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力争成为世界一流的智能针织成衣设备制造商

——— 宁波慈星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网上路演精彩回放

有关发行

问题： 上市给慈星股份带来哪些

益处？

傅桂平： 公司本次发行

Ａ

股并在

深交所上市， 将提升公司竞争力， 实现

公司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同时也将开辟

新的融资渠道， 为公司未来的发展提供

必要的资金支持， 而且有利于提升公司

在国内投资者中的声誉。

问题： 请介绍慈星股份的发行时

间、 发行数量？ 采用何种发行方式？ 网

下、 网上发行比例分别是多少？

傅桂平： 发行时间是

３

月

２０

日，

发行数量是

６１００

万股。 本次发行采用

网下向配售对象累计投标询价发行及网

上资金申购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 详

细情况请查阅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 该

公告已经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披露。

问题：

１．

一般新股增量发行比例都

是占发行后股本的

２５％

， 但慈星新股

仅占比

１５％

， 这样会造成市净率高企，

这是怎么考虑的？

２．

市场对纺织机械板

块估值普遍不高， 慈星如定位在纺织机

械， 则该价格申购存在风险， 请问慈星

同传统纺织机械， 二纺机， 经纬纺机

比， 有什么特别之处？

郭熙敏： 关于发行比例， 发行人

根据经营规划和战略目标并在可行性

分析的基础上拟定了募投项目， 根据

募投项目所需要的募集资金量进行合

理测算出来的， 不存在您所谈到的其

他方面的考虑。

慈星股份主要从事电脑针织机械的

研发、 生产和销售， 电脑针织机械属于

纺织机械中的编织机械类， 属于机电一

体化、 智能化的针织成衣设备， 技术含

量比较高， 在国产化之前一直是纺织机

械中进口量最大的一类纺织机械； 目前

国内

Ａ

股尚无该类产品的上市公司，

其他纺织机械上市公司的产品主要集中

于纺织机械中的纺纱机械类和染整机械

类， 公司产品与这类机械在技术、 编织

出的纺织品、 编织原理等方面具有较大

的区别。 具体的区别请参见招股说明书

中的 “业务与技术” 部分的介绍。

问题： 本次上市募集资金主要用途

是什么？

方国听： 实际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

用后的净额全部用于主营业务发展及以

下项目：

１

、 年产

２００００

台电脑针织横

机产业化项目；

２

、 年产

５０００

台电脑无

缝针织内衣机产业化项目；

３

、 年产

５０００

台嵌花电脑针织横机产业化项目；

４

、 年产

６０００

台电脑针织丝袜机产业化

项目；

５

、 电脑针织机械研发中心建设

项目；

６

、 营销与服务体系建设项目；

７

、 其他与主营业务相关的营运资金。

主营业务

问题： 请简单介绍一下慈星股份所

处行业的基本情况？

孙平范： 目前公司主要产品电脑横

机产销量居全球首位， 打破了国外企业

的垄断， 市场占有率

２０％

以上，

20１０

年成功收购瑞士斯坦格以来丰富了高端

针织机械的产品。

问题： 请问无缝纺织在纺织产品中

有何卖点？

郭熙敏： 发行人主要从事针织机型

的研发、 生产和销售， 主要产品是电脑

针织横机， 打个比喻相当于一台智能、

立体、 彩色打印机， 将纱线通过电脑横

机编织出毛衫等针织服装的成衣出来；

发行人的另外一个产品是电脑无缝针织

内衣机， 通过该设备生产出的无缝内衣

就是您所提到的无缝纺织概念， 无缝内

衣具有穿着舒适、 贴身等特点， 在欧洲

较为流行， 也将在国内受到欢迎。

问题： 请介绍一下慈星股份的主营

业务及其变化情况？

胡民主： 公司主要从事电脑针织机

械的研发、 生产和销售， 是一家致力于

提升我国针织机械技术水平、 推动针织

工艺发展进步、 实现针织业产业升级的

高新技术企业。 公司主要产品包括电脑

针织横机和电脑无缝针织内衣机， 其中

电脑针织横机主要用于毛衫生产， 电脑

无缝针织内衣机用于无缝针织内衣的生

产。 经过多年发展， 公司已成为我国电

脑针织机械领域领先企业， 主要产品电

脑针织横机市场占有率行业第一， 电脑

无缝针织内衣机市场占有率位居我国市

场第二位。 公司自设立以来主营业务没

有发生重大变化。

问题： 请介绍一下慈星股份针织机

械的销售区域及产能情况？

方国听： 销售区域遍布全国， 但

由于下游行业集群特点， 在广东、 浙

江、 江苏、 福建等地方较为集中。 国

外市场， 目前公司已在孟加拉国、 印

度、 俄罗斯、 墨西哥、 土耳其、 韩国、

萨尔瓦多、 哥伦比亚、 智利、 突尼斯、

伊朗选择

１１

家经销机构， 负责境外有

关国家和地区的销售， 其他国家则由

公司设置的外贸部统一负责直销。

２０１１

年公司电脑针织横机产能

２２０００

台， 产量

２８６８２

台， 销量

２８４６３

台，

产能利用率达

１３０．３７％

， 产销率达

９９．２４％

；

２０１１

年公司电脑无缝针织内

衣机产能

１０００

台， 产量

７３７

台， 销量

８９０

台， 产能利用率

７３．７０％

， 产销率

１２０．７６％

；

２０１１

年度电脑针织丝袜机的

产能为

３００

台。

问题： 请介绍一下慈星股份的销售

渠道情况？

方国听： 公司通过行业展会、 广

告、 售后服务人员的客户信息收集、 客

户应用口碑相传等方式吸引客户、 促进

销售。 国内市场， 采用直销模式， 销售

区域遍布全国， 但由于下游行业集群特

点， 在广东、 浙江、 江苏、 福建等地方

较为集中。 同时， 为了进一步扩大销售

规模， 公司在一些重要区域选择符合公

司规定资质条件的人员作为销售顾问，

协助公司销售。 国际市场， 承接收购公

司瑞士斯坦格销售渠道， 通过直销和经

销商两种方式对外进行销售。 其常年合

作的经销商包括

Ｕｎｉ Ａｓｉａ

（负责孟加拉

区域）、

Ｄａｍａｔｅｘ

和

Ｉｃｏｔｅｓｓｉｌｅ

（负责意

大利区域） 等

２２

个合作经销商。

经营管理

问题： 公司上市融资的资金多少比

例用于创新研发？ 创新伴随较大风险，

公司如何在未来规避风险？

方国听： 我们在募投项目中有

１．９

亿用于研发中心的建设， 另外每年也会

按照销售比例的

３％

以上用于研发。 我

们长期从事针织机械的研发和制造， 对

本行业有比较深入的了解， 目前已经拥

有了国内、 国际两个研发平台， 有一支

优秀的研发团队， 以后也坚持从事本行

业， 对未来的研发有比较好的规划和把

控能力。 当然研发创新是有一定风险

的， 但是我们有能力来合理规避和化解

这些风险。

问题： 慈星股份利润来源是否存在

依赖单一企业的风险？

胡民主： 公司主要消费群体为下游

针织企业， 主要包括生产毛衫、 围巾帽

子、 无缝针织内衣等产品的企业。 经过

多年的积累， 公司已拥有了一批较为稳

定的客户，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在毛衫业约

５

万家针织企业中， 公司已

累积客户约

５０００

家。 报告期内， 不存

在单个客户销售比例超过

５０％

的情况，

前

５

名客户中无发行人关联方。

问题： 请问董事长， 您作为企业

家， 如何理解企业家的社会责任？

孙平范： 我认为， 企业家的社会责

任并不是说不再去追求利润， 因为企业

家的责任首先是做好自己的企业。 做好

企业的标准是利润， 有了利润才能履行

自己的社会责任， 例如捐资、 助学、 以

及创造就业机会等等。 在创造财富的同

时， 也要更多地履行公民的责任， 为社

会的和谐， 为文明的可持续发展， 关心

公益事业， 运用企业家的影响力更好地

促进社会进步和繁荣。

问题： 请问如何保证公司持续利用

资本市场的能力？

傅桂平： 通过募集资金运用， 公

司将迅速拓宽融资渠道， 打破融资渠

道单一所造成的资金瓶颈， 进一步转

变和优化公司的财务结构， 增强公司

的资金实力， 提高公司的抗风险能力。

借助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 公司

将依托资本市场的各种资源优势， 加

大投入， 努力打造公众公司形象， 着

力提升公司品牌价值。 同时， 公司将

切实接受社会各界的监督， 进一步完

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 实现企业经营管

理机制的升级， 为公司的进一步发展奠

定坚实的制度基础。

财务分析

问题： 请简单介绍一下公司预收款

项情况？

胡民主：

２０１１

年末 、

２０１０

年末

及

２００９

年末， 公司预收款项余额分

别为

１９７６９．９９

万元、

６２８９８．１９

万元及

２３２２２．３８

万元， 占当期末负债总额的比

重分别为

１７．４６％

、

４４．５９％

、

４４．２２％

。

２０１０

年末以前， 由于公司产能达不到

市场的需求， 所以在

20１０

年末以前，

预收款项较大。

２０１１

年， 我们的产能

已能满足市场及时发货的需求。

２０１１

年的预收款达到了正常水平， 因为我们

签订合同要预收客户

３０％－５０％

的首付

款。

问题： 公司

２０１０

年收入翻番增长

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公司主要产品电脑

针织横机未来的毛利率变化情况大概是

怎样的？

孙平范： 近几年来， 劳动成本的快

速增长导致下游客户生产设备的更新换

代加速， 公司主要产品电脑横机是以替

代原先的生产模式节省生产成本； 随着

公司规模化生产导致采购成本的下降，

特别是电子件的下降幅度最大， 每年不

断推出增加新功能的新产品， 维护市场

的销售价格， 使得毛利率不断上升。

问题： 公司报告期内营业能力急剧

上升的原因是什么？

胡民主： 从规模来看， 公司处于高

速发展期， 近三年来的营业收入增长势

头迅猛。

２０１１

年度营业收入较

２０１０

年

度增长

４４．３５％

，

２０１０

年度营业收入较

２００９

年度增长

１６９．１８％

。 公司营业收入

快速增长， 主要是由于报告期内产品销

售数量大幅增长所致。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产品销售数量快

速增长的主要原因有两个方面： 一方面

是行业因素： 近年来， 我国毛衫行业遇

到发展瓶颈， 亟需淘汰落后的手摇横

机， 极大地激发了对国产电脑针织横机

的需求； 另一方面是公司自身的竞争优

势： 主要是由于慈星股份作为国内首批

电脑针织横机研制、 生产企业， 在抢占

行业先发地位的同时， 产品质量稳定，

设计合理， 能够切实满足客户需要， 以

较高的性价比优势得到市场认可， 并以

本地化、 及时响应的服务快速展开销

路， 赢得了市场口碑， 使公司能够抓住

行业发展的市场机遇， 并奠定了公司的

领先优势和成长性基础。

未来发展

问题： 请简单介绍一下慈星股份发

展计划与现有业务的关系？

傅桂平： 与我国其他针织机械企

业相比， 本公司已经具备了一定的技

术、 产品、 市场、 人才和管理等方面

的优势。 公司目前是我国电脑针织机

械行业的领先企业， 主要产品在技术

和市场等方面居于同行业领先地位，

公司旨在通过上述业务发展计划的实

施巩固公司现有主要产品的优势地位

并不断丰富产品种类、 进一步完善公

司产品架构。 公司的上述业务发展计

划与现有业务模式一致， 是公司现有

业务模式的深化与发展。 上述业务发

展计划将对现有业务和产品结构起到

丰富与提升作用， 通过上述业务发展

计划的实施， 可以为股东创造更多的

财富并产生积极的社会效益， 推动公

司现有业务向更高层次发展。

问题： 慈星股份在未来着重开发的

市场有哪些？

孙平范： 公司的市场开拓将继续坚

持 “立足国内， 稳步拓展海外市场” 的

方针， 坚持以直销为主的销售模式。

国内方面， 公司电脑针织横机实现

销售覆盖区域 “由南向北， 逐步扩大”，

重点开发福建、 广西、 湖南等南方区域

以及山东、 内蒙古等北方主要省份； 电

脑无缝针织内衣机则重点拓展汕头、 广

州、 义乌、 福建等无缝针织内衣生产企

业主要集聚地； 电脑针织丝袜机则重点

拓展诸暨、 义乌、 福建等丝袜生产企业

主要集聚地。 海外市场方面， 公司将以

电脑针织横机为主推产品， 逐步拓展孟

加拉国、 印度、 巴基斯坦、 约旦、 越南

等亚洲其他主要毛衫生产国。

问题： 慈星股份在产能扩充方面有

何计划？

孙平范： 公司作为电脑针织横机市

场占有率第一的企业， 产品需求旺盛，

现有产能已无法满足市场需求的进一步

增长。 虽然公司多次采取增加租赁厂

房、 扩大组装车间等方式， 但仍然无法

从根本上解决产能不足的问题。 产能不

足已成为制约公司提高盈利水平的瓶

颈， 为抓住市场发展机遇、 提高市场占

有率和提升盈利水平， 产能扩充比较迫

切。 主要包括：

１

、 年产

２００００

台电脑

针织横机产业化项目；

２

、 年产

５０００

台

电脑无缝针织内衣机产业化项目；

３

、

年产

５０００

台嵌花电脑针织横机产业化

项目；

４

、 年产

６０００

台电脑针织丝袜机

产业化项目。

问题： 慈星股份的发展目标和战略

是什么？

孙平范： 公司将继续提升和保持核

心技术的市场领先优势， 加快新产品的

开发进度、 扩大产品生产能力， 除保持

在现有的电脑横机产业的市场领先地位

外， 还将积极整合行业高端技术资源，

进一步研发生产出可靠性高、 稳定性高

的针织机械产品， 满足下游针织企业的

生产和发展需要。

公司将抓住针织机械产业高速发展

的机遇， 充分利用已经积累的各种优

势， 进一步增强研发实力， 以掌握的

核心技术为基础， 进一步加大技术的

研发力度， 整合技术资源， 创新技术

运用， 确保行业领先， 保证产品性能的

优越性。

公司将不断提高市场响应速度， 巩

固现有的营销渠道和服务体系， 积极开

拓新的营销渠道和推行顾问式营销服

务， 为客户和合作伙伴提供良好的生产

解决方案， 提高公司的综合竞争能力。

公司将利用上市融资的契机， 进一

步完善电脑针织机械的产品架构， 进而

实现国际化经营目标。

（文字整理 陈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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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宾介绍

宁波慈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孙平范

宁波慈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方国听

宁波慈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财务总监 胡民主

宁波慈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助理、证券事务代表 傅桂平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保荐代表人 郭熙敏

宁波慈星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孙平范先生路演致辞

尊敬的各位嘉宾、 各位投资者：

大家好！

欢迎大家参加宁波慈星股份有

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路

演。 首先我谨代表慈星股份董事

会、 经营团队和全体员工， 对广大

投资者和各界朋友表示衷心的感

谢！ 并向今天参加网上交流的各位

嘉宾和投资者表示热烈的欢迎！ 我

同时希望， 通过此次网上路演， 能

够与关注慈星股份的各位投资者朋

友展开深入交流， 增进相互了解，

达成合作共赢。

慈星股份自

２００３

年成立以来，

以自主创新和贴心服务为依托， 为用

户提供高科技、 高品质的产品和以客

户为中心的知心服务， 满足客户多方

面的需求。 九年的辛勤耕耘， 公司已

经成为行业前三名企业。 这次

Ａ

股

的首发上市， 将帮助公司巩固国内针

织机械行业的龙头地位。

今天， 我们非常高兴能借此机会

和广大投资者进行坦诚的沟通， 希望

获得大家对公司的了解、 认同和支

持。 我们非常珍惜今天的交流机会。

我们会用心听取大家的意见， 认真回

答大家的问题， 增进大家对慈星股份

的了解。

最后， 请允许我再次感谢广大投

资者对慈星股份的关注。 各位对本公

司股票发行上市的积极参与， 是对慈

星股份最大的支持和鼓舞， 这一切将

成为我们前进的动力。 我们将立足于

现有的核心优势， 着力于未来的自主

创新； 并以市场为导向， 通过持续、

稳健、 高效的发展， 把公司做强、 做

大； 努力为公众塑造一个健康优秀的

上市公司形象， 并以卓越的业绩回报

投资人， 回报社会。

谢谢大家！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代表人郭熙敏先生推介致辞

尊敬的各位投资者：

大家好！

首先我谨代表国信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对所有参与宁波慈星

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

网上路演的嘉宾和投资者表示热烈

的欢迎！

我们很荣幸在慈星股份

Ａ

股发

行过程中担当保荐机构和主承销

商。 这是一家致力于提升我国针织

机械技术水平、 推动针织工艺发展

进步、 实现针织产业升级的高新技

术企业。 十年磨一剑， 公司凭借持

续的自主创新、 优异的产品质量、

良好的品牌形象以及完善的营销服

务体系， 确立了在国内乃至国际的

行业领先地位、 并表现出良好的增

长态势。 此次公司提出的募投项目

扩充了现有主力产品产能， 对新产

品进行规模化生产， 同时加大研发

投入， 完善营销服务体系。 相信这

一系列项目的建成， 将大大丰富公

司的产品线， 缓解目前公司产品供

不应求的局面， 助力公司整合国际

国内两种资源、 占领国际国内两个

市场， 为民族针织产业的再次振兴

插上科技的翅膀！

今天， 我们诚挚地向广大投资

者推荐这样一家行业前景广阔、 特

色鲜明、 极具发展潜力的优秀企业。

我们会切实履行保荐义务， 严格按

照证券发行保荐相关制度的要求，

勤勉尽责， 做好本次发行和后续的

持续督导工作。

我们也真诚地希望通过本次网

上路演， 广大投资者能够更加深入、

客观地了解慈星股份， 能够更准确

地把握公司的投资价值和投资机会！

今天的路演中， 我们将与公司

管理层一起认真、 负责地回答各位

投资者的提问。 欢迎大家踊跃提问，

积极申购。

最后， 预祝慈星股份本次发行

工作圆满成功， 谢谢大家！

宁波慈星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秘书方国听先生总结发言

尊敬的各位嘉宾：

大家好！

今天的网上交流即将结束， 在

此， 我谨代表宁波慈星股份有限公

司对各界朋友的热情参与与大力支

持表示最衷心的感谢。

通过三个小时的沟通与交流，

相信各位对慈星股份有了进一步的

了解和认识。 大家为公司健康成长

和价值提升提出了很多宝贵意见和

建议， 这使我们受益匪浅！ 慈星股

份即将成为一家公众公司， 我们深

深体会到肩上的责任和压力。 我们

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及时、 完整、 准确地做好信息披露

工作， 与各界朋友共谋发展， 以良

好的业绩回报全体股东， 回报社会！

我们真切期望今后能与各位通过不

同方式继续保持密切联系和沟通，

并期待各位给予慈星股份长期的关

注和支持！

最后， 感谢各位抽出宝贵时间

积极参与路演！ 感谢全景网为路演

提供的互动平台和良好服务！ 感谢

保荐机构国信证券、 财经顾问阿斯

兰及所有中介机构为本次公司股票

公开发行所付出的辛勤劳动和提供

的宝贵支持！

祝大家工作愉快！ 身体健康！

谢谢各位！

嘉宾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