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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540      证券简称：新赛股份      公告编号：2022-073 

新疆赛里木现代农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复 

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新疆赛里木现代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半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工作函》的 

公 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新疆赛里木现代农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赛股份”或“公司”）于

2022 年 8 月 29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官网（http://www.sse.com.cn/）披露了《新

疆赛里木现代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半年度报告》。2022 年 9 月 30 日，公

司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管理一部下发的《关于新疆赛里木现代农业股份

有限公司 2022 年半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工作函》（上证公函〔2022〕2567

号，以下简称《工作函》）。收到《工作函》后，针对《工作函》所列本公司信

息披露相关问题，公司逐项进行了认真分析和核查，按照《工作函》的要求对相

关问题进行了回复，并对照《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3

号－半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和《上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要求和规定对公司

《2022 年半年度报告》中的相关内容进行了补充修订。 

按照《工作函》的要求，公司应在书面回复后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针对

《工作函》所列问题的回复及相关情况如下： 

一、《工作函》所列问题及本公司的回复 

（一）公司 2022 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 3.18 亿元，同比减少 50.48%；归

母净利润-5,949.22 万元，扣非后归母净利润-5,951.41 万元，由盈转亏。业绩亏

损的主要原因系上半年棉花价格倒挂且下游企业库存积压需求不旺导致销售不

畅。请公司：1、结合棉花收购价格、皮棉销售价格变化及销售渠道、销售政策

变化等情况，量化说明上半年营业收入大幅下降的原因；2、结合原材料、产品

价格波动对公司业绩的具体影响，说明公司拟采取何种措施应对可能存在的经

营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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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1、结合棉花收购价格、皮棉销售价格变化及销售渠道、销售政策变化等情

况，量化说明上半年营业收入大幅下降的原因： 

影响营业收入大幅下降的主要因素有以下几个方面： 

（1）2021-2022 轧季公司共收购籽棉 13.91 万吨，较上年 16.36 万吨减少 2.45

万吨；收购籽棉均价由上年的 5,452.42 元/吨提高至 10,427.49 元/吨，增幅

91.24%，籽棉收购价格较上期翻了将近一倍。 

（2）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 3.18 亿元，较上期 6.4 亿元减少 3.22 亿元，减幅

50.31%。主要原因是皮棉销售数量的减少，导致的营业收入的大幅下降。上半年

皮棉销售数量为 10,799.77 吨，较上期 41,590.04 吨减少 30,790.27 吨。虽然销售

价格为 20,851.86 元/吨，较上期 13,729.14 元/吨提高了 7,122.72 元/吨，但由于

皮棉销售价格跌破了加工成本形成利润倒挂，各轧花企业普遍存在“惜售”心理，

致使皮棉销售数量大幅减少。 

（3）上年度国际货币宽松政策对国际和国内大宗商品市场产生较大影响，

报告期内，欧美国家的货币紧缩政策对市场开始降温，国际国内大宗商品市场价

格迅速下跌，其中包括棉花期货市场，期货市场随即影响到现货市场，致使国内

棉花销售不畅，企业棉花库存积压严重。同时由于皮棉价格持续下滑，导致库存

皮棉价格与销售价格倒挂，业绩亏损严重，企业经营风险加大。 

（4）2021-2022 轧季，由于疆内轧花企业数量进一步增加，原料资源抢占

持续激烈，加上收购季节前的关于恶劣天气影响、水资源保护政策、国际大宗商

品价格上涨等方面的影响，疆内籽棉收购价格来到近十年以来的最高价格。在此

背景之下，公司籽棉收购价格较上一个轧季大幅增加，籽棉收购均价增加近一倍，

造成公司所加工的皮棉成本大幅增加（公司皮棉产品平均生产成本在 24,000 元/

吨左右）。 

2021 年年末，皮棉期现货市场价格已处于历史高位（以郑棉三级白棉为例，

下同，2021 年 11 月 18 日，皮棉现货价格达到年内最高价格 22,713 元/吨），同

疆内多数棉花加工企业相似，由于皮棉收购成本本身较高，造成皮棉产品生产成

本高于皮棉现货市场价格的窘境。因此，在此情况下，公司只能根据市场行情选

择产品销售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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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 2022 年，皮棉现货市场价格持续走高，但仍难以覆盖和弥补皮棉产品

的生产成本，2022 年 2 月 15 日、2022 年 3 月 29 日，皮棉现货价格两度达到历

史最高点，分别为 22,963 元/吨、22,905 元/吨。在此之后，欧美国家的货币紧

缩政策、国际疫情，以及国际和国内消费市场持续颓靡的宏观经济背景下，皮棉

期现货市场一路下跌，包括公司在内的疆内多数棉花加工企业承受巨大压力。在

现货市场价格仍难以覆盖和弥补生产成本的情况下，公司皮棉产品销售受阻，造

成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大幅下降，同时，期末结存存货较上年同期大幅

增加。 

此外，棉花、棉纱产品属大宗交易商品，疆内棉花销售多采取线上电子撮合

交易，线下棉花交割库产品交割的这一成熟、高度信息化、市场化的交易渠道，

因而，销售渠道本身并未对公司营业收入变化产生主要影响。随着疫情的影响和

国际国内消费市场的持续低迷，报告期末及之后，包括公司在内的疆内棉花产品

生产企业仍将面临多重不利因素叠加的影响。 

2、结合原材料、产品价格波动对公司业绩的具体影响，公司应对可能存在

的经营风险拟采取的措施： 

（1）加快库存产品销售进度，积极化解当期经营风险，同时全力以赴做好

新轧季籽棉收购加工工作。进一步增强做好棉花质量管理工作的责任感、紧迫感，

提早预判，制定切实可行的棉花收购加工方案，做好新轧季收购加工的各项准备

工作，提前走访合作社、种植大户，早商谈、早宣传公司的收购政策，在保证质

量的基础上，严格控制原料收购价格，合理控制生产成本，力争从新轧季开始入

手抓质量、降成本、增效益，努力提高棉花企业的利润水平。 

（2）在聚焦主业上下功夫，延伸棉花产业链，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一是

延伸棉花上游产业链，积极推进经营土地流转，促进棉花种植规模化、集约化、

产业化，从种植源头上统一棉花品种，统一采摘收购，统一品牌销售，提高棉花

品质，保障轧花厂籽棉加工资源；二是依托新疆棉花资源优势，横向做大、纵向

延伸，运用先进加工技术延链棉花下游产品。加快推进年处理棉籽 20 万吨的浓

缩棉籽蛋白生产线项目，助力公司再上新台阶；三是采取多种方式南北疆设点布

局、收购整合轧花企业；四是积极开展产品套期保值业务，拓展棉花贸易业务，

通过期现结合，以基差点价等形式开展现货贸易销售。以期货和现货市场对冲的

方式来提前锁定利润，规避产品价格剧烈波动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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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延伸矿产加工产业链，加快推进 60 万吨氧化钙加工项目，积极争取当

地矿产资源，充分发挥矿产加工的辅助作用，为新赛股份增添新的利润增长点。 

（4）在盘活处置资产上下功夫，以减亏增效为目标，一企一策盘活存量资

产，剥离低效、无效资产，不断挖掘潜能，提高企业活力和经济效益。 

（5）统筹规划，合理布局，加快产业转型升级。严格按照公司“十四五”

发展规划，找准发展方向，优化产业布局，为新赛股份补链、延链、强链，挖存

量潜力，拓增量空间，把脉定向，精准施策。以提升效益为目标，以防控风险为

底线，筑牢红线意识，安全生产实现精准管控，防范经营、债务、法律、投资等

重大风险。 

（二）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存货账面价值 8.76 亿元，主要为库存商品皮棉，

上年同期存货账面价值仅为 1.21 亿元。存货跌价准备期初余额 1.13 亿元，本期

新增计提 0.22 亿元，计提资产减值系皮棉价格倒挂，可变现净值低于存货成本。

请公司：1、补充披露库存商品类别、数量、单价、库龄，说明其近一年来大幅

增长的原因；2、结合皮棉价格、籽棉采购价及棉花收购销售周期、客户情况等，

说明库存商品后续销售的安排，是否存在进一步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的风险。 

回复： 

1、补充披露库存商品类别、数量、单价、库龄，说明其近一年来大幅增长

的原因； 

2022 年 6 月库存商品明细对比表 

单位：吨、元/吨、万元 

产品名称 
本期库存金额 上期库存金额 

存货库龄 
数量 单价 金额 数量 单价 金额 

皮棉 36,932.23 24,875.50 91,870.77 1,750.50 16,435.46 2,877.03 1 年以内 

不孕籽 200.52 3,730.06 74.80 0.00 0.00 0.00 1 年以内 

食用油 0.00 0.00 0.00 3.75 6,939.53 2.60  

棉纱 1,219.45 22,645.30 2,761.48 1,374.26 22,663.25 3,114.52 2 年以上 

精砂 149.50 330.35 4.94 149.50 330.35 4.94 4-5 年以内 

氧化钙 3,995.20 293.73 117.35 6,093.81 267.12 162.78 1 年以内 

脱硫剂 3,321.14 58.79 19.52 0.00 0.00 0.00 1 年以内 

煤沫 12,156.40 128.32 155.99 0.00 0.00 0.00 1 年以内 

玉米 2,580.82 2,306.64 595.30 6324.77 2391.62 1,512.65 1 年以内 

小麦 564.58 2,437.94 137.65 1583.52 2119.48 335.61 1 年以内 

合计 61,119.85 / 95,737.80 17,280.11 / 8,010.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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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表数据分析看，导致 2022 年 6 月末存货大幅增加的主要原因为库存商

品中的皮棉数量、单价的大幅波动，本期末 2021 年新轧季生产皮棉 36,932.23

吨，平均单价 24,875.50 元/吨，库存皮棉金额 91,870.77 万元，较上期皮棉数量

增加 35,181.73 吨、平均单价增加 8,440.04 元/吨、库存皮棉金额增加 88,993.74

万元。 

2、结合皮棉价格、籽棉采购价格及棉花收购销售周期、客户情况等，说明

库存商品后续销售的安排，是否存在进一步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的风险： 

由于皮棉价格倒挂，可变现净值低于存货成本，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

号存货》相关规定的要求，为真实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资产价值，公司基于审

慎性原则，对各类资产按照市价进行了清查和减值测试。鉴于 2022 年上半年，

公司主要存货皮棉市场价格仍在持续下跌，导致存货可回收金额低于生产成本，

因此公司在 2021 年度报告存货皮棉计提跌价准备的基础上，再次补提了皮棉存

货跌价准备 22,208,493.31 元。 

公司存货跌价准备来源说明：公司 2021 年年末存货账面余额为

1,238,984,717.50 元，存货账面价值为 1,125,678,904.69 元。期末计提存货跌价准

备 103,912,136.33 元（主要来源为皮棉、棉纱、棉籽、不孕籽等库存商品及原材

料），转销 9,023,916.46 元，期末存货跌价准备余额为 113,305,812.81 元。 

公司 2022 年 6 月 30 日存货账面余额为 994,255,127.24 元，存货账面价值为

876,218,299.79 元，新增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22,208,493.31 元（主要来源为皮棉、

棉纱、棉籽、不孕籽等库存商品），转销 17,477,478.67 元，期末存货跌价准备

余额为 118,036,827.45 元。 

公司 2021 年年末、2022 年 6 月 30 日计提存货跌价准备情况具体如下： 

2022 年 6 月存货跌价准备明细表 

单位：元 

序号 项目 上年年末余额 本期计提额 
本期减少 

期末余额 
转回 转销 其他变动 

一 原材料 1,031,810.10     1,031,810.10 

二 库存商品 111,200,414.72 22,208,493.31  17,477,478.67  115,931,429.36 

1 皮棉 97,361,175.81 22,208,493.31  15,568,671.72   

2 棉籽 1,720,752.50   1,720,752.50   

3 不孕籽 219,254.85   90,83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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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棉纱 11,899,231.56   97,221.91   

三 周转材料 1,073,587.99     1,073,587.99 

 合  计 113,305,812.81 22,208,493.31  17,477,478.67  118,036,827.45 

2021 年库存商品计提存货跌价准备情况明细表 

单位：元 

单位 合计 皮棉 棉纱 棉籽 不孕籽 

沙湾康瑞 11,234,228.49 11,234,228.49    

呼图壁康瑞 3,411,809.47 3,411,809.47    

呼图壁银丰 10,447,078.33 10,322,454.93  124,623.40  

呼图壁天源 6,533,481.27 6,387,756.53  17,302.43 128,422.31 

呼图壁新米 5,315,216.66 5,315,216.66    

玛纳斯金海利 10,269,579.72 10,269,579.72    

玛纳斯新民 5,812,324.93 5,812,324.93    

库车白钻石 4,105,162.13 3,951,810.65  153,351.48  

阿拉尔新赛 4,753,710.11 3,328,234.92  1,425,475.19  

沙湾思远 10,085,492.84 10,085,492.84    

乌苏汇康 4,660,074.39 4,660,074.39    

沙湾新赛 10,765,508.48 10,674,675.94   90,832.54 

博汇农业 11,907,516.34 11,907,516.34    

棉业公司      

新赛精纺      

博乐纺织 3,953,079.92  3,953,079.92   

合计 103,254,263.08 97,361,175.81 3,953,079.92 1,720,752.50 219,254.85 

2022 年 6 月 30 日库存商品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及转销情况明细表 

单位：元 

单位 

2022年6月计提

跌价准备 
2022年6月转销跌价准备 

皮棉 合计 皮棉 棉纱 棉籽 不孕籽 

沙湾康瑞 1,944,049.72      

呼图壁康瑞 1,515,503.39      

呼图壁银丰 2,140,847.52 124,623.40   124,623.40  

呼图壁天源 290,665.55 4,452,809.07 4,435,506.64  17,302.43  

呼图壁新米 1,248,339.89      

玛纳斯金海利 2,774,270.33      

玛纳斯新民 1,506,171.32      

库车白钻石 1,560,470.59 1,786,088.43 1,632,736.95  153,351.48  

阿拉尔新赛 3,702,069.11 1,450,856.79 25,381.60  1,425,475.19  

沙湾思远 2,389,541.85      

乌苏汇康  4,660,074.39 4,660,074.39    



 —7— 

沙湾新赛 1,968,180.87 90,832.54    90,832.54 

博汇农业 751,557.15 4,814,972.14 4,814,972.14    

棉业公司 368,879.07      

新赛精纺 47,946.95      

博乐纺织  97,221.91  97,221.91   

合计 22,208,493.31 17,477,478.67 15,568,671.72 97,221.91 1,720,752.50 90,832.54 

公司当前的重点工作任务为加大库存皮棉的销售力度，千方百计想办法加快

去库存，并积极做好新轧季籽棉的收购、加工及销售工作。主要采取以下措施： 

（1）紧盯皮棉销售市场，适时加快销售进度。要重点加强对国内外棉花市

场的关注和预测，科学客观分析后期棉花市场和价格走势，加强信息跟踪和监测，

准确把握棉花价格反弹的市场机遇，在价格适当的情况下积极销售皮棉，尽快回

笼资金，降低企业经营损失。 

（2）时刻关注棉花期货、现货市场价格变动趋势，采取一口价销售与基差

点价销售相结合的方式进行销售，参考当期棉花市场成交价格水平，有效结合棉

花销售基差价格政策，加大销售力度。 

（3）利用期货衍生品和金融工具，开展棉花期权套期保值业务，通过买入

虚值看涨期权增加拉低持仓均价或卖出看跌期权收取权利金的方式对冲风险，逐

步降低成本，并加速资金回笼，及时偿还贷款，降低财务费用。 

（4）根据公司多年来的皮棉销售策略和销售习惯，上期库存皮棉一般应在

新棉产出之前全部销售完毕，公司 2021-2022 轧季库存皮棉将在新轧季皮棉生产

之前完成大部分销售，否则还会承受价格进一步下跌的风险。根据公司目前库存

皮棉的销售安排，公司库存皮棉约 72%已经完成销售，其中部分货款结算预计在

10 月初完成（已签订皮棉购销合同，销售价格已锁定，将按照购货方要求分期

分批办理货权交割，在此之前，依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有关规

定，该部分存货尚不符合成本结转条件），但也不排除皮棉市场价格仍有下跌探

底的风险。 

（三）截至报告期末,公司短期借款余额 12.63 亿元，货币资金余额 6亿元，

其中包括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余额。同时，公司报告期内存在石灰项目二期工

程、年处理 20 万吨棉籽浓缩蛋白及深加工项目两项在建工程，预计投资 4.8 亿

元，资金来源为自筹。请公司：1、结合经营情况、资金安排、资产负债率、还

款来源及业务发展规划，说明未来一年的具体偿债安排是否存在短期偿债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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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说明公司拟采取的应对措施；2、说明公司上述两项新增在建工程项目开展的

具体资金来源，并结合行业周期、市场需求、公司产能利用率、产销率，以及

近年来新增固定资产运营情况等论证新建上述项目是否与公司实际生产经营需

求相匹配。 

回复： 

1、结合公司经营情况、资金安排、资产负债率、还款来源及业务发展规划，

说明未来一年的具体偿债安排，是否存在短期偿债风险，并说明公司拟采取的应

对措施： 

石灰项目二期工程在建工程自公司收购博乐市正大钙业股权以来一直存续，

2021 年年末已对该工程项目计提 0.0124 亿元的减值准备。本报告期内，该项目

暂时搁置，2.8 亿元的计划投资额仅为预计数额，因此该项目本身不会给公司带

来资金压力。资产负债表日（2022 年 6 月 30 日）后，公司新增“年产 60 万吨

氧化钙项目”作为当前拟投资的主要项目，半年报涉及的“石灰项目二期工程项

目”实际上仍暂时搁置。 

（1）两项在建工程项目的投资情况：报告期内公司计划投资年产 60 万吨氧

化钙项目、年处理 20 万吨棉籽浓缩蛋白及深加工项目两项在建工程，具体投资

情况如下： 

年产 60 万吨氧化钙项目：该项目由新赛股份控股，与新疆益详新型建材制

造有限公司合资组建新公司，其中新赛股份持 51%股权，新疆益详新型建材制造

有限公司持 49%股权。双方共同投资建设年产 60 万吨氧化钙项目，项目总投资

5,000 万元，分两期建设，一期计划投资 2,600 万元，建设两条年产 15 万吨的生

产线，建成后氧化钙年产能 30 万吨。上述相关内容可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7 月

26 日披露的 2022-056 号、2022-059 号临时公告。 

年处理 20 万吨棉籽浓缩蛋白及深加工项目：该项目以棉籽原料资源为依托，

以棉籽精深加工为发展目标，以新型科技技术为主导，推进棉花产业升级，打造

集生产加工低温脱酚棉蛋白、食用植物油及精深加工为一体的循环经济型科技企

业，从而进一步增强公司经济实力和市场竞争力。项目总投资 36,416.9 万元，预

计项目建设工期为 12 个月。上述相关内容可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28 日披露

的 2022-025 号、2022-029 号、2022-038 号临时公告。 

（2）两项在建工程项目的资金筹措、投放安排及资产负债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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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产 60 万吨氧化钙项目：按照双方股东约定的持股比例共同投资建设。其

中新赛股份按照 51%出资，预计需要投入 1,326 万元，该部分资金通过公司自筹

资金方式解决，按照项目建设进度分期、分批逐步投入，资金筹集压力不大。 

年处理 20 万吨棉籽浓缩蛋白及深加工项目：经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双河市兵团分行洽谈沟通，同意以总投资 36,416.9 万元为依据，按照 3:7 的比

例投放固定资产投资贷款解决，偿还期限 12 年。按照上述比例，自筹资金

10,925.07 万元；贷款资金 25,491.83 万元，资金的投放根据项目的施工进度及进

展情况分批、分期审核批准后支付，项目预计 2023 年 8 月底前竣工投产。 

自筹资金的筹集：一是新公司设立投入注册资金 6,000 万元由新赛股份母公

司自筹资金解决；二是余款 4,925 万元由新公司通过资产抵押等其他途径解决；

三是部分项目需要分期实施，筹集资金方面的压力可以往后延缓，减轻资金筹集

的压力。贷款资金部分筹措推进情况：项目借款及借款担保事项议案已通过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贷款相

关事宜待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该议案后逐步实施，具体情况可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10 月 1 日披露的 2022-068 号、2022-069 号、2022-070 号临时公告。 

目前两个项目投资建设工作正在有序开展，其中，年产 60 万吨氧化钙项目

正开展前期阶段工作；运营年处理 20 万吨棉籽浓缩蛋白及深加工项目的全资子

公司新疆新赛生物蛋白科技有限公司已进入实质建设阶段，该子公司截止 2022

年 8 月 31 日的资产负债率为 21.17%。因此，目前两个项目资产状况良好。 

（3）两项在建工程项目的还款来源及业务发展规划： 

年产 60 万吨氧化钙项目一期正式投产后，公司新增氧化钙产能 30 万吨，按

照第五师辖区内及周边地区不断扩大的市场需求，公司基于较为稳固的销售渠道

及客户基础，将创造更大规模的收入和利润。因目前国内脱酚棉籽蛋白市场正处

于初步成熟阶段，市场潜力巨大，相关产品的市场需求较大，公司年处理 20 万

吨棉籽浓缩蛋白及深加工项目正式投产后将取得较为可观的投资收益，公司将在

投产后的一定时期内逐步收回投资。因此，两个新建项目完全有能力保障到期偿

还银行贷款。 

通过对年产 60 万吨氧化钙项目、年处理 20 万吨棉籽浓缩蛋白及深加工项目

分析看，均是新赛股份围绕以棉花全产业链为主业，以矿产加工为辅业，围绕规

模化和专业化两个维度，实施聚焦产业布局、实现扩大资产规模、提升盈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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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公司价值战略发展目标的进一步落实，是实现新赛股份“十四五”规划提出

奋斗目标的充分体现。 

（4）未来一年的具体偿债安排，是否存在短期偿债风险，以及拟采取的应

对措施：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短期借款余额 12.63 亿元，主要为公司及所属子公司采

购原材料等短期流动资金贷款，来源于各金融机构。具体借款构成及用途情况如

下表： 

单位：万元 

序号 单位名称 
6 月末借款余

额 
借款用途 

9 月末借款余

额 
备注 

1 新赛股份母公司 31,000.00 
流动资金周

转 
33,000.00 未到期的流动资金借款 

2 
新疆新赛棉业有限公司 67,755.47 籽棉收购 30,864.47 

新轧季新增籽棉收购款

2.7 亿 

新疆新赛棉业有限公司 12000.00 
棉花贸易借

款 
7,000.00 预计 10 月份到期偿还 

3 
双河市博汇农业发展有

限公司 
5,990.00 籽棉收购 5,000.00 

为 2022 年新轧季籽棉收

购款 

4 新疆新赛精纺有限公司 3,210.00 籽棉收购 0.00  

5 
玛纳斯呼图壁康瑞 5 家轧

花企业 
5,000.00 籽棉收购 5,000.00 

偿还后又贷出的籽棉收

购款 

6 
博乐市正大钙业有限公
司 

950.00 石灰石采购 0.00  

7 
湖北新赛农产品物流有
限公司 

400.00 玉米贸易 400.00 2023 年 1 月份到期 

 合计 126,305.47  81,264.47  

从上表分析看出，新赛股份母公司贷款余额 33,000 万元，主要是日常生产

经营的流动资金贷款，目前因借款未到期尚未偿还。公司已经与金融机构充分沟

通和协商，该贷款余额可以滚存使用，公司会按照贷款到期时间及时偿还后再贷

出使用，不会出现贷款逾期的风险。 

公司所属各子公司贷款余额 81,264.47 万元，主要通过销售皮棉、氧化钙等

产品、回收应收款、借新还旧等方式偿还借款。从上表看，2021 年轧季籽棉收

购贷款已基本偿还完毕，新轧季的籽棉收购也已经展开，后续还会发生新的籽棉

收购贷款，不断循环滚动使用并保证按期偿还，不会出现贷款逾期的现象。 

公司报告期末的资产负债率为 60.89%，上年同期的资产负债率为 53.01%，

本期资产负债率高于上年同期水平的主要原因系皮棉产品销售不畅，资金回笼周

期延长所致。公司较高的资产负债率由公司业务模式所决定，公司从事籽棉收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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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工及销售业务，轧季因收购籽棉通常对资金的需求量较大，同时皮棉销售及回

笼资金存在一定周期，造成资产负债率通常较高的状况。但按照公司既定的生产

销售策略和习惯，公司业务开展始终正常，能够按照既定销售策略完成产品销售。

因此，短期偿债风险通常较小。 

公司将根据市场情况，及时完成库存皮棉等产品的销售，以及时回笼资金，

归还贷款，有效降低资产负债率。同时，公司将提前谋划，在控制原料质量的同

时，严格控制原料收购成本，并把准市场机遇，及时完成产品销售，以达到始终

控制偿债风险的目的。 

2、说明公司上述两项新增在建工程项目开展的具体资金来源，并结合行业

周期、市场需求、公司产能利用率、产销率，以及近年来新增固定资产运营情况

等论证新建上述项目是否与公司实际生产经营需求相匹配： 

（1）两项新增在建工程开展的具体资金来源：年产 60 万吨氧化钙项目资金

来源为自筹，即股东投入的注册资本金；年处理 20 万吨棉籽浓缩蛋白及深加工

项目资金来源为自筹和银行贷款，其中 70%的资金来源于银行贷款，剩余 30%

来源于自筹，包括股东投入的注册资本金及其他资金。 

（2）公司的战略定位：根据新赛股份“十四五”规划的发展战略，公司未

来发展的方向是以棉花全产业链为主业，以矿产加工为辅业，以资本运营为产业

支持，围绕规模化和专业化两个维度，实施聚焦产业布局、加强资本运营、完善

公司治理三轮驱动，实现扩大资产规模、提升盈利能力、提高公司价值的目标。 

（3）公司年产 60 万吨氧化钙项目，是基于当地新疆博州及兵团第五师区域

内丰富且优质的石灰石矿产资源，以及公司目前的氧化钙加工业务拓展的。通过

本项目的投资建设，能够扩大公司氧化钙及相关业务的发展规模，特别是能够充

分利用当地的矿产资源，壮大产业优势和巩固产业地位，提高石灰石资源利用率，

努力做到资源利用最大化。同时能够增加石灰石业务的总量，进一步增强市场竞

争力，为公司提供新的业绩增长点。 

氧化钙作为工业生产的重要原料，主要应用在冶金、化工、建材等国民经济

行业。得益于新疆博州及兵团第五师区域内优质的原料资源，来自区域内及周边

地区的氧化钙需求量近年来保持稳定增长，公司控股企业博乐市正大钙业有限公

司氧化钙相关产品销售良好，时常处于供不应求的状况，公司现有产能利用率、

产销率较高（博乐市正大钙业有限公司氧化钙一期项目近五年又一期的平均产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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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达 99.50%，具体情况见下表）。此外，年产 60 万吨氧化钙项目为公司近十年

来在氧化钙业务领域唯一新增项目。公司基于良好的市场和合作机遇，着手扩大

公司在该业务领域的生产规模，以增加公司营业利润，符合公司的生产经营需求。 

博乐市正大钙业有限公司近五年又一期的产销率情况明细表： 

年度 主要产品 单位 生产量 销售量 库存量 
产销率（销售量/

生产量） 

2022年上半年 氧化钙/石灰石 吨 73,311.04  76,292.11  7,316.34  104.07% 

2021年 氧化钙/石灰石 吨 147,500.00  140,614.20  10,297.42  95.33% 

2020年 氧化钙/石灰石 吨 129,000.00  130,454.91  3,411.62  101.13% 

2019年 氧化钙/石灰石 吨 127,512.00  123,035.54  4,866.53  96.49% 

2018年 氧化钙/石灰石 吨 134,189.13  134,021.55  390.07  99.88% 

2017年 氧化钙/石灰石 吨 132,661.29  132,808.54  222.46  100.11% 

（4）年处理 20 万吨棉籽浓缩蛋白及深加工项目，是以博州地区丰富的棉籽

原料资源为依托，以棉籽精深加工为发展目标，以新型科学技术为主导，集生产

加工低温脱酚棉蛋白、食用植物油及精深加工为一体，符合新赛股份“十四五”

战略发展方向。 

该项目一是符合国家政策和行业发展规划，符合国家和地区的相关指导要求

与发展规划；二是符合国家环保要求和企业发展规划，选择了先进的工艺技术、

工艺流程和设备，符合国家可持续发展的产业政策；三是技术方案合理，采用国

内外一流的先进设备，遵循技术创新、节能降耗、减排环保，废水再利用的循环

经济生产模式，提高产品附加值，使得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大大提高；四是产品市

场需求旺盛，目前国内蛋白原料缺口较大，每年产出的棉籽全部加工成棉籽蛋白

也不能满足国内饲料行业对棉蛋白的需求，棉籽浓缩蛋白市场需求空间非常大；

五是经济效益可观，根据技术经济分析和财务评价指标，生产营运后预计将取得

较为可观的营业收入和营业利润。 

后期在发展棉蛋白项目的基础上，继续探索发展棉蛋白下游的棉糖、棉酚、

棉肽等高附加值产品。利用公司博士后工作站、石河子大学等科研院所力量，进

一步探索产业链下游的高附加值产品，争取在“十四五”末期，公司实现落地棉

糖、棉酚、棉肽等高端项目，推动公司迈向产业链中高端，从而进一步增厚经营

业绩，增值空间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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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项目为公司在棉业主业领域产业链拓展的重要部署，目前棉籽蛋白行业处

于初步成熟阶段，行业发展潜力巨大，棉籽蛋白相关产品市场需求旺盛。公司积

极把握市场，向新的、高附加值的产业链环节延伸，在公司皮棉、棉纱等主业业

务基础上，寻找新的业绩增长点，以期不断改善公司经营业绩，十分符合公司的

生产经营需求。 

通过以上分析看，上述两项固定资产新增项目，符合新赛股份的发展战略，

同时又与公司的经营业务相吻合，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目标，与公司的实际生产

经营需求相匹配。 

二、其他说明 

上述回复为公司《2022 年半年度报告》相关内容的补充和解释，不涉及对

财务报表的调整，不会对 2022 年半年度业绩产生重大影响。公司对《2022 年半

年度报告》信息披露工作的不足及所造成的影响深表歉意，今后公司将进一步强

化定期报告编制和审核工作，提高信息披露质量。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

所官网（http://www.sse.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信

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新疆赛里木现代农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10 月 12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