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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西安铂力特增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0 上半年持续督导跟踪报告

2019年 7月 22日，西安铂力特增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铂力特”、

“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根据《科创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

理办法（试行）》、《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

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

投证券”、“保荐机构”）作为铂力特的保荐机构，对铂力特进行持续督导，持续

督导期为 2019年 7月 22日至 2022年 12月 31日。

2020年 1-6月，中信建投证券对铂力特的持续督导工作情况如下：

一、持续督导工作情况

序号 工作内容 持续督导情况

1
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持续督导工作制度，并针

对具体的持续督导工作制定相应的工作计划

保荐机构已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了持

续督导制度，并制定了相应的工作计划

2

根据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在持续督导工作开

始前，与上市公司签署持续督导协议，明确双方在

持续督导期间的权利义务，并报上海证券交易所备

案

保荐机构已与铂力特签订《持续督导协

议》，该协议明确了双方在持续督导期间的

权利和义务

3

持续督导期间，按照有关规定对上市公司违法

违规事项公开发表声明的，应于披露前向上海证券

交易所报告，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后在指定媒

体上公告

2020 年 1-6 月铂力特在持续督导期间

未发生按有关规定须保荐机构公开发表声

明的违法违规情况



2

序号 工作内容 持续督导情况

4

持续督导期间，上市公司或相关当事人出现违

法违规、违背承诺等事项的，应自发现或应当自发

现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报

告内容包括上市公司或相关当事人出现违法违规、

违背承诺等事项的具体情况，保荐人采取的督导措

施等

2020 年 1-6 月铂力特在持续督导期间

未发生违法违规或违背承诺等事项

5
通过日常沟通、定期回访、现场检查、尽职调

查等方式开展持续督导工作

保荐机构通过日常沟通、定期或不定期

回访等方式，了解铂力特经营情况，对铂力

特开展持续督导工作

6

督导上市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遵守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

的业务规则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并切实履行其所做

出的各项承诺

在持续督导期间，保荐机构督导铂力特

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遵守法律、

法规、部门规章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的业

务规则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切实履行其所做

出的各项承诺

7

督导上市公司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公司治理

制度，包括但不限于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议

事规则以及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行为规范

等

保荐机构督促铂力特依照相关规定健

全完善公司治理制度，并严格执行公司治理

制度

8

督导上市公司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内控制度，

包括但不限于财务管理制度、会计核算制度和内部

审计制度，以及募集资金使用、关联交易、对外担

保、对外投资、衍生品交易、对子公司的控制等重

大经营决策的程序与规则等

保荐机构对铂力特的内控制度的设计、

实施和有效性进行了核查，铂力特的内控制

度符合相关法规要求并得到了有效执行，能

够保证公司的规范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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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工作内容 持续督导情况

9

督导上市公司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信息披露

制度，审阅信息披露文件及其他相关文件，并有充

分理由确信上市公司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交的文

件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保荐机构督促铂力特严格执行信息披

露制度，审阅信息披露文件及其他相关文件

10

对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文件及向中国证监会、

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交的其他文件进行事前审阅，对

存在问题的信息披露文件及时督促公司予以更正

或补充，公司不予更正或补充的，应及时向上海证

券交易所报告；对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文件未进行

事前审阅的，应在上市公司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后五

个交易日内，完成对有关文件的审阅工作，对存在

问题的信息披露文件应及时督促上市公司更正或

补充，上市公司不予更正或补充的，应及时向上海

证券交易所报告

保荐机构对铂力特的信息披露文件进

行了审阅，不存在应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

报告的情况

11

关注上市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上海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或者被上海证券交易所

出具监管关注函的情况，并督促其完善内部控制制

度，采取措施予以纠正

2020年 1-6 月，铂力特及其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未

发生该等事项

12

持续关注上市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等

履行承诺的情况，上市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等未履行承诺事项的，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

告

2020 年 1-6 月，铂力特及其控股股东

不存在未履行承诺的情况

13 关注公共传媒关于上市公司的报道，及时针对 2020 年 1-6 月，经保荐机构核查，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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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工作内容 持续督导情况

市场传闻进行核查。经核查后发现上市公司存在应

披露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与披露的信息与事实不

符的，及时督促上市公司如实披露或予以澄清；上

市公司不予披露或澄清的，应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

所报告

力特不存在应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

的情况

14

发现以下情形之一的，督促上市公司做出说明

并限期改正，同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一）

涉嫌违反《上市规则》等相关业务规则；（二）证

券服务机构及其签名人员出具的专业意见可能存

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涌等违法违规情

形或其他不当情形；（三）公司出现《保荐办法》

第七十一条、第七十二条规定的情形；（四）公司

不配合持续督导工作；（五）上海证券交易所或保

荐人认为需要报告的其他情形

2020 年 1-6 月，铂力特未发生相关情

况

15

制定对上市公司的现场检查工作计划，明确现

场检查工作要求，确保现场检查工作质量。上市公

司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保荐机构、保荐代表人应

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之日起 15日内进行专项现

场核查：（一）存在重大财务造假嫌疑；（二）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

员涉嫌侵占上市公司利益；（三）可能存在重大违

规担保；（四）资金往来或者现金流存在重大异常；

（五）上海证券交易所或者保荐机构认为应当进行

现场核查的其他事项。

2020 年 1-6 月，铂力特不存在需要专

项现场检查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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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发现的问题及整改情况

无。

三、重大风险事项

公司目前面临的风险因素主要如下：

（一）核心竞争力风险

近年来，增材制造新技术不断取得突破，表现为新的增材制造工艺诸如液态

金属的喷墨打印、粉末床熔融和粘结剂喷射混合工艺的高速成型、选择性隔离烧

结、连续液面生长、多射流熔融等一批新工艺、新技术获得突破；增材制造专用

材料种类逐渐增多；增材制造装备性能不断升级。随着增材制造技术的发展，应

用面的扩大，技术的升级迭代加快，不同技术之间的竞争加剧，技术创新和新产

品开发仍是行业竞争的关键。公司在增材制造领域具有深厚的技术积累，并紧跟

国际先进技术的发展趋势，但若公司未能持续保持技术先进性和不断开发新的更

高品质的产品，可能面临公司竞争力下降，后继发展乏力的风险。

（二）经营风险

1.下游客户领域较为集中的风险

目前，增材制造技术发挥的主要空间是个性化定制产品的小批量生产，或者

是生产对于传统制造技术来说非常复杂的产品，如：功能集成性零件、拓扑优化

异形零件等。制造企业是否采用 3D打印技术，还需要综合考虑产品在整个生命

周期的价值传递作用，这种作用在航天航空工业中体现的比较明显。虽然航空航

天等重要应用领域在国内外的增材制造的发展中都起着引领性的作用，但是就目

前的情况而言，增材制造在其整体制造体系中的占比还较为有限，若该领域增材

制造应用成长速度不及预期，或由于公司产品质量、行业竞争等因素流失主要客

户，将对公司的经营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2、增材制造装备关键核心器件依赖进口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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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工业级增材制造装备核心器件严重依赖进口的问题依然较为突出。增材

制造装备核心器件，如高光束质量激光器及光束整形系统、高品质电子枪及高速

扫描系统、大功率激光扫描振镜、动态聚焦镜等精密光学器件、阵列式高精度喷

嘴/喷头等严重依赖进口，公司进口核心元器件主要为激光器及扫描振镜。公司

设备的部分核心器件对国外品牌存在一定的依赖性。若上述核心器件受出口国贸

易禁用、管制等因素影响，导致公司无法按需及时采购，将对公司的生产经营产

生不利影响。

（三）行业风险

增材制造是制造业有代表性的颠覆性技术，集合了信息网络技术、先进材料

技术与数字制造技术，是先进制造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增材制造技术的

应用领域逐步拓宽，越来越多的企业将其作为技术转型方向，用于突破研发瓶颈、

解决设计难题或直接生产最终零部件，助力智能制造、绿色制造等新型制造模式，

增材制造已经从研发转向了产业化应用，尽管如此，增材制造的技术成熟度还不

能同减材、等材等传统制造技术相比，仍需要从科学基础、工程化应用到产业化

生产等环节开展大量基础性研究工作。增材制造产业处于快速发展期，但应用成

本相对较高，应用范围相对较窄，整体产业规模相对于传统制造规模依旧较小。

此外，目前我国尚未建立起涵盖设计、材料、工艺设备、产品性能、认证检测等

在内的完整的增材制造标准体系。行业标准的缺失，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增材制造

技术成果的累积、固化和推广应用，未能架起技术和产业衔接的桥梁，减缓了产

业发展进程。因此，若增材制造应用领域市场的成长速度和所需发展周期不及预

期，将对公司未来业务的发展和盈利能力的增长速度带来一定的影响。

（四）宏观环境风险

公司设备的部分核心器件对国外品牌存在一定的依赖性。若受出口国贸易禁

用、未来国际贸易形势严峻，不排除公司下游客户的产品/设备受到影响，将对

公司的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扩散性，可能导致全球经济

发展停滞，从而对公司经营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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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重大违规事项

2020年 1-6月，公司不存在重大违规事项。

五、主要财务指标的变动原因及合理性

2020年 1-6月，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如下所示：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1－6 月）
上年同期数 变动幅度（%）

营业收入 64,440,032.02 106,903,426.66 -39.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286,288.39 -2,332,929.76 -298.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0,791,859.92 -6,526,134.36 -218.5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4,070,190.49 -3,279,320.33 529.06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变动幅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053,239,991.77 1,069,466,987.55 -1.52

总资产 1,420,961,084.96 1,479,704,707.32 -3.97

2019年度，公司主要财务指标如下表所示：

项目
本报告期

（1－6 月）
上年同期数 变动幅度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2 -0.04 -20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2 -0.04 -200.00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

益（元/股）

-0.26 -0.11 -136.3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87 -0.59 减少0.28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

资产收益率（%）

-1.95 -1.65 减少0.30个百分点

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 39.38 13.55 增加25.83个百分点

2020年 1-6月，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及指标变动的原因如下：

1、本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6,444.00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4,246.34

万元，降幅 39.72%。主要系受 2020年上半年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虽积极采取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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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应对，但客户延期复工，业务开展及订单受到一定程度影响所致。

2、本报告期内，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及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分别为-928.63万元、-2,079.19万元，分别较上年同期下降 695.34万

元、1,426.57万元，降幅分别为 298.05%、218.59%。主要系营业收入下降所致。

3、本报告期内，公司实现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407.0 2万元，较

上年同期增长 1,734.9 5万元，涨幅 529.06%。主要系经营收款增加所致。

4、本报告期内，公司实现基本每股收益及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

收益分别为-0.12元／股、-0.26元／股，分别较上年同期下降 0.08元／股、0.15

元／股，降幅分别为 200%、136.36%。主要系本报告期亏损增加以及本期股本

增加所致。

5、本报告期内，公司实现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及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分别为-0.87%、-1.95%，分别较上年同期下降 0.28个百分

点、0.30个百分点。主要系本报告期亏损增加所致。

6、本报告期内，公司实现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 39.38%，较上年同期

增长 25.83个百分点。主要系公司虽然因受疫情的影响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有所

下降，但仍然加大研发投入所致。

综上，公司 2020年 1-6月主要财务数据及财务指标变动具有合理性。

六、核心竞争力的变化情况

公司一直专注主业，致力于金属增材制造技术研究，作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企

业，拥有国家级金属增材制造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省级企业技术中心、

陕西省金属增材制造工程研究中心，担任全国“增材制造产业联盟联盟”的副理事

长单位。公司承担多个国家级科研项目和课题，包括“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智

能制造”、“工业强基工程”等，取得一系列科技成果，培养一大批科技人才。不

断的技术创新是公司快速发展强有力的驱动，促使公司增材制造技术保持领先，

装备、产品、技术服务质量不断提升，目前，已形成大量提升装备精度、稳定性、

产品性能、批次稳定性以及智能化控制生产全流程的行业领先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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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的核心竞争力体现在研发、规模、原料采购及技术，管理团队及品牌等

方面，在 2020年 1-6月未发生不利变化。

七、研发支出变化及研发进展

为了保证公司能够不断进行技术创新，保持产品和服务的技术领先水平，维

持公司的市场竞争优势，公司持续进行研发投入。2020年 1-6月，公司研发投入

2,537.58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75.21%；研发投入占收入比例达到 39.38%，与

上年同期相比增加 25.83个百分点。

公司是国内较早开展增材制造技术研究，并快速开展产业化形成国内规模最

大产业化基地的企业，核心技术主要来源于自主创新研发，并经过不断开拓新技

术，坚持持续的试验验证优化以及工业化应用考核，不断形成新的研发成果保持

核心技术的先进性。目前已经形成一系列装备集成、工艺技术、提升成形质量、

效率、精度等行业领先核心技术。在报告期内继续加大技术研发创新力度，在进

行原核心技术基础上，进行了大量优化提升。

截止至 2020年 6月 30日，公司获得授权专利 134项（其中发明专利 47项）；

完成钛合金粉末材料应用验证，进行批量化生产建设；同时在设备操作便利性及

整体使用效率方面有明显提高；针对设备稳定性，在成形过程质量检测、工况稳

定性控制、设备结构稳定性，粉尘扩散制约等方面实现更优方案；实现大尺寸四

光束激光选区熔化装备 BLT-S500系列以及 BLT-S600装备对外发售。

八、新增业务进展是否与前期信息披露一致

不适用。

九、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及是否合规

截至 2020年 6月 30日止,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如下:

项目 金额（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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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7 月 16 日募集资金到账金额 608,803,773.58

减：支付其他发行费用 7,090,233.35

减：以募集资金置换已支付发行费用 3,044,339.62

减：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3,336,000.00

减：2019 年 7 月 27 日至 2020 年 06 月 30 日募投项目支出 115,022,502.33

减：闲置募集资金投资理财支出 410,000,000.00

减：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 50,000,000.00

加：闲置募集资金结构性存款利息收入 14,956,930.56

加：活期存款利息收入扣除手续费净额 598,918.38

2020 年 6 月 30 日募集资金余额 35,866,547.22

截至 2020年 6月 30日，铂力特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

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

板股票上市规则（2019年 4月修订）》、《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

办法（2013年修订）》等法规和文件的规定，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和专项

使用，并及时履行了相关信息披露义务，募集资金使用不存在违反相关法律法规

的情形。

十、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持股、质

押、冻结及减持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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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20年 6月 30日，铂力特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公司股份的情况如下：

序

号
姓名 职务

直接持股数量

（股）

间接持股数量

（股）

合计持股数量

（股）

合计持股占比

（%）

2020 年 1-6 月的质

押、冻结及减持情况

1 薛蕾 董事长、总经理 3,563,855 2,103,845 5,667,700 7.08 无

2 黄卫东 首席科学家、董事 - 6,714,360 6,714,360 8.39 无

3 折生阳 董事 17,441,190 - 17,441,190 21.8 无

4 雷开贵 董事 2,753,873 - 2,753,873 3.44 无

5 刘健 董事 - 962 962 - 无

6 王家彬 董事 - - - - 无

7 张凯 董事 - - - - 无

8 戴秀梅 独立董事 - - - - 无

9 郭随英 独立董事 - - - - 无

10 强力 独立董事 - - - - 无

11 曾建民 独立董事 - - - - 无

12 宫蒲玲 监事会主席 - - - - 无

13 李萍 监事 - - - - 无

14 胡桥 职工代表监事 - 25,243 25,243 0.03 无

15 贾鑫 副总经理、销售总监 863,913 - 863,913 1.08 无

16 赵晓明 副总经理、总工程师 863,913 - 863,913 1.08 无

17 杨东辉 副总经理 863,913 - 863,913 1.08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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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姓名 职务

直接持股数量

（股）

间接持股数量

（股）

合计持股数量

（股）

合计持股占比

（%）

2020 年 1-6 月的质

押、冻结及减持情况

18 喻文韬 副总经理 - - - - 无

19 梁可晶 副总经理、财务总监 - - - - 无

20 崔静姝 董事会秘书 - - - - 无

21 李东 产品开发部主管 - 25,243 25,243 0.03 无

22 贺峰 产品开发部副部长 - 25,243 25,243 0.03 无

23 袁佐鹏 设备研发部软件主管 - 17,211 17,211 0.02 无

24 王石开 设备研发部部长助理 - - - - 无

铂力特无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为黄卫东、折生阳和薛蕾。2020年 1-6月，铂力特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

截至 2020年 6月 30日，铂力特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和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有的铂力特股份均不存在质押、冻结及减

持的情形。



13

十一、上海证券交易所或保荐机构认为应当发表意见的其他事项

截至本持续督导跟踪报告出具之日，不存在保荐机构认为应当发表意见的其

他事项。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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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西安铂力特增材技术股

份有限公司 2019年度持续督导跟踪报告》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签名：

陈彦斌 李旭东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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