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市新星轻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经营业绩相关事项之专项现场检查报告 

上海证券交易所：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深圳市新星轻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1441 号）的核准，公司公

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人民币 59,500.00 万元，发行价格为每张人民币 100.00 元，

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59,500.00 万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后，实际募集资金净

额为人民币 58,337.08 万元。本次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经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于 2020 年 8 月 21 日出具了天职业字〔2020〕34187

号验资报告验证。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证券”、“保荐机构”）担任深圳市

新星轻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新星”、“公司”）2020 年公开发

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持续督导保荐机构，持续督导期间为 2020 年 9 月 11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止。 

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督

导工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要求，海通证券作为持续督导保荐机构，于 2021

年 4 月 28 日至 2021 年 4 月 30 日、2021 年 5 月 6 日至 5 月 11 日，对深圳新星

进行了 2020 年度经营业绩相关事项之专项现场检查工作，现将有关情况汇报如

下： 

一、本次现场检查的基本情况 

保荐代表人：王行健、张恒 

现场检查时间：2021 年 4 月 28 日至 2021 年 4 月 30 日、2021 年 5 月 6 日至



5 月 11 日 

现场检查人员：王行健、张恒、汪玉宁 

现场检查手段： 

（1）获取公司财务数据资料、相关合同文件等，分析公司 2020 年度业绩下

滑的具体情况及原因； 

（2）查阅公司的定期报告、临时公告等信息披露文件； 

（3）查阅新冠疫情对行业的影响相关资料，分析同行业可比公司的经营业

绩情况； 

（4）访谈公司实际控制人、高级管理人员及有关人员，了解公司 2020 年度

的经营情况、财务状况及业绩下滑的原因。 

二、对专项现场检查事项发表的意见 

（一）深圳新星业绩变化情况 

深圳新星 2020 年度业绩变化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变化量 变化幅度 

营业收入 98,609.42 103,393.57 -4,784.15 -4.63% 

营业成本 83,874.85 81,816.74 2,058.11 2.52% 

税金及附加 831.58 625.86 205.71 32.87% 

销售费用 360.27 2,585.83 -2,225.56 -86.07% 

管理费用 3,450.01 3,692.78 -242.77 -6.57% 

研发费用 4,570.30 4,841.54 -271.24 -5.60% 

财务费用 2,670.68 537.45 2,133.23 396.92% 

营业利润 4,094.48 10,867.20 -6,772.72 -62.32% 

利润总额 2,758.93 10,857.03 -8,098.10 -74.59% 

净利润 2,812.74 9,426.89 -6,614.15 -70.16% 

归属于母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2,812.74 9,426.89 -6,614.15 -70.16% 

毛利率 14.94% 20.87% -5.93% -28.40% 

注：2020 年度销售费用变化幅度较大，主要原因是公司执行新收入准则后将汽车及运

输费作为合同履约成本列报于营业成本。 



（二）深圳新星业绩变化原因分析 

公司 2020 年度营业利润为 4,094.48 万元，相较于 2019 年度下降 62.32%，

下降幅度较大，关于公司业绩变化情况的相关分析如下： 

1、受新冠疫情直接影响，公司 2020 年上半年的产品销量、销售收入均出

现较大幅度下滑，直接导致了公司业绩的下滑 

2020 年初新冠疫情爆发，公司深入贯彻落实政府各项政策要求，积极推进

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相关工作的开展，全力保障公司有序经营，力争各项工作稳

步推进。但受新冠疫情直接影响，公司及上下游企业整体复工延迟，直至 2020

年 3 月左右上下游才开始逐步复工复产，在年初疫情爆发的一段时间内上下游企

业基本处于停工状态，经济运行效率大幅降低，直接导致公司 2020 年上半年的

产品销量、销售收入均出现较大幅度下滑，具体变化情况如下： 

单位：吨、万元 

产品销量变化情况 

项目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产品销量变化 变化幅度 

第一季度 12,010.70 16,566.26 -4,555.56 -27.50% 

第二季度 21,096.00 24,980.64 -3,884.64 -15.55% 

第三季度 23,510.41 16,447.22 7,063.18 42.94% 

第四季度 22,509.56 18,744.23 3,765.33 20.09% 

合计 79,126.67 76,738.36 2,388.31 3.11% 

销售收入变化情况 

项目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销售收入变化 变化幅度 

第一季度 18,115.82 23,397.36 -5,281.54 -22.57% 

第二季度 24,455.54 28,786.79 -4,331.25 -15.05% 

第三季度 29,672.75 25,540.53 4,132.22 16.18% 

第四季度 26,365.31 25,668.89 696.42 2.71% 

合计 98,609.42 103,393.57 -4,784.15 -4.63% 

总体而言，受新冠疫情直接影响，2020 年第一季度、第二季度，公司产品

销量比上年同期分别下降 27.50%、15.55%，公司销售收入比上年同期分别下降

22.57%、15.05%，下滑幅度较大。 

综上，受新冠疫情直接影响，公司 2020 年上半年的产品销量、销售收入均

出现较大幅度下滑，直接导致了公司业绩的下滑。 



2、受新冠疫情直接影响，终端客户需求收紧，行业竞争格局发生变化，引

发“价格战”导致行业内公司毛利率水平及营业利润均出现较大幅度下滑，公

司主要产品利润水平也随之下降 

公司主要从事铝晶粒细化剂的研发、生产和销售，铝晶粒细化剂作为重要添

加剂，可以确保加工成型后的铝材具有良好的塑性、强度和韧性，广泛应用于建

筑、交通及消费等领域用的铝材制造加工。 

根据上海有色金属网数据统计，建筑、交通及消费领域整体铝材消费量占铝

材总体消费比例一半以上。具体而言： 

（1）建筑领域。各类型铝材用于制造门窗、幕墙和装饰板、扶梯阶梯、大

型建筑结构件等。目前，建筑行业已成为铝最重要的下游消费领域，占铝材总体

消费比例约 33%； 

（2）交通领域。由于铝具有密度低、质量轻、比强度高、抗冲击性好、耐

腐蚀等诸多特性，在机动车、铁路、航天等交通工具制造业中广泛用于相关零部

件的制造，占铝材总体消费比例约 18%； 

（3）消费品领域。近年来，各类型铝材亦广泛应用于电子产品及各类生活

日用品，占铝材总体消费比例约为 13%。 

具体情况如下图所示： 

 

数据来源：SMM 上海有色金属网 



受新冠疫情直接影响，下游终端铝材消费的各个领域均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

其中，上述铝材的重点消费领域建筑行业、交通行业及消费行业均受疫情的影响

较大。按照中国证监会相关行业分类标准，下游所涉及的行业上市公司整体经营

情况如下表所示： 

证监会行业分类 营业收入 2020 年同比 2019 年 营业利润 2020 年同比 2019 年 

建筑安装业 -50.29% -133.42% 

建筑装饰和其他建筑业 -6.85% -29.17%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9.50% -95.50% 

零售业 -12.34% -56.62% 

数据来源：wind 资讯 

如上表所示，在新冠疫情的冲击下，下游终端各消费领域受影响程度均较大，

相关行业上市公司的经营业绩均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滑，考虑到上市公司通常为

行业内规模较大、经营情况较好的企业，数量众多、规模较小的非上市企业受到

的影响则更为显著。下游终端市场需求的收紧，导致公司所属的有色金属合金制

造业亦受到明显波及，竞争格局开始发生变化，主要表现为两个阶段： 

（1）2020 年上半年，由于受新冠疫情及防控措施执行的影响，下游企业采

购量大幅下降，且客户在选择铝晶粒细化剂等产品时，除了质量因素之外，也更

加侧重考虑供货距离、物流运输等时效因素以及跨区域采购的防疫风险，因此倾

向于优先选择向周边的中小企业进行采购。在此背景之下，行业内中小企业开始

依靠低价倾销不断抢占市场份额，市场竞争不断加剧，在此期间，行业内规模较

大企业的市场份额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公司 2020 年上半年的产品销量、

销售收入也出现了较大幅度下滑； 

（2）2020 年下半年，随着国内疫情防控形势的好转，物流运输逐步正常化，

本行业的供给侧产能也随之逐渐恢复，但需求端的恢复存在一定的滞后性，因此

本行业供需平衡在短期内被打破，一度出现了供过于求的局面，行业内规模较大

的企业为了重新占领市场，依靠自身的产能优势及资金优势，主动压缩自身产品

价格和毛利空间，导致市场上出现了较为明显的以“价格战”为主要措施的竞争

局面，最终导致行业内规模较大的企业产品销量和销售收入逐步恢复和提升，但

毛利率水平及利润呈较大幅度下降的情形。 

基于上述行业竞争格局变化的实际情况，公司为了维持自身市场地位和品牌



优势，维护原有客户并开拓新客户，为未来的可持续发展预留空间，根据市场形

势适时主动下调了主要产品的销售单价，压缩了自身的毛利空间，因此，公司下

半年销售收入逐步企稳，且较 2019 年同期实现了一定程度的销售增长，但毛利

率水平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降。以公司主要产品铝晶粒细化剂为例，2020 年该

产品的平均销售单价为 20,328.26 元/吨，较 2019 年平均销售单价 21,379.20 元/

吨下降了约 5 个百分点，2020 年该产品毛利率较 2019 年下降了 3.01%；按照 2020

年公司铝晶粒细化剂销量 4.31 万吨测算，该部分价格下调直接影响毛利约为

4,530 万元。 

整体而言，公司 2020 年度销售收入金额为 98,609.42 万元，与 2019 年相比

下降 4.63%，未出现明显下滑，但公司 2020 年度综合毛利率为 14.94%，与 2019

年相比下降 5.93%，毛利率水平下滑幅度较大，直接影响毛利约为 5,844 万元。 

行业出现的以“价格战”为主要措施的竞争局面，导致行业内公司毛利率水

平及营业利润均出现较大幅度下滑。根据同行业可比公司云海金属、四通新材的

2020 年度财务报告，其主要业绩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云海金属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变化量 变化幅度 

营业收入 594,552.80 557,205.83 37,346.97 6.70% 

营业成本 518,186.29 467,895.30 50,290.99 10.75% 

营业利润 28,120.19 103,934.79 -75,814.60 -72.94% 

毛利率 12.84% 16.03% -3.19% -19.86% 

四通新材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变化量 变化幅度 

营业收入 1,339,159.60 1,366,450.17 -27,290.57 -2.00% 

营业成本 1,196,524.15 1,182,770.12 13,754.03 1.16% 

营业利润 57,602.39 80,434.64 -22,832.26 -28.39% 

毛利率 10.65% 13.44% -2.79% -20.76% 

可比公司平均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变化量 变化幅度 

营业收入 966,856.20 961,828.00 5,028.20 0.52% 

营业成本 857,355.22 825,332.71 32,022.51 3.88% 

营业利润 42,861.29 92,184.72 -49,323.43 -53.50% 

毛利率 11.33% 14.19% -2.87% -20.19% 

深圳新星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变化量 变化幅度 

营业收入 98,609.42 103,393.57 -4,784.15 -4.63% 

营业成本 83,874.85 81,816.74 -2,058.11 2.52% 

营业利润 4,094.48 10,867.20 -6,772.72 -62.32% 



毛利率 14.94% 20.87% -5.93% -28.40% 

同行业可比公司中，云海金属 2020 年度的营业利润同比 2019 年度下降

72.94%，2020 年度的毛利率同比 2019 年度下降 3.19 个百分点；四通新材 2020

年度的营业利润同比 2019 年度下降 28.39%，2020 年度的毛利率同比 2019 年度

下降 2.79 个百分点。可见，受新冠疫情影响，同行业可比公司的业绩均出现不

同程度的下滑。公司营业利润大幅下滑的主要原因是新冠疫情影响所导致的行业

竞争格局及供需关系变化所致，符合同行业整体趋势。 

综上，受新冠疫情直接影响，终端客户需求收紧，行业竞争格局发生变化，

“价格战”导致行业内公司毛利率水平及营业利润均出现较大幅度下滑，公司主

要产品利润水平也随之下降，进而导致公司业绩出现了较大的下滑。 

3、受新冠疫情直接影响，下游终端应用领域对中高端产品市场需求降低，

导致公司产品结构发生变化，毛利率水平下降 

2020 年新冠疫情的爆发对于各行业的冲击较大，同时由于海外疫情仍在不

断蔓延及反复，其影响尚未完全消除，下游厂商对于疫情影响带来的经贸形势变

化以及对未来预期的不确定性增强，逐步调整其产品结构，压缩了中高端产品的

计划生产规模，导致公司主要产品结构随之发生变化。 

与此同时，由于新冠疫情在海外尚未得到有效控制，从而导致我国 2020 年

度铝材出口量大幅下降，根据中国海关总署数据，2020 年中国未锻轧铝及铝材

出口量为 486 万吨，同比 2019 年下降 15.2%。相关出口的中高端产品市场需求

的下降，也进一步导致了公司主要产品铝晶粒细化剂的中高端产品的销售占比下

降。 

在上述因素的共同影响下，2020 年，公司铝晶粒细化剂的中高端产品销量、

销售收入分别比去年同期下降 31.85%、29.65%，中高端产品销量占比和销售收

入占比也分别较去年同期下降了 32.54%、26.76%，表明公司在整体产品销量和

销售收入基本稳定的情况下，产品结构发生了较大变化。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吨、万元 

项目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变化量 变化幅度 

中高端产品销售数量 13,082.59 19,195.69 -6,113.10 -31.85% 



占全部铝晶粒细化剂产

品销售数量比 
30.34% 44.97% -14.63% -32.54% 

中高端产品销售收入 32,701.87 46,482.03 -13,780.16 -29.65% 

占全部铝晶粒细化剂销

售收入比 
37.31% 50.94% -13.63% -26.76% 

上述产品结构的变化直接拉低了公司本年度毛利率水平，具体产品结构分析

情况如下： 

项目 2020 年毛利率 收入占比 2019 年毛利率 收入占比 

中高端产品 26.50% 37.31% 27.03% 50.94% 

低端产品 9.79% 62.69% 10.74% 49.06% 

合计 16.03% 100.00% 19.04% 100.00% 

项目 销售结构影响 价格变动影响 成本变动影响 小计 

中高端产品 -3.68% 0.85% -1.05% -3.88% 

低端产品 1.46% -2.34% 1.75% 0.87% 

合计 -2.22% -1.49% 0.70% -3.01% 

如上表分析所示，铝晶粒细化剂产品毛利率水平下降的主要因素为：（1）中

高端产品占比的下降；（2）受前述疫情引发的“价格战”影响，低端产品销售价

格的降低。 

综上，受新冠疫情直接影响，公司中高端产品市场需求降低，公司产品结构

较去年同期出现较大变化，导致公司业绩下滑。 

4、受新冠疫情直接影响，公司为在疫情期间保障经营资金需求，新增银行

借款及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导致财务费用出现较大幅度增加，从而导致营业

利润出现较大幅度下滑 

2020 年上半年，公司受新冠疫情影响较大，短期内资金周转出现一定程度

的紧张，为满足生产经营活动的实际需要，公司陆续向银行申请了多笔银行借款，

导致 2020 年度所产生的利息费用高达 1,474.98 万元，远超 2019 年同期水平，直

接影响了本年度公司的营业利润。 

与此同时，公司在新冠疫情对宏观经济形势、行业上下游供需关系等方面的

影响尚未完全明确的情况下，为积极应对疫情可能给公司未来一定时期内的经营

造成的负面影响，公司管理层经过审慎考虑，于 2020 年 3 月 31 日向中国证监会

提出申请，发行面值为 59,500 万元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拟利用募集资金拓展产



品线范围并同时补充经营所需的流动资金。该部分可转换公司债券根据会计准则

的规定计提利息费用合计 1,194.04 万元，亦直接影响了本年度公司的营业利润。 

受上述资金筹措事项影响，公司 2020 年度财务费用同比 2019 年度增加

2,133.23 万元，增长幅度高达 396.92%，直接影响了公司 2020 年度的营业利润。

假设 2020 年财务费用与 2019 年持平且无其他变化因素，重新测算 2020 年营业

利润为 6,227.71 万元，同比 2019 年下降 42.69%，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变化金额 变化幅度 

财务费用（实际） 2,670.68 537.45 2,133.23 396.92% 

营业利润（实际） 4,094.48 10,867.20 -6,772.72 -62.32% 

财务费用（测算） 537.45 537.45 - - 

营业利润（测算） 6,227.71 10,867.20 -4,639.49 -42.69% 

可见，受新冠疫情直接影响，公司财务费用增加较多，导致了公司营业利润

出现较大幅度下滑，假设 2020 年财务费用与 2019 年持平且无其他变化因素，公

司营业利润下滑比例将由 62.32%降低至 42.69%。 

综上，受新冠疫情直接影响，公司为在疫情期间保障经营资金需求，新增银

行借款及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导致财务费用出现较大幅度增加，从而导致营业

利润出现较大幅度下滑。 

三、提请上市公司注意的事项及建议 

保荐机构建议公司在日常经营中持续关注可能对公司业绩有较大影响的各

类因素，积极制定应对措施，并进一步优化公司业务和融资结构，不断提升公司

抗风险能力和持续盈利能力。 

对于公司业绩出现营业利润同比大幅下降的情况，公司应当做好相关信息披

露工作，及时、充分地揭示相关风险，切实保护投资者利益。 

四、是否存在《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及上海证券交

易所相关规则规定应向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的事项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督导工作指引》第二十六条的相关规定，

保荐机构需要对上市公司业绩出现亏损或营业利润比上年同期下降 50%以上情



形进行专项现场检查，现场检查报告需要上报上海证券交易所。 

五、上市公司及其他中介机构的配合情况 

保荐机构本次现场检查过程中，公司及其他中介机构给予了积极的配合，为

本次现场检查提供了必要的支持。 

六、本次现场检查的结论 

通过本次现场检查，保荐机构认为：深圳新星 2020 年度营业利润同比下降，

主要原因是：受新冠疫情直接影响，公司 2020 年上半年的产品销量、销售收入

均出现较大幅度下滑，直接导致了公司业绩的下滑；新冠疫情导致终端客户需求

收紧，行业竞争格局发生变化，并出现了以“价格战”为主要措施的竞争局面，

行业整体利润水平明显下降，公司为应对新冠疫情带来的负面影响，保持自身市

场占有率，主动下调产品销售价格，导致毛利率较大幅度下滑；受新冠疫情直接

影响，下游行业主要终端应用领域对公司中高端产品市场需求降低，公司产品结

构较去年同期发生较大变化，导致公司毛利率水平下滑；与此同时，公司为应对

新冠疫情引起的资金周转问题，新增银行借款及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导致财务

费用较大幅度增加。上述因素共同导致了 2020 年度公司业绩出现较大幅度下降。 

公司 2021 年一季度营业利润为 1,090.83 万元，同比 2020 年一季度增长

18.67%；如不考虑可转债计提利息 785.74 万元的影响，公司 2021 年一季度营业

利润已超过新冠疫情之前 2019 年一季度同期水平。公司 2021 年一季度财务数据

显示，随着疫情影响的减弱，公司的生产经营逐步恢复正常。保荐机构将本着勤

勉尽责的态度，对深圳新星未来经营业绩情况进行持续关注和督导。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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