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证券代码：001216 证券简称：华瓷股份 公告编号：【2021-001】

湖南华联瓷业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首日风险提示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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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湖南华联瓷业股份有限公司人民币普通股股票上市的通

知》（深证上〔2021〕1012号）同意，湖南华联瓷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证券简称为

“华瓷股份”，证券代码为“001216”。本次公开发行的6,296.67万股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全部为新股发行，不涉及老股转让，自2021年10月19日上市交易。

公司郑重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者应充分了解股票市场风险及本公司披露的风险因

素，切实提高风险意识，在新股上市初期切忌盲目跟风“炒新”，应当审慎决策、理性投

资。

现将有关事项提示如下：

一、公司近期经营情况正常，内外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目前不存在未披露

重大事项。

二、经查询，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

公司近期不存在未披露的重大对外投资、资产收购、出售计划或其他筹划阶段的重大

事项。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按招股说明书披露的计划实施，未发生重大变化。

三、主要财务数据及财务指标

公司报告期内2018年、2019年和2020年的财务数据已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了天健审（2021）2-33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根据经审计的会计报表，报告期内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及财务指标如下：

（一）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
12月31日

2019年
12月31日

2018年
12月31日

流动资产 40,228.64 33,057.52 36,320.45

非流动资产 49,291.51 44,807.44 43,511.35

资产总计 89,520.15 77,864.96 79,83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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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债合计 21,916.57 22,110.30 29,658.42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权益合计 66,949.13 55,149.66 49,587.20

（二）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度 2019年度 2018年度

营业收入 92,110.22 94,957.07 84,473.49

营业利润 13,263.97 12,715.75 12,121.08

利润总额 13,225.46 12,551.87 12,129.32

净利润 11,995.92 11,261.68 10,735.66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1,799.47 11,075.53 10,840.50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

利润
10,266.33 10,237.02 8,018.24

（三）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度 2019年度 2018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6,644.34 14,593.58 15,753.24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340.61 -3,830.98 -6,731.23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10.93 -14,406.10 -5,324.92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7,314.57 -3,666.53 3,694.94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16,016.45 8,701.88 12,368.42

（四）主要财务指标

项目
2020年12
月31日

2019年12月31
日

2018年12月
31日

流动比率（倍） 2.45 2.03 1.46

速动比率（倍） 1.75 1.28 0.92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23.02% 23.36% 31.86%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 10.08 11.16 9.78

存货周转率（次） 4.74 4.62 4.30

项目 2020年度 2019年度 2018年度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万元） 16,419.78 15,676.57 15,249.83

利息保障倍数（倍） 212.48 71.35 23.98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0.88 0.77 0.83

每股净现金流量（元） 0.39 -0.19 0.20

无形资产（扣除土地使用权）占净资产的比例 0.56% 0.84% 0.81%

四、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后的主要财务信息及经营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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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021年1-6月经审阅业绩

公司2021年1-6月经天健会计所审阅但未经审计的主要财务信息如下：

（1）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年6月30日 2020年12月31日

资产总计 97,256.72 89,520.15

负债总计 24,003.92 21,916.57

所有者权益合计 73,252.81 67,603.58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 72,451.94 66,949.13

（2）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年1-6月 2020年1-6月

营业收入 48,030.35 36,114.16

营业利润 5,949.84 4,358.02

利润总额 5,943.47 4,359.55

净利润 5,425.97 4,022.55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5,279.55 3,951.66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

净利润
4,834.17 3,408.25

（3）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年1-6月 2020年1-6月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350.16 4,661.15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3,915.40 -2,044.19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56.68 1,947.78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153.25 14.69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10,975.17 4,579.44

（4）非经营性损益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年1-6月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6.13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一标准定额或

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749.39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回 12.06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0.04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21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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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21年6月末，公司资产规模总体保持稳定，资产总额为97,256.72万元，较2020

年12月末上升8.64%，主要系公司业务发展稳定，当期盈利所致；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

为72,451.94万元，较2020年12月末增长8.22%，主要系当期盈利能加所致。

2021年1-6月，公司主营业务发展情况良好。公司营业收入为48,030.35万元，较2020年

1-6月增加33.00%，主要系2020年上半年受疫情影响较为严重，2021年1-6月有所恢复所致。

2021年1-6月，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5,279.55万元，较2020年1-6月大幅上涨，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相应也呈大幅增加态势。主要原因如下：

①2021年1-6月疫情有所缓解客户订单量上升，尤其是对宜家的销售量增加，导致2021

年1-6月营业收入较去年同期增加11,916.19万元，增幅33.00%。营业收入增加的同时营业

成本相应增加；另外，由于疫情有所缓解，政府相关的疫情支持政策恢复至疫情前，导致

人工成本上升；同时原材料价格上涨带动营业成本有所增加，上述原因共同导致2021年1-6

月营业成本较去年同期增加9,976.54万元,增幅41.08%。2021年1-6月收入增长高于成本增加，

导致毛利较去年同期增加了1,939.65万元;

②由于受营业收入的增加、股份支付的增加和汇率的波动，以及调整销售费用-运输费

用至营业成本的影响，期间费用2021年1-6月较去年同期增加375.43万元，增幅为5.05%。

2021年1-6月，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降幅28.13%，主要系一方面

受海运仓位预定困难影响，产品出海有所延缓，收款滞后；另一方面订单有所增加，公司

加大了原材料及产成品的备货；2021年1-6月，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大

幅下降，主要原因为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大幅增加所致。

（二）2021年 1-9月经营业绩预计

经初步预测，公司2021年1-9月主要经营业绩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年1-9月 2020年1-9月 变动情况

营业收入 69,916.96-79,103.93 64,065.22 9.13%-23.47%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7,749.32-9,646.83 7,869.44 -1.53%-22.59%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

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7,127.07-9,024.58 7,030.14 1.38%-28.37%

注：2021年1-9月、2020年1-9月数据未审计。

上述2021年1-9月财务数据系公司财务部门初步预计数据，未经审计，不构成公司的盈

利预测或业绩承诺。

五、公司特别提醒投资者认真注意以下风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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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市场竞争风险

（1）境外市场收入占比较高的风险

公司是国内出口规模最大的日用陶瓷企业，产品主要销往北美、欧洲等发达国家和地

区。公司主要客户包括宜家、舒宁、威廉索拿马和布鲁斯特等行业内全球知名企业，并通

过吉普森、邦实、泉满等客户，产品进入沃尔玛、山姆会员店、星巴克、Target、梅西百

货、Costco等大型全球连锁商家。

报告期内，公司产品出口销售收入占同期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分别为66.12%、63.89%

和62.37%，预计未来若干年内公司外销金额及占营业收入比例仍会较高。尽管公司与主要

客户保持着良好的长期合作关系，但如果境外市场出现波动，导致需求大幅减少，或部分

产品进口国的进口政策、经贸环境等发生重大不利变化，均可能会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

一定的影响。

（2）客户相对集中的风险

报告期内，公司前五名客户的销售收入总额分别为45,723.58万元、52,089.32万元和

52,910.12万元，占同期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54.13%、54.86%和57.44%。公司的主要客户

如宜家、贵州茅台、吉普森、舒宁、邦实和布鲁斯特等为行业内全球知名企业。公司与上

述客户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公司销售的稳定性，体现了公司的品牌价

值和市场认知程度，但如果公司在产品创新、产能保障、产品质量控制、交货期等方面无

法及时满足主要客户的要求，会使客户订单量发生一定的波动，对公司收入和利润造成一

定的影响。

（3）行业竞争风险

我国日用陶瓷行业分布具有较强的区域性特征，并形成了以湖南醴陵、广东潮州、广

西北流和福建德化等为代表的日用陶瓷产区，各产区的日用瓷器产品存在一定的差异化。

在各日用陶瓷产区内，生产企业数量众多，行业集中度较低，市场化程度较高，竞争较为

充分。

公司自成立来一直以色釉陶瓷为主攻方向，产品定位为欧美中高端市场需求，与同行

业企业保持差异化竞争策略。随着市场竞争进一步充分，如果公司未能在产品研发设计、

工艺技术和质量控制以及营销措施方面继续保持领先优势，可能出现被同行业企业赶超、

客户流失、市场替代等情形，从而导致经营业绩出现下滑。

（二）贸易政策风险

（1）中美贸易摩擦引致的出口业务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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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公司产品出口销售收入占同期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分别为66.12%、63.89%

和62.37%，公司境外销售主要为北美、欧洲等发达国家或地区，其中出口美国的销售收入

分别为24,337.94万元、23,751.22万元和21,714.50万元，占同期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分别为

28.96%、25.12%和23.71%。

美国市场是公司海外销售的主要市场之一，同时美国是全球陶瓷产品最大进口国，中

国是美国陶瓷进口的最大来源国，2018年美国自中国进口陶瓷占其陶瓷进口总额的40.50%。

自2018年6月开始，美国政府发布了对中国进口商品多轮次的加征关税清单，中美贸易摩

擦反复升级。2020年1月，中美双方正式签署第一阶段经贸协议，贸易摩擦阶段性得以缓

和。

截至目前，美国针对中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的清单中未包含日用陶瓷，且公司为了应

对贸易摩擦，已采取了一系列应对措施。若今后中美贸易摩擦再次升级，美国继续扩大加

征关税产品的范围，有可能会涉及日用陶瓷产品，美国客户有可能要求公司适度降价以转

嫁成本，会导致公司来自美国的销售收入和盈利水平下降，从而对公司经营业绩造成不利

影响。

（2）产品进口国政策变化风险

产品进口国为了保护国内的陶瓷产业，有采取贸易保护措施的可能，如采用反倾销的

方式限制我国陶瓷产品在该国的销售；亦可能提高陶瓷产品质量标准，比如针对铅、镉溶

出量标准进一步提高，以建立技术性贸易壁垒。

以欧盟对中国日用陶瓷企业征收反倾销税为例。2013年5月15日，欧盟对中国的陶瓷

餐具厨具正式做出反倾销最终裁决，决定从2013年5月16日开始在欧盟清关的产品征收至

少为期约5年的反倾销税。公司作为中国五家强制应诉生产型出口企业之一，获得18.3%的

单独税率，另外407家应诉企业获得17.9%的单独税率，其他没有在名单内的中国陶瓷出口

企业税率为36.1%。2018年5月15日，欧盟委员会宣布对中国陶瓷餐具和厨具启动第一次反

倾销日落复审立案调查。公司接受并顺利通过了欧盟第一次反倾销日落复审现场核查。

2019年7月15日，欧盟委员会发布公告，对原产于中国的陶瓷餐具和厨具作出第一次反倾

销日落复审终裁，决定继续对中国日用陶瓷企业征收反倾销税，其中大部分企业税率为

36.1%，公司维持18.3%的税率。

尽管公司出口产品严格遵循进口国最严格的质量标准，能够满足欧美客户的产品质量

控制要求，且进口国质量标准的提高，也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提高国内陶瓷产品出口门槛，

淘汰一批竞争实力较弱的企业。但若公司产品主要进口国家或地区相关政策进一步发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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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变化，将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公司的经营业绩。

（三）产业或税收政策风险

（1）出口退税政策变化风险

公司日用陶瓷产品销售以出口为主，执行国家“免、抵、退”的出口退税政策，享受出

口退税政策优惠。报告期内公司产品的出口退税率随着增值税税率的变动而变动。根据财

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的规定，我国的日用陶瓷出口退税率于2018年11月1日起由13%调整为

16%，与增值税税率一致，2019年4月1日增值税税率由16%调整为13%，日用陶瓷产品出

口退税率相应调整为13%。

出口退税率的调整体现出国家对于日用陶瓷产品出口的支持。如果国家未来对于日用

陶瓷产品的出口退税率进行调整，将一定程度上影响公司的盈利能力。

（2）所得税税收优惠政策变化风险

公司及子公司红官窑为高新技术企业，报告期内母公司、子公司红官窑按15%的税率

缴纳企业所得税。如果国家相关的法律法规发生变化导致公司不再符合相关的认定或鼓励

条件，或公司未能通过高新技术企业的重新认定，则公司的经营业绩将有可能受到不利影

响。

（四）财务风险

（1）汇率波动风险

公司产品销售以出口为主，报告期内，公司产品出口销售收入分别为55,563.14万元、

60,406.57万元和57,114.86万元，占同期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分别为66.12%、63.89%和

62.37%。公司大部分境外客户均以美元进行结算，汇率波动会对公司出口产品的价格竞争

力产生一定的影响，同时对公司汇兑损益产生影响。受汇率波动影响，报告期内公司的汇

兑损益分别为-128.24万元、9.37万元和1,097.66万元。若今后人民币汇率出现持续性或短期

大幅波动，会对公司生产经营稳定性构成影响。

（2）主要原材料、能源价格波动的风险

公司陶瓷产品的主要原材料是泥料和釉料等，主要能源是天然气和电力。报告期内，

公司主要原材料和能源消耗等直接材料占营业成本比例平均为38%左右。虽然公司的泥料、

釉料以及天然气等供应充足，但主要原材料及能源价格近年来有所波动，对公司的生产经

营造成一定的影响。如果原材料及能源价格在短期内大幅上涨，而公司未能及时采取相应

措施，将直接对公司产品的毛利率产生影响，从而影响公司的经营业绩。

（3）存货跌价风险



8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存货账面价值分别为13,459.29万元、12,266.59万元和11,488.52万

元，占资产总额的比重分别为16.86%、15.75%和12.83%。公司外销产品采取“以销定产”的

模式为主，内销产品采取“以销定产和适当库存生产”相结合的生产模式。由于公司客户众

多、产品类别较丰富，且涉及不同行业，公司需要在期末进行一定的存货备货。公司存货

中的原材料、在产品为正常的库存储备和生产物资，库存商品主要是为满足长线产品的备

货需要。截至2020年12月31日，公司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为1,022.86万元，其中库存商品

跌价准备为763.57万元。随着公司生产经营规模进一步扩大，公司存货规模可能进一步提

高，会面临一定的存货跌价风险。

（4）应收账款发生坏账的风险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应收账款余额分别为8,313.91万元、8,699.32万元和9,585.18万元，

应收账款余额占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9.84%、9.16%和10.41%，截至2020年12月31日，公

司计提的坏账准备为809.39万元。公司主要客户为行业内知名企业，客户的信用良好，资

金实力雄厚，且在与公司多年的长期合作中，款项回收情况良好。若今后宏观经济环境、

客户经营状况等发生重大不利变化，公司存在应收账款发生坏账的风险。

（五）管理风险

（1）实际控制人控制的风险

本次公开发行前，公司实际控制人许君奇和傅军通过其控制的致誉投资、新华联亚洲

控制发行人90%的股权，若本次公开发行以6,296.67万股计算，发行后实际控制人许君奇和

傅军仍将控制发行人67.50%的股权。许君奇和傅军可能利用其在公司的控制地位，通过行

使股东大会表决权控制公司董事会对公司的人事、财务和经营决策等进行控制，从而损害

公司和公司其他股东的利益。

（2）核心技术人员或核心技术流失的风险

公司在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吸引和培育了一大批经验丰富的技术人员，在生产工艺技

术方面，积累了大量的生产管理经验和核心技术，对提高生产效率、保证产品质量、降低

成本起到了关键作用。公司通过制定合理有效的激励机制，以有竞争力的薪酬待遇、发展

平台等吸引和留住人才，通过核心骨干员工持股留住稳定核心技术人员，并通过申请专利

保护、与相关人员签订竞业限制协议等措施降低技术人员的流失率，防范核心设计理念及

技术的泄密。尽管如此，未来仍不排除竞争对手通过各种手段争抢人才，从而导致核心人

员或核心技术流失的可能。

（六）发行价高于行业平均市盈率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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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为人民币9.37元/股，对应的2020年摊薄后市盈率为22.99倍（每

股收益按照经会计师事务所遵照中国会计准则审核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 2020

年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的总股数计算），高于中证指数有限公司于2021

年9月2日发布的 C30“非金属矿物制品业”最近一个月平均静态市盈率19.13倍，存在未

来发行人估值水平向行业平均市盈率回归给新股投资者带来损失的风险。

上述风险为公司主要风险因素，将直接或间接影响本公司的经营业绩，请投资者特别

关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第四节风险因素”等有关章节，并特别关注上述风

险的描述。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理性投资。

特此公告！

湖南华联瓷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十月十九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