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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西部超导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持续督导年度报告书 

 

保荐机构名称：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 

被保荐公司名称：西部超导材料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保荐代表人姓名：郭尧 

联系方式：010-65608298 

联系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朝内大街凯恒中

心 B/E 座 9 层 

保荐代表人姓名：李靖 

联系方式：010-85156380 

联系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朝内大街凯恒中

心 B/E 座 9 层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于 2019 年 7 月 1 日出具的

《关于同意西部超导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9〕1169 号）批准，西部超导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西部

超导”）于 2019 年 7 月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 4,420.00 万股，

发行价为 15.00 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 663,000,000.00 元，扣除发行费用 59,878,507.82

元（不考虑增值税）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603,121,492.18 元，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于

2019 年 7 月 22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经中国证监会于 2021 年 11 月 23 日出具的《关于同意西部超导材料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3709 号）批准，公司向特定

对象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 22,774,069 股，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88.39 元，

募集资金总额为 2,012,999,958.91 元，扣除发行费用 31,914,627.63 元（不考虑增值税）

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1,981,085,331.28 元，本次发行新增股票于 2022 年 1 月 12 日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成登记托管及限售手续。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证券”）担任西部超导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及 2021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的保荐机构。根据《证

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由中信建投证券完成持续督导工作。根据《证券发行

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1 号——持续

督导》，中信建投证券出具本持续督导年度报告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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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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市公司或相关当事人签署持续督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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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荐机构已与西部超导签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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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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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西部超导经营情况，对西

部超导开展持续督导工作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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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后在

指定媒体上公告。 

2021 年度，西部超导在持续督导期间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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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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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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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荐机构采取的督导措施等。 

2021 年度，西部超导在持续督导期间未

发生违法违规或违背承诺等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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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机构督导西部超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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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荐机构督促西部超导依照相关规定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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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荐机构对西部超导的内控制度的设计、

实施和有效性进行了核查，西部超导的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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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保荐机构督促西部超导严格执行信息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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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荐机构对西部超导的信息披露文件进

行了审阅，不存在应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



 

3 

序号 工作内容 持续督导情况 

前审阅，对存在问题的信息披露文件应及时

督促上市公司予以更正或补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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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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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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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度，西部超导及其控股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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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西部超导及其控股股东不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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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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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经保荐机构核查，西部超导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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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机构应督促上市公

司做出说明并限期改正，同时向上海证券交易

所报告：（一）上市公司涉嫌违反《上市规则》

等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业务规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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漏等违法

违规情形或其他不当情形；（三）上市公司出

现《保荐办法》第七十一条、第七十二条规定

的情形；（四）上市公司不配合保荐机构持续

督导工作；（五）上海证券交易所或保荐机构

认为需要报告的其他情形。 

2021 年度，西部超导未发生相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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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出现以下情形之一的，应自知

道或应当知道之日起十五日内或上海证券交

易所要求的期限内，对上市公司进行专项现

场检查：（一）存在重大财务造假嫌疑； 

（二）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涉

2021 年度，西部超导不存在需要专项现

场检查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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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工作内容 持续督导情况 

嫌资金占用；（三）可能存在重大违规担

保；（四）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

人、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涉嫌侵占

上市公司利益；（五）资金往来或者现金流

存在重大异常；（六）上海证券交易所要求

的其他情形。 

16 持续关注上市公司的承诺履行情况。 
2021 年度，西部超导按照规定持续履行

了承诺事项 

二、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发现的问题及整改情况 

在本持续督导期间，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未发现西部超导存在重大问题。 

三、重大风险事项 

在本持续督导期间，公司主要的风险事项如下： 

（一）核心竞争力风险 

公司主要从事高端钛合金材料、超导材料和高性能高温合金材料及应用的研发、生

产和销售，持续创新能力是公司最重要的竞争力之一，高端钛合金材料是公司的主要收

入来源。随着航空工业的发展，飞机和发动机制造对钛合金材料的性能质量提出了越来

越高的要求，公司必须持续跟踪新型飞机和发动机对钛合金材料的要求，并通过参与新

型飞机和发动机的研制成为相应钛合金材料供应商，才能保持公司的市场竞争力。如果

公司不能通过持续的技术创新，保持技术领先优势和公司在飞机和发动机钛合金市场的

市场份额；或者不能通过长期的市场跟踪和持续研发成为未来发展的新型飞机和发动机

钛合金材料供应商，都将对公司未来经营带来不利影响。 

（二）经营风险 

1、公司内部治理风险 

公司自成立以来经营规模不断扩大，资产和业务规模在原有基础上有较大的提升，

这对公司的管理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如果公司的管理能力不能适应公司的资产和业务

规模的扩大，将直接影响公司的经营效率、发展速度和业绩水平，甚至给公司带来风险。 

2、客户集中度较高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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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来自前五大客户的销售收入占比为 69.37%。如果未来主要经营策略或采购计

划发生重大调整，公司产品或技术如不能持续满足客户需求，或公司与上述客户的合作

关系受到重大不利影响，可能导致公司面临流失重要客户的风险，进而对公司后续的经

营业绩产生不利影响。 

3、公司资金周转风险 

公司高端钛合金材料市场需求主要来自军用航空领域，军用航空材料的研发及验证

周期长，回款周期长，产品生产周期较长，且大部分结算方式采用承兑汇票，公司的短

期资金压力较大，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较大的影响。 

4、主要原材料价格波动及供应商集中的风险 

公司原材料采购主要包括海绵钛、铌锭、镍、无氧铜及中间合金等，如果未来海绵

钛、中间合金等原材料出现大幅波动，公司未能采取有效措施应对，则可能会给公司生

产经营带来不利影响，公司可能面临一定的原材料价格波动风险。公司主要原材料的供

应商较为集中，前五大供应商占年度采购总额比例达 55.08%，若供应商经营发生不利

变化或产能受限，亦将影响公司原材料的及时供应。虽然公司不断通过技术创新和生产

流程优化降低生产成本、扩大产能实现规模经济、推出新产品提高产品附加值，与主要

原材料供应商保持良好的业务合作关系，但公司仍存在原材料价格大幅波动与供应商不

利变化给生产经营带来不利影响的风险。 

5、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的风险 

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爆发，目前仍在全球蔓延，航空运输业受到严重冲击，公司外贸

出口业务虽然占比较小，但会影响外贸出口订单。铌锭及铜槽线等原材料需要从国外进

口，且供应商比较单一，如果相关原材料出口国对该等材料的进出口贸易政策发生变化，

将对公司的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6、安全生产风险 

随着国家对安全环保和节能减排要求的趋严，以及公司所在行业的生产具有较高的

技术要求和安全规范。若生产过程中发生安全事故导致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失，将可能对

公司未来发展造成重大负面影响。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过重大安全事故，但依旧存在因

管理不善、控制不严等人为因素造成安全事故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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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财务风险 

1、应收账款及应收票据余额较大的风险 

2019 年末、2020 年末和 2021 年末，公司应收账款及应收票据账面价值合计分别为 

144,809.98 万元、211,612.38 万元和 271,451.90 万元，占总资产的比例分别为 30.15%、

38.20%和 30.99%，占当期销售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100.14%、100.16%和 92.73%。公司应

收款项增加主要系下游军工行业企业付款结算周期较长所致且下游军工行业客户多以

商业承兑汇票进行结算。由于公司应收款项周转速度较慢、回款相对迟缓，故公司经营

活动现金流将受到一定影响，增加了财务风险。此外，由于未来军用航空领域的相关政

策及市场需求存在不确定性，若客户经营状况因此而发生变化，则可能导致公司应收款

项无法及时或足额收回，将对公司资金使用效率、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 

2、存货余额较大及减值的风险 

近年公司存货一直保持较高水平，2019 年末、2020 年末和 2021 年末存货账面价值

分别为 102,530.20万元、113,931.10万元和 159,864.95万元，占总资产的比重为 21.35%、

20.57%和 18.25%。公司存货比例较高，主要是产品生产周期长导致存货对资金占用较

大。公司较高的存货比例直接影响公司的流动资金周转，同时存货余额较高将增加公司

存货发生跌价的风险。 

3、经营现金流波动较大的风险 

2019 年、2020 年和 2021 年，公司的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10,950.45 万元、

-22,231.93 万元和 22,717.22 万元，波动较大且与当期净利润金额有较大差异。公司下游

客户以军工行业客户为主，该类型客户采购及付款一般遵守较为严格的预算管理制度，

付款周期相对较长。因此，若公司不能改善现金流管理且无法筹集经营所需资金，或将

导致资金无法满足日常经营中付款、投资或偿债的需求，进而使公司面临经济损失或信

誉损失的风险。 

（四）行业风险 

2019 年、2020 年和 2021 年，公司高端钛合金材料销售收入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的

比例分别为 86.34%、86.53%和 86.60%，是公司收入的主要来源，高端钛合金材料是我

国军用飞机不可或缺的核心材料。近年来国际形势严峻，国家对军用飞机的需求旺盛，



 

7 

但是未来国家对军用飞机的具体需求及生产规划存在不确定性，如果未来国家军用飞机

的产量发生周期性波动甚至大幅下降，可能导致本公司业绩发生较大波动甚至大幅下降。 

（五）宏观环境风险 

公司所处高端钛合金材料、超导产品及高性能高温合金材料行业属于新材料领域，

对国家相关产业发展具有战略性意义。国家产业政策对该行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引导

作用。政府出台的财政税收优惠政策及科技扶持政策对企业的快速发展产生有利影响。

与此同时，由于公司高端钛合金材料主要用于军用航空领域，该领域特定的法规和政策，

以及发展面临的技术、人才、资金等方面压力，需要国家产业配套政策的持续支持，因

此军用航空等领域相关产业政策调整会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影响。新冠疫情及国家医疗

管控等不可控因素，可能导致公司经营的不连续。 

四、重大违规事项 

在本持续督导期间，西部超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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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如下所示： 

单位：元 

主要会计数据 2021年度 2020年度 
本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2,927,218,790.16 2,112,832,970.78 38.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741,478,943.86 370,769,947.47 99.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653,658,338.66 293,400,750.41 122.7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227,172,168.46 -222,319,301.27 不适用 

主要会计数据 2021年 12月末 2020年 12月末 
本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 
5,360,830,948.10 2,808,647,279.53 90.87 

总资产 8,757,952,407.79 5,539,988,651.20 5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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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主要财务指标如下表所示： 

主要财务指标 2021年度 2020年度 
本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1.6803 0.8402 99.99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1.6803 0.8402 99.99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的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1.4813 0.6649 122.7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24.09 13.84 增加 10.25 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21.23 10.96 增加 10.27 个百分点 

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

的比例（%） 
6.00 5.63 增加 0.37 个百分点 

2021 年，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及指标变动的原因如下： 

营业总收入同比增长 38.54%，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基本每股收益分别较同期增长 99.98%、122.79%、

99.99%，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分别比

上年同期增加 10.25、10.27 个百分点，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公司产品销售收入快速增

长、产量提升带动规模效益以及期间费用未大幅增长所致。 

总资产、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分别较报告期初增长 58.09%、90.87%，主

要原因是报告期末收到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和经营利润累积所致。 

六、核心竞争力的变化情况 

公司作为国内高端钛合金棒、丝材的主要供应商之一，产品以“国际先进、国内空

白、解决急需”为定位，制备工艺和质量过程控制技术的研究成果丰硕，自主建立了一

套内控技术标准体系，实现了多种高端钛合金的完全国产化，填补了多项战机、舰船等

用关键材料的国内空白，产品的“高均匀性、高纯净性、高稳定性”处于国内领先水平，

推动了诸多钛合金材料技术标准的升级。公司依托多种型号军用及商用飞机研制任务，

突破了***用大规格钛合金材料制备一系列工程化关键技术，经多名院士及行业专家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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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认为，技术整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公司突破了航空用超高强高韧钛合金材料强韧性

能调控关键技术，产品性能综合匹配性进一步提升，在大尺寸整体化航空锻件获得应用。

公司自主研制的某超高强韧钛合金性能优异，试制产品满足某新型号关键材料技术要求

并被成功选材。公司某耐腐蚀钛合金实现批量化稳定生产，并成功批量应用于国家重大

项目。公司开发的新型高性能钛合金在兵器领域获得应用；突破了超大规格 Ti55531 饼

坯，超大规格变截面TA15材料，突破了大规格变截面钛合金材料水浸相控阵探伤技术。 

公司自主开发了全套低温超导产品的生产技术，代表我国完成了 ITER 项目的超导

线材交付任务，实现了 MRI 超导线材的批量生产，低温超导线材批量化制备技术获中

国工业大奖。面向新一代聚变工程实验堆的高性能 Nb3Sn 线材取得重大突破，已具备

批量生产能力；直径 1 米以上大孔无液氦高场超导磁体技术取得突破，成功应用于高温

超导感应加热系统；MCZ 磁体批量化制备技术成熟并稳定交付产品；9.4T 高场强磁体

用 NbTi 超导线获得客户认可且开始批量供应；突破了低交流损耗 CuMn 和 CuNi 基

NbTi 超导线材批量化制备技术，综合性能达国际先进水平；NbTi 和 Nb3Sn 超导线材已

满足国内外科研院所特殊科研磁体技术要求；公司探索 Bi-2223 和 Bi-2212 的工程化制

备技术，打通了适合于批量化生产的全流程工艺技术，制出长度达到百米量级的带材和

线材；开发出多种基体材料和不同形状的 MgB2 线材，为 MRI 未来应用积累了高温超

导材料基础；CuMn 和 CuNi 基细芯丝超导线材成功实现批量化制备技术；成功研制高

临界电流密度的 Nb47Ti 超导线并首次应用于中国首台动物 μMR 磁体；成功研制了国

内首台超导扭摆器磁体和 CCT 磁体；无液氦 MRI 用 NbTi 超导线材和 MRI 用超导开关

线材制备技术取得突破；NMR 用内稳定型青铜法 Nb3Sn 实现批量化制备；高场磁体用

增强型青铜法 Nb3Sn 综合性能实现大幅提升。 

公司作为国内高性能高温合金材料的新兴供应商之一，陆续承担了国内重点国防装

备用多个高温合金材料的研制任务。多个牌号高温合金大规格棒材获得某型航空发动机

用料供货资格；多个重点型号航空发动机高温合金材料已经通过了某型号发动机的长试

考核，具备了供货资格，已开始供货；高温合金铸锭纯净化熔炼控制技术显著提升，实

现重大冶金缺陷“零发生”。 

公司的核心竞争力体现在研发、技术、市场及品牌等方面，在 2021 年度未发生不

利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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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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度，公司研发投入 17,565.45 万元，

较 2020 年度增加 47.71%，研发投入占收入比例达到 6.00%，较 2020 年度增加 0.37 个

百分点。 

2021 年度，公司获评制造业单项冠军示范企业（2021-2023）。公司依托多种型号军

用及商用飞机研制任务，突破了***用大规格钛合金材料制备一系列工程化关键技术，

经多名院士及行业专家鉴定认为，技术整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公司突破了航空用超高

强高韧钛合金材料强韧性能调控关键技术，产品性能综合匹配性进一步提升，在大尺寸

整体化航空锻件获得应用。公司自主研发的专门用于磁控直拉单晶硅的大型制冷机直冷

超导磁体(MCZ)实现了批量化制造。自主研制国内首台 12T200mm 室温孔制冷剂直接冷

却高场大孔径超导磁体。无液氦 MRI 用 NbTi 超导线材和 MRI 用超导开关线材制备技

术取得突破。NMR 用内稳定型青铜法 Nb3Sn 实现批量化制备。高场磁体用增强型青铜

法 Nb3Sn 综合性能实现大幅提升。公司开发的国内首台 4.2T 超导扭摆器磁体实现加速

器在线运行。公司研发的超导磁悬浮超导磁体与客户配合，实现了时速 623Km/h 的最

高速度，打破了超导磁悬浮的世界纪录。公司突破国产主型发动机整体叶盘用 GH4169G

大棒材工程化关键技术，在发动机转动件实现装机应用。高温合金材料在超超临界电站

材料领域的应用得到了应用。公司持续推进“两机”用高性能高温合金材料研制及应用

研究，GH4169、GH738 等典型高温合金在***10 等多个型号发动机和商发长江系列发

动机进入批量供货阶段。 

2021 年度，公司新申请专利共计 79 件，获授权专利 43 件（其中发明专利 33 件），

公司目前拥有专利 419 件（其中发明专利 288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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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19 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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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于 2019 年 7 月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44,200,000.00 股，

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1 元，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 15.00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663,000,000.00 元。上述募集资金总额扣除保荐费和承销费用人民币 48,410,000.00 元后，

公司收到募集资金人民币 614,590,000.00 元，扣除由公司支付的其他发行费用共计人民

币 11,468,507.82 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603,121,492.18 元。截至 2019 年 7

月 17 日止，上述募集资金的划转已经全部完成，业经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予以验证并出具众环验字[2019]170004 号验资报告。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2019 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累计使用及结余情况

如下： 

项目 金额（元） 

截至 2019 年 7 月 17 日止募集资金总额 663,000,000.00 

减：保荐费和承销费用 48,410,000.00 

2019 年 7 月 17 日公司收到募集资金金额 614,590,000.00 

减：2019 年度支付其他发行费用 11,468,507.82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 603,121,492.18 

加：以前年度利息收入 1,832,184.32 

减：以前年度已使用金额（不含支付的其他发行费用） 306,697,255.62 

减：以前年度存入保证金金额 14,147,200.00 

加：以前年度收回保证金金额 6,300,000.00 

减：以前年度使用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金额 1,424,000,000.00 

加：以前年度收回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金额 1,174,000,000.00 

加：以前年度使用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收益 13,182,299.36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止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53,591,520.24 

加：本期利息收入 1,851,477.56 

减：本期已使用金额 162,515,891.73 

减：本期存入保证金金额 146,700.00 

加：本期收回保证金金额 1,693,900.00 

减：本期使用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金额 395,000,000.00 

加：本期收回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金额 645,000,000.00 

加：本期使用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收益 5,333,630.15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止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149,807,93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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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21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 

公司于 2021 年 12 月向特定对象发行普通股（A 股）22,774,069 股，每股面值为人

民币 1 元，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88.39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 2,012,999,958.91 元。上

述募集资金总额扣除保荐费和承销费用人民币 29,995,282.43 元后，公司收到募集资金

人民币 1,983,004,676.48 元，扣除由公司支付的其他发行费用共计人民币 1,919,345.20

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981,085,331.28 元。截止 2021 年 12 月 29 日，上述

募集资金的划转已经全部完成，业经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予以验证

并出具众环验字[2021]170004 号验资报告。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2021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累计使用及

结余情况如下： 

项目 金额（元） 

截至 2021 年 12 月 29 日止募集资金总额 2,012,999,958.91 

减：保荐费和承销费用 29,995,282.43 

2021 年 12 月 29 日公司收到募集资金金额 1,983,004,676.48 

减：2021 年度计提的其他发行费用 1,919,345.20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 1,981,085,331.28 

加：本期利息收入 73,124.88 

减：本期已使用金额 5,626,975.18 

加：尚未支付的 2021 年其他发行费用 1,919,345.20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止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1,977,450,826.18 

公司 2021 年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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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修订）》《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

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法律法

规和制度文件的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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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集资金具体使用情况与公司已披露情况一致，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

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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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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西部超导控股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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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1年度的质押、冻

结及减持情况 

1 
西北有色金

属研究院 
控股股东 100,035,000 - 100,035,000 22.67 无 

2 张平祥 董事长/核心技术人员 - - - - - 

3 颜学柏 董事 - - - - - 

4 巨建辉 董事 - - - - - 

5 孙玉峰 董事 - - - - - 

6 冯勇 
董事/总经理/ 

核心技术人员 
55,000 2,080,000 2,135,000 0.48 无 

7 刘向宏 
董事/总工程师/ 

核心技术人员 
50,000 2,067,000 2,117,000 0.48 无 

8 杨建君 董事 - - - - - 

9 王秋良 董事 - - - - - 

10 张俊瑞 董事 - - - - - 

11 杜明焕 监事会主席 - - - - - 

12 孟德成 监事 - - - - - 

13 隋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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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的质押、冻

结及减持情况 

14 梁民生 监事 - - - - - 

15 田思阳 职工代表监事 - 39,000 39,000 0.01 无 

16 周庆 职工代表监事 - - - - - 

17 彭常户 副总经理 - 1,755,000 1,755,000 0.40 无 

18 张丰收 副总经理/核心技术人员 - 572,000 572,000 0.13 无 

19 杜予晅 副总经理/核心技术人员 - 104,000 104,000 0.02 无 

20 闫果 副总经理/核心技术人员 - 338,000 338,000 0.08 无 

21 李少强 副总经理/核心技术人员 - - - - - 

22 王凯旋 
职工代表监事（离任） 

副总经理/核心技术人员 
- - - - - 

23 罗文忠 副总经理/核心技术人员 - - - - - 

24 许东东 
职工代表监事（离任） 

财务总监兼董事会秘书 
- 130,000 130,000 0.03 无 

25 吕豫 董事（离任） - - - - - 

26 程志堂 监事会主席（离任） - - - - - 

27 张有新 监事（离任） - - - - - 

28 马爱君 监事（离任） - - - - - 

29 周通 
财务总监兼董事会秘书

（离任） 
68,000 819,000 887,000 0.20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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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超导控股股东为西北有色金属研究院，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西北有色金属研究院直接持有西部超导 100,035,000 股，持

股比例为 22.67%；西部超导实际控制人为陕西省财政厅。2021 年度，西部超导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均未发生变化。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西部超导控股股东和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有的西部超导股份均不存在质押、冻结及减持的情

形。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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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本持续督导年度报告书出具之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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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