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 

对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报问询函的回复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收到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震安科技”、“公司”）转发的《关于对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

年报问询函》（创业板年报问询函【2020】第 92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

现就《问询函》中的相关问题进行回复如下： 

 

1.报告期内，你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38,919.32 万元，同比下降 15.27%，其

中隔震产品收入 27,755.65 万元，同比下降 25.00%，减震产品收入 9,349.46 万

元，同比增长 5.06%；实现净利润 9,072.87 万元，同比下降 20.72%；综合毛利

率 53.06%，较 2018 年下降 2.81 个百分点，其中隔震支座、弹性滑移支座、消

能阻尼器毛利率分别为 54.57%、53.06%、54.75%，同比分别下降 2.96 个百分点、

下降 36.04 个百分点、提高 6.94 个百分点。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362.26 万元，同比下降 145.99%，前三季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均

为负值。 

（1）请结合产品结构、上游原材料供需结构变化等成本变动因素、期间费

用、与同行业公司对比等说明净利润与营业收入下降幅度存在差异的原因； 

（2）请结合房屋新开工面积变动趋势、下游应用领域产业政策变化、与同

行业公司对比等说明 2019 年产品综合毛利率下降以及弹性滑移支座产品毛利率

同比大幅下降的原因及合理性； 

（3）你公司报告期云南省外地区营业收入 1.36 亿元，较上年增长 51%，请

说明报告期云南省外地区营业收入大幅增长的原因，涉及的主要产品、主要客

户及客户的获取方式，是否涉及营业收入占比超过 10%的地区，如有，请按照《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 号——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

（2017 年修订）》第二十七条的规定，对营业收入占比超过 10%的地区，分项列

示营业收入、营业成本、毛利率，并分析其变动情况； 



（4）请说明报告期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与净利润存在较大差异、

前三季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均为负值的原因，结合下游需求及客户

信用情况具体说明你公司现金流状况是否存在持续为负的风险。 

请保荐机构和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第（1）问：请结合产品结构、上游原材料供需结构变化等成本变动因素、

期间费用、与同行业公司对比等说明净利润与营业收入下降幅度存在差异的原

因； 

公司 2019 年净利润下降幅度大于营业收入下降幅度，主要是由于 2019 年综

合毛利率下降以及期间费用率上升所致。具体分析如下： 

1、2019 年公司主要产品结构和上游原材料供需结构未发生重大变化 

2018 年、2019 年按产品类别的主营业务收入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金额 
占主营业务收入

比重（%） 
金额 

占主营业务收入

比重（%） 

隔震产品 27,755.65 74.80 37,009.13 80.62 

减震产品 9,349.46 25.20 8,899.18 19.38 

合计 37,105.12 100.00 45,908.31 100.00 

震安科技主要产品为隔震产品和减震产品，2018 年、2019 年隔震产品收入

占比分别为 80.62%和 74.80%，减震产品收入占比分别 19.38%和 25.20%，产品结

构未发生重大变化。 

隔震产品主要原材料由钢板、橡胶、铅锭和胶黏剂构成。减震产品主要原材

料为钢板。2018 年、2019 年震安科技钢材、橡胶、铅锭和胶黏剂采购数量和单

价如下： 

项目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公司采购数量 公司采购单价 公司采购数量 公司采购单价 

钢板（元/吨）  18,742.10    3,891.81  16,642.76    3,962.17  

橡胶（元/公斤）  810,000.00       10.62  820,000.00       11.02  

铅锭（元/公斤）  561,467.70       14.61  489,200.60       16.48  

胶黏剂（元/公斤） 150,828.00 59.08 145,902.00 67.69 

由上表可知，公司主要 2019 年上游原材料供需结构未发生重大变化，钢板

采购数量较 2018 年上升，主要系公司根据相关市场预期和在手订单增加，适当

增加备货所致。2019 年铅锭采购单价较 2018 年下降 11.35%，主要系铅锭市场价

格下降导致。公司 2019 年胶黏剂采购单价较 2018 年下降 12.72%，主要系胶黏

剂不同型号价格差异较大导致。 

2018 年、2019 年公司营业成本构成如下： 

单位：万元 

产品类型 项目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金额 
占比营成本

比例（%） 
金额 

占比营成本

比例（%） 

隔震产品 

原材料 8,287.03 66.56   10,513.32  67.40 

其中：钢材 5,726.16 46.56 7,285.48 46.91 

橡胶 600.01 4.88 849.05 5.47 

铅锭 561.54 4.57 779.44 5.02 

胶黏剂 612.41 4.98 837.16 5.39 

人工费用 1,103.93 8.87    1,230.71  7.89 

制造费用 3,059.61 24.57    3,854.36  24.71 

小计 12,450.57  15,598.39   

减震产品 

原材料 2,890.57 68.33    3,210.50  69.12 

其中：钢材 2,566.25 60.66 2,942.31 63.35 

人工费用 335.36 7.93      357.19  7.69 

制造费用 1,004.59 23.75    1,077.13  23.19 



小计 4,230.52  4,644.82   

由上表可知，公司 2018 年度、2019 年度隔震产品和减震产品的营业成本构

成基本一致，未发生明显变动。2019 年铅锭价格较 2018 年下降 11.35%，但公司

全年耗用铅锭金额占营业成本比例较小，对营业成本结构的影响较小。 

2、2019 年公司综合毛利率下降的原因 

2018 年、2019 年公司营业收入毛利率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收入 成本 毛利率 收入 成本 毛利率 

 主营业务  37,105.12 16,681.09 55.04% 45,908.31 20,243.21 55.91% 

 其他业务  1,814.20 1,587.20 12.51% 25.43 26.83 -5.48% 

 合计  38,919.32 18,268.29 53.06% 45,933.74 20,270.04 55.87% 

2019 年公司其他业务收入较 2018 年增加 1,788.77 万元，主要为公司代云

南省隔震减震产品研发试验平台采购研发试验检测设备确认收入 1,798.30 万元、

成本 1,561.74 万元，毛利率为 12.15%，其毛利率远低于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毛利

率，导致 2019 年公司综合毛利率下降。公司 2018 年、2019 年主营业务收入毛

利率分别为 55.91%和 55.04%，变动较小。 

3.2019 年公司期间费用率上升 

2018 年、2019 年公司期间费用及变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度 
占 2019 年度

收入比例（%） 
2018 年度 

占 2018 年度

收入比例（%） 
变动幅度 

主营业务收入 37,105.12 — 45,908.31 — -19.18 

销售费用 6,363.72 17.15 6,298.08 13.72 1.04 

管理费用 3,141.78 8.47 3,778.87 8.23 -16.86 

研发费用 1,321.02 3.56 1,143.26 2.49 15.55 



财务费用 -115.69 -0.31 -106.27 -0.23 8.86 

期间费用合计 10,710.83 28.87 11,113.94 24.21 -3.63 

2019 年期间费用占主营业务收入比例较 2018 年上升 4.66 个百分点，主要

系销售费用和研发费用增加导致。 

销售费用增加的主要原因是我国《建设工程抗震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

已列入国务院 2019 年立法工作计划，条例相关条款对隔震减震推广支持力度加

大，公司根据相关市场预期，加大全国市场拓展力度，市场推广费用、人员费用

等较上年同期增长。 

研发费用增加的主要原因是公司本年加大了隔震产品性能提升及产品监测

系统等研发项目、原有减震产品性能优化项目、新型减震产品开发项目等研发投

入，研发投入中的人员费用、技术合作费、试验费等费用化的研发支出有较大增

长。 

4、同行业公司对比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路博科技 海德科技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2019 年上半年 2018 年度 

营业收入 5,733.20 6,265.70 8,764.91 20,008.93 

营业成本 3,306.83 3,561.29 6,366.99 14,515.35 

税金及附加 78.34 57.73 60.00 131.03 

销售费用 387.13 558.65 298.99 1,659.74 

管理费用 484.99 717.42 368.30 1,061.99 

研发费用 660.06 811.22 318.91 823.97 

财务费用 152.79 112.37 199.11 409.99 

营业利润 699.13 434.32 1,036.98 1,157.62 

利润总额 702.97 412.61 1,072.09 1,184.14 

净利润 657.23 412.86 942.45 1,052.66 

毛利率 42.32% 43.16% 21.06% 32.99% 



销售净利率 11.46% 6.59% 10.75% 5.26% 

注：1、海德科技数据来源于其定期报告，毛利率为其建筑隔震支座及其组件的数据，其 2019

年年报尚未披露，2019 年毛利率采用其半年报数据；2、路博科技数据来源于其定期报告，

毛利率为其综合毛利率；3、公司毛利率为主营业务毛利率。 

路博科技（871031）主营产品为建筑用钢支座、建筑用隔震支座、建筑用阻

尼器以及部分新型减隔震产品，2017 年其毛利率与公司接近。2017 年至 2019

年，路博科技毛利率变动趋势与公司基本一致。 

海德科技报告期内建筑隔震支座及其组件的毛利率较低，主要是因为海德科

技以桥梁支座及其组件为其主要业务方向，其建筑隔震支座及其组件销售规模较

小，未产生规模效应。 

综上，可比公司毛利率最近三年呈逐年下降趋势，与公司毛利率变动趋势一

致。 

※第（2）问：请结合房屋新开工面积变动趋势、下游应用领域产业政策变

化、与同行业公司对比等说明 2019 年产品综合毛利率下降以及弹性滑移支座产

品毛利率同比大幅下降的原因及合理性； 

1、下游应用领域建筑减隔震项目开工数量变动趋势 

目前，国内建筑减隔震行业的下游行业主要为学校、医院、大型公共建筑等

基础设施建设行业，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属于政府规划引领的公益性建设项目，加

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有利于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拉动投资和消

费增长，扩大就业。2018 年 10 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保持基

础设施领域补短板力度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8]101 号），支持教育、医疗卫

生、文化、机场等设施建设。 

根据国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颁布的《关于印发 2016 年城乡建设抗震防灾有

关统计数据的函》、《关于印发 2017 年城乡建设抗震防灾工作有关统计数据的函》

以及《全国工程质量安全提升行动进展情况的通报》（每年分四个季度统计）的

统计情况，2016 年全国新开工减隔震工程 895 项，2017 年全国新开工减隔震工

程 2,042 项，2018 年全国新开工减隔震工程 1,783 项。2019 年前三季度全国新



开工减隔震工程 916 项（由于新冠疫情影响，2019 年第四季度统计数未公布）。

整体来看，国内建筑减隔震产品的市场需求呈现增长态势。但受国内宏观经济影

响，2019 年学校、医院、大型公益建筑等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内的新开工的减隔

震建筑项目数量略有下降。 

2、下游应用领域产业政策变化情况 

近年来，国家和地方政府陆续出台了有利于减隔震行业发展的法律法规及产

业政策，为减隔震行业的持续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制度和政策基础。云南、山西、

甘肃、山东、新疆、四川、海南、合肥等省市陆续对部分地区（主要是抗震设防

烈度 8 度及以上地区）的学校、医院等建筑物要求强制或优先使用减隔震技术。

其中，云南、山西、甘肃对学校和医院为强制使用；山东对学校和三级医院为强

制使用；新疆自 2016 年起，具备条件的房屋、市政工程等建筑物强制使用；四

川、海南对学校和医院为优先使用；合肥市对于重大医疗用建筑强制使用，学校

优先使用。2019 年 10月，国家司法部完成了《建设工程抗震管理条例（征求意

见稿）》的意见征集工作，《建设工程抗震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中明确规定

“位于高烈度设防地区、地震重点监视防御区的新建学校、幼儿园、医院、养老

机构、应急指挥中心、应急避难场所等公共建筑应当采用隔震减震技术，保证发

生本区域设防地震时不丧失建筑功能”，同时鼓励在装配式建筑中应用隔震减震

技术，提高抗震性能。如果《建设工程抗震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能够颁布

且相关条款无重大变化，将大幅增加建筑减隔震行业的市场需求。上述政策的落

地尚存在不确定性，相关条款的具体内容可能进一步修改。如果《条例》颁布实

施，后续相关部门及各地方政府仍需依据《条例》制定相关配套实施细则等文件，

相关区域市场需求形成也存在时间上的不确定性。新增市场形成后，市场竞争也

面临进一步加剧的可能，公司能够获取的市场份额也存在不确定性。请投资者注

意相关风险，谨慎投资。 

3、2019 年公司产品综合毛利率下降的原因 

2018 年、2019 年公司营业收入毛利率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收入   成本  毛利率  收入   成本  毛利率 

 主营业务  37,105.12 16,681.09 55.04% 45,908.31 20,243.21 55.91% 

 其他业务  1,814.20 1,587.20 12.51% 25.43 26.83 -5.48% 

 合计  38,919.32 18,268.29 53.06% 45,933.74 20,270.04 55.87% 

从上表可以看出，2019 年公司主营业务毛利率较上年下降 0.87%，变动较

小。公司综合毛利率较上年下降 2.81%，主要是由于 2019 年公司代云南省隔震

减震产品研发试验平台采购研发试验检测设备形成其他业务收入 1,798.30 万元，

占 2019 年营业收入的 4.62%，而其他业务收入的毛利率仅 12.51%，远低于公司

主营业务收入毛利率，导致公司综合毛利率下降。 

目前，公众公司中无专业从事建筑隔震的可比公司，公司选取了与公司业务

相近或部分生产类似产品的公司作对比，比较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路博科技（871031） 42.32% 43.16% 55.51% 

海德科技（835415） 21.06% 32.99% 38.17% 

公司 55.04% 55.91% 56.12% 

注：1、海德科技数据来源于其定期报告，毛利率为其建筑隔震支座及其组件的数据，其 2019

年年报尚未披露，2019 年毛利率采用其半年报数据；2、路博科技数据来源于其定期报告，

毛利率为其综合毛利率；3、公司毛利率为主营业务毛利率。 

路博科技（871031）主营产品为建筑用钢支座、建筑用隔震支座、建筑用阻

尼器以及部分新型减隔震产品，2017 年其毛利率与公司接近。2017 年至 2019

年，路博科技毛利率变动趋势与公司基本一致。 

海德科技报告期内建筑隔震支座及其组件的毛利率较低，主要是因为海德科

技以桥梁支座及其组件为其主要业务方向，其建筑隔震支座及其组件销售规模较

小，未产生规模效应。 

综上，可比公司毛利率最近三年呈逐年下降趋势，与公司毛利率变动趋势一

致。 

4、弹性滑移支座产品毛利率同比大幅下降的原因 



2018 年、2019 年公司弹性滑移支座毛利率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收入 成本 毛利率 收入 成本 毛利率 

弹性滑移支座 295.59 138.75 53.06% 428.70 46.73 89.10% 

公司的弹性滑板支座主要与橡胶隔震支座配套销售，以满足重要客户大型

建筑项目的减隔震性能指标要求，销售收入较小。2018 年公司弹性滑移支座主

要用于配套北京新机场航站楼隔震项目，该项目是国内首次采用 1500mm 大型弹

性滑移支座的重大创新性项目，对产品性能、生产工艺等方面要求较高，因该产

品研发、生产难度大，公司在合同签订时定价较高，毛利率较高。2019 年公司

销售的弹性滑移支座产品为普通型号，产品价格相对较低，导致毛利率比 2018

年大幅下降。 

※第（3）问：你公司报告期云南省外地区营业收入 1.36 亿元，较上年增

长 51%，请说明报告期云南省外地区营业收入大幅增长的原因，涉及的主要产品、

主要客户及客户的获取方式，是否涉及营业收入占比超过 10%的地区，如有，请

按照《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 号——年度报告的内

容与格式（2017 年修订）》第二十七条的规定，对营业收入占比超过 10%的地区，

分项列示营业收入、营业成本、毛利率，并分析其变动情况； 

2019 年云南省外地区营业收入 1.36 亿元，较上年增长 51%，主要系 2019 年

度云南省内学校医院新开工项目下降造成云南省内营业收入减少，公司加大全国

市场拓展力度，在四川省、新疆省等地区取得了较大进展。 

报告期内云南省外地区实现的营业收入主要客户、产品和获取方式如下： 

客户名称 主要产品 获取方式 区域 收入金额 

西昌月亮之上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隔震产品 招投标 四川 2,045.90 

北京城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隔震产品 招投标 北京 1,375.62 

中国华西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隔震产品 招投标 四川 890.75 

中国建筑一局（集团）有限公司 隔震产品 招投标 四川 850.81 



天元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隔震产品 招投标 山东 522.12 

新疆地区项目 减隔震产品 招投标、商业谈判 新疆 4,376.36 

合计 10,061.57 

公司 2019 年营业收入占比超过 10%的地区有四川省和新疆省，具体如下： 

项目 
本年金额 上年金额 

收入 成本 毛利率 收入 成本 毛利率 

四川 4,573.82 2,137.22 53.27 195.51 85.70 56.16 

新疆 4,376.36 2,226.71 49.12 2,862.93 1,356.19 52.63 

2019 年公司在面临云南省内市场需求下降的情况下，大力拓展省外市场，

四川和新疆产品销售收入较上年同期有较大幅度增长。 

※第（4）问：请说明报告期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与净利润存在较

大差异、前三季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均为负值的原因，结合下游需

求及客户信用情况具体说明你公司现金流状况是否存在持续为负的风险。 

1、报告期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与净利润存在较大差异、前三季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均为负值的原因 

2019 年度公司经营活动现金流量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度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32,745.99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2,140.98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34,886.96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23,247.25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6,049.77 

支付的各项税费 4,122.72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6,829.49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40,249.2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362.26 

净利润 9,072.8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占净利润比例 -169.20% 

含税营业收入 44,054.22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占含税营业收入比例 74.33% 

应收账款账龄 1 年以内金额 18,794.06 

应收票据和预收账款变动额      2,899.79  

当年实现销售当年回款金额 22,360.37  

当年实现销售回款金额占含税营业收入比例 50.76% 

以前年度实现销售当年回款金额 10,385.62 

年初应收账款金额 27,373.57 

以前年度实现销售当年回款金额占年初应收账款比例 37.94% 

由上表可知，报告期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与净利润存在较大差异、

前三季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均为负值的原因如下： 

（1）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减少 

2019 年度营业收入较 2018 年下降 15.27%，同时 2019 年销售商品、提供劳

务收到的现金占含税营业收入的比例较2018年下降，导致公司2019年销售商品、

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减少，主要原因为:①报告期内，我国信贷政策趋紧，同时

又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建设项目中大量采用 PPP 融资模式，特别是学校、医

院建设项目大量采用 EPC 和 BT 模式，导致施工方和材料供应商收款周期延长，

部分下游客户资金较为紧张，公司应收账款回收周期延长。②部分大项目的客户

在与公司洽谈合同时要求按照其制定的付款政策签署合同，与公司收款政策不一

致，使得应收账款余额增加、账期延长。③由于部分客户在公司发货并确认应收

账款后未严格按销售合同约定的时间付款，导致应收账款与销售合同付款条款不

完全配比。④公司针对部分大型央企和国有企业的重点客户适度放宽了信用政策。 

（2）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大幅增加 



虽然 2019 年营业收入较 2018 年营业收入下降 15.27%，但由于年末在手订

单金额为 22,397.11 万元、同时意向订单较多，公司根据相关市场预期和在手订

单情况适当增加备货，2019 年末存货余额较年初增长 42.17%，导致 2019 年购买

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大幅增加，2019 年度公司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

的现金占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的比例为 70.99%。 

（3）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增加 

2018 年根据股东会决议计提管理层超额绩效奖励 1,177.41 万元在 2019 年

发放，而 2018 年发放的 2017 年超额绩效奖励金额较小，导致 2019 年支付给职

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增加。 

综上所述，公司 2019 年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与净利润存在较大

差异，且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负值的主要原因为公司受宏观经济环境

影响应收账款回收周期延长、根据相关市场预期和在手订单适当增加备货以及

2018 年计提的管理层绩效奖励在 2019 年发放共同导致。 

2.公司现金流状况是否存在持续为负的风险 

公司大部分客户经营正常，还款意愿较强，但受宏观经济环境影响普遍存在

资金短缺的情况，公司应收账款回收周期延长。公司为应对宏观经济环境的影响，

针对部分大型央企和国有企业的重点客户适度放宽了信用政策，基于上述原因，

公司 2019 年起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持续为负。公司针对应收账款回款风险采

取的措施包括： 

①公司在签订合同前查询企业是否存在诉讼和违约情况，以及企业性质、企

业规模等，对客户的付款能力进行评估，根据评估结果确定销售合同收款条件； 

②合同履行过程中严格执行合同约定的收款条件，确保合同款项回收；③公

司每半个月结合项目进度，按项目将已确认收入金额、应收账款余额与销售合同

付款款条款配比挑选达到付款条件的项目，并告知项目销售负责人通知客户及时

付款。 



公司制定了加强应收账款回款的措施，并取得了初步成效，2020 年 1 季度

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为 1,315.80 万元，但受宏观经济环境的影响，公司短期

内现金流状况仍然存在持续为负的可能。 

【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保荐机构核查后认为：公司 2019 年产品结构、上游原材料供需结构未发生

变化，净利润与营业收入下降幅度存在差异是由于 2019 年综合毛利率下降以及

期间费用率上升变动影响所致；2019 年公司主营业务毛利率变动较小，弹性滑

移支座产品毛利率同比大幅下降主要系 2018 年配套北京新机场航站楼隔震项目

的大型弹性滑移支座定价较高、毛利率较高，2019 年公司销售的弹性滑移支座

产品为普通型号，产品价格相对较低，导致毛利率比 2018 年大幅下降；公司毛

利率变动趋势与可比公司毛利率变动基本一致，其产品综合毛利率下降以及弹性

滑移支座产品毛利率同比大幅下降的原因合理；报告期内公司云南省外地区营业

收入大幅增长主要系 2019 年云南省内学校医院新开工项目下降造成云南省内营

业收入减少，公司加大全国市场拓展力度，在四川、新疆等地区取得了较大进展；

2019 年度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与净利润存在较大差异，且经营活

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负值主要系公司受宏观经济环境影响应收账款回收周

期延长，当期公司根据相关市场预期和在手订单适当增加备货以及 2018 年计提

的管理层绩效奖励在 2019 年发放共同导致；公司面对 2019 年现金流量净额为负

的情况，制定了加强应收账款回款的措施，并取得了初步成效，但受宏观经济环

境的影响，短期内现金流状况仍然存在持续为负的可能。 

3.你公司于 2019 年 3 月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募集资金 31,606.8 万元全

部用于建设“减隔震制品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2019 年 9 月 26 日你公司披露

公告称，因项目实施过程中确认多层设备生产工艺较难保障原定目标，需改变

技术路线，采用单层设备（特别是硫化设备）生产工艺进行建设，造成公司现

有土地使用权不够实现原募投项目计划，你公司将原计划用于“减隔震制品生

产线技术改造”的募集资金 29,936.96 万元变更用途，在距离原募投项目实施

地点 20 公里的区域购买土地并建设“新建智能化减隔震制品装备制造基地项目”，

该项目计划总投资 34,900.11 万元，实施主体仍为母公司，实施地点与原项目

均位于昆明空港经济区。截至报告期末，你公司减隔震制品生产线技术改造项



目、新建智能化减隔震制品装备制造基地项目投资进度分别为 52.18%、4.59%，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合计 28,263.81 万元。 

（1）请说明 IPO 前对于单层设备生产工艺与多层设备生产工艺的可行性研

究情况与 IPO 后上述技术路线选择的变化原因，原募投项目所在地土地不够实现

原募投项目计划的具体原因，公司在昆明开发区新购置土地的必要性，IPO 募投

项目的技术路线规划是否审慎严谨，以上调整是否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益情形； 

（2）请说明各募投项目截至目前的投入明细、仍需完成的工作以及预计完

成的时间，以上各项目进度是否与计划一致，如有不一致，请说明原因及合理性； 

（3）分项说明各募投项目所涉及产品的国内产能、产业政策、需求变化、

项目行政审批是否存在障碍、项目预计收益是否发生变化，各募投项目是否出现

《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 年修订）》第 6.3.5 条中涉及的情形，如

是，请对募投项目进行重新论证； 

（4）2020 年 4 月 3 日，你公司披露公开发行可转债预案，拟募集资金不超

过 28,500.00 万元投入“新建智能化减震及隔震制品装备制造基地项目”，该项

目计划总投资 30,000 万元，实施主体为全资子公司河北震安减震技术有限公司。

请说明公开发行可转债募投项目“新建智能化减震及隔震制品装备制造基地项目”

与 IPO 募投项目“新建智能化减隔震制品装备制造基地项目”的技术路线、下游

应用领域、目标客户等方面是否存在差异，未扩大募投项目规模而在河北新建同

类项目的原因，建成后该产品的总产能，在建及新增产能爬坡进度预测情况、未

来五年该产品下游需求预测、是否存在产能利用率不足的风险，结合相关行业景

气度的变化情况说明该投资的审慎性。 

请保荐机构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第（1）问：请说明 IPO 前对于单层设备生产工艺与多层设备生产工艺的

可行性研究情况与 IPO 后上述技术路线选择的变化原因，原募投项目所在地土

地不够实现原募投项目计划的具体原因，公司在昆明开发区新购置土地的必要

性，IPO 募投项目的技术路线规划是否审慎严谨，以上调整是否存在损害上市公

司利益情形； 

1、公司 IPO 前对于单层设备生产工艺与多层设备生产工艺的可行性研究情

况 



隔震橡胶支座是一种弹性支撑类隔震装置，由薄钢板和薄橡胶板交替叠合，

并经过高温、高压硫化而成。高温、高压硫化过程是隔震橡胶支座生产中的重要

环节，经过近三十年的发展，单层硫化生产工艺及硫化设备已经成为行业通用的

工艺及设备。 

公司在 IPO 前，隔震橡胶支座按照行业惯例采用单层硫化机进行硫化生产，

掌握了成熟的单层硫化生产工艺，并不断的对工艺和设备进行优化，以提高生产

效率。同时，公司面对现有场地（24.66 亩）利用率已经基本处于饱和的现状，

积极研究双层或多层硫化机的研制及应用，以突破场地不足的限制，快速增加公

司产能。通过不断的研发和试用，公司在双层硫化设备研发及硫化生产工艺完善

方面取得的一定的成效，并在小吨位隔震支座上逐步应用，技术条件已经较为成

熟。2015 年公司与合作伙伴共同开发了 2 台 2000T 双层四柱平板硫化机，并应

用于“北京新机场航站楼隔震项目”大型橡胶隔震支座的生产，在双层硫化生产

工艺及小批量生产方面取得成功，共计生产 D1200 隔震支座 893 套。双层硫化机

一次可以生产 2 套隔震支座，相比单层硫化机一次只能生产 1 套隔震支座，生产

效率提高了 1倍，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公司场地不足的限制。公司在“减隔震制

品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研究论证时，综合考虑现有场地、资金实力及已掌握的

双层硫化生产工艺的成熟度等因素，决定采用双层四柱平板硫化机方案，通过生

产线改造方式增加产能 60000 套隔震支座。 

公司在 IPO 前已经成熟掌握了单层硫化生产工艺、双层硫化生产工艺及小批

量大型支座生产的经验。 

2、公司 IPO 后技术路线选择的变动原因、原募投项目所在地土地不够实现

原募投项目计划的具体原因、公司在昆明开发区新购置土地的必要性 

公司原“减隔震制品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是在公司现有的生产场地中将单

层硫化设备改造成双层硫化设备，在不增加生产场地的基础上，通过工艺改造实

现产能的提升。但双层硫化生产工艺在实际大规模生产过程中，在产品合格率、

操作复杂性以及新型产品适用性等方面存在不足： 

①中间层板面沿四柱上下滑动，虽配合间隙很小，但因板面过大，压力不均

匀，经常出现橡胶支座硫化过程中溢胶不均匀、支座侧向不均匀变形、支座平整

度较差的情况，产品报废率高于单层硫化机。 



②双层四柱平板硫化机结构复杂，同时上下两层模具中心误差必须保证在

1mm 以内，实际操作过程较为繁琐；硫化开始初期，因橡胶流动产生摩擦力，导

致上下两个模具压力不均匀，同一模具侧向压力不均匀，也造成产品合格率下降。 

③2015 年时，市场上设计、应用的主要产品是Ⅰ型隔震支座，公司主营产

品也是Ⅰ型隔震支座；随着技术提升，目前市场上设计、应用的主要产品是各项

性能更加优越的Ⅱ型隔震支座，目前公司产品也主要是Ⅱ型隔震支座。因Ⅱ型隔

震支座自身较重、生产所用的模具也较重、管路较多、双层硫化机上层操作面较

高存在安全隐患等，双层硫化机生产Ⅱ型隔震支座难度较大，实施风险也较大。 

公司上市后，通过与昆明空港经济区管委会沟通协商，能够快速通过公开“招

拍挂”方式在空港经济区内取得 60 亩土地用于项目建设，可解决公司生产场地

不足的问题，并且项目开始后公司在五年内可以享受一定的税收返还扶持。公司

在具备解决场地不足限制的能力后，面对双层硫化生产工艺在实际大规模生产过

程中的不足，重新对募投项目采用单层硫化生产工艺或双层硫化生产工艺进行了

审慎论证，如继续按照双层硫化生产工艺实施“减隔震制品生产线技术改造”项

目，则必须进一步对双层硫化生产工艺进行优化，并重新研制或改进双层硫化机，

由于双层硫化生产工艺的优化及双层硫化设备性能的研制或改进具有不确定性，

可能对募投项目效益造成影响，而公司在新的场地采用单层硫化生产工艺新建项

目可以在适当增加土地购置、厂房建设投资的基础上，快速解决双层硫化生产工

艺路线所存在的问题。为尽快推动募投项目的实施，快速提升公司产能以应对快

速增长的市场需求，经审慎论证，公司将双层硫化设备生产工艺变更为单层硫化

生产工艺，变更后的募投项目效益测算与变更前项目效益测算基本一致。 

综上，公司 IPO 后变更募投项目变技术路线选择的变化是合理的，符合公司

实际情况，在昆明空港开发区新购置土地以突破公司生产场地受限问题具有必要

性。 

3、IPO 募投项目的技术路线规划是否审慎严谨，以上调整是否存在损害上

市公司利益情形 

公司 IPO 募投项目的技术路线规划是根据当时公司所处的经营现状、资金实

力、已掌握的生产工艺等方面综合论证的规划，符合公司当时的实际情况。公司

上市后，在有条件购置新场地的前提下，为了避免双层硫化生产工艺的不确定性、



进一步保证募投项目的顺利实施，公司经充分论证进行了以上调整，变更前后的

募投项目效益测算与变更前基本一致。2019 年 9月 25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

三次会议及 2019年 10月 16日公司 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募投

项目变更的议案，履行了相应的审议程序。 

公司技术路线规划是审慎严谨的，以上调整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第（2）问：请说明各募投项目截至目前的投入明细、仍需完成的工作以

及预计完成的时间，以上各项目进度是否与计划一致，如有不一致，请说明原

因及合理性； 

1、减隔震制品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投资明细及后续工作计划 

单位：万元 

2、新建智能化减震及隔震制品装备制造基地项目投资明细及后续工作计划 

单位：万元 

项目建设目标 拟投入金额 已投入金额 
后续拟投

入金额 

完成时间/ 

拟完成时间 
备注 

可行性研究及项目备案 5 5 - 2019 年 8月 30 日 - 

购置项目用地   1,527.04   1,527.04   -  2019 年 10月 12 日 
305.408万元定金为自

有资金投入 

土地平整  780.00   264.62   515.38  预计 2020 年 6 月 2020 年 4 月开始平整 

前期相关费用 479.4 29.76 449.64 预计 2020 年 9 月 - 

项目行政审批工作 - - - 预计 2020 年 9 月 - 

土建主体工程建设  8,015.64   -   8,015.64  预计 2021 年 6 月 建设工程+辅助工程 

项目建设目标 
拟投入金

额 

自有资金投

入金额 

募集资金

投入金额 

后续拟投

入金额 

完成时间/ 

拟完成时间 

项目设备采购及安装 5,717.85 2,075.53 2541.99 1,100.33 - 

     场地改造 298.17 21.31 276.86 - 2018 年 9 月 

     硫化机采购 3,040.75 1240.2 1,162.51 638.04 预计 2020 年 5 月 

     组合模具采购 1929.52 715.73 846.14 367.65 预计 2020 年 5 月 

     机器人喷涂线改造 191.93 98.29 58.20 35.44 未支付尾款及质保金 

     喷砂机采购 58.00 - 34.80 23.20 未支付尾款及质保金 

     清洗机采购 58.00 - 29.00 29.00 未支付尾款及质保金 

     过滤器、风管、吸附设备 20.00 - 20.00 - 未支付尾款及质保金 

     电改天然气新建锅炉房及设备 121.48 - 114.48 7.00 未支付尾款及质保金 

铺底流动资金 1,027.52 -  1,027.52 竣工验收后使用 

合  计 6,745.37 2,075.53 2,541.99 2,127.85 - 



设备采购招标  18,860.43   -  18,860.43  预计 2021 年 9 月 设备+安装工程 

设备安装调试及试生产  150.00   -   150.00  预计 2021 年 9 月 - 

项目竣工验收  45.00   -   45.00  预计 2021 年 10 月 竣工图及竣工验收 

工程监理费  37.60   -   37.60  预计 2021 年 10 月 - 

铺底流动资金  5,000.00   -   5,000.00  - - 

合计  34,900.11   1,826.42  33,073.69  - - 

公司各项目进度与计划一致，新建项目涉及的行政审批工作正在按照相关政

府部门的审批程序进行办理。本项目行政审批工作进展及后续工作计划如下： 

行政审批工作内容 完成时间/拟完成时间 备注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审批 2019 年 12月 16 日 地字第云滇中新区空港 201900034 号 

项目节能报告的审查意见 2019 年 12月 12 日 滇中审查[2019]40 号 

项目排水咨询意见审批 2020 年 3月 30 日 排水意见[2020]026 号 

项目净空保护参考意见审批 2020 年 3月 31 日 云机场昆函[2020]37 号 

项目岩土咨询 2020 年 4 月 - 

项目岩土工程勘察 2020 年 4月 7 日 - 

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审批 2020 年 4月 29 日 云空港水许可[2020]7 号 

建设工程抗震设防审查 预计 2020 年 6 月 - 

项目净空高程审批 预计 2020 年 6 月 - 

项目节约用水措施方案审核 预计 2020 年 6 月 - 

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批复 预计 2020 年 6 月 -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审批 预计 2020 年 7 月 - 

工程施工图审查 预计 2020 年 8 月 - 

建设工程施工许可审批 预计 2020 年 9 月 - 

※第（3）问：分项说明各募投项目所涉及产品的国内产能、产业政策、需

求变化、项目行政审批是否存在障碍、项目预计收益是否发生变化，各募投项

目是否出现《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 年修订）》第 6.3.5 条中涉及

的情形，如是，请对募投项目进行重新论证； 

1、公司 IPO 各募投项目所涉及的产品的产业政策、需求变化及国内产能 

公司 IPO 各募投项目所涉及产品为橡胶减隔震制品，主要为隔震橡胶支座。

近年来，国家和地方政府陆续出台了有利于减隔震行业发展的法律法规及产业政



策，为减隔震行业的持续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制度和政策基础。云南、山西、甘肃、

山东、新疆、四川、海南、合肥等省市陆续对部分地区（主要是抗震设防烈度 8

度及以上地区）的学校、医院等建筑物要求强制或优先使用减隔震技术。其中，

云南、山西、甘肃对学校和医院为强制使用；山东对学校和三级医院为强制使用；

新疆自 2016 年起，具备条件的房屋、市政工程等建筑物强制使用；四川、海南

对学校和医院为优先使用；合肥市对于重大医疗用建筑强制使用，学校优先使用。

2019 年 10 月，国家司法部完成了《建设工程抗震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的

意见征集工作，《建设工程抗震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中明确规定“位于高烈

度设防地区、地震重点监视防御区的新建学校、幼儿园、医院、养老机构、应急

指挥中心、应急避难场所等公共建筑应当采用隔震减震技术，保证发生本区域设

防地震时不丧失建筑功能”，同时鼓励在装配式建筑中应用隔震减震技术，提高

抗震性能。另外《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3 年修订本）》及《产业结构调整

指导目录（2019 年本）》纳入鼓励类第二十一类“建筑”第 1 款“建筑隔震减震

结构体系及产品研发与推广”，属于国家鼓励类产业。 

如果《建设工程抗震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能够颁布且相关条款无重大

变化，公司预计强制性要求政策覆盖的高烈度设防地区（云南省为 7 度以上、其

他省份为 8 度以上）范围将由原 5 省 47 市的 287 个区县增加至 23 省 126 市的

648 个区县，新增 18 省 79 市的 361 个区县。另外，根据《建设工程抗震管理条

例（征求意见稿）》相关条款，政策落地后，强制性政策要求覆盖范围还将新增

地震重点监视防御区，现行的全国地震重点监视防御区（2006-2020 年）包括 24

个地区和 11 个城市，国土面积约占全国陆地面积的 10%。我国大陆 31 个省、自

治区、直辖市均有区域属于地震重点监视防御区，代表性的区域有首都圈地区、

长三角地区、珠三角地区、武汉市、长沙市、重庆市等。地震重点监视防御区覆

盖范围包括 1078 个区县（部分区县与高烈度设防区有重叠，但重叠度不高）。 

公司作为国内较早从事建筑减隔震产品研发生产的企业之一，在行业内具有

明显的技术优势和品牌、项目经验优势，在房屋建筑减隔震领域具有较高的市场

占有率，特别是在云南省内市场的占有率超过 50%。目前行业内具备自主研发生

产能力、持续时间较长的企业除本公司外大约有 13 家，其规模相对较小，国内

建筑减隔震行业不存在行业产能过剩的情形。 



2、项目行政审批是否存在障碍、项目预计收益是否发生变化 

公司募集资金用途变更后的“减隔震制品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已经取得

了有关政府部门的行政审批，不存在行政审批障碍。 

“新建智能化减隔震制品装备制造基地项目”现已取得项目用地《建设用地

规划许可证》（地字第云滇中新区空港 201900034 号）、《关于震安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新建智能化减隔震制品装备制造基地项目节能报告的审查意见》（滇中审查

[2019]40 号）、《关于对“新建智能化减隔震制品装备制造基地项目”的排水咨

询意见》（排水意见[2020]026 号）、《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新建智能化减隔震

制品装备制造基地项目岩土工程详细勘察报告》（B153001025）、《云南省昆明空

港经济区水务局关于<新建智能化减隔震制品装备制造基地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报

告表>准予行政许可决定书》（云空港水许可[2020]7 号），现已完成项目用地土

地平整工作，并完成了设备的招标工作。后续公司将按照有关部门的审批程序完

成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批复》、《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施工许

可证》等行政审批工作。 

目前公司募投项目行政审批工作正在按照相关政府部门审批程序办理，不存

在障碍，项目预计收益未发生变化。 

3、各募投项目是否出现《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 年修订）》

第 6.3.5 条中涉及的情形 

截止目前，公司变更后的“减隔震制品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已使用募集资

金 2,541.99 万元，占项目计划使用募集资金金额 54.43%，“新建智能化减隔震

制品装备制造基地项目”已使用募集资金 1,519.35 万元，占项目计划使用募集

资金金额 5.64%；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涉及的市场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项目

正在按计划有序进行，不存在项目搁置的情形；变更后的募投项目建设周期为 2

年，未超过最近一次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完成期限；募投项目未出现其他异常情

形。 

公司各募投项目未出现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 年修订）》第

6.3.5 条中涉及的情形。 

※第（4）问：2020 年 4月 3日，你公司披露公开发行可转债预案，拟募集

资金不超过 28,500.00 万元投入“新建智能化减震及隔震制品装备制造基地项



目”，该项目计划总投资 30,000 万元，实施主体为全资子公司河北震安减震技

术有限公司。请说明公开发行可转债募投项目“新建智能化减震及隔震制品装

备制造基地项目”与 IPO 募投项目“新建智能化减隔震制品装备制造基地项目”

的技术路线、下游应用领域、目标客户等方面是否存在差异，未扩大募投项目

规模而在河北新建同类项目的原因，建成后该产品的总产能，在建及新增产能

爬坡进度预测情况、未来五年该产品下游需求预测、是否存在产能利用率不足

的风险，结合相关行业景气度的变化情况说明该投资的审慎性。 

1、公开发行可转债募投项目“新建智能化减震及隔震制品装备制造基地项

目”与 IPO 募投项目“新建智能化减隔震制品装备制造基地项目”的技术路线、

下游应用领域、目标客户等方面是否存在差异 

公开发行可转债募投项目“新建智能化减震及隔震制品装备制造基地项目”

产品涉及建筑减震产品 3万套和隔震产品 3 万套两类，IPO 募投项目“新建智能

化减隔震制品装备制造基地项目”产品主要涉及隔震产品 5万套。两个项目隔震

产品技术路线和下游应用领域不存在差异，目标客户仅存在区域性差异（可转债

募投项目主要服务北方地区客户）。减震产品与隔震产品的生产工艺存在较大的

差异，但均属于建筑抗震产品，下游应用领域不存在明显差异，客户可根据建设

设计要求选择使用减震产品、隔震产品或配套使用。 

2、未扩大募投项目规模而在河北新建同类项目的原因 

公司选取在河北新建同类项目主要是出于公司生产基地战略布局以及快速

应对全国范围内（特别是北方地区）潜在的巨大市场需求考虑。公司目前的生产

基地在交通不便的云南地区，而公司产品重量在几百斤到十几吨之间，产品运输

问题对公司产品在北方市场的开拓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公司在唐山建立生产基地

主要为了便于公司开拓北方市场。唐山作为国内发生过严重地震灾害的城市，对

地震危害具有较强的认知，当地政府大力支持引进本项目。 

2019 年 10月 8 日，司法部发布《建设工程抗震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

明确规定“位于高烈度设防地区、地震重点监视防御区的新建学校、幼儿园、医

院、养老机构、应急指挥中心、应急避难场所等公共建筑应当采用隔震减震技术，

保证发生本区域设防地震时不丧失建筑功能”，同时鼓励在装配式建筑中应用隔

震减震技术，提高抗震性能。公司根据以往的经验，预计《建设工程抗震管理条



例》的出台及实施，将大幅提高云南省外特别是北方地区的减隔震行业市场需求，

具体来看北京、天津、河北是政策覆盖的重要区域，未来市场空间较大，为了更

有利的开拓市场，继续保持公司在行业内市场占有率，公司决定在河北唐山投资

新建智能化减震及隔震制品装备制造基地项目。 

3、建成后该产品的总产能，在建及新增产能爬坡进度预测情况 

公司各募投项目建成后，隔震产品的年产能将增加至 12.8 万套，减震产品

的年产能将增加至 4 万套。 

公司在建及新增产能爬坡进度预测如下： 

单位：万套 

产品类型 生产基地产能 2020 年 2021 年 2022 年 2023 年 2024 年 2025 年 

隔震产品 

现有生产基地 3.6 3.6 3.6 3.6 3.6 3.6 

技改项目新增产能 0.8 1.2 1.2 1.2 1.2 1.2 

新建智能化减震及

隔震制品装备制造

基地项目（唐山） 

- - 1.2 1.8 2.4 3 

新建智能化减隔震

制品装备制造基地

项目（昆明） 

- - 2 3 4 5 

合计 4.4 4.8 8.0 9.6 11.2 12.8 

减震产品 

现有生产基地 1 1 1 1 1 1 

新建智能化减震及

隔震制品装备制造

基地项目（唐山） 

- - 1.2 1.8 2.4 3 

合计 1 1 2.2 2.8 3.4 4 

4、未来五年该产品下游需求预测、是否存在产能利用率不足的风险 

建筑减隔震行业属于国家重点扶持的行业，国家及地方政府陆续出台了相关

扶持政策，大力引导行业健康发展。近几年来，在政策扶持及产品示范效应的带

动下，国内建筑减隔震行业市场容量快速扩大。 

2019 年 10 月，国家司法部完成了《建设工程抗震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

的意见征集工作，《建设工程抗震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中明确规定“位于高

烈度设防地区、地震重点监视防御区的新建学校、幼儿园、医院、养老机构、应

急指挥中心、应急避难场所等公共建筑应当采用隔震减震技术，保证发生本区域



设防地震时不丧失建筑功能”，同时鼓励在装配式建筑中应用隔震减震技术，提

高抗震性能。如果《建设工程抗震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能够颁布且相关条

款无重大变化，公司预计强制性要求政策覆盖的高烈度设防地区（云南省为 7

度以上、其他省份为 8 度以上）范围将由原 5 省 47 市的 287 个区县增加至 23

省 126 市的 648 个区县，新增 18 省 79 市的 361 个区县。另外，根据《建设工程

抗震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相关条款，政策落地后，强制性政策要求覆盖范

围还将新增地震重点监视防御区。现行的全国地震重点监视防御区（2006-2020

年）包括 24 个地区和 11 个城市，国土面积约占全国陆地面积的 10%。我国大陆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均有区域属于地震重点监视防御区，代表性的区域有

首都圈地区、长三角地区、珠三角地区、武汉市、长沙市、重庆市等。地震重点

监视防御区覆盖范围包括 1078 个区县（部分区县与高烈度设防区有重叠，但重

叠度不高）。 

公司预测，未来五年内，国内建筑减隔震行业市场容量将持续保持快速增长

的态势，市场前景广阔。公司在建及新建项目新增的产能将随着市场容量的扩大

逐步释放，新增的市场需求对公司新增产能的消化提供了良好的市场环境，公司

将抓住此契机，加强市场开拓力度，完善公司产业基地布局，提高公司在行业内

的市场占有率，有效的消化新增产能。从长远来看，公司不存在产能利用率不足

的风险，但是如果公司短期内的市场开拓不能够很好的与新增产能相匹配，或者

市场中出现较为强劲的竞争对手抢占市场份额，公司短期内可能面临产能利用率

不足的风险。 

5、结合相关行业景气度的变化情况说明该投资的审慎性 

目前，国内建筑减隔震行业下游行业主要为学校、医院、大型公共建筑等基

础设施建设行业，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属于政府规划引领的公益性建设项目，加强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有利于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拉动投资和消费增

长，扩大就业。近年来，国家及各地方政府对于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视力度不断加

大，2018 年 10 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保持基础设施领域补短

板力度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8]101 号），支持教育、医疗卫生、文化、机场

等设施建设。预计未来几年，我国仍将持续大规模投入学校、医院、大型公共建

筑等基础设施建设。 



2019 年 4 月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出台关于印发云南省实施“补短板、增

动力”省级重点前期项目行动计划（2019-2023 年）)的通知，计划启动实施社

会事业项目 306 项，计划完成投资 2781 亿元。行动计划主要针对云南省内教育

资源和医疗资源，项目实施后将在省内新建一批学校和医院，公司在云南省内的

业务机会也会随之增加。 

2020 年一季度，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开工率未受新冠疫情影响，公司产品市

场需求旺盛，公司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增长 19.7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较上年同期增长 17.3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增长 39.12%。公司从生产基地战略布局以及快速应对全国范围内潜在的巨大

市场需求出发，在云南及河北地区投资新建生产基地具有合理性和审慎性。 

【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保荐机构核查后认为：公司 IPO 前对于单层设备生产工艺与多层设备生产工

艺的可行性进行了审慎的研究；IPO 后技术路线选择的变化原因合理，符合公司

实际情况；公司在昆明开发区新购置土地具有必要性；IPO 募投项目的技术路线

规划审慎严谨，技术路线的调整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公司各募投项

目进度与计划一致；募投项目行政审批不存在障碍；项目预计收益未发生变化；

各募投项目未出现《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 年修订）》第 6.3.5 条

中涉及的情形；公开发行可转债募投项目“新建智能化减震及隔震制品装备制造

基地项目”与 IPO 募投项目“新建智能化减隔震制品装备制造基地项目”涉及的

隔震产品的技术路线和下游应用领域不存在差异，目标客户仅存在区域性差异

（可转债募投项目主要服务北方地区客户），减震产品与隔震产品的生产工艺存

在较大的差异，但均属于建筑抗震产品，下游应用领域不存在明显差异，客户可

根据建设设计要求选择使用减震产品、隔震产品或配套使用；公司未扩大募投项

目规模而在河北新建同类项目的原因合理；未来五年内，国内建筑减隔震行业市

场容量将持续保持快速增长的态势，市场前景广阔。公司在建及新建项目新增的

产能将随着市场容量的扩大逐步释放，新增的市场需求对公司新增产能的消化提

供了良好的市场环境，从长远来看，公司不存在产能利用率不足的风险，但是如

果公司短期内的市场开拓不能够很好的与新增产能相匹配，或者市场中出现较为

强劲的竞争对手抢占市场份额，公司短期内可能面临产能利用率不足的风险；目



前国内建筑减隔震行业下游行业主要为学校、医院、大型公共建筑等基础设施建

设行业，下游行业景气度及产品需求呈现上升趋势，公司从生产基地战略布局以

及快速应对全国范围内潜在的巨大市场需求出发，在云南及河北地区投资新建生

产基地具有合理性和审慎性。 

  



（本页无正文，为《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对震安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2019 年年报问询函的回复》之盖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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