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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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半度持续督导跟踪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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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半年度，中信建投证券对铂力特的持续督导工作情况总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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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半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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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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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半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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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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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工作内容 持续督导情况 

的督导措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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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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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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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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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工作内容 持续督导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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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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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半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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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半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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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半年度，经保荐机构核查，铂力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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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半年度，铂力特未发生相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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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工作内容 持续督导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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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半年度，铂力特不存在需要专项现

场检查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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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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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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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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增材制造装备关键核心器件依赖进口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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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存在对进口产品的依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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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时期

内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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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已着

手进行国产化替代产品研制及应用，将降低对此的负面影响。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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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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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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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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政治趋势会影响税率，会直接影响我公司出口

业务。 

（六）收入季节性波动风险 

公司业务主要面向航空、航天制造业。因客户行业特点造成上述业务合同的

取得多集中在下半年，加之公司 3D 打印定制化产品和 3D 打印自研设备生产周

期的原因，交付也是下半年较多。因此，公司经营业绩存在季节性波动风险，投

资者不能仅依据公司季度收入波动预测全年收入情况。 

（七）应收账款坏账风险 

报告期末，公司应收账款及应收票据账面价值分别为 27,729.77 万元、

5,022.92 万元，占期末总资产的比例为 15.96%、2.89%。公司应收账款金额较大，

主要是由于营业收入快速增长及下游客户资金结算的特点所致。尽管公司主要客

户多为国内大型集团公司及其下属单位、科研院所等，资信状况良好，且报告期

内公司实际发生坏账损失较少，但仍存在部分账款无法收回的风险。若公司客户

的信用状况发生不利变化，应收账款的可回收性将受到负面影响，公司的资产状

况、利润情况和资金周转也可能会受到不利影响。 

四、重大违规事项 

2021 年半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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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半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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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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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收入 143,534,400.65 64,440,032.02 122.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8,854,211.83 -9,286,288.39 不适用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88,860,722.39 -20,791,859.93 不适用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1,829,397.56 14,070,190.49 不适用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157,849,594.26 1,161,754,090.34 -0.34 

总资产 1,736,729,083.33 1,678,775,457.42 3.45 

2021 年半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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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99 -0.12 不适用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99 -0.12 不适用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

收益（元/股） 
-1.11 -0.26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77 -0.87 减少 5.90 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

净资产收益率（%） 
-7.63 -1.95 减少 5.68 个百分点 

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 34.76 39.38 减少 4.62 个百分点 

2021 年半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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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53.44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 7,909.44

万元，增幅 122.74%。主要系公司产能扩大及市场推广力度加大，同时受疫情的

影响减少，3D 打印定制化产品和 3D 打印自研设备的营业收入普遍实现增长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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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85.42 万元、-8,886.07 万元，分别较上年同期下降 6,956.79

万元、6,806.89 万元。主要系公司 2020 年度 11 月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股份支付费

用所致。 

3、本报告期内，公司实现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7,182.94 万元，较

上年同期下降 8,589.96 万元。主要系公司扩大经营规模及采购原材料支付款项增

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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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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益为-0.99 元／股、-1.11 元／股。主要系公司 2020 年度 11 月授予限制性股票

的股份支付费用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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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6.77%、-7.63%，均较上年同期有所下降。主要系公司

2020 年度 11 月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股份支付费用所致。 

6、本报告期内，公司研发投入总额 4,989.92 万元，占营业收入的比例 34.76%，

研发投入总额较上年同期增长 96.64%，但由于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大幅增长，

导致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下降 4.62 个百分点。 

综上，公司 2021 年半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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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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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实现钛合金粉末、高温合金材料应用验证以及批量化生产线

正式投产；同时有多项装备以及工艺技术研发成果直接应用于装备性能提升以及

产品工艺优化，完成大尺寸多光束激光选区熔化装备 BLT-S800 研发，BLT-S1000

设备已经达到稳定生产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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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半年度未发生不利变化。 

七、研发支出变化及研发进展 

公司坚持以客户为中心、市场为导向，以研发创新为公司发展的驱动力。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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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在研发上持续保持高投入，不断进行技术积累并保持持续的科研创新能力。本

报告期内，公司研发投入总额 4,989.92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96.64%。主要系

报告期公司继续加大研发投入，研发人员数量及其薪酬和研发活动直接投入增长

所致。 

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公司累计申请专利 341 项，拥有授权专利 180 项，

其中发明专利 56 项，实用新型专利 107 项，外观设计专利 17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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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6月30日止,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如下: 

项目 金额（人民币元） 

2021 年 1 月 1 日募集资金账户余额 94,931,403.90 

本年募集资金金额 0.00 

减：募投项目进度款 170,982,545.63 

减：临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50,000,000.00 

减：闲置募集资金投资理财支出 660,000,000.00 

加：收回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70,000,000.00 

加：理财本金赎回 760,000,000.00 

加：闲置募集资金结构性存款利息收入 2,498,750.01 

加：利息收入扣除手续费净额 242,325.42 

2021 年 06 月 30 日募集资金余额 46,689,933.70 

截至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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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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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技术人员的

持股、质押、冻结及减持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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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铂力特无控股股东，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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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1年半年度的质

押、冻结及减持情况 

1 薛蕾 董事长兼总经理 3,563,855 2,109,582 5,673,437 7.09 无 

2 黄卫东 董事  6,714,360 6,714,360 8.39 无 

3 折生阳 董事 17,441,190  17,441,190 21.80 无 

4 雷开贵 董事 2,065,405  2,065,405 2.58 无 

5 张凯 董事      

6 杨安庆 董事      

7 乔昆 董事      

8 戴秀梅 独立董事      

9 郭随英 独立董事      

10 强力 独立董事      

11 曾建民 独立董事      

12 宫蒲玲 监事会主席      

13 董思言 职工代表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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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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1年半年度的质

押、冻结及减持情况 

14 马转转 监事      

15 
李萍    

（离任） 
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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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杨东辉 副总经理 863,913  863,913 1.08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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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喻文韬 副总经理      

20 梁可晶 副总经理、财务总监      

21 崔静姝 董事会秘书      

22 李东 生产部部长助理  25,243 25,243 0.03 无 

23 贺峰 产品开发部副部长  25,243 25,243 0.03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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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王石开 设备研发部副部长      

26 胡桥 产品开发部部长  25,243 25,243 0.03 无 

铂力特无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为黄卫东、折生阳和薛蕾。2021 年上半年度，铂力特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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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铂力特无控股股东，公司实际控制人和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技术人员持有的铂力特股份均

不存在质押、冻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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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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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