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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证券代码：300225          证券简称：金力泰         公告编号：2021-062 

上海金力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半年报问询函回复的公告 

上海金力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9 月 3 日收

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公司管理部下发的《关于对上海金力泰化工股份有限公

司的半年报问询函》（创业板半年报问询函【2021】第 16 号）。公司对此高度

重视，对问询函所提及的有关事项进行了认真核查，现对问询函所涉问题回复如

下： 

1、半年报显示，你公司 2021 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 47,951 万元，同比上

升 42.3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777 万元，同比下降 216%。主

要产品方面，阴极电泳涂料、面漆收入分别为 26,445 万元、20,357 万元，同比

分别上升 8.39%、25.34%，毛利率分别为 8.39%、25.34%，对应产品毛利率分

别同比减少 20.65 个、5.83 个百分点；收入来源地区方面，华东地区、华北地区、

华中地区、西南地区分别实现收入 32,549 万元、4,038 万元、5,075 万元、3,386

万元，毛利率分别为 11.53%、29.89%、22.86%、22.61%，对应地区毛利率分

别同比减少 16.28 个、8.29 个、3.98 个、14.41 个百分点。 

（1）请结合原材料价格上涨情况、市场环境、行业发展特征、公司经营及

发展情况、产品和业务模式、同行业可比公司等因素等，详细说明你公司出现

亏损，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变动不匹配的原因及合理性，你公司持续经营能力是

否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及其判断依据，你公司已采取或拟采取的改善持续经营能

力的措施及其效果。 

【回复】 

（一）详细说明你公司出现亏损，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变动不匹配的原因及

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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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属于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下属的涂料制造行业，是集研发、生产、

销售与服务于一体的高性能环保汽车原厂涂料企业，核心产品为阴极电泳漆与汽

车原厂面漆，业务模式为公司按照客户的要求生产相关汽车原厂涂料产品，并提

供相关的技术服务，这也是汽车原厂涂料行业内企业普遍的业务模式。 

1、市场环境 

根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2021 年 6 月汽车工业经济运行情况》，2021 年上

半年，国民经济总体运行平稳，生产需求持续恢复，汽车市场总体稳定，为行业

的发展不断夯实基础。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1,256.9 万辆和 1,289.1 万辆，同比分别

增长 24.2%和 25.6%，其中，商用车产销分别完成 273.0 万辆和 288.4 万辆，同

比分别增长 15.7%和 20.9%。 

2、原材料价格上涨情况及产品售价与成本单价情况 

2021 年上半年公司阴极电泳漆平均售价较上年同期变动较小，但其平均成

本单价较上年同期上升较大，是该产品毛利率同比减少 20.65%的主要原因。此

外，面漆平均售价的同比变动率与平均成本单价同比变动率出现显著差异，前述

两项原因共同导致了营业收入与净利润变动不匹配。 

公司采购的主要材料大类为树脂、溶剂、颜填料及单体等，采购金额占 2021

年上半年采购金额约 72.87%，分大类原材料采购平均单价均较上年同期显著上

升，主要是受到 2021 年上半年全球化工原料价格持续上涨的影响，与公司毛利

率变动趋势相符。 

3、同行业可比公司情况 

同行业可比公司 2021 年上半年毛利率情况如下： 

可比公司 2021 年上半年毛利率 毛利率同比增减 

三棵树 25.65% -13.43% 

凯伦股份 21.11% -19.26% 

科德科技 25.84% -16.40% 

公司 17.20% -12.52% 

三棵树主要产品为建筑涂料（墙面涂料）；凯伦股份主要产品为建筑防水卷

材及防水涂料，此处选取防水涂料一项业务数据；科德科技主要产品为阴极电泳

涂料，由于其应用领域（汽车板簧、家用电器、空调压缩机等）与公司（汽车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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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工程机械等）区别较大，因此其毛利率与公司有所差异，但科德科技毛利率

亦出现下滑；上述三家同行业公司 2021 年上半年毛利率同比均有较大幅度下降，

公司毛利率变动趋势亦与可比公司一致，不存在显著差异。 

4、公司经营及发展情况 

2021 年上半年，在化工原材料大幅上涨的背景下，考虑到化工原材料价格

的上涨对汽车原厂涂料行业乃至整个涂料行业均有所影响，且公司认为原材料价

格维持高位的持续时间有限，公司在下游汽车行业延续总体较好势头以及市场总

体需求稳中有进的情况下，凭借产品技术优势以及更大力度的销售扩张策略，持

续推进存量客户需求深挖以及新客户开拓，积极提升市场份额并扩大品牌影响

力，营业收入相比上年同期增长 42.39%。与此同时，公司扎实推进未来发展战

略，积极布局乘用车原厂涂料市场，持续引进研发、产品、现场服务等方面的核

心技术骨干，继续推进技术交流、产品认证，为拟在乘用车原厂涂料市场重点发

力，加大了各项前期费用投入。此外，公司计提了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的股份支付费用 1,230.06 万元，上年同期无股份支付费用。 

综上所述，公司 2021 年上半年营业收入增长以及原材料成本较大幅度上升

符合行业发展特征，2021 年上半年亏损主要系化工类原材料占公司生产成本比

重较大且化工原材料持续大幅上涨以及计提股份支付费用所致，因此公司营业收

入与净利润变动不匹配具有合理性。 

（二）你公司持续经营能力是否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及其判断依据 

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公司总资产约 14.66 亿元，净资产约 10.14 亿元，

资产负债率 30.83%；无短期借款、长期借款、应付债券；公司与客户的合作关

系良好；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公司 2020 年度营业收入约 8.85 亿元、2021

年上半年营业收入约 4.80 亿元，均创下自公司上市以来历史同期新高。同时，

公司下游汽车行业延续总体较好势头以及市场总体需求稳中有进，公司围绕“汽

车涂料与高科技新材料”双主线战略，引入具有立邦、PPG 背景的高级核心人

才充实核心管理层团队，对内攻克技术难题、优化制造工艺、提高精益生产内部

管理水平；对外坚定乘用车市场重点战略布局，有序开展在粉末、工程机械、3C、

防腐涂料等工业领域的布局，加速推动应用于 3C 领域的表面处理技术的产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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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积极寻求新的业务机会，挖掘新的利润增长点，努力提升公司经营业绩表

现。 

综上，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不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三）你公司已采取或拟采取的改善持续经营能力的措施及其效果 

1、坚定开拓乘用车原厂涂料市场 

公司管理层自 2020 年下半年开始，坚定开拓乘用车市场的战略决策，持续

引进研发、产品、现场服务等方面的核心骨干，广泛开展技术交流、积极推进乘

用车主机厂认证工作，持续在乘用车市场展开布局。目前，在乘用车原厂涂料市

场重点发力系公司现阶段及未来发展的核心内容。 

2021 年 8 月 19 日，公司召开总裁办公会议，决定使用自有资金 5,000 万元

出资设立全资子公司开展乘用车原厂涂料业务，通过对组织架构与人员配置的重

新调整以及母公司的协同赋能，依托上市公司便捷有效的多种激励方式，大力开

拓乘用车原厂涂料市场、开发符合主流乘用车主机厂要求的乘用车原厂涂料产品

体系，与金力泰现有产品体系形成良好的联动效应，为公司长远发展增添新的利

润增长点。 

2、强化工业板块业务、加速推动新材料业务 

公司近期聘任了拥有二十多年涂料领域市场开拓和管理经验的葛乐凡先生

为公司副总裁，全面负责公司销售板块。葛乐凡先生曾任 PPG（中国）管理有

限公司-工业漆事业部总经理，系具有深厚行业背景的高级别人才。葛乐凡先生

将助力公司强化自身工业板块业务的市场开拓和管理，开展在粉末、工程机械、

3C、防腐涂料等工业领域的布局；聘任了哈尔滨工业大学材料学博士背景、长

期从事新材料表面处理方向的研发和管理的罗甸先生为公司副总裁，全面负责公

司表面处理业务与树脂业务，加速推出具有高技术水平的以超微弧氧化工艺为主

的表面处理产品以及以树脂为代表的涂料上游产品。 

3、调整产品售价 

公司在综合考虑自身成本压力及长期客户合作关系之后，于 2021 年 8 月 18

日发出《关于公司阴极电泳漆产品价格调整的函》，决定自 2021 年 9 月 1 日开

始对公司各型号阴极电泳漆产品进行 10%-20%不等的价格上浮，具体以公司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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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报价为准。公司预计本次上调阴极电泳漆产品价格将对公司 2021 年经营业绩

产生一定积极影响。同时，公司提醒投资者注意本次提价对销售量的影响具有不

确定性，新销售价格的持续时间尚无法确定，存在产品价格波动的风险。 

4、深化控费降本力度 

2021 年下半年继续贯彻执行上半年严控所有部门费用开支的举措；加强与

核心原材料供应商形式多样、更加紧密的战略合作，并通过原材料品类整合等方

式积极降低原材料成本；通过导入精益管理，对运营进行全链条系统性的优化改

良。  

（2）请结合各地区市场环境、产品类别、销售数量、单价、成本费用等情

况，说明各地区毛利率差异较大及变动情况差异较大的原因及合理性，是否与

同行业可比公司一致。 

【回复】 

2021 年上半年华东地区毛利率 11.53%，相比上年同期减少 16.28%，主要系

因：阴极电泳漆占该地区销售额 60%以上，该产品毛利率下降 22.25%，导致华

东地区毛利率减少 15.76%。2021 年上半年，受全球化工原料价格持续上涨的影

响，公司各大主要原材料的综合平均单价均有着不同程度的涨幅（详见本回复“第

1 题之（1）”），阴极电泳漆成本上涨是导致其毛利率下滑的主要原因。 

本期华北地区毛利率 29.89%，相比去年同期减少 8.29%，其中 7.45%为阴极

电泳漆毛利率下降导致。公司华北地区电泳漆毛利率较去年同期下降 21.28%，

原材料上涨影响 16.43%。 

本期华中地区毛利率 22.86%，相比去年同期减少 3.98%，其中阴极电泳漆

影响-11.94%，面漆产品影响 7.96%，主要是本期公司调整客户结构，与低毛利

客户终止合作所致。 

本期西南地区毛利率 22.61%，相比去年同期减少 14.41%，其中阴极电泳漆

影响-9.20%，面漆产品影响-3.80%，陶瓷涂料影响-1.40%。该地区阴极电泳漆毛

利率下降 20.40%，面漆毛利率下降 13.68%，与公司整体毛利率变动趋势一致。 

华东、华北地区间毛利率有显著差异，主要系因：1）公司收入占比较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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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泳漆本期毛利率大幅下降且华东地区电泳漆销售收入占电泳漆总销售额约

75%，加之相对毛利率较低的代理商业务集中在华东地区；2）公司优质主机厂

客户集中在华北地区且电泳漆在该地区销售占比较小所致。西南地区及华中地区

受单车结算业务模式影响较大，公司本年调整客户结构，剥离部分低毛利率客户，

积极提升单车结算客户服务满意度，现场单耗用量有所上升，导致毛利率低于华

北地区。 

经查阅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 2021 年半年度报告，均未按照国内分区披露各

销售区域毛利率变动情况，但如本题（1）回复所述，同行业可比公司 2021 年上

半年毛利率同比均有较大幅度下降，公司毛利率变动趋势亦与可比公司一致，不

存在显著差异。 

2、半年报显示,你公司本期内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17,108 万元，

同比下降 311.07%，报告期末预付款项余额 30,754 万元，较年初增长 548.84%，

应付票据余额为 12,595 万元，较年初增长 179.24%。你公司称前述指标变动较

大原因均为本期你公司子公司实业发展公司开展贸易业务。 

（1）请你公司补充说明贸易业务的具体内容，与主营业务的相关性、是否

具有商业实质，并结合相关业务毛利率水平及变动情况等说明你公司开展贸易

业务的主要考虑及必要性；并请量化分析公司目前现金流量状况对偿债能力和

正常运营是否存在影响。 

【回复】 

（一）补充说明贸易业务的具体内容，与主营业务的相关性、是否具有商

业实质 

2020 年第二季度，考虑到银行理财收益逐步走低，公司积极寻求在资金安

全性、业务风险整体可控的情况下，有效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的新方式。在此背景

下，金力泰实业开始开展贵金属制品贸易业务。 

金力泰实业主要客户为某地方国资委控制的企业（以下简称“客户”），主

要供应商为 A 股某上市公司全资子公司（以下简称“供应商”）。金力泰实业

整合特定行业上下游资源、挖掘合作机会，促成了该项业务合作，作为中间贸易

商收取一定的增值费用。上述客户、供应商与金力泰实业、金力泰及其控股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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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2021 年上半年，在化工原材料价格大幅上涨的背景下，为尽可能降低采购

成本大幅上升对公司经营造成的较大不利影响，金力泰实业增加了贵金属制品贸

易业务的投入金额，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金力泰实业的预付账款余额为 2.918

亿元。在已经完成的相关业务中，每笔业务都按时交货，金力泰实业准时收到相

关款项。截至本回复出具日，公司财务制度、内控制度健全有效，无任何有息负

债，上述业务的风险整体可控。此外，考虑到公司 2022 年的资金使用计划，金

力泰实业将于 2021 年年底前结束上述贸易业务，并已与上述客户、供应商达成

了一致意见。 

金力泰实业贸易业务之业务模式如下： 

（1）客户下单给金力泰实业，购买特定要求的贵金属制品，同时支付销售

合同金额的 5%作为预付款； 

（2）金力泰实业向供应商下达订单，同时根据订单金额向供应商支付 100%

采购预付款；  

（3）供应商使用该笔预付款采购贵金属原材料； 

（4）供应商完成贵金属制品制作后交付给金力泰实业； 

（5）金力泰实业向客户交付贵金属制品； 

（6）客户向金力泰实业支付销售合同金额的 95%尾款。 

综上所述，金力泰实业的贵金属制品贸易业务虽与公司主营业务不具有相关

性，但是在确保资金安全性、业务风险整体可控性的前提下，为提高资金使用效

率而开展的业务，具有商业实质。 

（二）结合相关业务毛利率水平及变动情况等说明你公司开展贸易业务的

主要考虑及必要性 

金力泰实业公司开展贵金属制品贸易业务并根据《企业会计准则》采用净额

法核算该业务收入。2021 年上半年已完成结算的业务产生毛利 814.43 万元，业

务平均周期 88 天，平均年化收益率约 8.25%；公司同期购买的银行理财合同年

化利率约 2.35% - 2.58%，该贸易业务年化收益显著高于银行同期理财利率，因

此，在化工原材料价格大幅上涨的背景下，为尽可能降低采购成本大幅上升对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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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经营造成的较大不利影响，公司增加了贸易业务的投入金额。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金力泰实业的预付账款余额为 2.918 亿元，相关预付款项均发生于 2021

年 6 月，截至本回复出具日，合同尚在执行中，尚未产生收益。 

开展贸易业务的主要考虑详见本题回复之“（1）、（一）”。 

（三）请量化分析公司目前现金流量状况对偿债能力和正常运营是否存在

影响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17,107.97 万元，投资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额 2,220.55 万元，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296.28 万元。截

至2021年6月30日，公司资产负债率为30.83%，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10,248.96

万元，货币资金余额 12,737.97 万元，无短期借款、长期借款、应付债券等有息

负债。 

公司与同行业可比公司流动比率对比如下： 

公司名称 流动比率 

三棵树 0.91 

凯伦股份 2.04 

科德科技 1.57 

平均值 1.51 

公司 2.51 

综上，公司短期偿债能力相比同行业可比公司无重大差异。目前公司现金流

量状况对偿债能力和正常运营不存在重大不利影响。 

（2）请你结合贸易业务经营模式、结算模式等，补充说明相关预付款项形

成且金额较大的原因及合理性，相关预付安排是否符合行业惯例、合同约定，

是否与业务开展情况匹配，是否存在资金占用或财务资助等情形。 

【回复】 

金力泰实业贸易业务之经营模式、结算模式详见本题回复之“（1）、（一）”。

根据相关业务合同，金力泰实业以合同约定的价格向供应商支付全额预付款，该

款项用于贵金属原材料的采购，因此相关预付款项金额较大。 

根据供应商出具的《说明函》，公司与供应商的相关预付安排符合行业惯例。

经公司查阅金力泰实业与供应商签署的相关业务合同，相关预付安排符合合同约

定，与业务开展情况相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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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金力泰实业相关预付款项的形成且金额较大具有合理性，相关交

易具有商业实质，不存在资金占用或财务资助等情形。 

（3）按预付对象归集的期末余额第一名的预付款余额为 29,180 万元，占预

付款项期末余额合计数的 94.88%。请你公司补充说明该项预付账款的具体明细，

包括主要交易对方名称、发生时间、发生金额、相关款项的具体用途、交易内

容及合规性、截至目前的进展情况，采购的产品是否存在逾期未交付的情形，

交易对方与你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业务和资金往来。 

【回复】 

上述预付账款具体明细如下： 

主体 交易对象名称 款项用途 

是

否

关

联

方 

发生

时间 
发生金额（元） 

截至目前的

进展情况 

是否存在逾

期未交付的

情形 

金力泰实业 
A股某上市公

司全资子公司 

预付货款

-贵金属

制品 

否 
2021

年 6 月 
291,800,000.00 

按合同执行

中，尚未结

算完毕 

否 

上述交易为与相关主体日常经营相关的预付款项，均在公司内部审批程序通

过后进行付款，符合公司内控要求。 

经公司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阅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

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声明与承诺书》所载信息，确认供应商与公司、

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除

公司全资子公司金力泰实业与供应商有贵金属制品贸易业务外，公司、公司控股

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供应商无业务与资金往来。 

（4）请结合公司贸易业务销售收入、采购金额、采购对象、结算方式、现

金流情况等，补充说明应付票据余额大幅上涨的原因及合理性。 

【回复】 

经公司查阅《2021 年半年度报告》、金力泰实业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的

资产负债表，金力泰实业无应付票据，公司应付票据余额大幅上涨与金力泰实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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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业务无关。 

2021 年上半年，公司营业收入 47,950.61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 42.39%，采

购总额 38,496.17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 42.37%。2020 年 12 月 31 日及 2021 年

6 月 30 日，公司应付票据具体明细列示如下： 

单位：万元 

供应商名称 
2021-6-30 

应付票据余额  

 2020-12-31 

应付票据余

额  

 变动额  
 2021 年 1-6 月 

采购金额  
结算方式是否发生变化 

供应商一  2,964.20   2,140.52   823.68   2,584.63  

报告期内结算方式为承

兑方式，相比报告期初未

发生变化。 

供应商二  1,678.32   -     1,678.32   3,442.66  

供应商三  1,215.15   -     1,215.15   995.30  

供应商四  834.36   -     834.36   2,053.37  

供应商五  560.00   -     560.00   1,746.21  

供应商六  549.59   234.24   315.35   648.96  

供应商七  488.47   -     488.47   680.89  

供应商八  465.00   819.49   -354.49   24.35  

供应商九  464.20   5.00   459.20   747.80  

供应商十  408.02   -     408.02   -    

供应商十一  380.80   155.03   225.78   290.05  

供应商十二  345.73   345.73   -     160.10  

供应商十三  309.30   5.00   304.30   764.78  

供应商十四  280.47   -     280.47   398.95  

供应商十五  200.00   -     200.00   1,563.81  

其他供应商  1,450.92   805.31   645.61   22,394.31   

合计 12,594.54 4,510.32 8,084.21 38,496.17  

公司应付票据余额大幅上涨，主要系因公司对财务票据结构进行调整，主动

增加了票据使用量，公司与上表内主要供应商的结算方式未发生变化。 

综上所述，公司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合并资产负债表列示的应付票据金额

均由母公司日常经营业务产生，应付票据余额的变动具有合理性。 

 

上海金力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9 月 13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