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300325      证券简称：德威新材      公告编号：2020-095 

江苏德威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2020年半年报问询函的回复公告 

 

 

 

江苏德威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威新材”或“公司”）于近日

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江苏德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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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公司董事会

组织公司相关部门对《问询函》提出的相关问题进行了认真讨论和核实，并逐项

进行了书面说明。现公司对相关问题的回复公告如下： 

 

【事项 1】半年报显示，你公司 PBT 树脂、锦纶短纤业务毛利率分别为

-0.64%、-4.59%，呈持续下滑趋势；PP 料业务实现营业收入 3,309 万元，毛利

率为 56.23%。（1）请结合销售定价、生产成本、主要客户的变化情况补充说

明 PBT 树脂、锦纶短纤业务毛利率为负且持续下滑的原因，相关业务开展情况

是否发生重大不利变化。（2）请补充说明 PP 料业务的实施主体，结合采购、

生产、销售模式及核心竞争优势等说明毛利率水平较高的原因及合理性。 

一、请结合销售定价、生产成本、主要客户的变化情况补充说明 PBT 树脂、

锦纶短纤业务毛利率为负且持续下滑的原因，相关业务开展情况是否发生重大

不利变化。 

回复： 

1、PBT 树脂 

2019 年： 

公司 2019 年上半年将 PBT 树脂生产线进行技术改造，改造为生产高毛利率

产品 TPEE 的生产线，因其影响，PBT 树脂经历了近 2 个月的停产导致其产量、

销量显著减少。该部分减产减售数量近 3,000 吨。公司生产线技术改造恢复生产

后，因周期性影响产品市场出现短期需求低迷的情况，核心客户需求量有所下降，

上述两个原因导致 PBT 树脂 2019 年营业收入较 2018 年同期减少较多（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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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另外，2019 年公司响应政府号召，在环保上进行投资改造，全面完成煤改

气的工作，这项改造使能源成本较原来增加 3 倍（见下表 2）； 

2019 年春节后，PBT 树脂主要原料 PTA 价格剧烈波动，涨幅一度超过 15%，

由于中美贸易摩擦影响等因素市场整体需求减少，销售价格反而出现 5%左右的

下滑，导致价格倒挂，进而影响了该产品的毛利率。 

表 1：PBT 树脂 2019 年与 2018 年销售相关数据如下: 

PBT 树脂 销售额（元） 销售数量（T） 

2019 年 1-12 月 117,847,735.16 14,307.17 

2018 年 1-12 月 201,893,947.34 19,323.65 

 

表 2：2019 年与 2018 年煤改气相关数据如下: 

年度 煤成本 气成本 

2019 年 1-12 月 0 13,344,510.14 

2018 年 1-12 月 4,577,682.66 0 

 

2020 年上半年： 

2020 年春节前，结合 2019 年春节后原料价格大幅上涨的相关，公司在春节

前采购了约 1500 吨 PTA 原料以备春节后连续生产所用，但由于春节期间发生了

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原油价格历史性跌至负值。PBT 树脂的主要原料 PTA 作为

重要的石油衍生化学品亦受此影响下跌超过 30%（如图 1），公司春节前所备库

存大大推高了产品成本并直接影响了产品的利润率。 

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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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受疫情影响下游客户发生大面积的延迟复工和低负荷生产的情况，使

得 PBT 树脂市场整体需求减少、库存积压严重。经努力复工后相关产品订单情

况亦不稳定，导致 2020 年上半年 PBT 树脂产品价格异常，产品售价一度跌破成

本价。并且，受疫情影响，部分员工无法正常返岗但仍按政策予以发放薪资、在

岗员工无法轮休，工作时长有所增加，此部分的加班工资一定程度推高了生产成

本。以上因素导致 PBT 树脂业务利润率下降。 

表 3： 

PBT 树脂 2020 年 1-6 月与 2019 年 1-6 月出口情况对比: 

外销 

PBT 树脂 销售额（元） 销售数量（T） 

2020年 1-6月 17,530,468.13 2,388.80 

2019年 1-6月 39,456,910.27 4,396.65 

受 2020 年上半年国外疫情的影响，公司产品 PBT 树脂外销数量较 2019 年

同期显著下降（见表 3）。 

2、锦纶短纤 

2019 年： 

PA6 切片是锦纶短纤的直接原材料。PA6 切片因前期部分厂家设备检修而导

致的小幅上涨后，终因宏观经济低迷、短期内需求不振以及中美贸易摩擦的叠加

因素在 2019 年第二季度发生较大幅度下跌，跌幅约 15%。此期间公司常规备用

采购的高价原料导致产品成本偏高（如图 2），从而导致公司产品锦轮短纤毛利

率下降。  

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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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 4 为锦纶短纤 2019 年与 2018 年的销售数据： 

表 4： 

锦纶短纤 销售数量（T） 销售额（元） 

2019年 13,838.3 188,890,858.24 

2018年 23,095.41  391,136,705.86  

 

2020 上半年： 

由于锦纶短纤产品最终下游以毛衣等日常消费品为主，终端消费市场受

2020 年上半年新冠肺炎影响十分严重，需求大幅度减少，导致锦纶短纤销售收

入减少；由于公司在春节前采购近 2000 吨 PA6 切片原料，但疫情期间该原材料

价格受历史性原油下跌的影响显著下跌接近 20%（如图 2），因此节前库存严重

推高了产品成本并使产品利润率显著恶化；鉴于销量减少的情形，公司不得不相

应地减少生产，从而使产品的单位生产成本进一步上升，影响了该产品的净利润。 

下表 5 为锦纶短纤 2020 年上半年与 2019 年上半年的销售数据： 

表 5： 

锦纶短纤 销售数量（T） 销售额（元） 

2020年 1-6月 4,060.93 46,677,699.46 

2019年 1-6月 6,587.23 93,105,088.82 

 

综上所述，根据公司在本行业多年的经营经验并分析考察同行业企业的同期

经营情况，认为发生上述业绩变化的主要原因为受中美贸易战及新型冠状病毒引

发的肺炎疫情特殊时期以及其后中短期的影响。公司相关业务的经营情况未发生

重大不利变化。 

二、请补充说明 PP 料业务的实施主体，结合采购、生产、销售模式及核心

竞争优势等说明毛利率水平较高的原因及合理性。 

回复： 

受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的影响，口罩需求大幅上升，作为口罩关键原

材料的熔喷布出现短缺。面对目前熔喷布的市场需求引起的熔喷料的需求，公司

响应市场的需求，努力组织复工复产，同时积极研发新产品，公司研发的“低气



 

味高驻极稳定性聚丙烯熔喷专用料”于 2020 年 4 月通过江苏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组织召开的新技术鉴定会。该产品采用高熔指聚丙烯树脂、无味型过氧化物、α

晶型成核剂、除味剂及其它助剂，并利用双螺杆挤出机生产线，经熔融共混、反

应挤出、造粒、干燥、均化等工艺流程制备。该产品具有“低气味”和“高驻极

电荷稳定性”两大优势，主要用于汽车吸音棉、空气滤芯、高端熔喷无纺布等领

域。聚丙烯熔喷专用料在公司全资子公司安徽滁州德威新材料有限公司现有厂房

进行生产。2020 年上半年该产品为市场紧缺产品，产品毛利率较高，公司采取

预收货款的方式进行销售，公司收到客户的货款后按照顺序安排生产。该产品在

抗疫特殊时期，其销售价格从 2020 年 1 月的 10,000 元/吨上涨至 2020 年 5 月

60,000 元/吨左右，而该产品的原材料价格涨幅相对较小，从而增加了本产品的

利润空间。 

公司产品在技术上有如下优势： 

① 低气味  

本产品针对聚丙烯熔喷专用料气味残留问题，从原材料选型和生产设备选型

两个方向进行优化。首先，原材料方面采用高熔指均聚聚丙烯树脂为基材从而降

低了过氧化物降解剂的使用量，同时采用无味型过氧化物为降解剂减少了气味来

源，并在配方中添加除味剂以消除反应挤出造粒过程中产生的小分子挥发物，进

一步降低产品气味。其次，设备选型方面，采用长径比大于 56 的同向双螺杆挤

出机，同时挤出机开有多个真空排气口，利用均匀的剪切元件排布组合，使聚丙

烯树脂得到柔和均匀的剪切力，避免了局部强剪切造成聚丙烯的过度降解，减少

降解的小分子挥发物的产生。通过配方和生产设备的配合，最终得到 VDA270

气味评定级别小于 3 的聚丙烯熔喷专用料。 

② 驻极电荷稳定性  

本产品针对聚丙烯熔喷专用料的电荷贮存稳定性进行了研究和优化，通过添

加α 晶型成核剂，提高聚丙烯熔喷专用料的α 晶型结晶度，增加聚丙烯熔喷专用

料电荷能阱数量和能阱深度，从而提高聚丙烯熔喷专用料的电荷贮存稳定性。 

公司全资子公司滁州德威于 2020 年上半年生产的聚丙烯熔喷专用料实现销

售收入 3,309 万元，毛利率为 56.23%。 



 

因 2020 年初的新型冠状肺炎病毒为突发事项，国家各项措施均为应对突发

事项的临时行为，各行各业就此突发事项的应对措施更是一窝蜂的上设备，抢产

能。在此大背景下，在国内疫情受到有效控制后，与疫情相关的生产防疫用品的

各大公司产能过剩，出现供严重大于求的现象，前期毛利率较大的产品只能回归

正常水平，因此公司上述 PP 料高毛利率的现象也不复存在，后续公司会根据自

身研发的安排，积极对 PP 料进行技术研发，使其应用在更多更高端的领域。 

 

【事项 2】报告期初，你公司应收商业承兑汇票账面余额为 137,993 万元，

以 20%的比例计提坏账准备，均为 2019 年取消原材料采购订单收回的货款，部

分票据承兑日为 2020 年 10 月。报告期末，应收商业承兑汇票账面余额为 138,012

万元，坏账准备计提比例为 19.99%。你公司在 2019 年年报问询函回复中称，

截至 2020 年 4 月末，应收票据中出票人为苏州菲尔普斯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的

39,980.75 万元票据已到期收回。（1）请补充说明报告期内应收票据账面余额的

变动情况，如存在新增票据，请补充说明相关票据的交易背景、开票人信息、

承兑日、金额，出票人与你公司、实际控制人、董监高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以

及坏账准备的计提依据及合理性。（2）请补充说明应收票据是否存在逾期未兑

付的情形，结合出票人履约能力、期后回款情况等说明坏账准备计提是否充分。 

一、请补充说明报告期内应收票据账面余额的变动情况，如存在新增票据，

请补充说明相关票据的交易背景、开票人信息、承兑日、金额，出票人与你公

司、实际控制人、董监高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以及坏账准备的计提依据及合理

性。 

回复：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应收票据账面余额 137,992.52 万元，2020 年 1 至 6

月收回 39,980.75 万元，新增应收票据 40,000 万元，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账面

余额 138,011.77 万元。公司应收票据中苏州菲尔普斯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的

39,980.75 万元票据于 2020 年 4 月 30 日到期，公司在到期日前向对方提示付款，

菲尔普斯于 4 月 28 日支付上述货款，公司将上述业务计入 4 月收 79 号会计凭证。

新增票据中，公司于 4 月 30 日收到上海欣科化工有限公司金额为 20,000 万元的



 

票据，票据期限为一年；于 4 月 30 日收到扬州安顺利化工有限公司金额为 20,000

万元的票据，票据期限为一年。 

公司按照自身业务情况及客户行业特点，结合历年应收票据还款情况制定会

计政策，在各报告期末对所有商业承兑汇票余额计提 20%的坏账准备。 

2020 年上半年，因新型冠状肺炎疫情的影响，市场对口罩需求量大增，公

司低气味高驻极稳定性聚丙烯熔喷专用料业务发展较快，公司于 2020 年 5 月开

始大量生产 PP 料，由于当时市场对防疫产品需求量猛增，供不应求，公司为稳

定生产保证原材料供应支付了原料预付款，至 6 月中旬国内疫情已基本控制，市

场对 PP 料需求量减少，同时公司开始研发用于欧盟标准的高端产品，公司与上

述两家供应商协商暂停供应常规 PP 料的原材料，待研发完成后改为采购适用于

高端产品的原材料，第三季度与上述两家公司暂无业务发生。目前公司高端 PP

料研发已进入加载和高低温测试阶段，这是整个研发最困难也是最关键的部分，

测试完成后高端 PP 料的研发也基本完成,公司会根据研发进度适时要求相关供

应商提供相适应的原材料。 

公司、公司实际控制人、公司董监高与上述出票方无关联关系。 

二、请补充说明应收票据是否存在逾期未兑付的情形，结合出票人履约能

力、期后回款情况等说明坏账准备计提是否充分。 

回复： 

截至 2020 年 10 月 31 日公司应收票据逾期未兑付的金额为 47,164.39 万元，

具体情况如下表，上述金额均在 10 月份发生。由于 2020 年新型冠状肺炎疫情影

响，国内外的经济遭受重创，公司多家供应商出现资金周转困难，由此产生逾期

未兑付情况，公司正在与其进行沟通协商解决。 

名 称 金 额 到 期 日 逾 期 天 数 

苏州乾威电气实业有限公司 
64,391,157.36 2020/10/5 41 天 

61,869,999.38 2020/10/30 16 天 

苏州德都实业有限公司 

40,015,380.11 2020/10/5 41 天 

40,000,000.00 2020/10/25 21 天 

34,932,508.78 2020/10/25 21 天 

安徽科正新材料有限公司 
62,432,931.89 2020/10/5 41 天 

60,001,944.90 2020/10/30 16 天 

扬州正威科技产业有限公司 
50,000,000.00 2020/10/1 46 天 

58,000,000.00 2020/10/1 46 天 



 

 

按照公司会计政策，公司已于 2019 年末对上述票据计提了 20%的坏账准备。

因上述票据到期尚未兑付，若公司与上述公司就票据兑付事项无法达成一致意见

且后续上述公司确认无法兑付上述票据，在本年度末公司存在对上述票据进一 

步计提坏账准备的可能，敬请投资者注意风险。 

除上述情况之外，其他票据尚未出现逾期未兑付的情形，出票人期后回款正

常。公司收到的票据分银行承兑汇票和商业承兑汇票，应收票据科目核算的系商

业承兑汇票，开具这些商票的供应商与德威新材有多年合作关系，同时考虑收回

存在一定的风险，公司出于谨慎性原则，结合这些客户的历史回款综合情况，按

照商业承兑汇票余额的 20%计提坏账准备金。公司按照应收票据余额的 20%计

提坏账准备是充分的。 

 

【事项 3】报告期末，你公司预付账款余额为 9,400 万元，较期初增长 238%。

请补充列示前十名预付款项的交易对方名称、金额、交易背景、相关合同的期

后履行情况，交易对方是否与你公司、实际控制人、董监高人员存在关联关系，

相关主体是否存在非经营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情形。 

回复： 

公司 2020 年 6 月 30 日预付款项前十名相关情况如下表： 

科目名称 期末余额 
期后 7 至 9 月 

履行情况 
交易背景 

扬州安顺利化工有限

公司 
50,950,500.00 正常履行中 

采购用于熔喷料高端产

品的 PP 树脂 

苏州菲尔普斯国际贸

易有限公司 
9,007,006.87 正常履行中 

采购用于熔喷料高端产

品的抗氧剂和交联剂等

添加剂 

安徽省麦普诺化工贸

易有限公司 
5,245,087.92 已履行 1,039,280.00 元 

采购生产高端驻极母粒

（滤效保证在 2年以上）

的原料 

安徽科正新材料有限

公司 
2,519,366.00 已履行完，全额结转 硅烷交联成品采购 

江苏省电力公司江阴 2,517,081.97 已按耗用量全部到票 预付电费 



 

市供电公司 

中润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2,318,414.62 

发票未到，因原材料发生质

量问题，待质量问题解决再

开票 

采购 POY 原丝 

张家港艾赛林特精密

机械有限公司 
1,950,000.00 

发票未到，等设备安装调试

运行正常后再开票 
采购齿轮泵、挤出机 

苏州思垦机械有限公

司 
1,830,000.00 

发票已到，等其他配套组件

票到后一起入账 
采购挤出机 

江苏诚盟装备股份有

限公司 
1,483,410.16 正常履行中 采购熔喷料生产线 

扬子石化-巴斯夫有限

责任公司 
1,460,226.62 已履行完，全额结转 

采购用于屏蔽料和绝缘

料的 EVA 树脂和 LDPE

树脂 

合 计 79,281,094.16   

 

上述合同均在正常履行中，交易对方与我公司、实际控制人、董监高人员不

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情形。 

 

【事项 4】报告期内，你公司转回应收账款坏账准备 3,905 万元。请补充说

明相关坏账准备转回的原因，前期坏账准备计提是否合理，报备相关款项收回

的凭据，并核实半年报合并财务报表注释中应收账款坏账准备变动情况的相关

披露是否准确、完整。 

回复： 

报告期内，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转回 3,905 万元，主要是公司全资子公司苏州

德威保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威保理”）收回上海南大集团有限公司保理款

本金 3,500 万及利息 38.84 万元，故将上年度计提的坏账准备 3,536.84 万元转回。 

上海南大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南大”）于 2019 年接到政府通知，

其现在工厂生产所占用的工业用地将被政府收回。为了能够衔接占用土地被收回

后的生产安排，上海南大在浙江购置土地并新建厂房，这一举动占用了上海南大

大量的流动资金。至 2019 年末，上海南大的政府拆迁补偿款尚未到账，导致其

现金流出现短缺，无法及时偿还逾期的保理款项。同时，2020 年初发生的疫情



 

对于上海南大的生产经营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德威保理预计其现金流状况在

未获得政府拆迁补偿款的前提下无法好转，基于谨慎性原则以及原有的会计政

策，将其归类为损失类款项，对上期末应收保理本金及利息款 3,536.84 万元全额

计提坏账准备，计提合理。 

上海南大逾期保理款项后德威保理多次上门催讨，希望上海南大能够及时还

款。2020 年 3 月以后，因国内疫情整体得到了非常好的控制，国内经济复苏，

电缆相关产业链也逐渐恢复到了疫情前的产能，上海南大经过自身努力，积极恢

复生产经营，营业收入也相应有了增长，同时上海南大的经营现金流量得到了改

善，上海南大于 2020 年 6 月归还清了德威保理的所有款项。 

此外冲回的坏账准备 368 万元，系按照应收账款账龄分析后，期末较期初坏

账准备金额减少，故冲回。 

因财务人员遗漏，导致半年报合并财务报表注释中应收账款坏账准备变动情

况未对上述相关坏帐转回进行披露，现对上述应收账款坏账准备变动情况进行更

正。 

更正前： 

（2）本期计提、收回或转回的坏账准备情况 

本期计提坏账准备情况： 

单位： 元 

类别 期初余额 
本期变动金额 

期末余额 
计提 收回或转回 核销 其他 

江苏阳湖电缆

有限公司 
10,179,326.30  60,000.00   10,119,326.30 

合计 10,179,326.30  60,000.00   10,119,326.30 

其中本期坏账准备收回或转回金额重要的： 

单位： 元 

单位名称 收回或转回金额 收回方式 

 

更正后： 

（2）本期计提、收回或转回的坏账准备情况 

本期计提坏账准备情况： 

单位： 元 

类别 期初余额 本期变动金额 期末余额 



 

计提 收回或转回 核销 其他 

按单项计提坏

账准备 
378,363,620.75  35,416,448.61   342,947,172.14 

按组合计提坏

账准备 
39,375,020.12  3,517,007.00   35,858,013.12 

合计 417,738,640.87  38,933,455.61   378,805,185.26 

其中本期坏账准备收回或转回金额重要的： 

单位： 元 

单位名称 收回或转回金额 收回方式 

上海南大集团有限公司 35,368,448.61 货币资金 

 

【事项 5】报告期内，你公司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支付其他与

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中“其他”项目金额分别为 3.25 亿元、3.2 亿元。请补充说

明相关现金流入和流出的交易对方名称、金额、交易背景，交易对方是否与你

公司、实际控制人、董监高人员存在关联关系。 

回复： 

2020 年 1 至 6 月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具体情况如下表： 

名称 金额 交易背景 

太仓铭证投资有限公司 235,607,500.00 政府转贷资金 

江阴坤恒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2,700,000.00 货款 

上海南大集团有限公司 35,000,000.00 收回保理本金 

江苏赛德电气有限公司 30,000,000.00 收回保理本金 

往来款 11,222,892.01 往来款 

租赁费 2,785,827.47 房屋租赁费 

其他 7,589,902.30  

合计 324,906,121.78  

 

2020 年 1 至 6 月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具体情况如下表： 

名称 金额 交易背景 

浙江物产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6,844,609.90 合作保证金 

太仓铭证投资有限公司 277,607,500.00 归还政府转贷资金 

江苏赛德电气有限公司 20,000,000.00 发放保理款项 

往来款 2,670,000.00 往来款 



 

其他 13,108,870.70  

合计 320,230,980.60  

上述交易对方与公司、实际控制人、董监高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特此公告。 

 

 

江苏德威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11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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