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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716                                         证券简称：国立科技 

 

广东国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编号：2022-001 

投资者关系 

活动类别 

□特定对象调研       □分析师会议 

□媒体采访           ☑业绩说明会 

□新闻发布会         □路演活动 

□现场参观 

□其他 

参与单位名称 

及人员姓名 
参与公司 2021年年度业绩说明会的投资者 

时间 2022 年 4 月 29 日 15:00-17:00 

地点 全景网“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http://ir.p5w.net） 

上市公司 

接待人员姓名 

董事长、总经理：邵鉴棠先生，独立董事：牟小容女士，董事会秘书：

李旋先生，财务总监：郑志忠先生 

投资者关系活动 

主要内容介绍 

一、活动具体内容： 

公司于 2022年 4月 29 日下午 15:00-17:00 在全景网“投资者关系互

动平台”（http：//ir.p5w.net）举行了 2021 年年度网上业绩说明

会。公司董事长、总经理：邵鉴棠先生，独立董事：牟小容女士，董

事会秘书：李旋先生，财务总监：郑志忠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本次

业绩说明会采用网络远程方式举行，与投资者就公司业绩、发展计划、

股东减持以及其他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充分沟通，交流方式以文字

问答方式进行。除去重复提问问题，公司与投资者交流的主要内容如

下： 

二、提问及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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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介绍业绩情况： 

公司 2021 年全年实现收入 19.02 亿，在疫情反复、原材料价格大幅

波动的情况下，克服了重重困难，保持了稳定发展。2022 年一季度公

司实现收入 3.73亿，归母扣非净利润 0.16亿，较上年同期增长

39.26%，实现大幅改善。2022 年一季度，在去年处置低效资产的基础

上，盈利能力有所提升，业绩实现了较好的增长。 

1、您好，能不能说下一季度业绩变动的具体原因？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 2022 年一季度收入同比下滑 29%，主

要受去年处置部分低效的子公司及疫情反复等因素影响。处置子公司

时间从去年年中开始，所以去年一季度收入基数较高。一季度扣非净

利润的增长 39.26%，主要因为处置亏损的资产后，公司整体的盈利能

力提升，产品售价提升等原因导致。同时越南子公司、重庆大江国立

也在一季度实现了较好的业绩表现，未来公司会把更多的产能投放在

越南来达到降本增效的目的。感谢您的关注和支持！ 

2、麻烦介绍一下公司对未来收入增速的展望？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产品主要为 EVA环保改性材料及其制

品、TPR 环保改性材料及其制品、汽车配件等，下游包括运动休闲鞋

服、玩具、运动器材以及消费电子、新能源汽车等领域。公司短期业

务的恢复节奏受疫情影响，全年看，剔除去年处置掉低效子公司的影

响，今年轻装上阵，可比口径下，参考一季度大客户订单情况，预计

22年收入增速同比增长超过 30%，实现较好盈利以回报股东。 

3、请问公司未来净利率能否保持在 2022 年一季度的 5.6%这个水平

上？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你好!以橡胶和塑料制品为例，原材料占

比较高，在产业链中公司上游的石化相关产品的价格波动对公司的利

润率影响较大，同时疫情下人工成本短期上升也给公司较大压力。但

公司积极进行成本控制措施，如经大客户资源锁定原材料价格、将产

能转移至越南降低人工成本上升等举措进行成本控制，提升产品售

https://rs.p5w.net/question/2e626b276d6c4e10a899788332eb36ca.shtml
https://rs.p5w.net/question/d9036bb464684fbdb3973d1756261547.shtml
https://rs.p5w.net/question/234e0df980964170a2a0327e45800be4.shtml
https://rs.p5w.net/question/234e0df980964170a2a0327e45800be4.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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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2022 年第一季度，公司实现营收 3.73 亿元，合并报表范围内净

利润 2096 万元。后期随着疫情逐步控制、原材料价格企稳，公司 2022

年全年的平均净利润率可以保持在这个水平。 

4、请问公司在减碳方面有哪些优势？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主要提供节能低碳环保高分子新材料

及其相关产品，2020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

作”作为重点任务，为低碳环保新材料产业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发展条

件和政策支持。公司作为低碳、环保高分子材料的生产者和推动者，

可以完成包括回收在内的闭环过程，公司的相关产品到全世界范围内

可免碳排放税。 公司目前研发了生物降解改性材料 PLA、PBAT 以及

生物竹粉降解改性材料及制品，相关材料目前已通过国内广东省微生

物分析检测中心、广州海关技术中心（国家食品接触材料检测重点实

验室（广东））及 DIN CERTCO（德国标准协会认证中心）检测认证。

且第三方环境与可持续性认证领域的领先机构 SCS全球服务公司（SCS 

Global Services）对广东国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授予了国际可持续

发展与碳(ISCC PLUS)认证证书，充分证明公司打造节能低碳环保生

态产业链的优势和决心。谢谢! 

5、请问公司对 22 年这个行业的下游景气度怎么判断的？有适时对业

务进行调整吗？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从产品端分类，主要包括环保改性材

料及其制品、汽车配件和成品鞋。其中环保改性材料下游的主要需求

正如前面所讲，包括运动休闲鞋服、玩具、运动器材以及消费电子等

领域，和消费相关，因此受疫情影响。而成品鞋方面，子公司爱派客

（越南）去年因为疫情影响，也有一定亏损。这两块业务的恢复节奏，

和整体的疫情恢复节奏有关，疫情恢复弹性会很大。公司的汽车配件

业务发展很好，2021 年在钢材大幅波动的背景下，子公司大江国立仍

能保持盈利，目前拥有长安乘用汽车、长安欧尚、长安铃木、东风小

康等重要客户。公司下游需求受疫情影响较大，目前很难对疫情的节

奏做预测。但是公司在此期间一方面加强和优质客户合作，保证公司

https://rs.p5w.net/question/c38674d0715f4e589d691815e85f4663.shtml
https://rs.p5w.net/question/34a79c153bf94db18b09d03c5884e0a6.shtml
https://rs.p5w.net/question/34a79c153bf94db18b09d03c5884e0a6.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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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单和收入的稳定；另一方面严格控制成本和费用，平滑短期波动，

并为恢复期的业绩弹性打下更好的基础。公司从一季度开始加大对高

毛利产品的市场拓展，公司有信心在疫情恢复后，业绩有不错的表现。 

6、公司是如何完成研发环节的？预计未来研发投入比例大概有多

少？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以公司生产的 EVA和 TPR 环保改性材料为

例，产品的应用领域十分广泛，目前主要应用领域是高档鞋材、成品

鞋、电子配套产品等。由于该领域的客户对产品性能、款式、规格要

求差异较大，根据客户对产品的各项指标要求，公司组织销售部门、

研发部门同客户进行技术沟通，在此基础上研发配方；其次，由研发

部门试制样品，设计模具和调整配方，通过对样品进行反复测试，试

制出符合相关测试指标的样品后交给客户进行测试和试样；最后，经

客户测试和试样合格后，公司确定配方并下达生产订单。 改性材料

供应商需要不断加大研发投入，增强研发能力，优化产品配方，公司

作为低碳、环保高分子材料的生产者和推动者，要进一步加强研发能

力，提升核心竞争力，占领更多的市场份额，进而提高经营业绩。公

司研发费用未来预计仍会保持在较高的水平。 

7、请介绍一下费用率的情况，以及未来的预期？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一季度销售费用下降主要是较去年减

少了品牌的授权使用费、市场开发服务费；同时去年处置的子公司，

研发费用减少，另外公司积极推行降本增效，管理费用也有所下降。

公司目前仍在严格控制成本费用，一方面尽可能的平滑疫情带来的短

期影响，另一方面，将使公司在疫情恢复期获得更好的业绩弹性。 

8、请问公司在减碳方面有哪些项目已经落地？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产品可应用于生物可降解改性材料、

新能源光伏配套等双碳经济领域。公司已是亚马逊、沃尔玛等国际知

名品牌的供应商，其使用我们的产品可以免碳排放税，公司和长安汽

车有新能源汽车相关的配套。公司目前可降解改性材料已实现小规模

量产，后续公司将密切关注可降解材料市场需求，结合订单情况，做

https://rs.p5w.net/question/6fa2507b036c4db4a9a5b24be82d3cd8.shtml
https://rs.p5w.net/question/6fa2507b036c4db4a9a5b24be82d3cd8.shtml
https://rs.p5w.net/question/13e6ae5937e64dc39bfb54a3cb3a0228.shtml
https://rs.p5w.net/question/b4531324c0444c229688e9a559fec63b.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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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产业规划。 

9、公司目前的客户状况如何？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凭借新材料领域多年积累的研发、生

产经验和资源，与下游客户建立了长期良好的合作关系，和客户共同

开发产品，并成为卡诺驰、亚马逊、迪卡侬、沃尔玛、卡帕、江博士、

小米、长安、康佳、蓝思科技等国内外知名企业认定的材料供应商，

与其建立良好的合作伙伴关系。 

10、公司生产经营模式是怎样的？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产品主要为具有特定用途和性能的非

标准化产品，因此生产模式主要为“以销定产”，由客户提出产品要

求，公司根据客户订单，组织产品研发、生产、检验并交货；或者与

客户共同研发，生产出满足客户的产品。 销售方面，由于热塑性橡

胶和改性塑料种类繁多，不同产品性能差异较大，对产品的选择和加

工需要具备较强的专业知识，因此公司在销售产品的同时还需要对下

游客户提供全面的技术支持服务，这一业务特点决定公司的销售模式

是直接面向客户的直销模式。 

11、想问一下公司的采购策略是什么？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EVA、YPR原料等化工产品属于公司生产中

需要的核心原材料，为保障公司原材料供应的稳定性，公司与多家主

要供应商建立了长期的合作关系。 公司针对原材料供应商建立了完

善的供应商评价体系与合格供应商名录，并进行定期评审、考核。随

着公司的发展和对新产品开发的需要，公司对合格供应商实行动态管

理，符合条件的及时进入，不符合条件的及时淘汰。 

12、公司短期债务较多，长期债务较少，为什么？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的短期债务主要为经营负债，2021 年

度公司部分长期借款到期，公司归还了部分长期借款，短期负债中有

部分属于长期债务一年内到期，公司会加强资金管控，拓宽融资渠道，

根据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加强银行等融资机构合作，科学匹配短期债务

与长期债务的比例。 

https://rs.p5w.net/question/d6c691d08b5d4a1f9ac6364e574bb9c5.shtml
https://rs.p5w.net/question/fc2a1a8040ff4fbb90c8f49a272d3713.shtml
https://rs.p5w.net/question/cf78814b81cd4748b8d178adf9898d36.shtml
https://rs.p5w.net/question/3c6f685fb5a74bb8902d99ef0d2c9315.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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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请问公司为什么利润率波动这么大？公司未来的毛利率水平能维

持在什么程度？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2021 年，公司面对复杂的国内外经济环境，

受原材料价格大幅波动、国内外疫情反复影响生产、国内停电限产、

物流及人工等各类成本上升影响，导致公司整体经营亏损。因受疫情

反复、限电停产、原材料价格上涨等影响，下属部分子公司持续亏损。

2021 年为了控制经营风险，减少损失，公司根据经营环境变化，调整

战略布局，改变经营管理策略，收缩部分经营业务规模，相继关停部

分子公司，因部分客户经营困难、部分子公司经营关停等原因计提信

用减值损失、存货跌价、固定资产减值损失，所以导致公司 2021 年

利润率波动较大。公司未来毛利率会维持在行业的正常水平。 

14、目前怎么看待公司负债率较高的问题？未来是否面对现金流压

力？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主要受疫情反复与原材料价格波动的影响，

公司各类成本上升，应付账款和短期借款余额较大，资产负债率较高，

短期存在一定的现金流压力。 未来公司一方面加强成本控制，另一

方面加大优质客户的合作力度，多方面提升公司整体的盈利能力。同

时加强与银行等融资机构合作对到期债务偿债资金提前筹划，加大应

收账款的收款力度，满足公司日常支出与偿债需要。 

15、请问 2022 年公司是否会继续面临减值压力？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 2021 年计提了较大额度的减值，主

要在存货和应收两方面。公司目前存货主要由原材料、在产品和库存

商品构成，保持一定的库存量才可以保障生产经营的稳定进行，整体

可控。公司将持续加强存货和应收账款管理。 

16、请董事长详细介绍公司光伏业务的前景？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从行业整体来看，我们很看好 22 年作为

光伏需求的大年，行业目前的核心矛盾，仍然是供给能力小于潜在需

求，国内分布式的景气度并未转变，而海外能源的转型进程还在加快，

我们对全年的需求很乐观。公司的 EVA、改性工程塑料产品应用广泛，

https://rs.p5w.net/question/fe6d6b78bf234ed9bacc8e0c8ab0e4f6.shtml
https://rs.p5w.net/question/fe6d6b78bf234ed9bacc8e0c8ab0e4f6.shtml
https://rs.p5w.net/question/36c770e9960e48958c692bccd68ec2c4.shtml
https://rs.p5w.net/question/36c770e9960e48958c692bccd68ec2c4.shtml
https://rs.p5w.net/question/46bad62bc8d642738562f0371f95310e.shtml
https://rs.p5w.net/question/2af33eb6c9ef4258b35b4a3a86318bee.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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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用于电动、光伏等领域。 

17、可否介绍一下定增的项目？谢谢！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拟募集 5亿，主要用于生物降解材料

及其制品的产业化建设项目，生物降解材料的研发项目，以及补充流

动资金。 生物降解材料是一种应用广泛的低碳环保材料，潜力巨大，

公司通过前期的技术积累和自主研发，逐步深入 PLA 多元复合改性技

术、熔融共混反应技术、PBAT 材料成膜等生物降解材料技术在薄膜级

产品、挤出吸管、片材级产品和注塑一次性制品等课题的研究开发，

基于公司现有技术不断拓展研发方向和升级现有产品，项目建成后公

司将形成新的盈利增长点，可形成年产生物降解材料及生物降解塑料

制品 2万吨的生产规模，有利于提升公司整体的核心竞争力。 

 

接待过程中，公司接待人员与调研对象进行了充分的交流与沟通，并

严格按照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制度》等规定，保证信息披露的真实、

准确、完整、及时、公平。没有出现未公开重大信息泄露等情况。上

述说明会中涉及经营计划、目标等不代表公司盈利预测和对投资者的

业绩承诺。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附件清单 

（如有） 
无 

日期 2022年 4月 29日 

 

 

https://rs.p5w.net/question/e00c75dc522d4f7996230d0641c7f434.s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