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浙江双箭橡胶股份有限公司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会后重大事项的承诺函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浙江双箭橡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双箭股份”、“发行人”或“公司”）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申请已于 2021 年 8 月 2 日通过贵会发行审核委员会

（以下简称“发审会”）的审核。

公司于 2021 年 8 月 28 日披露了《2021 年半年度报告》，显示公司 2021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9,310.94 万元，上年同期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为 14,616.48 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36.30%；公司 2021 年 1-6 月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 8,160.42 万元，上年同期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 14,225.50 万元，较上年同期

下降 42.64%。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泰联合证券”）作为发行人本次

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保荐机构，对于发行人涉及的会后事项，根据贵会《关于

加强对通过发审会的拟发行证券的公司会后事项监管的通知》（证监发行字

[2002]15 号）、《股票发行审核标准备忘录第 5 号——关于已通过发审会拟发行证

券的公司会后事项监管及封卷工作的操作规程》等相关文件的要求，现将公司自

发审会后至本说明出具之日的事项说明如下：

一、发行人 2021 年半年度业绩变动的情况和主要原因 

双箭股份于 2021 年 8 月 28 日披露了《2021 年半年度报告》，发行人 2021

年 1-6 月主要经营数据及变动情况如下： 

项目 2021 年 1-6 月 2020 年 1-6 月 变动

营业收入（万元） 84,105.48 81,367.34 3.37%



营业成本（万元） 63,998.90 54,891.87 16.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9,310.94 14,616.48 -36.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万元）
8,160.42 14,225.50 -42.6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万元） 6,530.09 15,189.13 -57.0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3 0.36 -36.1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3 0.36 -36.11%

销售毛利率 23.91% 32.54% -8.63%

管理费用（万元） 4,015.43 3,025.17 32.73%

项目 2021.6.30 2020.12.31 变动

总资产（万元） 264,417.80 265,123.94 -0.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万元） 185,438.02 196,748.91 -5.75%

2021 年 1-6 月，公司经营业绩下滑主要受以下因素影响： 

1、公司毛利率水平有所下滑：2021 年 1-6 月公司毛利率为 23.91%，较上年

同期毛利率 32.54%下降约 8.63 个百分点。公司毛利率下滑主要系因材料成本上

涨、客户订单推迟、产品结构变化等因素，导致公司橡胶输送带的平均销售单价

有所下降，同时单位成本有所上升。具体分析如下：

从材料成本来看：公司主要原材料价格较 2020 年均出现不同程度的上涨，

其中主要原材料合成橡胶、炭黑和尼龙帆布的采购均价涨幅较大，导致公司输送

带产品的单位直接材料成本上升。

从销售单价来看，2021 年 1-6 月公司输送带平均销售单价有所下降；主要系

受客户订单推迟、产品结构变化等因素影响，部分售价较高的高性能输送带销量

有所下降，导致聚酯带、钢丝带两大类产品的销售均价略有下降，同时平均销售

单价较低的聚酯带销量占比增加也进一步导致公司输送带平均单价有所降低。

2、公司管理费用较上年同期增长 990.27 万元：2021 年上半年公司管理费用

支出合计为 4,015.43 万元，2020 年上半年管理费用支出为 3,025.17 万元。公司

2021 年上半年管理费用较上年同期增长 32.73%，主要原因为 2021 年上半年职工

薪酬的增加，一方面是公司积极提升员工薪酬，职工薪酬费用有所增加，另外一

方面是 2020 年受疫情影响，政府减免部分社保费，导致 2020 年上半年管理费用

中职工薪酬相对较低。



二、业绩变化情况在发审会前是否可以合理预计以及充分提示风险

发行人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债券的申请已于 2021 年 8 月 2 日经发审委审核

通过。2021 年上半年，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较上年同期下降 42.64%；主要受原材料价格波动、毛利率下降等因素影响。发

审会前，发行人及保荐机构已在《募集说明书》中对相关情况涉及的风险因素做

出充分提示：

“（三）经营风险

1、业绩波动风险 

报告期内，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为 15,637.06 万元、

24,863.01 万元和 31,541.76 万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分别为 13,031.61 万元、23,889.41 万元和 29,880.85 万元；报告期内，得益

于公司产品销量的提升和主营业务毛利率的提升，公司主要利润指标在报告期内

明显提升，与橡胶输送带行业发展情况基本一致。但公司经营面临多项风险因素，

若某一项因素发生重大不利变化或者多项因素同时发生，公司将有可能出现营业

利润下滑的风险。

2、原材料价格波动的风险 

公司主要产品橡胶输送带的主要原材料是天然橡胶、合成橡胶等橡胶材料。

橡胶价格上涨对公司经营成果影响较大。受供求关系、期货市场变动、原油价格

和美元汇率波动等多方面原因影响，天然橡胶及合成橡胶的价格波动较大。由于

公司产品的固有工艺特征，橡胶作为公司的主要原材料及其占产品成本比重较高

的情况在现有技术条件下难以改变，在可预见的未来，若橡胶价格上涨将会对公

司产品的毛利率产生不利的影响，进而影响公司盈利水平。”

三、发审会后经营业绩变动的影响因素对公司当年及以后年度经营的影响

公司 2021 年上半年业绩变动主要受材料成本上涨、客户订单推迟、产品结

构变化导致公司毛利率下降，同时管理费用有所上升，导致 2021 年上半年利润

水平较上年同期下滑。



目前公司主要原材料的价格上升趋势已经有所企稳，部分原材料如天然橡

胶、炭黑、聚酯的市场价格已经有所回落；同时公司在日常经营过程中，通过包

括与供应商签订长期合作协议、在原材料价格低点增加原材料库存、在与客户报

价时综合考虑原材料价格等多种手段尽可能平滑原材料价格上涨带来的不利影

响。

综上，2021 年半年度业绩变动影响因素对公司未来持续经营不会造成重大

不利影响。

四、经营业绩变动情况对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影响

本次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拟募集资金总额为不超过人民币51,364万

元，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拟投入如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

号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

本次募集资金

使用金额

1 年产 1500 万平方米高强力节能环保输送带项目 55,000 51,364

合  计 55,000 51,364

年产 1500 万平方米高强力节能环保输送带项目主要生产高强度、大宽幅的

钢丝绳芯输送带，截至目前募投项目建设进度正常进行。

橡胶输送带的下游主要为水泥、煤炭、矿山、钢铁、港口、电力、机械等与

宏观经济周期高度关联的行业，随着宏观经济稳中向好，下游行业需求也会逐步

增长；下游客户使用传统的公路运输一方面运量及成本较高，另外一方面传统公

路运输产生的扬尘、尾气等带来的环保污染在所难免，同时随着国家对于环保要

求的逐步趋严，下游客户对于高强度、大宽幅的中长距离输送带的需求也会逐步

提升。

同时橡胶输送带行业的最终下游客户主要为大型国有企业，该类企业对供应

商的资质、规模及资金要求相对较高，规模较小的企业很难有实力持续扩张，随

着行业内技术落后、环保不达标的中小企业的逐渐淘汰，橡胶输送带行业的竞争

格局逐步转为行业内主要企业之间的竞争，公司作为橡胶输送带龙头企业的优势

及话语权也会进一步提升。



公司本次投资建设年产 1500 万平方米高强力节能环保输送带项目系公司主

营业务的扩展，主要生产高强度、大宽幅的钢丝绳芯输送带，随着原材料价格的

逐步企稳及下游客户对于高端输送带的需求提升，以及公司行业龙头企业的地位

优势不断提升，预计影响公司 2021 年半年度业绩变动的因素不会对公司募投项

目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五、上述事项对公司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影响

截至本说明出具日，公司生产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正常，公司本次公开发行

可转换公司债券仍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等

法律法规规定的上市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条件。公司 2021 年上半年

业绩变动情况不会对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导致公司

不符合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条件。

六、保荐机构对发行人会后事项的核查意见

截至本说明出具之日，发行人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仍符合《公司

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定的上市公司公开

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条件，公司不存在影响本次发行的重大事项，具体情况如

下：

1、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依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规

定对公司 2018 年度、2019 年度及 2020 年度的财务报表进行了审计，并分别出

具了天健审〔2019〕218 号、天健审〔2020〕2568 号、天健审〔2021〕368 号无

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2、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出具的专项说明、发行人律师北京

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中没有影响公司发行证券的情形出现。

3、发行人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4、发行人的财务状况正常，受毛利率下滑、外汇波动、海外疫情等因素影

响，公司 2021 年上半年业绩较上年同期有所下滑，公司 2021 年上半年业绩情况

说明详见本说明“一、公司 2021 年半年度业绩变动的情况和主要原因”，公司

2021 年上半年的业绩波动不影响公司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事宜。 



5、发行人没有发生重大资产置换、股权、债务重组等公司架构变化的情形。 

6、发行人的主营业务没有发生变更。 

7、发行人的管理层及核心技术人员稳定，没有出现对发行人的经营管理有

重大影响的人员变化。

8、发行人没有发生未履行法定程序的关联交易，且没有发生未在申报的募

集说明书中披露的重大关联交易。

9、经办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审计机构天健会

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天

元律师”）及经办人员在会后事项期间未受到主管部门行政处罚，亦未发生更换。 

天元律师于 2021 年 8 月 2 日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截至本说明出具之日

暂未结案，该案件不涉及本次发行的签字律师；受该事项影响，发行人于 2021

年 8 月 21 日收到中国证监会关于本次发行可转债中止审查的通知；天元律师已

针对本次发行可转债出具的文件进行复核，并出具复核报告，2021 年 8 月 24 日，

发行人及保荐机构已针对该事项报送了恢复审查申请；2021 年 9 月 3 日，发行

人已收到中国证监会关于本次发行恢复审查的通知；上述事项不会对本次发行可

转债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10、发行人未出具盈利预测报告。 

11、发行人及其董事长、总经理、主要股东没有发生重大的诉讼、仲裁和股

权纠纷，也不存在影响发行人发行证券的潜在纠纷。

12、发行人没有发生大股东占用发行人资金和侵害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13、发行人没有发生影响发行人持续发展的法律、政策、市场等方面的重大

变化。

14、发行人的业务、资产、人员、机构、财务的独立性没有发生变化。 

15、发行人主要财产、股权没有出现限制性障碍。 

16、发行人不存在违反信息披露要求的事项。 



17、发行人不存在其他影响发行上市和投资者判断的重大事项。 

本说明出具日后，若发生重大事项，发行人及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

合证券将及时向中国证监会报告。

综上所述，自发审会后至本说明出具日，公司不存在可能影响本次募集或对

投资者做出投资决策有重大影响的尚未披露的事项，符合《公司法》和《证券法》

及有关法规规定的各项发行条件，没有发生《关于加强对通过发审会的拟发行证

券的公司会后事项监管的通知》（证监发行字[2002]15 号）所述重大事项及其他

影响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和投资者判断的重大事项，且符合《股票发行

审核标准备忘录第 5 号（新修订）——关于已通过发审会拟发行证券的公司会后

事项监管及封卷工作的操作规程》的规定。

特此说明。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浙江双箭橡胶股份有限

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会后重大事项的承诺函》之签署页）

保荐代表人：

卢旭东 秦 楠

保荐机构董事长、法定代表人：

江禹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