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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南通星球石墨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半年度持续督导跟踪报告

保荐机构名称：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被保荐公司简称：南通星球石墨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代表人姓名：陈沁磊 联系电话：025-83387744

保荐代表人姓名：石 丽 联系电话：025-83387763

根据《证券法》《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科

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

下简称“华泰联合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南通星球石墨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星球石墨”、“公司”或“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

对星球石墨进行持续督导，并出具本持续督导半年度跟踪报告：

一、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发现的问题及整改情况

无。

二、重大风险事项

公司面临的风险因素主要如下：

（一）核心竞争力风险

1、新产品研发制造风险

公司所处的石墨设备制造行业需不断进行研发上的投入。近年来，下游氯碱、

农药等行业发展迅速，对石墨设备的供应商提出了更高的技术指标要求和新产品

研发制造要求。公司在获得客户的新产品订单前，一般要经过产品性能分析、原

材料定制、工艺设计及调整的过程，需投入较多的人力、物力资源。公司受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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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研发条件和其他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存在新产品研发制造不及预期的风

险，可能导致公司不能按计划完成新产品的开发，或者开发出来的新产品在性能、

质量或成本方面形成劣势，进而影响公司的盈利能力。

2、核心技术泄密、技术人员流失的风险

目前公司的核心技术中部分为专有技术，能够提升石墨合成炉的耐温性能，

未来一段时间，不能排除技术人员违反有关规定向外泄露核心技术或相关核心技

术被他人盗用的可能。石墨设备行业对生产企业及相关人员的从业经验有较高的

要求，丰富的行业经验能够更加有利于为客户设计并交付定制化的产品，因此，

经验丰富的技术人员是公司发展的重要基础。同时，公司专业人才培养周期较长，

在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情况下，公司面对的人才竞争也将日趋激烈，公司存在核

心技术人员流失的风险。随着行业的不断发展，公司对各类人才的需求也不断提

升，如果公司的技术人员大量流失，则可能造成目前进行中的部分在研项目进度

推迟甚至终止，也可能造成研发项目泄密或流失，给公司新产品的开发以及持续

稳定增长带来不利影响，影响到公司的长远发展，可能会使公司在市场竞争中处

于劣势。

（二）经营风险

1、原材料市场价格波动风险

公司的主要产品为石墨合成炉、石墨换热器、石墨塔器等各型号石墨设备及

相关配件。由于原材料成本占营业成本比重较高，原材料价格变动对公司营业毛

利的影响较大。公司的石墨原材料成本为主营业务成本的最重要构成，石墨原材

料市场价格的较大幅度波动会对采购价格产生重大影响，进而影响到公司的生产

成本与经营业绩。

2、毛利率无法长期维持较高水平的风险

未来，公司所处的行业可能会受到宏观经济环境变化、行业政策变化、原辅

材料价格上涨、用工成本上升等不利因素影响，可能导致公司主营业务毛利率水

平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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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产业链拓展延伸的风险

石墨原材料生产项目是公司未来投资项目之一，该项目建成后公司将拥有直

接生产石墨原材料的能力。新建石墨原材料产能是公司围绕石墨设备行业的产业

链并向上游拓展延伸的举措，公司该项业务拓展延伸具有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性，

具体体现如下：在采购方面，公司石墨原材料需要采购大量沥青、煅后焦等原料，

公司目前的供应商中上述原料的厂商较少，对公司控制采购价格产生不利影响；

在生产方面，公司缺乏生产石墨原材料的全过程实践经验，与专业生产石墨原材

料的厂商相比，公司在生产经验上存在一定的不足之处，同时石墨原材料项目运

营过程中的能源消耗较大，对公司生产经营带来一定影响；在市场方面，石墨原

材料的市场价格历史上存在较大幅度的变动，未来一段时间存在继续大幅波动的

可能性，对公司的生产经营情况带来不确定性。

4、产品质量风险

公司的产品是氯碱、农药等下游客户行业高温、高腐蚀等工况的核心设备，

其制造水平与客户产品的可靠性及生产过程的经济效益密切相关。鉴于公司产品

的特殊用途以及客户对产品质量的高要求，未来一旦公司出现重大质量问题，客

户会要求公司在指定时间内进行替换并要求完成整改，也可能导致客户取消后续

订单乃至终止未来的持续合作，最终对公司经营业绩和声誉产生不利影响。

5、外协加工风险

报告期内，公司存在通过委外加工方式获取石墨等原材料的情形。随着未来

石墨原材料的价格可能出现波动以及行业分工逐步细化，公司通过外协加工的产

品规模可能随之增长，假如外协加工服务的采购单价上升，可能会对公司的经营

造成不利影响。

6、下游行业具有周期性的风险

公司下游行业客户主要包括氯碱、农药等基础化工产业，上述行业受到宏观

经济的影响程度较大，与国民经济及国际进出口形势密切相关，具有一定的周期

性波动。如果公司石墨设备扩产项目建成投产后，下游行业的产品市场受到国内

外宏观经济波动影响而出现周期性的不利变化，将导致氯碱、农药等基础化工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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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发展速度减缓、产能扩建受阻，对相关石墨设备的需求量将同步减少，使得公

司产品的销售情况达不到预期，对公司的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7、募投项目实施风险

公司在确定投资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之前对项目必要性和可行性已经进行

了充分论证，但相关结论均是基于当时的市场环境、竞争状况、技术发展状况等

条件做出的。由于宏观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市场情况具有较大不确定性，项目存

在不能达到预期的收入和利润目标的风险。

（三）宏观环境风险

1、行业政策波动风险

就石墨设备所在行业而言，宏观政策在未来一段时间存在调整的可能性，给

公司所处的行业领域带来一定的不确定性，如果失去该类政策的引导、支持，将

对公司长期发展规划带来不利影响。

2、国内疫情防控常态化的风险

国内疫情目前逐渐缓和，随着疫苗的研制成功，国内的经济形势进一步稳定

向好，但全球疫情防控形势仍不容乐观，有常态化防控的趋势，也可能对公司生

产经营带来不确定性。

（四）市场风险

1、市场竞争加剧的风险

随着石墨设备细分行业的不断成熟、市场容量的不断扩大以及其他竞争对手

的进入，石墨设备行业的市场竞争也将会逐步加强，公司的石墨合成炉、换热器

及塔器等产品的平均价格或将呈下降趋势。长期来看，如果公司不能采取有效措

施提升公司产品的附加值或进一步扩大业务规模降低成本，公司将面临市场份额、

毛利率下降的风险。

2、新兴领域市场开拓不及预期的风险

公司开拓的新兴领域主要包括废酸处理、工业高温焚烧及煤化工行业，属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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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营业务划分中的其他行业。尽管公司在废酸领域、工业高温焚烧及煤化工领域

已实现销售，但当下公司开拓的市场尚处导入阶段，若后续行业规范确立落地较

晚、企业安全环保意识提升不够等因素导致国内市场需求开拓不及预期，将影响

公司收入增长潜力，进而影响市场对其估值。

（五）其他重大风险

1、应收账款余额较大的风险

公司应收账款余额因销售规模的扩大而随之增加，随着公司销售规模进一步

扩大，公司应收账款将有进一步增加的趋势。未来若宏观经济形势以及行业发展

前景发生不利变化，个别客户的经营状况产生恶化，公司将存在应收账款难以收

回而发生坏账的风险。

2、所得税优惠政策变化的风险

2018年 11月 30日，公司取得江苏省科学技术厅、江苏省财政厅、江苏省

国家税务局、江苏省地方税务局联合颁发的高新技术企业证书，证书编号：

GR201832005938，有效期 3 年；企业所得税优惠期为 2018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12月 31 日，优惠期内所得税税率按 15%计缴，故公司的企业所得税税率为

15%。若公司未来不能继续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或者国家取消或降低上述税收

优惠政策，将对公司未来的经营业绩产生一定不利影响。

三、重大违规事项

无。

四、主要财务指标的变动原因及合理性

2021年上半年，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及指标如下所示：

单位： 元 币种： 人民币

主要会计数据 本报告期（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营业收入 245,251,216.75 220,938,434.13 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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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3,821,453.18 49,941,247.14 7.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8,315,168.51 45,469,288.87 6.2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132,192.11 88,266,313.90 -108.08

主要会计数据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末增减（%）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148,967,781.97 593,950,850.56 93.44

总资产 1,485,022,116.89 865,151,038.59 71.65

主要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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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5 0.92 -7.6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85 0.92 -7.61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

股收益（元/股）
0.76 0.83 -8.4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00 9.98 减少 3.98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

均净资产收益率（%）
5.39 9.08 减少 3.69个百分点

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

（%）
7.00 6.05 增加 0.95个百分点

上述主要财务数据及指标的变动原因如下：

1、本报告期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增长 11.00%，主要系本期加强市场开拓，

销售增长所致。

2、本报告期，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3,821,453.18元，较上年

同期增长 7.7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8,315,168.51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6.26%。净利润变动主要系营业收入增长、职

工薪酬及研发费用增长等因素综合影响所致。

3、本报告期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7,132,192.11元，较去年同期

变化幅度较大，主要系银行承兑汇票支付长期资产的增加导致银行承兑汇票到期

托收的现金（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现金）减少与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

金增加、支付给职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增加影响所致。

4、报告期末，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较去年同期增长 93.44%，主要

系首发募集资金到账，本报告期盈利形成未分配利润增加及分配股利共同影响所

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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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报告期末，总资产较去年同期增长 71.65%，主要系首发募集资金到账所

致。

五、核心竞争力的变化情况

公司专注于石墨材料深度应用及设备制造领域，是国内领先的石墨设备供应

商，具备完全的研发、生产能力，在技术、品牌、人员、服务上游产业链整合等

方面拥有领先的市场地位。

1、技术优势

报告期内，公司被江苏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认定为“江苏省服务型制造示范企

业”，同时新增参与制定国家标准1项、行业标准1项。公司拥有多项核心技术，

并积极储备代表行业发展趋势的先进技术。其中公司石墨盐酸合成装置余废热高

效回收利用技术有效提升了石墨材料的导热性能，该项技术处于行业领先地位，

根据中国工业防腐蚀技术协会出具的说明，公司的技术产品具有新颖性，综合技

术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实现了合成炉的进口替代，对推动我国石墨化工设备的

整体制造水平具有重大贡献。公司结合行业发展趋势及未来发展规划，深度挖掘

石墨潜力，开展石墨材料深度应用研究，先后储备了石墨材料改进技术、碳纤维

石墨管技术、全石墨化管材等核心技术。石墨材料改进技术提高了石墨的机械强

度和导热性，碳纤维石墨管技术为大型石墨设备的制造打下了基础，全石墨化管

材技术可有效延长设备使用寿命等。公司的技术创新围绕着如何更好地服务客户

有序开展，结合公司产品定制化的特点，为氯碱、有机硅、农药、制药等领域的

客户提供切实的解决方案，同时公司正积极开拓环保废酸、工业高温焚烧等领域

客户，为客户提供更加优质的服务。

2、品牌优势

报告期内，公司深耕石墨设备领域，注重品牌形象的打造和维护，在专业提

供先进石墨设备开发、系统整体解决方案方面积累了丰富的项目经验。公司始终

坚持客户需求为导向，通过全方位提升和优化技术水平、质量水平、管理水平及

售后服务水平，打造国内领先高效节能型石墨制设备制造商的品牌形象，与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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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建立了稳定的业务合作关系。

未来公司将继续加强自有品牌建设，依托技术领先、服务周到的石墨设备产

品系列体系，依托专业化、规模化的制造优势，持续开拓国内外市场，增强公司

盈利能力。

3、人员优势

报告期内，公司核心管理团队经验丰富，在“中国大型石墨设备工匠第一人”

的带领下，形成了有序稳定的中青年人才梯队，其中研发及技术人员增至70人。

包括工艺技术专业、设备技术专业、电仪技术专业、项目建设专业的人员，从而

保证项目在执行过程中可以有不同专业的人才进行较为全面的技术支持。同时，

通过多年经验积累，公司管理团队在石墨设备行业积累了丰富的生产、管理、市

场、技术、服务经验，能够把握行业发展动态趋势，灵活地制定经营发展计划，

增强公司整体经营能力。此外，公司为了吸引、留住优秀人才，进一步健全了公

司激励机制，为公司拥有稳健、优秀的管理团队提供了保障。

4、服务优势

报告期内，公司优化了售后服务体系，在全国石墨设备的主要市场区域设有

专业售后服务工程师，维保服务已逐步形成规模，从而保证客户现场解决设备维

护及保养的服务能力。公司的售后服务能力在提升产品市场竞争优势的同时，已

成为公司重要的盈利点。公司通过加大节能环保技术和产品研发力度，向绿色制

造系统解决方案供应商转变，为客户提供节能诊断、能量系统优化等服务，被江

苏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认定为“江苏省服务型制造示范企业（节能环保服务）”。随

着公司存量客户规模的不断增长，需要对各类型号的石墨设备进行维修与保养的

客户群体不断增加。由于公司销售的主要石墨产品的定制化程度较高，且该类产

品主要用于耐温耐压防腐蚀等关键流程，磨损程度较高，需要定期保养（清洗孔

道或对石墨部件进行重新浸渍等），公司的客户粘性较强。

5、上游产业链整合优势

公司2018年在内蒙古成立材料子公司，未来公司将通过自有资金等方式继续

对该项目进行投入。公司设备生产的主要原材料为石墨方块、石墨圆块等主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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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浸渍剂、五金件、密封件等其他部件。2017年至2018年，受国家环保宏观政

策总体趋严的影响，我国石墨原材料主要产区河北、河南、山东、山西、辽宁等

省份的部分中小碳素企业限产减排，导致石墨原材料供应紧俏。在未来，公司通

过向上游原材料端延伸，将提高公司目前无专用特种石墨自主生产能力，减少公

司石墨原材料的对外依赖与不确定性，提升盈利能力和抗风险能力。满足客户安

全稳定性需求，保持营收稳定增长。

综上所述，2021年上半年度，公司核心竞争力未发生不利变化。

六、研发支出变化及研发进展

1、研发支出及变化情况

2021年上半年度，公司研发费用支出 17,174,643.90元，较 2020年同期研发

费用支出增长 28.56%，占营业收入的 7.00%，与 2020年上半年研发费用率 6.05%

相比有所上升。

2、研发进展

公司坚持实施创新驱动战略，重视研发队伍建设，与中国科学院山西煤炭化

学研究所、吉林大学、上海应用技术大学等科研机构及高校院所展开合作，通过

江苏省余热回收利用石墨系统装置工程研究中心、江苏省防腐节能石墨设备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江苏省企业技术中心以及江苏省工业设计中心等省级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平台，持续优化技术创新能力。报告期内，公司共有在研项目11项，新增

授权专利13项，参与制订的1项国家标准，1项行业标准先后发布并实施。报告期

末，公司合计拥有授权专利148项，其中发明专利38项，不断积累创新成果。

七、新增业务进展是否与前期信息披露一致（如有）

不适用。

八、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及是否合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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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 2021 年 2月 9日出具的《关于同意南通星球

石墨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494号），星

球石墨获准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1,818.33万股，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33.62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61,132.37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实际募集资金

净额为人民币 55,112.07万元。上述资金已全部到位，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对公司本次公开发行新股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于 2021年

3月 19日出具了致同验字（2021）第 332C000112号《南通星球石墨股份有限公

司验资报告》。

截至2021年6月30日，公司以募集资金直接投入募投项目3,236.92万元（含置

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使用不超过48,000.00元的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进行现金管理，2021年半年度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为

58.25万元，募集资金余额为51,975.50万元，其中用于现金管理金额为45,000.00

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金额

2021年 3月 19日实际到账公司募集资金 56,872.34

减：支付的其他发行费用（含置换预先已支付发行费用自筹资金） 1,718.18

减：募投项目支出金额（含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 3,236.92

加：累计利息收入扣除手续费净额 58.25

期末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余额 51,975.50

其中： 专户存款余额 6,975.50

理财产品余额 45,000.00

截至2021年6月30日，募集资金存储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账户类别 存储余额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通分行 408810100100749792 活期 6,966.22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如皋支行 32050164723600005589 活期 9.28

合计 6,975.50

截至 2021年 6月 30日，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已购买但未到期的现金管理产品

及资金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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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人民币万元

2021年4月12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第一届监事会第六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

司在保证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使用最高不超

过人民币48,000万元（含本数）的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用于购买安

全性高、流动性好的投资产品（包括但不限于结构性存款、通知存款、定期存款、

大额存单、存托凭证等），使用期限不超过12个月。在前述额度及期限范围内，

资金可以循环滚动使用。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及保荐机构华泰联合对该事项均

发表了同意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4月14日刊登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www.sse.com.cn）的《南通星球石墨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

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02）。

2021年4月26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和第一届监事会第七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自筹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2,942.74万元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已支付发

行费用。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及保荐机构华泰联合对该事项均发表了同意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年 4月 27日刊登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银行名称 产品名称 金额 起息日 到期日 期限 预期年化 收益类型

兴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南通

分行

兴业银行企业金融

人民币结构性存款
17,900.00 2021-4-16 2021-7-15 三个月 3.15%

保本浮动

收益型

兴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南通

分行

兴业银行企业金融

人民币结构性存款

产品（开放式）

2,000.00 2021-4-21 2021-7-20 三个月 2.1%
保本浮动

收益型

兴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南通

分行

兴业银行企业金融

人民币结构性存款
15,000.00 2021-5-25 2021-8-23 三个月 3.25%

保本浮动

收益型

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如皋支行

单位结构性存款 9,500.00 2021-4-15 2021-7-15 三个月 3.6%
保本浮动

收益型

华泰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信益第 21061
号（GC001）收益

凭证

600.00 2021-4-16 2021-7-23 98天 3.53%
保本浮动

收益型

合计 45,000.00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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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sse.com.cn）的《南通星球石墨股份有限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

的自筹资金公告》（公告编号：2021-008）。

2021年4月26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和第一届监事会第七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

公司使用5,000.00万元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及保

荐机构华泰联合对该事项均发表了同意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4月27

日刊登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南通星球石墨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07）。

2021年5月17日，公司召开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该项事宜。

2021年上半年度，公司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

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以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使

用募集资金，并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履行相关信息披露工作，不存在违规使

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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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21年 6月 30日，星球石墨控股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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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名 职务
直接持股数

（股）

间接持股数

（股）

合计持股数

（股）

合计持股

比例（%）

质押、冻结

及减持情况

钱淑娟 董事长 9,200,000 — 9,200,000 12.65 —

张艺 副董事长 39,600,000 — 39,600,000 54.45 —

夏斌 董事、总经理 2,000,000 — 2,000,000 2.75 —

孙建军
董事、副总经

理
600,000 — 600,000 0.82 —

杨志城

董事、副总经

理、董事会秘

书

600,000 — 600,000 0.82 —

朱莉
董事、财务总

监
550,000 — 550,000 0.76 —

张跃华 独立董事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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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正芬 独立董事 — — — — —

洪加健 独立董事 — — — — —

张进尧 监事会主席 — 600,000 600,000 0.82 —

陈小峰 监事 — 60,000 60,000 0.08 —

杨锦秋 职工监事 — — — — —

星球石墨控股股东为张艺，实际控制人为钱淑娟、张艺母女。截至2021年6

月30日，星球石墨控股股东张艺合计持有公司39,600,000股，持股比例为54.45%；

实际控制人钱淑娟、张艺母女合计持有公司48,800,000股，持股比例为67.10%。

2021年上半年，星球石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

员持有的星球石墨股份均未发生变动，不存在质押、冻结及减持的情形。

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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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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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南通星球石墨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半年度持续督导跟踪报告》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陈沁磊 石 丽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