上海安诺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创业板关注函

【2020】第 110号）（以下简称“《关注函》”），公司根据《关注函》的要求，

组织相关方认真分析和核查，并对《关注函》所关注的事项逐一回复，现将回复内

容公告如下： 

问题一：单过硫酸氢钾复合盐作为过氧化物消毒剂的主要作用机理，与其他过

氧化物类消毒剂以及含氯类、醛类、醇类、含碘类、酚类、环氧乙烷类、双胍类、

季铵盐消毒剂在使用领域、使用条件、使用环境、成本、安全性等方面的主要区别、

优点、缺点；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防控中的具体应用领域。 

回复：1、单过硫酸氢钾复合盐作为过氧化物消毒剂的主要作用机理 

单过硫酸氢钾复合盐，分子式为 2KHSO5·KHSO4·K2SO4，产品简称 PMPS 或 KMPS，

该产品作为消毒剂，其作用机理为：本品溶于水后经由链式反应释放出新生态氧[O]、

硫酸根自由基、羟基自由基、过氧化氢自由基等多种具有较高氧化还原电位的活性

成分，干扰病原体的 DNA 和 RNA 合成，使病原体的蛋白质凝固变性，进而干扰病

原体酶系统的活性、影响其代谢，增加细胞膜的通透性，造成酶和营养物质流失、

病原体溶解破裂，进而杀灭病原体。资料显示，产品对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

链球菌、猪水泡病病毒、传染性法氏囊病病毒、口蹄疫病毒、禽流感病毒、SARS病

毒等具有优异的杀灭作用。 

2、各类消毒剂的主要优缺点：如表 1 

表 1  消毒剂的主要优缺点 

消毒剂

类型 
优点 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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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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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氧化

物类 

易溶于水、杀菌谱广、杀菌力强、

杀菌快、且可完全降解、分解后

生成无毒成分、无残留毒性。 

性质不稳定，运输、储存有爆炸的危险；

易分解，有腐蚀性；未分解前有刺激性

或毒性，对物品有漂白或腐蚀作用。 

含氯类 速效、相对廉价、使用方便。 

受 pH值影响大，会被水中的有机物及

还原性物质干扰，而降低效果；与水中

有机物生成三氯甲烷等“三致”物质；

易受有机物影响，有刺激性和漂白作

用，有效氯容易丧失。 

醛类 

杀菌效果好，属高效消毒剂，广

谱、高效、低毒、对金属腐蚀性

小、受有机物影响小、稳定性好。 

醛类灭菌剂的共性是有毒，特别是甲

醛，在使用有效期过后也不能自行降

解，有残留毒性，长期使用对人畜及周

围环境产生污染。 

醇类 
具有中效、速效的杀菌作用；无

毒、无刺激，对金属无腐蚀性。 
受有机物影响大；易挥发，不稳定。 

含碘类 
杀菌广谱、效果好；安全性高，

刺激性小，无异味。 

不能杀灭芽胞，对光敏感，易受有机物

干扰。 

酚类 

化学性质稳定，因而贮存或遇热

等不会改变药效，有效浓度维持

时间长。 

要接触到有害微生物，才能将其抑制或

杀灭；对芽胞和病毒作用不强；污染环

境。 

环氧 

乙烷类 

广谱、高效，能灭杀一切微生物；

穿透力强，可穿透玻璃纸、聚乙

烯或聚氯乙烯薄膜和一般硬纸

盒；可用于不耐热的医疗器械的

灭菌。 

灭菌时间相对较长；环氧乙烷气体易燃

易爆；灭菌后物品有残余毒性，应通风

散气后才能使用。 

双胍类 

广谱杀灭，抑制多种微生物 ；抑

菌效果持久，细菌不易产生抗药

性；对人体及高等动物经检测为

实际无毒级。 

阴离子表面活性剂可使其失效；有机物

的存在可减弱其杀菌作用。 

季铵 

盐类 

杀菌剂毒性小，杀菌效率高，受 

pH值变化的影响小，使用方便， 

化学性能稳定，分散作用及缓蚀

作用好。 

易受水硬度及有机物影响；长期单独使

用，易产生抗药性,属低效消毒剂。 

上述表格资料来源于网络。 

3、与各类型消毒剂相比，单过硫酸氢钾复合盐具有的主要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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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过硫酸氢钾复合盐易于参与多种化学反应，可作为氧化剂、漂白剂、催化剂、

消毒剂、蚀刻剂等，广泛应用于工农业生产。作为消毒剂，单过硫酸氢钾复合盐主

要应用于以下领域： 

（1） 医疗环境领域：医院的门诊墙壁、医用床单、桌面、地面等一般物体表

面的擦洗消毒，以及空气消毒，医院污水的消毒等。 

（2） 动物养殖业环境消毒：在水产养殖业水处理中，消毒剂单过硫酸氢钾复

合盐能杀灭几乎所有的人畜共患疾病的细菌和病毒，对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

链球菌、猪水泡病病毒、传染性法氏囊病病毒、口蹄疫病毒、禽流感病毒、SARS 病

毒等具有优异的杀灭作用。 

（3） 公共场所消毒：公共交通工具的表面消毒和物品的消毒；文体活动场所

人群聚集之前和之后环境和物体表面消毒；公共厕所消毒；游泳池消毒等。 

（4） 家庭保洁消毒：家具、空气、餐饮具消毒，宠物生活环境消毒等。 

（5） 饮用水领域消毒：城市自来水消毒、临时性的饮用水消毒、河流治理消

毒等水体消毒。 

（6） 污水治理领域消毒：适用于生活污水处理厂对城镇居民生活污水进行消

毒处理。 

（7） 工业循环水处理领域：适用于电厂、钢铁厂、化肥厂等工业领域的循环

水进行氧化杀生消毒处理。 

 

与其他过氧化物类、含氯类、醛类、醇类、含碘类、酚类、环氧乙烷类、双胍

类、季铵盐等传统消毒剂相比，过硫酸氢钾复合盐消毒剂在消毒功能上具有高效广

谱、快速持久、成本低廉、安全环保等特点。 

（1）消毒剂单过硫酸氢钾复合盐具有高效广谱的特点 

单过硫酸氢钾复合盐属高效广谱消毒剂，对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链球

菌、猪水泡病病毒、传染性法氏囊病病毒、口蹄疫病毒、禽流感病毒、SARS病毒等

微生物均有良好的杀灭作用。黑龙江省佳木斯大学安洪欣发表的文章“单过硫酸氢

钾的复合钠盐的杀菌消毒效果的应用研究”结论显示：浓度为 10～60mg/L单过硫酸

氢钾的复合钠盐对不同种类微生物悬液的作用 5min，对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

的杀灭率均为 100%, 对白色念珠菌的杀灭率大于 99.50%。山西省医药与生命科学研

究院的王展印等人发表的文章“过硫酸氢钾复合物消毒剂的制备及杀菌性能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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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出如下结论：以 KMPS为主成分，氨基磺酸、柠檬酸、TX-10、EDTA为辅料制备的

YSK消毒剂对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白色念珠菌杀菌率均达 99.99%以上，使

用方便，在家庭和公共环境消毒应用方面有很好的推广价值。中国农业科学院兰州

兽医研究所王超英等人发表的文章“复合过硫酸氢钾类消毒剂杀灭口蹄疫病毒消毒

效果的试验”显示, 复合过硫酸氢钾类消毒剂 1:800稀释液在室温下作用 30分钟，

能 100%杀灭口蹄疫；复合过硫酸氢钾类消毒剂，对杀灭全部侵害人类及畜禽的 17种

病毒、397细菌及其芽抱、 支原体、102种真菌、球虫卵囊等均具有杀灭作用，足

以证明其高效广谱的特性。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丹麦、美国、英国等多国

政府部门将过硫酸氢钾复合盐用于控制口蹄疫。此外，美国环境保护署在 EPA注册

目录中，过硫酸氢钾复合粉消毒剂还对人类 HIV-1病毒、乙型肝炎病毒、丙型肝炎

病毒、诺瓦克样病毒、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耐万古霉素粪肠球菌等病原微

生物具有杀灭效果。 

（2）消毒剂单过硫酸氢钾复合盐具有快速持久的特点 

单过硫酸氢钾复合盐与氯化钠、有机酸等辅助材料复配后的消毒剂，消毒效果

持久，其在水中发生链式反应，不断产生新生态氧(O)、次氯酸(HCLO)、自由羟基(OH)、

过氧化氢(H2O2)。在杀灭微生物后放出的氯化物又会被过硫酸氢钾的活性氧氧化为次

氯酸和自由羟基，持久地发生作用。扬州市江都区畜牧医站翟燕青发表的文章“一

种过硫酸氢钾复合盐消毒剂消毒效力持续时间研究”表明，镇江威特药业有限责任

公司研究开发的以泡腾片技术生产的过硫酸氢钾复合盐为主要成分的消毒剂“威特

利剑消毒液”在 15天之内，对大肠杆菌的杀菌率为 99.98%。 

单过硫酸氢钾复合盐消毒剂作用快速持久，资料显示，如表 2“对微生物的杀灭

作用”，在 10分钟内的较短时间内，大肠杆菌等多种微生物灭杀率为 100%。 

表 2  单过硫酸氢钾消毒剂对微生物的杀灭作用 

项目 浓度(mg/L) 作用时间(min) 杀灭率(%) 

大肠杆菌（8099） 100 5 100 

金黄色葡萄球菌（ATCC 6538） 100 5 100 

百年球菌（ATCC 10231） 70 10 100 

枯草杆菌黑色变种牙胞(ATCC 9372) 3700 10 100 

禽流感病毒(H5N1) 650 1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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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蹄疫病毒 750 5 100 

（3）消毒剂单过硫酸氢钾复合盐具有成本低廉的特点 

过硫酸氢钾复合盐售价低，用量少，终端消费时成本相对低廉。资料显示，公

共环境物件表面消毒时，过硫酸氢钾复合盐消毒液；配制浓度为 100-300mg/L；餐饮

具消毒时，消毒液配制浓度为 200-1000mg/L；生活污水处理时浓度为 5-10ppm；宠

物生活环境和体表消毒时，消毒液配制浓度为 500-100mg/L。消毒液浓度按照

1000mg/L，单过硫酸氢钾复合盐含税销售价格按照 2.0万元/吨测算，每升消毒液耗

用的单过硫酸氢钾复合盐的成本为 0.02元。 

清华大学环境学院和成都润兴消毒药业有限公司的研究人员共同发表的文章

“单过硫酸氢钾复合粉用于饮用水消毒的效果研究”显示，单过硫酸氢钾复合粉在

投加量达到 1mg/L时，对大肠杆菌有明显杀灭作用；当投放量为 2mg/L，作用时间为

30分钟时，对大肠杆菌的杀灭率可以达到 99.99%。单过硫酸氢钾复合粉含税销售价

格按照 2万元/吨，用量按照 2mg/L测算，每吨饮用水耗用的消毒剂单过硫酸氢钾复

合盐成本为 0.04元。 

（4）消毒剂单过硫酸氢钾复合盐具有安全环保的特点 

单过硫酸氢钾复合盐为无机物，固体状态下比较稳定，水溶液状态下非常活泼。

稳定性试验结果表明粉状产品在密闭、遮光的贮存条件下性质稳定，室温下贮存期

可为 2年。产品使用后的最终产物为氧气和硫酸钾，安全环保，没有残留有害物质，

使用和处理过程中不污染环境，不污染水源。 

另外，产品还具有储存稳定性好，无刺激性，不产生有毒气体，不会在器物上

产生斑痕，不伤害器械、纤维，对人、动物绝对安全等优点。 

4、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防控中的具体应用领域 

截止目前，尚未有官方资料显示，单过硫酸氢钾复合盐消毒剂对导致当前肺炎

疫情的新型冠状病毒有杀灭作用。网络资料显示，消毒剂单过硫酸氢钾复合盐对猪

流行性腹泻冠状病毒、传染性胃肠炎冠状病毒、传染性支气管炎冠状病毒等冠状病

毒具有杀灭作用。 

问题二：你公司公告称，自 2013 年以来，公司一直从事单过硫酸氢钾复合盐的

研发、生产和销售，具有成熟的生产工艺，专业的技术团队，稳定的客户资源。请

说明近两年国内单过硫酸氢钾复合盐的需求量、进口量、出口量、产能分布、产量，

是否存在除你公司以外的其他拟建或在建产能；你公司近两年单过硫酸氢钾复合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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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产能、产量、销量、销售收入、净利润及占比；相关产品目前的市场地位、市场

份额、主要下游客户名称。 

回复：  

1、近两年国内单过硫酸氢钾复合盐的需求量、进口量、出口量、产能分布、产

量，除本公司以外的其他拟建或在建产能。 

消毒剂是指用于杀灭传播媒介上病原微生物，切断传染疾病传播途径，达到控

制疾病传染目的的化学制剂。根据新思界产业研究中心发布的《2019-2024年中国消

毒剂项目投资可行性研究报告》显示，2013-2018年，我国消毒剂市场规模年均复合

增长率为 5.4%；2018年，消毒剂市场规模为 107亿元，较 2017年增长 5.6%。仅对

于消毒剂单过硫酸氢钾复合盐的国内需求量而言，我们没有看到权威部门发布的数

据。现阶段，我国消毒剂市场中，知名品牌数量较少，高端领域主要被进口品牌所

占据，低端消费领域被小品牌充斥市场，国际生产厂家以杜邦、朗盛、优耐德为主，

具体需求量数据很难统计。我们了解到，国内生产单过硫酸氢钾复合盐的厂家主要

有五家，产能详见表 3。 

表 3  国内过硫酸氢钾复合盐主要生产厂家产能 

序号 生产厂商 产能（吨/年） 备注 

1 绍兴上虞洁华化工有限公司 15000 2018年环评拟审批 

2 烟台安诺其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10000 正在进行项目申报 

3 翱图（开封）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9000 2018年环评拟审批，项目

一期 9000吨。 

4 秦皇岛鹤凤翔化工有限公司 3000 2019 年环评文件审批受

理 

5 山东嘉源化工有限公司 2500 目前已有产能 

合   计 39500 -- 

注：以上生产厂商（除烟台安诺其精细化工有限公司）其产能情况均来源于网络。 

上述大部分生产厂商，受环保、研发、营销、竞争力等多种因素影响，实际生

产量远没有上述统计的产能多，这就为本项目提供了销售和成长空间。自国内爆发

禽流感和非洲猪瘟疫情以来，消毒剂单过硫酸氢钾的需求量持续增加，供应紧张。

近期，我们没有从公开信息看到其它拟建或在建单过硫酸氢钾复合盐项目。 

http://www.newsijie.com/baogao/2015/0717/11179649.html
http://www.newsijie.com/baogao/2015/0717/1117964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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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单过硫酸氢钾的进出口产品代码混在过硫酸钾下，其具体的进出口数量无法

统计，复配成各种类型的消毒剂后更难统计。 

2、公司近两年单过硫酸氢钾复合盐的产能、产量、销量、销售收入、净利润及

占比。 

过去几年，公司子公司江苏安诺其化工有限公司单过硫酸氢钾复合盐的产能为

500吨，近五年的销量、销售收入、净利润及占比情况如表 4。 

表 4   江苏安诺其消毒剂经营数据 

年度 销售量（吨） 
销售收入 

（万元） 

含税销售单价 

（元/公斤） 

销售净利润 

（万元） 

占公司扣非净利

润比例（%） 

2015 年 845.83 1,111.36 15.37 323.72 5.5 

2016 年 584.4 579.91 11.61 67.67 0.94 

2017 年 758.98 764.07 11.78 26.53 0.32 

2018 年 383.3 473.25 14.32 66.86 0.54 

表格说明：（1）受当地工业园区整顿规划、热电厂停止供汽、天嘉宜爆炸事件等因素影响，

江苏安诺其消毒剂生产线自 2018 年下半年以来处于停产状态，2019 年销售量为零。 

（2）2015-2017 年销售量大于 500 吨，是因为上年度库存结余，以及产品有效含量不同所

致。 

之前，公司消毒剂生产规模较小，成本费用偏高，获利少；同时，公司生产的

消毒剂主要作为下游客户的生产加工原料进行出售，经营相对粗放，下游客户进行

复配深加工后赚取了更多利润。根据规划，本次投资建设完成后，公司将拓展消毒

剂终端应用市场，提供增值服务，获取更高利润。 

3、相关产品目前的市场地位、市场份额、主要下游客户名称。 

截止目前，公司消毒剂产品产能较小，市场地位不高，市场份额较低。新建项

目投产后，公司在规模、品质、成本等方面的竞争力将大大提升，公司将结合自身

资源和能力，逐步开发下游不同应用领域产品，拓展多领域终端消费市场，增加产

品销量，获取更高利润。 

公司 2015年至 2018年消毒剂销量前五名客户销售数据见表 5。 

表 5  公司 2015-2018年前五名消毒剂客户销售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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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货单位 数量（公斤） 销售金额（元） 

昆山博昌新宇电子有限公司 859,550.00  9,563,068.42  

上海养缘贸易有限公司 417,300.00  4,248,081.73  

上海嘉源实业有限公司 206,100.00  2,554,230.79  

天津暄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72,500.00  1,881,410.26  

上海天建塑化有限公司 122,900.00  1,740,683.75  

合计 1,778,350.00 19,987,474.95 

 

问题三：你公司披露上述项目建成投产后将为公司新增含税销售收入 2.0 亿元/

年，新增利润总额 5126 万元/年，新增净利润 3844 万元/年。请说明你公司对单过

硫酸氢钾复合盐建成投产后业绩预测的主要依据，包括但不限于项目建设及完工时

间、价格、销量、毛利率等，并进行风险提示。 

回复：公司 2018年单过硫酸氢钾复合盐的含税销售单价在每吨 1.5万元左右，

最近两年，国内外多地爆发禽流感、猪瘟等疫情，导致消毒剂需求量供应紧张，价

格有所上涨。因此公司结合当前消毒剂单过硫酸氢钾复合盐市场销售价格，以及在

下游不同领域终端应用市场产品价格，按照平均含税销售价格 2.0万元/吨测算，含

税销售收入为 2.0亿元/年，不含税销售收入为 17699.12万元/年，销售税金及附加

74.36万元/年，所得税率按照 25%。按照市场原料价格和公司费用支出测算，项目

达成后，合计成本费用金额为 12499万元/年。由此可以推算出，公司项目达产后，

可以新增利润总额 5126万元，新增净利润 3844万元，销售毛利率 35.9%。 

项目需要政府相关部门通过环评和安评后，方可施工建设。同时，项目存在不

可抗力风险，市场技术风险，资金管理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问题四：请说明你公司实际控制人、持股 5%以上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近 1 个月买卖你公司股票的情况，是否存在内幕交易、操纵市场的情形，未来

6 个月内是否存在减持计划。 

回复：经自查，本公司实际控制人、持股 5%以上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近 1个月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不存在内幕交易、操纵市场的情形。截



 

 9 

止本关注函回复日，公司暂未收到公司实际控制人、持股 5%以上股东、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拟在未来六个月的减持计划，如公司实际控制人、持股 5%以上股东、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有减持计划，公司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规

范性文件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问题五：请结合上述回复说明你公司是否存在主动迎合市场热点、炒作公司股

价的情形。 

回复：公司不存在主动迎合市场热点、炒作公司股价的情形。 

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苏安诺其化工有限公司自 2013年以来，一直从事单过硫酸氢

钾复合盐的研发、生产和销售。江苏安诺其化工有限公司由江苏永庆化工有限公司

更名而来，公司于 2013年收购了江苏永庆化工有限公司，江苏永庆化工有限公司从

2008年开始生产消毒剂过硫酸氢钾复合盐。自 2018年下半年以来，特别是 2019年

3月份天嘉宜爆炸事件以来，江苏安诺其化工有限公司所在化工工业园区处于整顿状

态，热电厂供汽暂停，从而导致公司消毒剂生产线无法开工。 

最近两年，国内外多地爆发禽流感、猪瘟等疫情，导致消毒剂需求量供应紧张，

价格上涨，公司从 2019年下半年就开始筹划在烟台安诺其化工有限公司新建消毒剂

项目的相关事项，并与政府相关部门对接土地转让（截至本回复日前已与当地政府

部门就本项目签署了项目用地的意向性协议）、项目立项等相关事项，公司也将江

苏安诺其消毒剂核心管理技术人员调到烟台安诺其化工有限公司开始准备厂区规

划、生产线规划、设备商对接、工艺优化等相关事项。近期，国内爆发的肺炎疫情

促使我们加快筹建消毒剂项目，并比原计划适度扩大了项目规模。 

公司投资建设“年产 10,000吨广谱消毒剂单过硫酸氢钾复合盐项目”，公司拥

有成熟的生产技术，可以利用现有基础设施，扩大生产规模，延伸消毒剂产业链，

拓展下游应用市场，提高市场占有率，进一步提升产品竞争优势，增加经济效益。

因此，决策是审慎的，不存在主动迎合市场热点、炒作公司股价的情形。 

问题六：你公司认为需要说明的其他事项。 

回复：无。  

特此公告。 

上海安诺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二月十四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