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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博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和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关于请做好博杰股份公开发行可转债发审委会议准备

工作的函>之回复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或“民生证券”）于近日收悉

贵会发行监管部出具的《关于请做好博杰股份公开发行可转债发审委会议准备工

作的函》（以下简称“告知函”），在收悉《告知函》后，珠海博杰电子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公司”、“发行人”、“上市公司”或“博杰股份”）会同民生证券、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会计师”或“审计机构”）、北京

德恒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律师”）及时对告知函所涉及问题进行认真研究和核

查，现回复如下： 

说明： 

一、如无特别说明，本反馈意见回复中的简称与《珠海博杰电子股份有限公

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中的简称具有相同含义。 

二、本反馈意见回复中部分合计数与各加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有差异，

这些差异是由四舍五入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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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业绩波动。发行人 2020 年上市，上市当年营业收入及净利润大幅增

加，2020 年全年及 2021 年 1-3 月扣非归母净利润分别为 32,212.01 万元和

7,572.69 万元。请发行人：（1）结合行业形势变化说明 2021 年业绩较 2020

年变动的原因及合理性；（2）与同行业上市公司变动趋势对比是否保持一致，

差异原因及合理性。请保荐机构进行核查并发表核查意见。 

回复： 

一、结合行业形势变化说明 2021年业绩较 2020年变动的原因及合理性 

2021年第一季度及 2020年第一季度营业收入及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

母公司股东净利润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年 1-3月 2020年 1-3月 变动率 

营业收入 32,642.73 18,412.19 77.29%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

母公司股东净利润 
7,572.69 3,714.67 103.86% 

2021 年 1-3 月的营业收入和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

同比实现较快增长，主要原因系： 

1、国家产业政策大力支持，自动化设备市场前景广阔 

为推进工业自动化进程，发挥我国智能制造的竞争优势，自动化设备制造业

的发展受到了国家大力支持，我国政府先后推出一系列鼓励政策支持自动化设备

制造业的发展。《中国制造 2025》中强调，加快推进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技术

融合发展，着力发展智能装备和智能产品，重点建设智能工厂/数字化车间，全

面提升企业研发、生产、管理和服务的智能化水平。《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

三个五年规划纲要》中提出“实施制造强国战略，加快发展新型制造业，加快发

展智能制造关键技术装备”。2017 年至今，国家相关部门先后推出《“十三五”

先进制造技术领域科技创新专项规划》《高端智能再制造行动计划（2018-2020

年）》《国家智能制造标准体系建设指南（2018 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等政策，指出要适应

工厂智能化趋势，加快推进智能制造，加速我国工业化和信息化的深度融合，突

破我国高端智能再制造关键技术，实现智能工厂工程化及产业化，深入实施质量

提升行动，推动制造业产品“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由此可见，随着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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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部门对自动化设备制造行业的高度重视以及行业政策对自动化设备行业发

展的大力支持，自动化设备制造厂商的发展前景广阔。 

2、消费电子行业市场需求旺盛，为公司业务持续增长提供了市场基础 

随着社会数字化、网络化、信息化、智能化快速发展及居民消费升级转型，

促进了国民经济各行业电子化、数字化程度加深，相关电子产品市场需求迅速扩

大，推动了电子产品制造商的产能扩张及制造升级，进一步加快了电子产品自动

化设备需求的释放。下游消费电子、汽车电子、医疗电子、工业电子等产品以及

半导体测试行业的市场需求迅猛增长是近几年电子行业自动化设备快速发展的

主要推动力。根据 IDC数据显示，在智能手机领域，受到新冠疫情及换机周期拉

长等因素影响，2020年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由 2019年的 13.73亿部下降至 12.92

亿部，同比下降 5.90%，但 iPhone、小米和 VIVO分别实现逆市同比增长 7.9%、

17.68%、1.45%。而随着 5G 的全面商用以及国家政策的大力推动，未来 5G 手机

渗透率将持续提升，推动新一轮换机周期出现，预计 2020-2023年全球智能手机

出货量将恢复正增长区间，未来五年（2019-2023）年均复合增速有望达近 2%。

在可穿戴设备领域，2020年全球第三季度可穿戴设备出货量同比增长 35.1%，达

到 1.25 亿台。未来，在下游应用市场需求持续增加，以及消费电子市场规模持

续扩大的背景下，针对消费电子产品自动化设备的市场需求及产品性能要求也将

持续增加，下游用户要求的提升和需求的增加，为消费电子行业自动化设备制造

行业带来了广阔的市场前景。 

3、主要客户为下游行业知名企业、市场竞争力强，主要客户业绩稳步增长

及与公司的深入合作，导致下游客户对公司产品需求增长 

公司深耕行业多年，凭借优质的产品质量、高效的生产能力、良好的研发实

力及全面的售后服务，与下游相关行业的多家国际知名企业保持长期稳定的合

作，其中包括苹果、微软、思科、高通和谷歌等全球著名高科技公司，以及鸿海

集团、广达集团、仁宝集团、和硕集团和比亚迪等全球著名电子产品智能制造商，

其主要产品占据了高端消费电子产品市场较大的份额。主要客户自身业绩增长及

与公司的深入合作，导致对公司产品需求稳步增长。 

以苹果公司为例，2018财年至 2020财年，苹果公司销售收入分别为 2,655.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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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美元、2,601.74亿美元及 2,745.15亿美元，最近三个财年苹果公司收入整体

呈上升趋势。报告期内，公司对苹果公司的销售收入分别为 13,401.25 万元、

13,014.62万元、36,857.87万元和 5,496.38 万元，整体呈上升趋势。由此可见，

发行人对苹果公司业务量增长具有可持续性。具体到 2021 年第一季度来说，公

司业绩同比实现快速增长，主要原因系：一方面，苹果新品在 2021 年第一季度

的持续较好销量以及原产品产线持续扩产，公司 2021 年第一季度销售给苹果及

其代工厂商的射频测试设备、电学测试设备、组装设备等同比实现较快增长，导

致当期销售给苹果及其代工厂商的收入同比增长 10,172.39 万元,增长率为

125.22%。另一方面，思科及其代工厂商、风华高科等其他客户自身业务增长，

对公司测试及组装设备需求增加，进而在一定程度上推动公司业绩增长。 

4、稳步增加的研发投入、强大的技术储备以及能够持续研制出满足市场需

求新设备产品的能力是公司业绩增长的重要保障 

公司作为我国智能制造的先行者、践行者，专注于工业自动化设备与配件的

研发、生产和销售，致力于为客户提供自动化测试和自动化组装一站式解决方案。

长期以来，一直坚持技术驱动市场发展战略，紧密关注行业的核心技术发展动态，

及时获取前沿技术信息，在技术和产品的研发上具有较强的前瞻性，技术领域覆

盖了射频、声学、电学、光学等，并在自动化测试及自动化组装领域形成了一套

完整体系。报告期内，发行人研发投入分别为 7,489.61万元、9,836.98万元、

12,614.75 万元和 3,427.26 万元。截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公司拥有研发及技

术服务人员 852人，并已取得 323项专利和 142项软件著作权。最近三年，公司

已完成和已立项的在研项目超过 120个。公司在产品研发和技术成果转化上均具

备良好的基础。 

公司将技术创新作为业务升级的核心驱动力，产品研发以市场需求为导向，

公司以下游客户生产过程中尚未实现自动化的测试或生产工序作为研发重点，将

半自动化、全自动化和智能化作为产品的研发目标，解决客户生产过程中的低效

率、高成本、高损耗等痛点问题，不断研制出适销对路的新设备为公司持续获取

新的业绩增长点。 

因此，发行人稳步增加的研发投入、强大的技术储备以及能够持续研制出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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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市场需求新设备产品的能力是公司业绩增长的重要保障。 

另外，2020 年 1-3 月新冠疫情导致公司一段期间停工停产，对当期收入增

长产生抑制影响，进而对 2021年 1-3月收入同比体现较高增长产生积极影响。 

综上所述，发行人 2021年第一季度业绩较 2020年同比实现增长符合下游行

业发展及公司业务实际经营情况，具有合理性。 

二、与同行业上市公司变动趋势对比是否保持一致，差异原因及合理性 

2020年度，发行人与同行业上市公司收入变动对比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公司名称 2020年度 2019年度 变动率 

长园集团 233,060.77 127,229.38 83.18% 

赛腾股份 202,836.96 120,551.28 68.26% 

精测电子 207,652.36 195,073.20 6.45% 

长川科技 80,382.93 39,883.41 101.54% 

均值 180,983.26 120,684.32 64.86% 

本公司 137,596.47 82,494.00 66.80% 

注：1、长园集团数据为与公司业务可比的消费类电子及其他领域智能设备板块业务收

入；2、以上数据来源于上市公司公开披露信息。 

2021年 1-3月，发行人与同行业上市公司收入变动对比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公司名称 2021年 1-3月 2020年 1-3月 变动率 

长园集团 122,619.73 76,334.27 60.64% 

赛腾股份 31,369.01 25,632.08 22.38% 

精测电子 59,465.01 30,393.73 95.65% 

长川科技 29,480.83 11,320.87 160.41% 

均值 60,733.65 35,920.24 84.77% 

本公司 32,642.73 18,412.19 77.29% 

注：1、长园集团 2021 年 1-3月数据未将收入按照业务板块进行分类，因此上述数据为

长园集团整体收入情况；2、以上数据来源于上市公司公开披露信息。 

发行人和同行业上市公司同属于自动化设备企业，但由于定制化特点，各家

公司具体产品规格、型号、功能和应用场景差异较大，且面对的客户、服务的具

体终端产品或对应的具体产品功能存在差异。因此，受不同客户产品更新换代周

期差异、具体产品功能技术的变动差异等影响，不同期间客户设备订单需求量的

波动存在一定的差异，进而导致同行业上市公司不同期间的收入变动趋势及幅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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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不一致。2020 年、2021 年 1-3 月，发行人销售收入与同行业上市公司平均

收入的变动率相当，不存在重大差异。 

三、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针对上述事项，保荐机构履行了如下核查程序： 

1、查阅发行人销售收入管理表、访谈发行人相关人员、查阅行业发展相关

资料等，分析发行人业绩变动的原因及合理性； 

2、查阅同行业上市公司年报、季报等公开披露信息，核查发行人收入变动

趋势与同行业上市公司是否保持一致。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发行人 2021年业绩较 2020年变动主要系国家产业

政策支持、下游行业需求旺盛和稳步增加的研发投入、强大的技术储备以及能够

持续研制出满足市场需求新设备产品的能力，其业绩增长符合行业形势变化和发

行人实际经营情况，具有合理性；发行人收入变动趋势与同行业上市公司情况相

当，不存在重大差异，具有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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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珠海博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关于请做好博杰股份

公开发行可转债发审委会议准备工作的函>之回复》之盖章页） 

 

 

 

 

 

 

 

 

珠海博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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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关于请做好博杰股份公开

发行可转债发审委会议准备工作的函>之回复》之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                                     

    王  虎                魏雄海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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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机构董事长声明 

本人已认真阅读珠海博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本次告知函之回复的全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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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知函之回复不存在虚假记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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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长： 

                         

冯鹤年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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