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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利安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 2020 年半年报问询函回复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公司管理部： 

2020 年 9 月 20 日，天津利安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收到贵部《关于对天津利安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的半年报问询函》

（创业板半年报问询函【2020】第 43 号）。公司董事会高度重视，对问询事

项进行了认真分析和讨论，逐项落实并进行书面说明。现就年报问询函中的

相关问题回复如下： 

1.报告期内，你公司营业收入为 113,989.72 万元，同比增长 31.70%，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13,494.91 万元，同比增长 7.5%。请你公司补充说

明报告期内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增长的原因，与同行业可比公司业绩变化的对比

及差异，报告期内向经销商销售收入金额、占比及同比变动情况，经销商与你

公司、实际控制人是否存在关联关系，经销商的终端销售情况及是否存在压货

情形。 

公司回复： 

（1）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增长的原因，与同行业可比公司业绩变化的对比及

差异。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为 113,989.72 万元，同比增长 31.70%，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13,494.91 万元，同比增长 7.5%。公司营业收入和净利

润增长主要受益于以下两个方面：一是疫情发生以后，公司积极采取行之有效的

应对措施，在确保员工安全、健康的前提下，全力组织恢复各项生产经营活动，

并利用自身在供应能力、销售网络等方面的优势资源，加大对市场的开拓力度。

二是受益于利安隆凯亚的并表。利安隆凯亚于 2019 年 7 月开始并表，今年上半

年实现营业收入 27,085.19万元（未经审计，下同），净利润 7,478.30 万元。剔

除利安隆凯亚并表的影响后，公司今年上半年的营业收入为 96,648.37 万元，同

比增长 11.66%，实现净利润为 5,990.99万元，同比下降 52.63%。 

利安隆凯亚上半年继续维持良好的经营业绩，而公司在销售增长的同时净利

润同比出现了下滑，主要原因是： 

从行业整体来看：随着近年来国家安全环保监管力度的加强，部分抗老化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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剂小、散企业的逐步退出，和全球特别是中国高分子材料产能保持持续增长，形

成了行业近些年的高景气度，也成就了公司持续多年的高增长。 

具体从细分产品来看：受阻胺光稳定剂的国内产能相对分散，且由于生产工

艺的复杂性和对安全管理的更高要求，目前国内只有公司、北京天罡助剂有限责

任公司等少数几家生产商能够满足有关安全、环保方面的监管要求，全天候满负

荷开工，因此受阻胺光稳定剂近期市场景气度较高。而且公司在并购利安隆凯亚

之后，充分发挥公司与利安隆凯亚在产品、技术、市场等方面的协同效应和互补

性，连续两年帮助其进行产能扩产和技术改进，中间体和产成品的产量、质量、

单耗都得到较好的提升，凯亚运营优化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因此利安隆凯亚获得

了行业景气指数的影响和内部改进的利好影响，业绩表现突出。 

与受阻胺光稳定剂截然相反，抗氧剂的国内产能相对更为集中，其中主要包

括公司、营口风光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营口风光”）、  山东省临沂

市三丰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临沂三丰”）及巴斯夫(国内上海工厂)等企业。

特别是临沂三丰搬迁扩产、巴斯夫上海工厂搬迁投产之后，抗氧剂供给端短期内

大幅提升，再加上今年疫情对需求端的影响，致使抗氧剂的景气度短期出现了下

滑。公司业绩下滑在内部同时受到常山基地新建产能投产不及预期和中卫部分装

置投产产能不及预期的影响，导致内部运营成本增加所致。 

截至目前，公司是 A股市场唯一一家以经营高分子材料抗老化助剂为主营业

务的上市公司。从公开市场来看，目前仅有营口风光和普利特（002324.SZ）此

前并购的杭州帝盛进出口有限公司及其关联公司披露了相关数据，但都未更新披

露 2020 年半年度财务数据。且上述两家企业，与公司在产品结构、下游客户等

方面都存在一定的差异。故无法对比今年上半年业绩变化情况。 

（2）报告期内向经销商销售收入金额、占比及同比变动情况。 

2019 年以来，公司向经销商销售收入金额、占比及变化情况如下表所示： 

销售

模式 

2020 年 1-6月 2019 年 1-6月 2019 年 

金额 

（万元） 
占比 

占比同

比变化 

金额 

（万元） 
占比 

金额 

（万元） 
占比 

直销

模式 
104,572.71  91.74% 2.95% 76,849.82 88.79% 179,281.61  9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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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销

模式 
9,417.01  8.26% -2.95% 9,704.75 11.21%  18,549.54 9.38% 

合计 113,989.72  100.00% - 86,554.57 100.00% 197,831.15 100.00% 

2020 年上半年，公司经销模式销售金额为 9,417.01万元，占当期营业收入

的比例为 8.26%，同比下降 2.95%。整体来看，公司向经销商销售收入金额、占

比均呈现下降的趋势。 

（3）经销商与你公司、实际控制人是否存在关联关系，经销商的终端销售

情况及是否存在压货情形。 

首先，公司与经销商签订的合同为买断式的，即公司与经销商签署购销合同，

并按照订单约定发货，产品由经销商或最终客户签收后实现产品控制权的转移，

达到收入确认的条件。公司不再承担商品所有权相关的风险和报酬，如无质量问

题一般不予退货。 

其次，2019年以来，公司前五大经销商客户销售情况如下表所示： 

①2020 年 1-6 月 

经销商名称 2020年 1-6月收入金额（万元） 

经销商一 2,916 

经销商二 2,338 

经销商三 1,398 

经销商四 671 

经销商五 578 

②2019 年 

经销商名称 2019年收入金额（万元） 

经销商一 7,644 

经销商二 3,264 

经销商三 3,023 

经销商四 2,248 

经销商五 527 

公司对比 2019 年和 2020 年上半年前五大经销商客户名单，2019 年以来公

司前五大经销商客户仅一家发生变化，经销商客户整体较为稳定。且 2020 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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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前五大经销商客户的交易额仅 7,901 万元，尚不到 2019 年前五大经销商客

户交易额（16,706 万元）的一半，前五大经销商客户的交易额也未发生大幅波

动。 

综上，公司的经销模式是买断式，上述前五大经销商的下游最终客户超过

200家，涉及塑料、合成橡胶、涂料、化学纤维、胶黏剂等众多高分子材料领域，

不存在压货情形。同时，经公司董事会核实，经销商客户均与公司、实际控制人

不存在关联关系。 

2. 报告期内，你公司销售费用—物流费用发生额为 159.51 万元，同比下

降 92.26%。请你公司结合业务实际补充说明物流费用发生额大幅下滑的原因及

与营业收入的匹配性。 

公司回复： 

报告期内，公司销售费用—物流费用发生额为 159.51万元，同比下降 92.26%。

主要是因为 2020年开始适用新收入准则，将不构成单项履约义务情况下的销售

运输费用计入履约成本核算，并在营业成本中列示。如果将计入营业成本的销售

运输费用还原，物流费用的相关情况列示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半年度 2019全年 2018 全年 

营业收入 113,989.72  197,831.15  148,774.93  

物流费用 2,230.35 4,634.85  3,981.59  

物流费用占营业收入比 1.96% 2.34% 2.68% 

从表中可以看出，公司的物流费用发生额未发生大幅下滑，但运费占收入的

比例暂时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主要原因为随着公司销售规模的扩大，大规模的

销售相对于零散的销售更节省运输成本，边际销售运输成本会逐步下降。 

3. 报告期末，你公司在建工程余额为 61,972.15 万元，涉及珠海基地一期

等项目。其中，716 装置、724 装置期末余额分别为 4,592.12 万元、403.60 万

元，工程进度分别为 97.70%、101.20%，尚未转入固定资产。请你公司补充说明

在建工程涉及的产品及产能，与现有业务的关系，项目投产后对公司业务的影

响及产能消化计划，在建工程是否存在延迟转入固定资产的情形。 

公司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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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建工程涉及的产品及产能，与现有业务的关系。 

截至本报告期末，公司在建工程余额为 61,972.15万元，其中珠海基地在建

工程余额为 26,146.64万元、常山基地在建工程余额为 23,518.34万元、中卫基

地在建工程余额为 7,508.74万元、汉沽基地在建工程余额为 2,733.47万元、凯

亚基地在建工程余额为 2,064.96 万元。上述在建工程包括部分技改项目及配套

设施建设项目，主要的产能及产品如下： 

珠海基地项目为年产 12.5 万吨高分子材料抗老化助剂项目一期工程。项目

建成后将形成 6万吨/年的高分子材料抗老化助剂产能，产品为抗氧剂。 

常山基地项目为 7000吨/年高分子材料抗老化助剂项目一期。项目建成后将

形成 4,000吨/年的高分子材料抗老化助剂产能，产品为紫外线吸收剂。 

中卫基地在建项目主要包括两条生产线：724 和 716。其中 724 生产线为抗

氧剂，设计最大产能为 5,000 吨/年；716 生产线为紫外线吸收剂，设计最大产

能为 1,000吨/年。 

公司主营业务为高分子材料抗老化助剂的研发、生产和销售，经过近二十年

的行业深耕与积累，产品已覆盖抗氧化剂（主抗氧剂和辅助抗氧剂）和光稳定剂

（紫外线吸收剂和受阻胺类光稳定剂（HALS））的主要类别，并推出了一站式解

决客户材料抗老化需求的个性化配方产品（U-pack产品）。虽然公司的综合竞争

力在国内高分子材料抗老化助剂行业处于领先地位，但不仅在产品序列上与巴斯

夫等行业巨头的差距依然很大，还一直受产能不足的困扰，2017年至 2019年外

协采购量呈现逐年增长的趋势，其中 2019年外协粗品采购量超过 13,000吨。为

了解决产能不足的问题，并进一步丰富产品序列，公司近年来一直在致力于通过

并购、投资等方式扩充产能，并完善公司的产品序列，进而实现更多的 U-pack

产品创新。上述在建工程正是基于这样的目的而启动的，是公司为扩大现有业务

规模所采取的有效措施。 

（2）项目投产后对公司业务的影响及产能消化计划。 

上述在建产能投产之后，将进一步提升公司产能规模，从而对公司产生至少

三个方面的影响：一是伴随产能规模的提升，部分牌号产品将实现专线生产，降

低一条生产线生产不同牌号产品的换产频率，从而提升公司的产能利用率，并减

少粗品采购量，提升公司盈利水平；二是增强公司在核心产品上的市场供应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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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进行适度产业链延伸，满足市场对高品质、个性化抗老化助剂产品或服务日益

增长的需求，有助于公司抢抓行业结构向“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方向调整

带来的市场机遇，提升市场占有率和行业竞争力；三是完善公司的产品序列，进

一步优化产品结构，实现更多的 U-pack 产品创新，通过产品的系列化完整程度

和个性化配套能力，提升公司的差异化竞争力，增强公司可持续发展能力。 

针对上述在建产能的消化，公司主要有三方面的措施：一是凭借优质的产品、

稳定的供应和良好的服务，以及完善的营销网络和优质的客户群体，在提高现有

客户采购中所占比重的同时，逐步减少相关产品的粗品采购量；二是通过现有优

质客户的推荐和现有优质客户的示范效应，取得客户体系内其他关联企业的订单

和更多同行业优质客户的订单。三是通过系列化产品形成的集成供应能力，渐进

式拓展新的业务机会，比如烯烃行业，根据卓创资讯相关统计数据，我国烯烃工

业将进入扩能高峰期，未来五年国内烯烃产能投放在 5,000万吨以上，炼化一体

化和煤化工项目贡献主要增量，粗略估算，烯烃扩产带来的抗氧化剂需求约

10-15万吨、光稳定剂需求约 2.5万吨。 

（3）在建工程是否存在延迟转入固定资产的情形。 

公司的在建项目一直按照会计准则的要求，在达到设计的稳定生产状态后及

时转入固定资产，不存在延迟转入固定资产的情形。公司部分项目暂未转固，主

要原因为项目处于设备调试或试生产阶段，暂未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而暂时没有

转固。其中 716产线处于试生产阶段，所以暂时没有转入固定资产；724产线已

经转固，期末 403.60 万元的余额为投产后的技改项目，由于整体尚未完成，所

以暂时没有转入固定资产。 

4. 你公司因收购利安隆凯亚（河北）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利安隆

凯亚”）、利安隆科润（浙江）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利安隆科润”）形成

商誉 35,344.78 万元，未计提减值准备。请你公司补充说明报告期内利安隆凯

亚、利安隆科润经营业绩与前次商誉减值测试预估数是否存在重大差异，商誉

未计提减值准备的合理性。 

公司回复： 

公司因收购利安隆凯亚形成的商誉为 32,682.63 万元，根据公司与交易对方

的约定，交易对方承诺利安隆凯亚 2019年、2020年、2021年合并报表中扣除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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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分别不低于人民币 5,000.00 万元、

6,000.00 万元和 7,000.00 万元。2019 年度利安隆凯亚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净利润为 11,761.49 万元，2020 年上半年利安隆凯亚已完成净利润 7,478.30

万元（未经审计），已达到 2019 年、2020 年承诺的业绩，因此未对该商誉计提

减值准备。 

公司因收购利安隆科润形成的商誉为 2,662.16 万元。利安隆科润 2020年运

营情况与预期有差异，主要原因为该公司有一条生产线是租赁的，租赁期满后新

建生产线尚未达到可使用状态，因此生产存在一个断档期，导致 2020 年上半年

产量下降，单位制造费用增加，毛利和净利润均下降。此状态为企业发展及扩充

产能过程中的一个过渡阶段，不具有持续性，不是由于生产产品落后滞销等情况

导致的，2020 年下半年新建生产线投产后收入和利润会增长，因此未对该商誉

计提减值准备。 

5. 2018 年、2019 年、2020 年上半年，你公司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

金占营业收入的比重分别为 62.49%、62.56%、75.51%。请你公司补充说明销售

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营业收入等科目的勾稽关系，并结合业务模式、回

款政策等分析现金收入比与同行业可比公司的差异及合理性。 

公司回复： 

2018 年、2019 年、2020 年上半年，公司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占营

业收入的比重分别为 62.49%、62.56%、75.51%。近三年营业收入与销售商品、

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的勾稽过程如下： 

单位：亿元 

项目 2020年 1-6月 2019年 2018年 

收入及税金 12.26  21.32  16.09  

加：经营性应收项目的减少 (0.23) (0.28) (0.63) 

减：非收现及其他剔除 3.42  8.66  6.17  

小计 8.61  12.38  9.30  

经计算，公司近三个会计年度营业收入与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均可

合理勾稽。 

公司下游客户主要为全球知名的高分子材料制造商，公司根据客户性质、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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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关系等给予客户不同账期，平均账期约 60 天。此外，公司主要通过银行转账

或票据等方式与客户结算，导致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通常低于当期营业

收入。同时，虽然营口风光与公司在产品结构、下游客户等方面存在一定差异，

不具有完全的可比性，但其 2018年、2019年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占营

业收入的比重分别为 81.26%、65.08%（销售收入分别为 5.97亿元、6.44 亿元。），

与公司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占营业收入的比重相差不大，所以公司与同

行业可比公司不存在重大差异。 

特此函复。 

天津利安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 9月 28日 

 


	1.报告期内，你公司营业收入为113,989.72万元，同比增长31.70%，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3,494.91万元，同比增长7.5%。请你公司补充说明报告期内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增长的原因，与同行业可比公司业绩变化的对比及差异，报告期内向经销商销售收入金额、占比及同比变动情况，经销商与你公司、实际控制人是否存在关联关系，经销商的终端销售情况及是否存在压货情形。
	公司回复：
	（1）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增长的原因，与同行业可比公司业绩变化的对比及差异。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为113,989.72万元，同比增长31.70%，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3,494.91万元，同比增长7.5%。公司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增长主要受益于以下两个方面：一是疫情发生以后，公司积极采取行之有效的应对措施，在确保员工安全、健康的前提下，全力组织恢复各项生产经营活动，并利用自身在供应能力、销售网络等方面的优势资源，加大对市场的开拓力度。二是受益于利安隆凯亚的并表。利安隆凯亚于2019年7月开始并表，今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27,085.19万元（未经审计，下同），净利...
	利安隆凯亚上半年继续维持良好的经营业绩，而公司在销售增长的同时净利润同比出现了下滑，主要原因是：
	从行业整体来看：随着近年来国家安全环保监管力度的加强，部分抗老化助剂小、散企业的逐步退出，和全球特别是中国高分子材料产能保持持续增长，形成了行业近些年的高景气度，也成就了公司持续多年的高增长。
	具体从细分产品来看：受阻胺光稳定剂的国内产能相对分散，且由于生产工艺的复杂性和对安全管理的更高要求，目前国内只有公司、北京天罡助剂有限责任公司等少数几家生产商能够满足有关安全、环保方面的监管要求，全天候满负荷开工，因此受阻胺光稳定剂近期市场景气度较高。而且公司在并购利安隆凯亚之后，充分发挥公司与利安隆凯亚在产品、技术、市场等方面的协同效应和互补性，连续两年帮助其进行产能扩产和技术改进，中间体和产成品的产量、质量、单耗都得到较好的提升，凯亚运营优化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因此利安隆凯亚获得了行业景气指数的...
	与受阻胺光稳定剂截然相反，抗氧剂的国内产能相对更为集中，其中主要包括公司、营口风光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营口风光”）、  山东省临沂市三丰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临沂三丰”）及巴斯夫(国内上海工厂)等企业。特别是临沂三丰搬迁扩产、巴斯夫上海工厂搬迁投产之后，抗氧剂供给端短期内大幅提升，再加上今年疫情对需求端的影响，致使抗氧剂的景气度短期出现了下滑。公司业绩下滑在内部同时受到常山基地新建产能投产不及预期和中卫部分装置投产产能不及预期的影响，导致内部运营成本增加所致。
	截至目前，公司是A股市场唯一一家以经营高分子材料抗老化助剂为主营业务的上市公司。从公开市场来看，目前仅有营口风光和普利特（002324.SZ）此前并购的杭州帝盛进出口有限公司及其关联公司披露了相关数据，但都未更新披露2020年半年度财务数据。且上述两家企业，与公司在产品结构、下游客户等方面都存在一定的差异。故无法对比今年上半年业绩变化情况。
	（2）报告期内向经销商销售收入金额、占比及同比变动情况。
	2019年以来，公司向经销商销售收入金额、占比及变化情况如下表所示：
	2020年上半年，公司经销模式销售金额为9,417.01万元，占当期营业收入的比例为8.26%，同比下降2.95%。整体来看，公司向经销商销售收入金额、占比均呈现下降的趋势。
	（3）经销商与你公司、实际控制人是否存在关联关系，经销商的终端销售情况及是否存在压货情形。
	首先，公司与经销商签订的合同为买断式的，即公司与经销商签署购销合同，并按照订单约定发货，产品由经销商或最终客户签收后实现产品控制权的转移，达到收入确认的条件。公司不再承担商品所有权相关的风险和报酬，如无质量问题一般不予退货。
	其次，2019年以来，公司前五大经销商客户销售情况如下表所示：
	①2020年1-6月
	②2019年
	公司对比2019年和2020年上半年前五大经销商客户名单，2019年以来公司前五大经销商客户仅一家发生变化，经销商客户整体较为稳定。且2020年上半年前五大经销商客户的交易额仅7,901万元，尚不到2019年前五大经销商客户交易额（16,706万元）的一半，前五大经销商客户的交易额也未发生大幅波动。
	综上，公司的经销模式是买断式，上述前五大经销商的下游最终客户超过200家，涉及塑料、合成橡胶、涂料、化学纤维、胶黏剂等众多高分子材料领域，不存在压货情形。同时，经公司董事会核实，经销商客户均与公司、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2. 报告期内，你公司销售费用—物流费用发生额为159.51万元，同比下降92.26%。请你公司结合业务实际补充说明物流费用发生额大幅下滑的原因及与营业收入的匹配性。
	公司回复：
	报告期内，公司销售费用—物流费用发生额为159.51万元，同比下降92.26%。主要是因为2020年开始适用新收入准则，将不构成单项履约义务情况下的销售运输费用计入履约成本核算，并在营业成本中列示。如果将计入营业成本的销售运输费用还原，物流费用的相关情况列示如下：
	单位：万元
	从表中可以看出，公司的物流费用发生额未发生大幅下滑，但运费占收入的比例暂时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主要原因为随着公司销售规模的扩大，大规模的销售相对于零散的销售更节省运输成本，边际销售运输成本会逐步下降。
	3. 报告期末，你公司在建工程余额为61,972.15万元，涉及珠海基地一期等项目。其中，716装置、724装置期末余额分别为4,592.12万元、403.60万元，工程进度分别为97.70%、101.20%，尚未转入固定资产。请你公司补充说明在建工程涉及的产品及产能，与现有业务的关系，项目投产后对公司业务的影响及产能消化计划，在建工程是否存在延迟转入固定资产的情形。
	公司回复：
	（1）在建工程涉及的产品及产能，与现有业务的关系。
	截至本报告期末，公司在建工程余额为61,972.15万元，其中珠海基地在建工程余额为26,146.64万元、常山基地在建工程余额为23,518.34万元、中卫基地在建工程余额为7,508.74万元、汉沽基地在建工程余额为2,733.47万元、凯亚基地在建工程余额为2,064.96万元。上述在建工程包括部分技改项目及配套设施建设项目，主要的产能及产品如下：
	珠海基地项目为年产12.5万吨高分子材料抗老化助剂项目一期工程。项目建成后将形成6万吨/年的高分子材料抗老化助剂产能，产品为抗氧剂。
	常山基地项目为7000吨/年高分子材料抗老化助剂项目一期。项目建成后将形成4,000吨/年的高分子材料抗老化助剂产能，产品为紫外线吸收剂。
	中卫基地在建项目主要包括两条生产线：724和716。其中724生产线为抗氧剂，设计最大产能为5,000吨/年；716生产线为紫外线吸收剂，设计最大产能为1,000吨/年。
	公司主营业务为高分子材料抗老化助剂的研发、生产和销售，经过近二十年的行业深耕与积累，产品已覆盖抗氧化剂（主抗氧剂和辅助抗氧剂）和光稳定剂（紫外线吸收剂和受阻胺类光稳定剂（HALS））的主要类别，并推出了一站式解决客户材料抗老化需求的个性化配方产品（U-pack产品）。虽然公司的综合竞争力在国内高分子材料抗老化助剂行业处于领先地位，但不仅在产品序列上与巴斯夫等行业巨头的差距依然很大，还一直受产能不足的困扰，2017年至2019年外协采购量呈现逐年增长的趋势，其中2019年外协粗品采购量超过13,00...
	（2）项目投产后对公司业务的影响及产能消化计划。
	上述在建产能投产之后，将进一步提升公司产能规模，从而对公司产生至少三个方面的影响：一是伴随产能规模的提升，部分牌号产品将实现专线生产，降低一条生产线生产不同牌号产品的换产频率，从而提升公司的产能利用率，并减少粗品采购量，提升公司盈利水平；二是增强公司在核心产品上的市场供应能力，并进行适度产业链延伸，满足市场对高品质、个性化抗老化助剂产品或服务日益增长的需求，有助于公司抢抓行业结构向“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方向调整带来的市场机遇，提升市场占有率和行业竞争力；三是完善公司的产品序列，进一步优化产品结...
	针对上述在建产能的消化，公司主要有三方面的措施：一是凭借优质的产品、稳定的供应和良好的服务，以及完善的营销网络和优质的客户群体，在提高现有客户采购中所占比重的同时，逐步减少相关产品的粗品采购量；二是通过现有优质客户的推荐和现有优质客户的示范效应，取得客户体系内其他关联企业的订单和更多同行业优质客户的订单。三是通过系列化产品形成的集成供应能力，渐进式拓展新的业务机会，比如烯烃行业，根据卓创资讯相关统计数据，我国烯烃工业将进入扩能高峰期，未来五年国内烯烃产能投放在5,000万吨以上，炼化一体化和煤化工...
	（3）在建工程是否存在延迟转入固定资产的情形。
	公司的在建项目一直按照会计准则的要求，在达到设计的稳定生产状态后及时转入固定资产，不存在延迟转入固定资产的情形。公司部分项目暂未转固，主要原因为项目处于设备调试或试生产阶段，暂未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而暂时没有转固。其中716产线处于试生产阶段，所以暂时没有转入固定资产；724产线已经转固，期末403.60万元的余额为投产后的技改项目，由于整体尚未完成，所以暂时没有转入固定资产。
	4. 你公司因收购利安隆凯亚（河北）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利安隆凯亚”）、利安隆科润（浙江）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利安隆科润”）形成商誉35,344.78万元，未计提减值准备。请你公司补充说明报告期内利安隆凯亚、利安隆科润经营业绩与前次商誉减值测试预估数是否存在重大差异，商誉未计提减值准备的合理性。
	公司回复：
	公司因收购利安隆凯亚形成的商誉为32,682.63万元，根据公司与交易对方的约定，交易对方承诺利安隆凯亚2019年、2020年、2021年合并报表中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分别不低于人民币 5,000.00万元、6,000.00万元和7,000.00万元。2019 年度利安隆凯亚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 11,761.49 万元，2020年上半年利安隆凯亚已完成净利润7,478.30万元（未经审计），已达到2019年、2020年承诺的业绩，因此未对该商誉计提减值准备。
	公司因收购利安隆科润形成的商誉为2,662.16万元。利安隆科润2020年运营情况与预期有差异，主要原因为该公司有一条生产线是租赁的，租赁期满后新建生产线尚未达到可使用状态，因此生产存在一个断档期，导致2020年上半年产量下降，单位制造费用增加，毛利和净利润均下降。此状态为企业发展及扩充产能过程中的一个过渡阶段，不具有持续性，不是由于生产产品落后滞销等情况导致的，2020年下半年新建生产线投产后收入和利润会增长，因此未对该商誉计提减值准备。
	5. 2018年、2019年、2020年上半年，你公司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占营业收入的比重分别为62.49%、62.56%、75.51%。请你公司补充说明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营业收入等科目的勾稽关系，并结合业务模式、回款政策等分析现金收入比与同行业可比公司的差异及合理性。
	公司回复：
	2018年、2019年、2020年上半年，公司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占营业收入的比重分别为62.49%、62.56%、75.51%。近三年营业收入与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的勾稽过程如下：
	单位：亿元
	经计算，公司近三个会计年度营业收入与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均可合理勾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