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证券代码：002629        证券简称：ST 仁智         公告编号：2021-046 

 

浙江仁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浙江仁智股份有限公司的关

注函》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仁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仁智股份”、“上市公司”）

董事会于 2021 年 8 月 18 日收到《关于对浙江仁智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公

司部关注函〔2021〕第 299 号）（以下简称“关注函”），公司董事会对关注

函的相关问题进行了认真自查和分析，现就相关问题回复如下： 

 

问题一、《公告》显示，2020 年及 2021 年以来你公司与粤港模科发生该类

交易金额分别为 85.73 万元和 152.92 万元，而本次交易金额为不超过 1,300 万

元，占公司 2020 年营业收入的 11.97%。 

1、请你公司补充披露过去三年内与粤港模科历史交易情况，包括交易金额、

交易内容等，结合上述情况说明本次交易金额上限大幅增加的原因及合理性。 

2、请结合你公司与粤港模科的运营情况、业务规模等，说明本次交易的背

景与目的，交易双方是否具备履约能力，本次交易是否属于你公司主营业务，

是否具有偶发性和临时性，是否能形成稳定的业务模式，是否具备商业实质。 

3、请结合此次交易占公司营业收入的比例情况，说明公司是否对关联交易

具有较大依赖性，若是，请说明你公司拟采取的应对措施并进行相关风险提示。 

 

【回复】 

一、请你公司补充披露过去三年内与粤港模科历史交易情况，包括交易金

额、交易内容等，结合上述情况说明本次交易金额上限大幅增加的原因及合理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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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司过去三年与粤港模科的关联交易情况： 

关联交易内容 
2018 年 

销售收入 

2019 年 

销售收入 

2020 年 

销售收入 

2021 年 1 月 1日 

至本函回复日 

销售收入 

改性塑料 PC - - 62.15 万元 98.50 万元 

改性塑料 ABS - - 23.58 万元 54.42 万元 

合计 0 0 85.73 万元 152.92 万元 

公司 PC/ABS 

产品销收入 
- - 85.73 万元 305.88 万元 

该关联交易占 PC/ABS

产品销售收入的比例 
- - 100% 49.99% 

新材料营业收入 - - 4,942.42 万元 3,054.88 万元 

该关联交易占 

新材料营业收入比例 
- - 1.73% 5.01% 

（二）本次《公告》拟交易金额上限大幅增加的原因及合理性 

本次《公告》全资子公司于 2021 年 8月-2021 年 12月期间拟向关联方湖南

粤港模科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粤港模科”）销售总金额不超过 1,300 万元

的 PC/ABS 等改性塑料产品。交易对方粤港模科根据经营计划，预测 2021 年 8

月-2021 年 12 月期间拟向我公司采购不超过 1,300 万元的 PC/ABS 等改性塑料产

品。2020 年 12 月 21 日公告的拟 1,500 万元的关联交易额度由于疫情导致粤港

模科下游客户订单萎缩，以及粤港模科自身清理库存等经营计划原因，我公司只

交付了一部分。鉴于关联交易额度已于 2021 年 3 月份到期，故此，本次重新预

计关联交易额度，履行剩下的交易。本次公告预计 1,300 万元的关联交易额度，

是 2020 年 12月 21 日与粤港模科交易购销合同的延续。 

该日常关联交易能够使公司扩大销售渠道，对公司业务的增长和新材料市场

领域的开拓有着积极的影响，符合公司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 

故此，本次《公告》拟交易金额上限是根据交易对方粤港模科及公司的经营

计划做出的预测，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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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请结合你公司与粤港模科的运营情况、业务规模等，说明本次交易的

背景与目的，交易双方是否具备履约能力，本次交易是否属于你公司主营业务，

是否具有偶发性和临时性，是否能形成稳定的业务模式，是否具备商业实质。 

（一）本次《公告》拟交易的背景与目的 

粤港模科系公司董事长温志平先生的关联企业，是一家专业从事模块化新材

料产品生产的企业，于 2017 年 1月 5日成立，注册资本为 60,000 万人民币。粤

港模科公司产品为模块化新材料产品，产品应用于户外景观、家具装饰、智能照明

等领域，获得专利达 370 件，其建立的模块化产业集群成为行业领先者，及模块化产业

发展的核心企业。其模块化新材料产品主要原材料为改性 PC/ABS，属于我公司下游企

业。 

自平达新材料于 2019 年 12 月 13 日取得上市公司控制权以来，公司新任管

理团队重新梳理和完善公司治理架构，将原有的新材料业务作为未来重点发展方

向。经过对新材料业务的新产品摸索，公司已就 PC/ABS 合金、工程材料、生物

降解材料等新产品为切入点与粤港模科等下游优质客户开始了应用推广工作，具

有良好的发展预期。 

针对粤港模科的改性 PC/ABS 需求，公司于 2020 年 1-8 月为其研发定制了

PC/ABS 合金材料，2020 年 9 月-11 月期间向粤港模科提供试样，并取得粤港模

科验收合格。公司于 2020 年 12 月 21 日正式与粤港模科签订了《购销合同》，

根据合同要求，公司于 2021 年 3月 31 日前向粤港模科提供总金额不超过 1,500

万元的 ABS、PC 等改性塑料产品，上述事项已于 2020 年 12 月 22日在指定的信

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对外披露。截至本函回复日，公司向粤港模科已销售 ABS、

PC等改性塑料收入 238.65 万元。2020 年 12 月 21 日公告的拟 1,500 万元的关联

交易额度因粤港模科经营计划原因只交付了一部分，鉴于关联交易额度已于

2021 年 3 月份到期，故此，本次重新预计关联交易额度，履行剩下的交易。本

次公告预计 1,300万元的关联交易额度，是 2020 年 12 月 21日与粤港模科交易

购销合同的延续。 

公司于 2021 年 8月 13日与粤港模科签订了《购销合同》，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前拟向粤港模科销售总金额不超过 1,300 万元的 ABS、PC等改性塑料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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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 

（二）交易双方具备履行能力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粤港模科资产总额 88,088.55 万元，净资产

63,639.64 万元，2020 年实现销售收入 1.33 亿元，净利润 2,600.86 万元；截至

2021 年 6 月 31 日，粤港模科资产总额 92,212.02 万元，净资产 66,031.03 万元，

2021 年上半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12,063.55 万元，净利润 2,391.38 万元（以上数

据未经审计）。粤港模科公司经营及财务状况良好，具备履约能力。 

仁智股份经过近一年的研发生产销售 PC/ABS 改性塑料，具备生产不同规格

PC/ABS 改性塑料产品的交付能力。公司新材料产品主要为高性能管道功能材料、

改性 PC/ABS、改性 PA、生物降解材料等，本次交易的改性 PC/ABS 使用的生产设

备和工艺流程与其他产品相同，区别在于根据不同产品参数指标需求研发出专用

配方、和匹配不同的工艺参数。新材料业务全年产能约 3.2 万吨，2018 年至 2020

年近三年新材料产量分别为 1.5 万吨、1.3 万吨、1.2 万吨；2018 年至 2020 年

近三年新材料业务营业收入分别为 6,843 万元、5,134 万元、4,942 万元。 

（三）本次《公告》拟进行的交易属于公司的主营业务，不具有偶发性和

临时性，为稳定的业务模式，具备商业实质。 

公司主营业务为新材料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以及油气田技术服务业务，新材

料产品主要为高性能管道功能材料、改性 PC/ABS、改性 PA、生物降解材料等，

本次交易的改性 PC/ABS 产品使用的生产设备和工艺流程与其他产品相同，区别

在于根据不同产品参数指标需求研发出专用配方、和匹配不同的工艺参数。改性

PC/ABS 产品，2020 年销售 85.73 万元；2021 年上半年销售 305.88 万元，其中

非关联方销售 152.96 万元；预计下半年销售 1,900万元，其中非关联方销售 600

万元。本次《公告》拟交易的 PC/ABS 改性塑料产品有利于公司新材料业务的发

展，提升公司的盈利能力，预计对公司未来的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 

本次《公告》拟进行的交易属于公司的主营业务之一，不具有偶发性与临时

性，能形成稳定的业务模式，具有合理的商业实质。 

 

三、请结合此次交易占公司营业收入的比例情况，说明公司是否对关联交

易具有较大依赖性，若是，请说明你公司拟采取的应对措施并进行相关风险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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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 

（一）公司与粤港模科已发生的关联交易占新材料业务比重、毛利率情况及

其他情况如下： 

项目 
2020 年度 

(万元） 

2021 年上半年

(万元） 

新材料公司营业收入 4,942.42 3,054.88 

其中：粤港模科关联交易营业收入 85.73 152.92 

粤港模科关联交易的毛利率 5.36% 8.80% 

新材料公司的综合毛利率 17.46% 2.25% 

粤港模科关联交易在新材料公司客户排

名情况 
第 12 名 第 6名 

粤港模科关联交易在新材料公司营收业

入占比 
1.73% 5.01% 

(二)公司与粤港模科的交易于 2021 年 1 月至本函回复日已实现销售收入

152.92 万元，本次公告的交易拟销售不超过 1,300 万元，2021 年与粤港模科的

交易预计合计不超过 1,452.92 万元，占公司 2020 年营业收入 10,857.34 万元的

比例为 13.38%，预计占 2021年营业收入比例不超过 13.38%，不具有较大依赖性。 

伴随着公司 PC/ABS 合金、工程材料、生物降解材料等新产品应用与推广的

逐步扩大，将会取得更多的外部市场的合作。本次与粤港模科的交易属于公司正

常的业务往来，不会损害本公司及非关联股东的利益，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

响，公司的主营业务亦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较大依赖。 

 

问题二、《公告》称本次交易由温州恒励根据粤港模科要求生产定制产品，

交易价格参照市场价格，由双方协商确定，定价公允。请结合你公司开展的相

关业务和市场可比价格等情况，说明本次交易定制产品的定价依据和定价公允

性。 

 

【回复】 

公司与关联方粤港模科遵循公平合理的定价原则，以市场公允价格为基础协

商定价。截至目前，公司向交易对象粤港模科提供 ABS、PC 等改性塑料的销售价

格对比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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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销售

对象 

销售产

品 

销售价格

（元/吨） 

非关联方同

类产品平均

销售单价（元

/吨） 

非关联方

同类产品

价格波动

比例（%） 

外部市场

可比平均

价格（元/

吨） 

外部市

场可比

价格波

动比例

（%） 

2020年 
粤港

模科 

PC-原料 17,256.64 - - 

17,367.26 3.18 

PC-G-3 18,584.07 - - 

2020年 
粤港

模科 
ABS 18,141.59 - - 16,637.17 3.72 

2021年

1 月至

本函回

复日 

粤港

模科 
PC-原料 17,256.64 18,584.07 -7.14 17,367.26 -0.64 

2021年

1 月至

本函回

复日 

粤港

模科 
ABS 18,141.59 11,504.42 57.69 16,637.17 3.72 

备注： PC/ABS的“外部市场可比平均价格”为买塑网的相关数据 

根据上述信息比较结果，非关联方同类产品价格波动比例较大，主要是由于

不同规格 PC/ABS 产品单价不同所致。公司与关联方粤港模科之间的日常经营活

动涉及的商品销售价格与外部市场可比价格差异较小，并且均处于市场平均参考

价格范围以内，不存在明显的价格差异，定价公允。 

本次《公告》与粤港模科签订的《购销合同》将依旧沿用该定价政策，参照

市场价格，由双方协商确定，定价公允。 

 

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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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仁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8 月 26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