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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307      证券简称：慈星股份    公告编号:2020-058 

宁波慈星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问询函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

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宁波慈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慈星股份”）于

2020年 7月 31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宁波慈星股份有限公

司的问询函》（创业板问询函〔2020〕第 215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

问询函具体内容如下： 

“近期你公司股票价格波动幅度较大，2020年 7月 1日以来连续

上涨，截至 7月 30日累计涨幅约为 59.66%，与同期创业板指数偏离

度较大。我部对此表示关注，请你公司核实并说明以下事项： 

1. 2019 年以来，你公司盈利能力持续下滑，其中 2019 年亏损

8.74亿元，2020年第一季度亏损 0.29亿元。请你公司结合上述情况，

以及你公司目前股价及走势、市盈率、市净率水平，对比同行业可比

公司，分析相关指标的合理性，并充分提示风险。如你公司认为公司

股价与基本面不符，请及时向投资者提示风险。 

2.2020年 7月 27日，你公司披露《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

人协议转让公司部分股份的提示性公告》，你公司控股股东宁波裕人

投资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裕人企业有限公司拟向自然人徐松达

转让公司股份合计 4010万股，占你公司总股本比例的 5%，转让价格

为 4.80元/股。7月 27日和 7月 30日，你公司股价涨停。 

（1）请你公司说明控股股东筹划转让股份的具体过程，相关信息

保密工作情况，是否存在内幕信息泄漏情形，自查并报备内幕信息知

情人的股票交易情况。 

（2）请你公司补充披露徐松达受让股份的原因，持股的目的，是

否有意在未来 12 个月内继续增加其在你公司拥有的权益，受让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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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涉及资金的来源，是否存在结构化安排，如存在外部融资，请列示

资金融出方名称、金额、资金成本、期限、担保要求等相关内容。 

（3）请你公司核实说明是否与徐松达筹划其他交易事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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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请你公司补充披露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

持股 5%以上股东等近 1个月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问询并核实未来 6

个月内是否存在减持计划及减持计划的具体内容，说明是否存在利用

信息披露（包括参加投资者调研活动）影响股票交易、拉抬股价以配

合股东减持的情形。 

请你公司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在 8月 3日前将有关说明材

料报送我部并对外披露。” 

公司收到问询函后，经审慎核查，就相关问题回复如下：  

1. 2019 年以来，你公司盈利能力持续下滑，其中 2019 年亏损

8.74 亿元，2020年第一季度亏损 0.29 亿元。请你公司结合上述情况，

以及你公司目前股价及走势、市盈率、市净率水平，对比同行业可比

公司，分析相关指标的合理性，并充分提示风险。如你公司认为公司

股价与基本面不符，请及时向投资者提示风险。 

回复：截至 2020年 7月 31日收市，公司及部分同行业上市公司

的市盈率、市净率水平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股价 

（元/股） 

最新静态 

市盈率 

最新滚动 

市盈率 
最新市净率 

慈星股份 6.99 亏损 亏损 1.82 

标准股份 4.68 亏损 亏损 1.52 

卓郎智能 5.49 17.09 亏损 2.14 

金鹰股份 6.29 89.30 亏损 2.06 

金轮股份 12.80 38.12 269.27 1.21 

上工申贝 7.23 46.29 393.52 1.73 

数据来源：同花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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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市盈率角度看，公司因商誉计提导致 2019 年利润出现亏损；

从市净率角度看，部分同行业公司市净率在 1.21~2.14 左右,公司市

净率在同行业中处于中等水平。 

公司2019年归属于上市公司净利润为-87,430.33万元，较去年同

期下降734.30%；2020年第一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净利润为-2,901.48

万元，较去年同期下降167.91%；2019年净利润下滑主要系公司因收

购产生大额商誉计提减值所致；2020年第一季度净利润下滑主要系受

疫情影响, 对公司市场销售造成重大影响。 

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近期经营情况及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

生明显好转，但短期内公司股价涨幅较高，与同期创业板综指偏离度

较大，请投资者充分了解二级市场交易风险并关注以下风险，审慎决

策、理性投资。 

（1）公司未来业绩可能存在波动的风险 

当前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外部不稳定不确定因素较多，客户投资

意愿谨慎，纺织机械行业整体呈下行趋势。受疫情的影响，实体经济

更是面临巨大挑战。若未来国外疫情持续恶化且无法有效控制，造成

国内宏观经济出现较大波动，可能导致市场需求大幅下降、公司应收

账款出现坏账损失、存货积压造成跌价损失，对公司持续盈利能力产

生不利影响，公司经营业绩持续亏损的风险。 

（2）公司股票大幅上涨后可能产生波动的风险 

公司股票自 2020 年 7 月 1 日以来以上涨为主，股价涨幅明显超

过创业板综合指数。请广大投资者谨慎投资，注意股价连续上涨后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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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存在的波动风险。 

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认真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

上述指定媒体刊登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不要盲目炒作，

注意投资风险。 

2.2020年 7 月 27日，你公司披露《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

人协议转让公司部分股份的提示性公告》，你公司控股股东宁波裕人

投资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裕人企业有限公司拟向自然人徐松达

转让公司股份合计 4010 万股，占你公司总股本比例的 5%，转让价格

为 4.80元/股。7月 27日和 7月 30日，你公司股价涨停。 

（1）请你公司说明控股股东筹划转让股份的具体过程，相关信

息保密工作情况，是否存在内幕信息泄漏情形，自查并报备内幕信息

知情人的股票交易情况。 

回复： 

1）筹划转让股份的具体过程 

控股股东因个人资金需求有引入投资者和优化股权结构的想法。

实际控制人孙平范与自然人徐松达一直致力于纺织设备行业，平常交

流较多，对彼此也较为了解。徐松达先生关注公司且对公司的一线成

型设备的未来发展比较认同，在 6月中旬的一次交流中，徐松达本人

表达有意受让股份的想法，此后双方又通过多次沟通最终达成了一

致。7 月 23 日，实际控制人孙平范将与徐松达先生的股权转让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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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知了董秘及财务总监，同日公司委托法律顾问起草相关协议转让文

件，双方于 7 月 24 日正式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公司于 7 月 27

日在巨潮资讯网公告了《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协议转让公司

部分股份的提示性公告》。 

2）相关保密工作 

经问询，双方在意向交流至确定股权转让事项过程中，尽可能地

缩小了内幕知情人员的知情范围，不存在内幕信息泄漏的情形。 

3）自查并报备内幕信息知情人的股票交易情况 

公司经自查，除公司在 7 月 27 日巨潮资讯网披露的简式权益变

动报告书中所列的徐松达配偶及子女股票交易情况外，该股权转让事

项的其他内幕信息知情人自该事项发生至披露期间均不存在买卖公

司股票的情况。另公司已报备相关内幕知情人信息。 

（2）请你公司补充披露徐松达受让股份的原因，持股的目的，

是否有意在未来 12 个月内继续增加其在你公司拥有的权益，受让股

权所涉及资金的来源，是否存在结构化安排，如存在外部融资，请列

示资金融出方名称、金额、资金成本、期限、担保要求等相关内容。 

回复： 

1、徐松达受让股份的目的及持股目的 

自然人徐松达长期专注于纺织设备行业，看好公司一线成型电脑 

横机的发展，认可公司的发展理念；其本人认为当时股价处于低位，

公司存在投资价值，故产生股权受让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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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是否有意在未来 12个月内继续增加其在公司拥有的权益。 

未来 12个月内自然人徐松达不存在继续增加公司权益的意向。 

3、资金来源 

自然人徐松达长期经商，有一定的家庭积累及稳定的收入，其个

人及其控制的企业且拥有多处房产及厂房土地。本次股权受让所需资

金主要源于个人自筹资金，包括但不限于其本人及配偶名下的证券账

户内可变现资产近 6000 万元可出售后用于支付转让款；其控股企业

名下两处厂房土地可用于抵押融资近 1.5亿左右。除不动产抵押融资

外其本人将不与金融机构签署其他融资协议。本公司将根据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3）请你公司核实说明是否与徐松达筹划其他交易事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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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大股东向徐松达转让股份外，公司与徐松达未筹划其他

交易事项；公司是全球最大的智能针织机械供应商之一，受行业的周

期性影响，原主业增长放缓，且公司自有资金充裕，目前主要用于购

买理财产品。近年来公司一直致力于寻找新的利润增长点，以增强公

司的竞争力，但目前公司尚未寻找到合适的标的。公司不存在其他应

披露而未披露的信息，亦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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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请你公司补充披露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

持股 5%以上股东等近 1 个月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问询并核实未来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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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月内是否存在减持计划及减持计划的具体内容，说明是否存在利用

信息披露（包括参加投资者调研活动）影响股票交易、拉抬股价以配

合股东减持的情形。 

回复： 

1）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持股 5%以上股

东等近 1个月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经自查，截至本关注函回复日，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控股股东、持股 5%以上股东近 1个月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2）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持股 5%以上股

东未来 6个月内否存在减持计划及减持计划的内容 

经问询，除实际控制人以外，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

员在未来 6个月内不存在减持计划。控股股东、持股 5%以上股东为

引进战略投资者、优化股权结构同时缓解股东自身资金压力，拟在未

来 6个月内寻找合适投资者通过协议转让方式减持股份比例不超过

总股本的 10%，并承诺不通过二级市场竞价交易和大宗交易进行减持。

如发生上述事宜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认真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3）是否存在利用信息披露（包括参加投资者调研活动）影响股

票交易、拉抬股价以配合股东减持的情形 

近期，公司未接待机构和个人投资者调研。公司严格按照相关法

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不存在利用信息披露影响

股票交易、拉抬股价以配合股东减持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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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其他补充事项 

因协议转让一方裕人企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裕人企业”）为

境外法人，前往深圳证券交易所及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

圳分公司办理该股权协议转让事宜时，裕人企业的身份证明文件需经

我国司法部委托的香港公证人公证，加盖中国法律服务（香港）有限

公司转递香港公证文书专用章。当前因疫情影响，进出香港需分别隔

离 14天，即来回 28天，实际控制人孙平范作为慈星股份董事长兼总

经理，出现如此长隔离时间多有不便，其考虑将延期办理该股权转让

事宜。公司也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认真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特此公告！ 

 

 

 

 

  

宁波慈星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 8月 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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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股股东因个人资金需求有引入投资者和优化股权结构的想法。实际控制人孙平范与自然人徐松达一直致力于纺织设备行业，平常交流较多，对彼此也较为了解。徐松达先生关注公司且对公司的一线成型设备的未来发展比较认同，在6月中旬的一次交流中，徐松达本人表达有意受让股份的想法，此后双方又通过多次沟通最终达成了一致。7月23日，实际控制人孙平范将与徐松达先生的股权转让事宜告知了董秘及财务总监，同日公司委托法律顾问起草相关协议转让文件，双方于7月24日正式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公司于7月27日在巨潮资讯网公告了《关于...
	2）相关保密工作
	经问询，双方在意向交流至确定股权转让事项过程中，尽可能地缩小了内幕知情人员的知情范围，不存在内幕信息泄漏的情形。
	3）自查并报备内幕信息知情人的股票交易情况
	公司经自查，除公司在7月27日巨潮资讯网披露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中所列的徐松达配偶及子女股票交易情况外，该股权转让事项的其他内幕信息知情人自该事项发生至披露期间均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另公司已报备相关内幕知情人信息。
	（2）请你公司补充披露徐松达受让股份的原因，持股的目的，是否有意在未来12个月内继续增加其在你公司拥有的权益，受让股权所涉及资金的来源，是否存在结构化安排，如存在外部融资，请列示资金融出方名称、金额、资金成本、期限、担保要求等相关内容。
	回复：
	1、徐松达受让股份的目的及持股目的
	自然人徐松达长期专注于纺织设备行业，看好公司一线成型电脑
	横机的发展，认可公司的发展理念；其本人认为当时股价处于低位，公司存在投资价值，故产生股权受让想法。
	2、是否有意在未来12个月内继续增加其在公司拥有的权益。
	自然人徐松达长期经商，有一定的家庭积累及稳定的收入，其个人及其控制的企业且拥有多处房产及厂房土地。本次股权受让所需资金主要源于个人自筹资金，包括但不限于其本人及配偶名下的证券账户内可变现资产近6000万元可出售后用于支付转让款；其控股企业名下两处厂房土地可用于抵押融资近1.5亿左右。除不动产抵押融资外其本人将不与金融机构签署其他融资协议。本公司将根据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3）请你公司核实说明是否与徐松达筹划其他交易事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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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大股东向徐松达转让股份外，公司与徐松达未筹划其他交易事项；公司是全球最大的智能针织机械供应商之一，受行业的周期性影响，原主业增长放缓，且公司自有资金充裕，目前主要用于购买理财产品。近年来公司一直致力于寻找新的利润增长点，以增强公司的竞争力，但目前公司尚未寻找到合适的标的。公司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信息，亦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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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请你公司补充披露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持股5%以上股东等近1个月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问询并核实未来6个月内是否存在减持计划及减持计划的具体内容，说明是否存在利用信息披露（包括参加投资者调研活动）影响股票交易、拉抬股价以配合股东减持的情形。
	回复：
	1）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持股5%以上股东等近1个月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经自查，截至本关注函回复日，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持股5%以上股东近1个月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2）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持股5%以上股东未来6个月内否存在减持计划及减持计划的内容
	经问询，除实际控制人以外，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在未来6个月内不存在减持计划。控股股东、持股5%以上股东为引进战略投资者、优化股权结构同时缓解股东自身资金压力，拟在未来6个月内寻找合适投资者通过协议转让方式减持股份比例不超过总股本的10%，并承诺不通过二级市场竞价交易和大宗交易进行减持。如发生上述事宜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3）是否存在利用信息披露（包括参加投资者调研活动）影响股票交易、拉抬股价以配合股东减持的情形
	近期，公司未接待机构和个人投资者调研。公司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不存在利用信息披露影响股票交易、拉抬股价以配合股东减持的情形。
	4、其他补充事项
	因协议转让一方裕人企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裕人企业”）为境外法人，前往深圳证券交易所及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该股权协议转让事宜时，裕人企业的身份证明文件需经我国司法部委托的香港公证人公证，加盖中国法律服务（香港）有限公司转递香港公证文书专用章。当前因疫情影响，进出香港需分别隔离14天，即来回28天，实际控制人孙平范作为慈星股份董事长兼总经理，出现如此长隔离时间多有不便，其考虑将延期办理该股权转让事宜。公司也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做好信息披...
	特此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