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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券交易所： 

贵所于 2021 年 3 月 22 日出具的《关于湖南金博碳素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

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以下简称“审核中心意见落

实函”）已收悉。湖南金博碳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博股份”、“发行人”

或“公司”）与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或“保荐人”）等

相关方已就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中提到的问题进行了逐项落实并回复，并对申请

文件进行了相应的补充。 

本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回复中所使用的术语、名称、缩略语，除特别说明外，

与其在《湖南金博碳素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

书》中的含义相同。 

类别 字体 

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所列问题 黑体（不加粗） 

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问题回复 宋体（不加粗） 

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回复时募集说明书补充、修订披露内容 楷体（不加粗） 

本次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回复修订、募集说明书修订内容 楷体（加粗） 

 

  



 

8-1-3 

问题：请发行人按照《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43 号—

—科创板上市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证券募集说明书》的规定，全面梳理“重大

事项提示”各项内容，突出重大性，增强针对性，强化风险导向，删除冗余表述，

按重要性进行排序，引用具体数据，定量分析相关风险，并补充、完善以下内容：

（1）公司产品在半导体行业存在市场拓展风险；（2）用于消化募投项目新增产

能的相关合作框架协议的履行存在不确定性的风险。 

问题回复： 

一、重大事项提示修订 

发行人已在募集说明书“重大事项提示”按照《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

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43 号——科创板上市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证券募集说明

书》的规定，全面梳理“重大事项提示”各项内容，突出重大性，增强针对性，

强化风险导向，删除冗余表述，引用具体数据，定量分析相关风险，并按重要性

进行排序的原则进行了相应的修订披露，具体如下： 

“ 

一、不符合科创板股票投资者适当性要求的公司可转债投资者所持本次可

转债不能转股的风险 

公司为科创板上市公司，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参与可转

债转股的投资者，应当符合科创板股票投资者适当性管理要求。如可转债持有人

不符合科创板股票投资者适当性管理要求的，可转债持有人将不能将其所持的可

转债转换为公司股票。 

公司本次发行可转债设置了赎回条款，包括到期赎回条款和有条件赎回条款，

到期赎回价格由董事会（或董事会授权人士）根据发行时市场情况与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协商确定，有条件赎回价格为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如果公司可转债持

有人不符合科创板股票投资者适当性要求，在所持可转债面临赎回的情况下，考

虑到其所持可转债不能转换为公司股票，如果公司按事先约定的赎回条款确定的

赎回价格低于投资者取得可转债的价格（或成本），投资者存在因赎回价格较低

而遭受损失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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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本次发行可转债设置了回售条款，包括有条件回售条款和附加回售条款，

回售价格为债券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如果公司可转债持有人不符合科创板股票

投资者适当性要求，在满足回售条款的前提下，公司可转债持有人要求将其持有

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全部或部分按债券面值加上当期应计利息价格回售给公司，公

司将面临较大可转换公司债券回售兑付资金压力并存在影响公司生产经营或募

投项目正常实施的风险。 

二、公司新增产能消化的风险 

公司主要产品先进碳基复合材料 2020年度产能为 481.61吨，随着公司本次

募投项目、IPO 募投项目以及超募资金投资项目的建成达产，公司主要产品的产

能将进一步扩大，具体如下： 

单位：吨 

项目 2021年预计 2022年预计 2023年预计 

原产线的产能 

（不包括募集资金项目） 
400 400 400 

首发募投项目产能 180 200 200 

首发超募项目产能 250 350 350 

本次可转债项目产能 150 600 600 

产能合计 980 1,550 1,550 

注：公司 IPO募投项目、超募资金建设项目、本次募投项目达产后各年度的预计产能根

据公司各项目建设进度预计。 

若未来国家光伏产业政策、市场供求、行业竞争状况等发生变化导致市场增

速低于预期，则可能面临新增产能无法及时消化的风险。 

三、用于消化募投项目新增产能的相关合作框架协议的履行存在不确定性的

风险 

为保障公司新增产能的消化，公司已与隆基股份（601012）、晶科能源（JKS）、

上机数控（603185）签订长期合作框架协议，具体如下： 

客户名称 
合作框架协

议签订日期 

框架协议金额 

（万元、含税） 

产品平均单价 

（万元/吨、含

税） 

产品重量 

（吨） 

协议期

限（年） 

隆基股份

（601012） 
2020年 12月 160,000 100 1,600 3 

晶科能源 

（JKS） 
2021年 1月 40,000 100 400 2 



 

8-1-5 

上机数控

（603185） 
2021年 1月 50,000 100 500 2 

合计 250,000 - 2,500 - 

注：公司提供的产品主要包括坩埚、导流筒、保温筒等碳/碳复合材料产品，协议条款

约定产品数量主要以金额、件计；根据公司目前产品价格体系及价格变动趋势，基于谨慎性

考虑，公司以平均含税价 100 万元/吨估算，将合同金额转化为产品需求吨数。 

公司上述长期合作框架协议总金额为预估数，实际采购以具体采购订单为准，

可能存在上述长期合作框架协议合作方及其关联公司基于经营策略、行业政策、

市场需求、采购价格等变化而做出调整的情形，最终实现的销售金额可能随市场

情况发生波动，对公司合同有效期各年度的经营业绩影响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 

公司上述长期合作框架协议履行过程中，如遇行业政策调整、市场环境变化、

长期合作框架协议合作方及其关联公司经营策略调整等不可预计或不可抗力因

素的影响，可能会导致无法如期或全部履行，长期合作框架协议存在履行不确定

性的风险。 

四、公司受光伏领域产业政策和景气度影响较大 

目前阶段，发行人的主营业务产品主要为单晶拉制炉热场系统系列产品，主

要应用于光伏晶硅制造领域。报告期内，公司在光伏晶硅制造领域的产品收入及

其占营业收入的比例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年 1-3 月 2020年度 2019年度 2018年度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光伏行

业产品

收入 

19,576.34 98.18% 41,032.87 96.22% 23,042.38 96.20% 17,167.60 95.62% 

报告期内，发行人光伏领域产品销售收入是发行人的主要收入来源。国家对

光伏行业的宏观调控政策和措施将直接影响行业内公司的生产经营，存在因光伏

领域产业政策及景气度发生不利变化，从而对发行人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五、公司产品在半导体行业存在市场拓展风险 

目前阶段，发行人的产品主要应用于光伏行业晶硅制造热场系统，在半导体

行业应用规模较小。报告期内，发行人半导体行业产品销售收入及其占营业收入

的比例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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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项目 
2021 年 1-3月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半导体行业产品收入 145.59 0.73% 698.54 1.64% 203.08 0.85% 140.89 0.78% 

公司报告期内对已通过半导体行业产品认证及应用的客户整体销售收入较

小；对部分其他半导体潜在客户上海硅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奕斯伟硅片

技术有限公司的商务接洽目前处于前期技术交流阶段，业务开拓过程中能否形成

订单存在不确定性。 

半导体行业客户验证周期长、验证项目多、验证成本高，公司产品在半导体

行业存在市场拓展不及预期的风险。 

六、公司毛利率下降的风险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毛利率变动情况如下： 

项目 2021年 1-3月 2020年度 2019年度 2018年度 

主营业务毛利率 62.48% 62.94% 62.30% 69.32% 

公司目前阶段的主要产品为晶硅制造热场系统的核心部件。如果公司未来不

能持续保持产品研发、制备技术领先，或为了更好地占有市场，巩固市场地位，

深化与主要客户的合作关系，秉着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的原则，对产品进行了主

动降价，则存在毛利率下降的风险，从而对发行人的生产经营造成不利影响。 

七、公司主要股东参与本次可转债的认购情况及对公司控制权的影响 

鉴于本次可转债具体发行方案、公司现有股东实行优先配售的比例及具体

发行的时间等事项暂未明确，公司持股 5%以上的主要股东将根据市场情况及具

体方案再确定参与本次可转债的认购。 

公司持股 5%以上的股东是否参与本次可转债的认购对公司控股权的变化不

构成重大影响，不存在控制权变更的风险。假设本次可转债由某一投资者全额

认购且认购的可转债全部转股，该投资者亦不会对实际控制人的控制地位构成

重大不利影响，具体分析如下： 

本次可转债

拟募集资金

金额（万元） 

假设 2021 年 4

月 25日为募集

说明书公告日计

假设本次

可转债全

部转股的

本次可转

债全部转

股后占转

本次发行前

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及

假设本次可转债

全部转股后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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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的转股价格

（元/股） 

股份 

（万股） 

股后股权

比例 

一致行动人

的持股比例 

人及一致行动人

的持股比例 

59,990.19 166.68 359.92 4.31% 18.87% 18.06% 

考虑到股价的波动性，假设实际转股价为 2021 年 4 月 25 日为募集说明书

公告日计算转股价格的 50%，本次可转债全部转股后对公司股本影响金额亦较小，

即使本次可转换债券由某一投资者全额认购且认购的可转债全部转股，该投资

者亦不会对实际控制人的控制地位构成重大不利影响，具体分析如下： 

本次可转债

拟募集资金

金额（万元） 

假设转

股价格 

（元/

股） 

假设本次可

转债全部转

股的股份（万

股） 

本次可转

债全部转

股后占转

股后股权

比例 

本次发行前控

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及一致行

动人的持股比

例 

假设本次可转债

全部转股后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

人及一致行动人

的持股比例 

59,990.19 83.34 719.84 8.26% 18.87% 17.31% 

发行人股本结构分散，截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发行人持股 5%以上的股东

为廖寄乔及其一致行动人益阳荣晟（合计持股 18.87%）、新材料创投（持股

12.73%）、罗京友（持股 5.00%）。上述持有发行人 5%以上的股东新材料创投、

罗京友均为财务投资人，其均出具了不谋求发行人实际控制权的承诺。 

…… 

” 

二、风险补充披露 

发行人已在募集说明书“重大事项提示”和“第三节 风险因素”中，针对

“公司产品在半导体行业存在市场拓展风险”、“用于消化募投项目新增产能的相

关合作框架协议的履行存在不确定性的风险”的表述进行了补充和完善，具体如

下： 

（一）公司产品在半导体行业存在市场拓展风险 

发行人已在募集说明书“重大事项提示”和“第三节 风险因素”中，针对

“公司产品在半导体行业存在市场拓展风险”的表述进行了补充和完善，具体如

下： 

“ 

五、公司产品在半导体行业存在市场拓展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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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阶段，发行人的产品主要应用于光伏行业晶硅制造热场系统，在半导体

行业应用规模较小。报告期内，发行人半导体行业产品销售收入及其占营业收入

的比例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 年 1-3月 2020年度 2019年度 2018年度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半导体行业产品收入 145.59 0.73% 698.54 1.64% 203.08 0.85% 140.89 0.78% 

公司报告期内对已通过半导体行业产品认证及应用的客户整体销售收入较

小；对部分其他半导体潜在客户上海硅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奕斯伟硅片

技术有限公司的商务接洽目前处于前期技术交流阶段，业务开拓过程中能否形成

订单存在不确定性。 

半导体行业客户验证周期长、验证项目多、验证成本高，公司产品在半导体

行业存在市场拓展不及预期的风险。 

” 

发行人在募集说明书“第三节 风险因素”中同步修订了上述风险因素。 

（二）用于消化募投项目新增产能的相关合作框架协议的履行存在不确定

性的风险 

发行人已在募集说明书“重大事项提示”，针对“用于消化募投项目新增产

能的相关合作框架协议的履行存在不确定性的风险”的表述进行了补充和完善，

具体如下： 

“ 

三、用于消化募投项目新增产能的相关合作框架协议的履行存在不确定性的

风险 

为保障公司新增产能的消化，公司已与隆基股份（601012）、晶科能源（JKS）、

上机数控（603185）签订长期合作框架协议，具体如下： 

客户名称 
合作框架协

议签订日期 

框架协议金额 

（万元、含税） 

产品平均单价 

（万元/吨、含

税） 

产品重量 

（吨） 

协议期

限（年） 

隆基股份 2020年 12月 160,000 100 1,600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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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1012） 

晶科能源 

（JKS） 
2021年 1月 40,000 100 400 2 

上机数控

（603185） 
2021年 1月 50,000 100 500 2 

合计 250,000 - 2,500 - 

注：公司提供的产品主要包括坩埚、导流筒、保温筒等碳/碳复合材料产品，协议条款

约定产品数量主要以金额、件计；根据公司目前产品价格体系及价格变动趋势，基于谨慎性

考虑，公司以平均含税价 100 万元/吨估算，将合同金额转化为产品需求吨数。 

公司上述长期合作框架协议总金额为预估数，实际采购以具体采购订单为准，

可能存在上述长期合作框架协议合作方及其关联公司基于经营策略、行业政策、

市场需求、采购价格等变化而做出调整的情形，最终实现的销售金额可能随市场

情况发生波动，对公司合同有效期各年度的经营业绩影响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 

公司上述长期合作框架协议履行过程中，如遇行业政策调整、市场环境变化、

长期合作框架协议合作方及其关联公司经营策略调整等不可预计或不可抗力因

素的影响，可能会导致无法如期或全部履行，长期合作框架协议存在履行不确定

性的风险。 

” 

发行人在募集说明书“第三节 风险因素”中同步增加了上述风险因素。 

 

保荐机构总体核查意见 

对本回复材料中的发行人回复（包括补充披露和说明的事项），本保荐机构

均已进行核查，确认并保证其真实、完整、准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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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湖南金博碳素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湖南金博碳素股份有限

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的回复》之签章页） 

董事长签字：                   

                  廖寄乔 

湖南金博碳素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8-1-11 

声 明 

本人已认真阅读湖南金博碳素股份有限公司本次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回复

的全部内容，确认回复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董事长签字：                   

廖寄乔 

湖南金博碳素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8-1-12 

（本页无正文，为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湖南金博碳素股份有限公司

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的回复》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签名：                                           

胡盼盼                   赵  鹏 

保荐机构董事长签名：                  

周 杰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8-1-13 

声 明 

本人已认真阅读湖南金博碳素股份有限公司本次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回复

报告的全部内容，了解报告涉及问题的核查过程、本公司的内核和风险控制流程，

确认本公司按照勤勉尽责原则履行核查程序，回复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上述文件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及时性承担相应

法律责任。 

保荐机构董事长签名：                  

周 杰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