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代码：300731

证券简称：科创新源

公告编号：2017-003

深圳科创新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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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深圳科创新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股票
（证券简称：科创新源；证券代码：300731）股票连续 1 个交易日（2017 年 12
月 18 日）日均换手率与前 5 个交易日日均换手率比值达 345.91 倍，且累计换手
率达 39.54%，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则》的相关规定，属于股票价格异常波动
的情况。

二、

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说明

针对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司董事会对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就
相关事项进行了核实，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1、公司未发现前期披露的信息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者已经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
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信息；
3、公司目前的经营情况及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或者预计将要发生重大变
化；
4、经核查，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本公司的应披露而未
披露的重大事项，也不存在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5、经核查，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在股票异常波动期间不存在买卖公
司股票的情形；
6、公司不存在违反公平信息披露的情形。

三、关于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
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
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深交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
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
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风险提示
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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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说明书》
（以下简称“招股说明书”）中披露的
风险因素，注意风险、审慎决策、理性投资。
本公司特别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以下风险因素：
（一）客户及行业集中度较高的风险
报告期内，公司向通信业巨头华为和中兴销售额合计分别为 53,710,128.35
元、109,395,275.63 元、109,059,107.04 元和 102,207,452.31 元，占营业收入
的比重分别为 44.25%、58.09%、70.71%和 64.31%，整体呈下降趋势。近年来，
国内通信设备行业已形成以华为、中兴为行业龙头的竞争格局。虽然发行人客户
集中特征符合下游行业竞争格局特点，且其收入占比已逐步降低，但发行人存在
客户集中度和行业集中度较高的风险。
（二）新应用领域开拓的风险
经过多年的技术积累和市场拓展，公司在国内高性能特种橡胶密封材料行业
已建立了一定的竞争优势和领先的行业地位。目前，公司与通信业巨头华为和中
兴已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在国内通信应用领域占据了龙头地位。若未来
通信行业出现萎缩，需求缩减，而公司不能及时拓展新应用领域并形成规模，将
会对公司销售业绩和经营成果造成不利影响。
（三）原材料价格波动的风险
公司高性能防水绝缘胶带生产所需的主要原材料包括聚异丁烯、三元乙丙橡
胶、丁基橡胶等，系石油化工类产品，受国际原油价格的波动影响较大。报告期

内，公司采购的主要原材料随国际原油价格的波动而波动，主要原材料采购均价
变动情况如下表：
单位：元/公斤
2014
2017 年 1-6 月

2016 年度

2015 年度
年度

项目
采购

采购
变动率

单价

采购
变动率

单价

采购
变动率

单价

单价

聚异丁烯-高分子量

41.24

-0.12%

41.29

-2.69%

42.43

-5.52%

44.91

聚异丁烯-低分子量

10.89

6.76%

10.20

-9.41%

11.26 -25.73%

15.16

三元乙丙橡胶

15.91

14.79%

13.86 -20.66%

17.47

-5.72%

18.53

丁基橡胶

10.68

-0.09%

10.69

11.57 -30.47%

16.64

-7.61%

报告期内，主要原材料占高性能防水绝缘胶带生产成本的比重在 49%左右，
是生产成本重要组成部分，其采购价格波动对公司经营业绩的稳定性具有一定的
影响。
（四）产品销售价格以及销售毛利率下降的风险
报告期内，主要产品的销售价格及综合毛利率变动情况如下：
2014
2017 年 1-6 月

2016 年度

2015 年度
年度

项目
金额

变动率

金额

变动率

金额

变动率

金额

高性能防水绝缘胶带
4.64

-2.93%

4.78

-4.40%

5.00

-9.75%

5.54

2.75

4.56%

2.63

1.94%

2.58

-7.19%

2.78

1.48

-12.94%

1.70

-5.56%

1.80 -45.45%

3.30

7.97

-5.79%

8.46

-25.33%

（元/米）
PVC 绝缘胶带（元/
卷）
其他高性能特种胶带
（元/米）
冷缩套管（元/根）

11.33

15.03
24.62%

综合毛利率

49.25%

50.38%

51.23%

53.83%

由上表，报告期内，公司综合毛利率保持在较高的水平，主要产品销售价格

的下降使得综合毛利率呈微幅下降趋势。公司与中兴、华为等保持着长期稳定的
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按照约定的价格调整机制或惯例每年对销售价格有所下调，
虽然华为、中兴为保证关键辅料产品质量及持续稳定供应不会无限度要求降价，
未来如果主要产品销售价格持续下降，原材料等生产成本的下降不能抵消主要产
品销售价格的下降，或未能推出毛利率较高的新产品，公司综合毛利率存在继续
下滑的风险，从而对发行人的经营业绩产生不利影响。
（五）市场竞争风险
国内通信设备供应商之前采用的高性能特种橡胶密封材料主要由国外厂商
（如美国 3M 公司）所供应。近年来随着我国少数企业通过持续不断的研发，在
产品配方和生产工艺上取得了较大的突破，产品质量达到了国外高端品牌的同等
水平，在通信应用领域中逐步替代国外厂商产品。未来如果公司不能持续保持产
品质量和性价比优势，将面临竞争对手不断进入，行业竞争日趋激烈，销售规模
和盈利水平下滑的风险。
（六）经营场所租赁风险
公司主要办公和生产场所租赁的新健兴科技工业园的房屋和其所在地块，由
于历史遗留原因未取得权属证书。虽然目前公司正常使用上述租赁房屋，不存在
任何第三方就房屋所有权属提出异议，相关部门已证实目前该房产未列入拆迁范
围，土地所有权人、出租方承诺承担公司租赁的房屋因权属问题产生的一切责任，
实际控制人已就拆迁产生的损失出具兜底承诺，但未来在公司拟建设的募投项目
经营场地投入使用之前，如果该场所因其他原因被征用、拆迁、没收或无法租用，
公司将面临因搬迁导致的生产短期中断的风险。
（七）产品质量风险
公司产品主要应用于通信、电力、矿业、轨道交通等领域，产品的性能和质
量将影响到下游客户设备的运行效率和维护成本。虽然公司已通过 ISO9001：
2008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和 ISO14001：2004 环境管理体系认证，并执行严格的质
量控制标准，产品亦通过了 UL、CSA 等专业认证，且未发生过因产品质量问题给
客户带来重大损失的情形，但仍不能排除因未能持续有效执行质量管理体系，导
致产品质量出现问题，从而发生客户丢失以及承担赔偿责任的可能。
（八）专有技术失密和核心技术人员流失的风险
公司为专业从事高性能特种橡胶密封材料研发、生产和销售的企业，经过多

年实践经验的积累，掌握了大量的专有技术，如产品配方、制造工艺等（包括与
外协厂商东莞亿洲合作开发的 PVC 产品相关专有技术以及与无锡昆成、无锡科创
共同拥有的截至 2013 年 10 月 30 日的 KC80 高性能防水绝缘胶带相关技术）。专
有技术是决定产品品质的关键因素，是公司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客观上
存在技术失密的可能性。这些专有技术的突破和创新依赖于核心技术人员不懈努
力，核心技术人员是公司技术创新的基础，由于公司在业内口碑较好，技术人才
易引起关注，而成为竞争对手猎取的目标。为有效保护核心技术，公司已建立了
相应的保密制度并采取了有效的管理措施，如与技术共有方签订技术保密条款，
与员工签署保密协议、与部分核心人员签署竞业禁止协议、关键物料采用代码管
理、对核心技术人员实行股权激励等。尽管公司采取了多种措施防止核心技术对
外泄露，但如果公司技术人员违反规定私自泄露技术机密，或因行业中可能的不
正当竞争等原因造成泄密，会对公司技术创新、业务经营及技术优势的保持产生
一定不利影响，从而给公司带来直接或间接的经济损失。
（九）竞业禁止约定相关风险
2013 年 10 月朱红宇先生等五位原股东出让科创有限股权时，与股权受让方
就市场竞争签署协议，约定：自 2013 年 10 月 30 日起 5 年内，朱红宇等五位原
股东及其控制的企业无锡科创与科创有限应避免市场冲突，不可破坏对方与其客
户的合作状态；科创有限拟进入电力市场的目标客户为省级及国家级电网和电力
局，朱红宇等五位原股东及其控制的企业不能与此冲突。该约定可能导致公司展
业范围受限、销售时若不慎与受限客户交易而违反承诺，以及承诺期满后将在通
讯市场增加新的潜在竞争对手等风险。
(十)研发能力不能及时跟进行业发展的风险
对于高性能特种橡胶密封材料产业而言，新技术、新产品和新工艺的研发、
改进是赢得市场竞争的关键因素，企业必须主动跟踪市场动向，开发出适合市场
需求的新产品，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近年来，公司准确把握市场
发展方向，开发出了适应市场需求的高品质产品，使业务规模快速增长，盈利能
力不断增强。但若公司在未来市场发展方向的把握上出现偏差，产品和技术的开
发不能及时跟进市场需求的变化，将对公司未来的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上述风险为公司主要风险因素，将直接或间接影响本公司经营业绩。有关公
司 风 险 因 素 的 全 部 内 容 详 见 公 司 与 2017 年 11 月 28 日 在 巨 潮 资 讯

（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招股说明书》“第四节风险因素”。
公司董事会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
《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为公司指定信息
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公司将严格按照法律与
法规相关规定和要求，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科创新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十八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