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关于对上海普利特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的
重组问询函回复
众会字（2022）第 06541 号

深圳证券交易所：
贵所下发的《关于对上海普利特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的重组问询函》（非
许可类重组问询函〔2022〕第 8 号）（以下简称“ 问询函”）收悉。
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众华”或“会计师”）对该问
询函中涉及会计师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核查，并在此基础上，出具了《众华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关于对上海普利特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的重组问询
函>回复》（以下简称“本文问询函回复”）。
本问询函回复中部分合计数与各加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可能存在差异，
这些差异系因数据四舍五入形成的误差。
现对问询函回复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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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4
重组报告书显示，2011 年,海四达电源产品以镉镍电池为主。2017 年 7 月，
奥特佳发行股份购买海四达电源 100%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交易终止，主要原因
为新能源汽车退补、新能源汽车行业监管趋严等因素影响，海四达电源业务结
构以新能源汽车业务为主，未来经营业绩预期存在不确定性。目前，海四达电
源的产品以电动工具和通信后备电源为主要应用领域。然而，2020 年、2021 年
海四达电源仍然获得电动汽车或新能源汽车相关的政府补助，且按单项计提应
收 账 款 坏账 准 备 的客 户 也均 为 新能 源 汽车 行 业客 户 ， 最近 两 年金 额 分别 为
8,589.98 万元、5,883.25 万元。2020 年、2021 年，海四达电源的营业收入分
别为 8.17 亿元、18.53 亿元，归母净利润分别为 410.30 万元、10,219.93 万元，
扣非后净利润分别为-673.27 万元和 8,779.38 万元。
请你公司：
（1）说明 2011 年至今海四达电源的主要电池产品及其主要应用领域的变
化情况及原因，各阶段的主要生产工艺、研发技术、机器设备、技术人才需求
等是否发生重大变化，相关调整和处理过往存货、机器设备、固定资产等是否
产生大额成本费用或计提大额减值，是否对标的公司报告期及未来的财务状况
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2）结合海四达电源 2020 年净利润较低、扣非后净利润亏损而报告期内
经营业绩波动较大的情况，说明海四达电源进入电动工具和通信后备电源等领
域的具体时间，是否形成稳定的业务模式，在此基础上说明标的公司盈利能力
是否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如是，请作出充分的风险提示；
（3）说明报告期内海四达电源向新能源汽车企业供应电池产品的数量、销
售收入及占比，是否仍然存在前次终止重组的实质性障碍仍未消除的情形。
请独立财务顾问对上述全部事项、会计师对上述问题（1）进行核查并发表
明确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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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一、2011 年至今海四达电源的主要电池产品及其主要应用领域的变化情况
及原因，各阶段的主要生产工艺、研发技术、机器设备、技术人才需求等是否
发生重大变化，相关调整和处理过往存货、机器设备、固定资产等是否产生大
额成本费用或计提大额减值，是否对标的公司报告期及未来的财务状况和经营
成果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一）2011 年至今海四达电源的主要电池产品及其主要应用领域的变化情
况及原因
2011 年至今，海四达电源的主要电池产品销售收入变动情况如下：
海四达电源分产品类型收入变动（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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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至今，海四达电源的主要产品应用领域逐年变动情况如下：
海四达电源分产品应用领域收入变动（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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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汽车

其他

海四达电源自 1994 年成立以来专注于小型二次化学电池的研发、生产和销
售。小型二次电池主要有锂离子电池和镍系电池，早期以镉镍电池为主，随着锂
离子电池成本不断降低、性能不断提升，以及新能源汽车、新能源储能、电动工
具等的快速发展，小型二次电池逐步发展为以锂离子电池为主。
在 2011 年海四达电源申请 IPO 时，标的公司产品以镉镍电池为主，是国内
少数几家能够生产制造中高端镍系动力电池和大功率高性能方型镉镍电池的企
业。但为顺应行业发展趋势，标的公司早在 2002 年就开始锂离子电池相关技术
的研发和储备，并于 2009 年完成产业化，逐渐面向电动工具、新能源汽车、通
信后备电源及储能等领域逐步推出锂离子电池产品。
海四达电源于 2016 年开始进入新能源汽车领域，后受国家补贴政策减少、
市场竞争加剧等影响，新能源汽车客户存在回款不佳、资金占用较大等问题，因
此标的公司逐渐退出了相关领域。2019 年开始，海四达电源已无任何新能源汽
车领域的销售收入。
目前，海四达电源已发展为以三元、磷酸铁锂的锂离子电池及其系统等的研
发、生产和销售为主的新能源企业，报告期内，锂离子电池销售占公司主营业务
收入比例超过 94%。镍系电池因具备优良的大电流放电性能、高安全可靠性、较
突出的高低温性能，在轨道交通、航空航天等特殊应用领域目前仍难以被替代，
故仍保持少量的销售规模。
（二）各阶段的主要生产工艺、研发技术、机器设备、技术人才需求等是否
发生重大变化
2011 年，标的公司生产经营格局是以镍系电池为主、锂离子电池为辅，目
前公司生产经营格局已转变为以锂离子电池为主，镍系电池为辅。标的公司从
2010 年开始陆续开展了一系列建设项目，均围绕着锂离子电池产品，镍系电池
产品未再开展大规模扩产建设。
镍系电池与锂离子电池在生产工艺、研发技术、机器设备等方面存在一定差
异，具体如下：
1、生产工艺
（1）锂离子电池生产工艺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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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元圆柱锂离子电池生产工艺流程图：

②磷酸铁锂锂离子电池生产工艺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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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聚合物软包锂离子电池生产工艺流程图

（2）镍系电池生产工艺流程图

2、研发技术
镍系电池以氢氧化亚镍、氧化镉为正负极材料，以泡沫镍、钢带为基带；锂
离子电池以磷酸铁锂\三元锂、石墨为正负极材料，以铜箔、铝箔为基带。电池
的材料体系不同，决定了研发技术会有所区别。
3、机器设备
镍系电池需要的主要机器设备包括：合浆机、拉浆自动生产线、超声波电池
镍网清粉机、精密交流点焊机、卷绕机、注液机、滚槽机、封口机、高精密电池
性能测试系统、二次电池性能检测分容系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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锂离子电池需要的主要机器设备包括：合浆系统、精密间隙涂布机、碾压机、
全自动分条机、制片机、全自动装配线、全自动化成分容系统等。
4、技术人才需求
镍系电池、锂离子电池的研发、生产都需要电化学、化学工程、应用化学、
机械工程、电子工程等专业的技术人才。标的公司在项目建设过程中，主要通过
内部技术人员的培养、外部专业人才的招聘来满足企业转型升级的发展要求。
（三）相关调整和处理过往存货、机器设备、固定资产等是否产生大额成本
费用或计提大额减值，是否对标的公司报告期及未来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
重大不利影响
由前述分析可知，标的公司近年来的投资主要围绕锂离子电池，且锂离子的
收入占比不断提升，镍系电池的收入占比不断下降。
截至 2021 年末，标的公司的固定资产中，机器设备的账面价值为 59,968.27
万元，其中绝大部分为锂离子电池相关的生产设备或通用型设备。其中，标的公
司面向新能源汽车领域和通信基站备电领域均为磷酸铁锂电池，相关设备存在一
定的通用性。标的公司的机器设备折旧计提年限为 3-10 年，现有设备不存在减
值迹象。
截至 2021 年末，标的公司的存货账面价值为 65,807.80 万元，其中库存商
品仅 204.88 万元，占存货价值的 0.31%。其他的存货类型包括原材料、在产品、
委托加工物资、发出商品，大多都是锂电子电池的订单所需求的物料，不存在大
额积压镍系电池的情形。
因此，标的公司历史上相关产品结构的调整已经完成，报告期内的存货、机
器设备、固定资产等相关资产价值不存在大额减值情形，历史上的相关调整不会
对标的公司报告期及未来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核查意见】
经核查，会计师认为：2011 年至今海四达电源的主要电池产品及其主要应
用领域的变化情况具有合理性，各阶段的主要生产工艺、研发技术、机器设备、
技术人才需求等发生了一定变化，相关产品结构的调整已经完成，报告期内的存
货、机器设备、固定资产等相关资产价值不存在大额减值情形，历史上的相关调
整不会对标的公司报告期及未来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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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11
重组报告书显示，2020 年度、2021 年度，海四达电源分别实现营业收入 8.17
亿元、18.53 亿元。从区域看，境外收入占比分别为 8.92%和 22.46%，2021 年
境外销售收入增长较快；从主要产品看，2020 年和 2021 年三元圆柱锂离子电池
营业收入分别为 4.51 亿元和 12.17 亿元，磷酸铁锂锂离子电池营业收入分别为
2.67 亿元和 5.43 亿元。2020 年末、2021 年末海四达电源应收账款账面余额分
别为 6.59 亿元、7.00 亿元。
请你公司：
（1）结合海四达电源产能扩张和生产经营情况、同行业可比公司情况，说
明海四达电源 2021 年总体营业收入、境外营业收入和三元圆柱、磷酸铁锂锂离
子电池营业收入大幅上升的具体原因和合理性；
（2）说明 2020 年海四达电源应收账款余额占营业收入比重较高的原因及
合理性；
（3）结合标的公司 2021 年营业收入大幅增长的情况，说明营业收入确认
的具体政策，相关收入政策是否与 2020 年存在差异，是否存在突击确认大额营
业收入的情况，营业收入确认的期间是否准确；
（4）分产品类型说明三元圆柱和磷酸铁锂锂离子电池的前五大客户名称、
金额及占比，与标的公司的关联关系，2021 年新增客户的合作稳定性情况及其
对未来生产经营的影响，是否存在单一客户的重大依赖。
请独立财务顾问和会计师对上述事项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结合海四达电源产能扩张和生产经营情况、同行业可比公司情况，说
明海四达电源 2021 年总体营业收入、境外营业收入和三元圆柱、磷酸铁锂锂离
子电池营业收入大幅上升的具体原因和合理性。
（一）海四达电源产能扩张和生产经营情况、同行业可比公司情况，说明海
四达电源 2021 年总体营业收入和三元圆柱、磷酸铁锂锂离子电池营业收入大幅
上升的具体原因和合理性
海四达电源主要产品为三元圆柱锂电池和磷酸铁锂电池，主要用于电动工具
及智能家电、通信后备电源及储能等领域。报告期内，海四达电源三元圆柱锂离
子电池新增产能主要为“年产 2GWh 高比能高安全动力锂离子电池及电源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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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期”项目，该项目于 2021 年下半年投产，新增产能 1GWh/年。磷酸铁锂电池
报告期内未新增产能。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海四达电源共拥有三元、磷酸
铁锂等电池产能 3.03GWh/年，其中三元圆柱锂电池的产能为 1.83GWh/年，磷酸
铁锂方型锂电池的产能为 1.20GWh/年。
报告期内，海四达电源分别实现营业收入 8.17 亿元、18.53 亿元，净利润分
别为 424.05 万元、10,413.35 万元，收入大幅增长的原因包括：（1）电动工具无
绳化及国内电动工具电池行业的发展带动三元圆柱锂电池需求的增长，最近两年
相关收入分别为 45,101.80 万元、121,746.51 万元，同比增长 169.94%；
（2）标的
公司对 TTI 的销售放量带动三元圆柱锂电池收入增长，最近两年对 TTI 的销售收
入分别为 675.16 万元、14,200.91 万元；（3）随着疫情的逐步得到控制，标的公
司对印度客户 Exicom 的磷酸铁锂电池销售收入恢复增长，最近两年对 Exicom
的收入分别为 0 元、18,671.41 万元。报告期内，标的公司收入增长趋势与同行
业可比公司一致。详细分析请见本问询回复之问题 4“二、
（一）海四达电源 2020
年净利润较低、扣非后净利润亏损而报告期内经营业绩波动较大的情况”之回复。
（二）海四达电源境外营业收入大幅上升的具体原因和合理性
最近两年，海四达电源的境外主营业务收入分别为 7,228.85 万元、41,180.89
万元，2021 年增长 33,952.04 万元，主要系对 Exicom、TTI 的销售收入大幅增长
所致，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客户名称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增长金额

Exicom

18,671.41

-

18,671.41

TTI

14,200.91

675.16

13,525.74

32,872.31

675.16

32,197.15

小计

2020 年受新冠疫情影响，海四达电源对 Exicom 公司的业务中止，未实现收
入，2021 年随着 疫情 得到 控制， 海四 达电源 对其 恢复 供货， 当年 实现收入
18,671.41 万元。
海四达电源近年进入 TTI 供应链，2020 年开始对 TTI 进行批量供货，2021
年对其销售收入实现大幅增长。
二、说明 2020 年海四达电源应收账款余额占营业收入比重较高的原因及合
理性
2020 年末海四达电源应收账款余额占营业收入的比重较高，主要系：①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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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疫情得到控制后，标的公司销售收入增长较快，相对集中在下半年；②部分以
前年度新能源汽车电池业务形成的应收账款金额较大、账龄较长；③标的公司对
中国移动的应收账款金额较大。具体分析如下：
（一）2020 年疫情得到控制后，标的公司销售收入增长较快，相对集中在
下半年
最近两年，海四达电源各季度主营业务收入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 年度
金额

2020 年度
占比

金额

占比

第一季度

34,067.93

18.58%

9,570.40

11.80%

第二季度

43,945.27

23.96%

13,312.99

16.42%

第三季度

54,083.23

29.49%

20,887.32

25.76%

第四季度

51,290.01

27.97%

37,301.96

46.01%

合计

183,386.44

100.00%

81,072.67

100.00%

2020 年初新冠疫情爆发，海四达电源生产经营一定程度受到影响。随着疫
情逐步得到控制，同时受益于电动工具无绳化、产业链向中国转移，以及储能行
业的发展，锂离子电池下游市场需求迅速增长。海四达电源凭借多年来在锂离子
电池行业的丰富积淀，及时把握行业发展机遇、积极扩充产能，在原有客户业务
迅速增长的同时持续拓展新客户，收入迅速增长。
2020 年度第三季度、第四季度，海四达电源主营业务收入增长较快，占全
年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分别达到 25.76%、46.01%。海四达电源与报告期内主要
客户约定的信用期通常为月结 90 天或月结 60 天，因此部分第三季度及大部分第
四季度实现的销售收入形成的应收账款年末均在信用期内，导致 2020 年末应收
账款金额较大。
（二）部分以前年度新能源汽车电池业务形成的应收账款金额较大、账龄较
长
海四达电源曾从事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业务。2016 年以来，新能源汽车行
业快速发展，但随着市场竞争，国内大量“造车新势力”公司经营困难。海四达电
源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业务客户结构不佳，部分客户经营情况恶化，故相关应收
账款账龄较长。截至 2020 年末，海四达电源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业务相关的主
要应收账款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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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客户名称

应收账款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金额

烟台舒驰客车有限责任公司

4,676.35

3,223.41

1,452.94

四川野马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4,340.35

837.77

3,502.58

深圳通家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3,366.00

3,366.00

-

杭州崇智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

856.80

856.8

-

北汽（常州）汽车有限公司

783.90

391.95

391.95

河南少林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461.76

461.76

-

成都联英鹏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306.00

306

-

吉利四川商用车有限公司

122.94

61.47

61.47

江苏英耐杰新能源有限公司

51.61

25.8

25.81

合肥柯金自动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1.56

8.53

23.03

南京金龙客车制造有限公司

8.84

8.84

-

迪斯达新能源（上海）有限公司

8.65

4.32

4.33

15,014.77

9,552.65

5,462.12

合计

应收账款账面价值

针对上述应收账款，海四达电源已按照坏账准备计提政策，充分计提了坏账
准备。同时，海四达电源已采取诉讼、债务重组等方式持续催收上述应收账款。
此外，近年来，海四达电源逐渐调整产品结构，已逐步放弃了盈利能力较差、
资金占用较大而回款较差的新能源汽车业务，业务重心聚焦电动工具及智能家电、
通信后备电源及储能等领域。
（三）标的公司对中国移动的应收账款金额较大
中国移动系海四达电源磷酸铁锂电池产品的 2020 年度第一大客户、2021 年
度第二大客户，最近两年海四达电源对其销售收入及应收账款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 年 12 月 31 日/2021 年度

2020 年 12 月 31 日/2020 年度

销售收入

11,006.88

13,646.92

应收账款

7,122.46

13,836.93

其中：1 年以内

6,700.14

11,500.39

1-2 年

291.55

2,261.00

2-3 年

130.78

75.54

海四达电源与中国移动的合作模式为每年参与中国移动招投标，并签署框架
协议，向中国移动各家子公司、分公司供货、结算。
海四达电源对中国移动的信用期相对较长，根据双方签署的框架协议：第一
笔付款：即订单总价的 70%，由甲方在收到发票、装箱单、乙方签发的质量和数
量证明书、甲方签署的验货合格证书，并确认无误后 30 日内以电汇方式向乙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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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第二笔付款，即订单总价的 30%，到货之日起 6 个月内由甲方在收到发票
并确认无误后 30 日内以电汇方式向乙方支付。
同时，由于中国移动系大型国有企业，各子公司、分公司涉及验货及付款的
内部流程、审批周期不一，部分周期较长，因此海四达电源对其应收账款金额较
大、部分账龄较长。但由于中国移动资金实力雄厚，相关应收账款不存在难以回
收的风险。
（四）2021 年末应收账款余额占营业收入比重已大幅下降
随着公司逐渐放弃新能源汽车电池业务，客户结构得到大幅改善，同时对新
能源汽车客户大部分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完毕，标的公司 2021 年末的应收账
款账龄结构已有较大改善，1 年以内的应收账款由 2020 年末的 60.35%提升到
2021 年末的 82.04%，计提的信用减值损失也由 2020 年度的 2,468.45 万元下降到
2021 年度的-68.16 万元。
随着海四达电源产品结构调整、客户结构改善，应收账款情况亦得到改善。
在电动工具领域，海四达电源与南京泉峰、TTI、江苏东成、宝时得、ITW 等国
内外知名电动工具厂商均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赢得了客户广泛认可，并
已通过了史丹利百得、博世等厂商的严格审核，已开始对史丹利百得小批量供货；
在家用电器领域，海四达电源已成功积累了美的、科沃斯等国内外知名客户，市
场拓展势头良好；在通信、储能领域，海四达电源已与印度 Exicom、中国移动、
中国联通等国内外知名客户建立了稳定的合作关系。
最近两年末，海四达电源应收账款余额占营业收入的比重分别为 80.65%、
37.75%，2021 年末已大幅下降；最近两年，海四达电源应收账款周转率分别为
1.59、3.38，出现大幅提升。随着海四达电源客户结构的持续优化，应收账款余
额较高的情况已得到改善。
三、结合标的公司 2021 年营业收入大幅增长的情况，说明营业收入确认的
具体政策，相关收入政策是否与 2020 年存在差异，是否存在突击确认大额营业
收入的情况，营业收入确认的期间是否准确。
海四达电源 2021 年度营业收入大幅增长的具体情况请见本问询回复之问题
4 关于“二、（一）海四达电源 2020 年净利润较低、扣非后净利润亏损而报告期
内经营业绩波动较大的情况”之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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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四达电源收入确认的具体方法为在相关商品的控制权已转移至客户时确
认。根据相关合同约定，内销业务以产品发货并得到客户签收确认作为收入确认
的时点，出口业务以产品发货并完成出口报关作为收入确认的时点。
海四达电源 2020 年度、2021 年度收入确认政策一致，不存在差异，不存在
突击确认大额营业收入的情况，营业收入确认的期间准确。
四、分产品类型说明三元圆柱和磷酸铁锂锂离子电池的前五大客户名称、
金额及占比，与标的公司的关联关系，2021 年新增客户的合作稳定性情况及其
对未来生产经营的影响，是否存在单一客户的重大依赖。
（一）三元圆柱锂离子电池前五大客户
最近两年，海四达电源三元圆柱锂离子电池前五大客户情况如下：
时间

2021
年度

序号

客户名称

销售收入

1

南京泉峰科技有限公司

20,603.22

16.92%

2

有维科技

17,329.43

14.23%

3

TTI

14,200.91

11.66%

4

浙江明磊锂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874.87

9.75%

5

江苏东成工具科技有限公司

7,286.63

5.99%

71,295.06

58.56%

合计

2020
年度

占三元圆柱锂离
子电池营业收入
的比例

1

浙江明磊锂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5,281.73

11.71%

2

有维科技

4,604.99

10.21%

3

江苏美的清洁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4,095.00

9.08%

4

江苏东成工具科技有限公司

4,064.33

9.01%

5

苏州普发

2,952.37

6.55%

合计

20,998.42
46.56%
注 1：有维科技包括苏州拓拓工具有限公司、盈维来工具（苏州）有限公司、苏州盈合工具
有限公司、苏州盈为拓电器有限公司、有维科技（苏州）有限公司、可为科技（南通）有限
公司、高乐博电器（南通）有限公司；苏州普发包括苏州普发科技有限公司、苏州普发电器
有限公司。
注 2：南京泉峰科技有限公司曾用名南京德朔实业有限公司；浙江明磊锂能源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曾用名浙江明磊工具实业有限公司。
注 3：上表仅包含销售给相关客户的三元圆柱锂离子电池产品收入，海四达电源向其中部分
客户如浙江明磊锂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还销售镍系电池等产品。

上述客户均系国内外知名企业，其中南京泉峰科技有限公司、TTI、江苏东
成工具科技有限公司均系全球排名前二十的电动工具厂商，江苏美的清洁电器股
份有限公司系家用电器龙头美的集团下属企业。
上述客户与海四达电源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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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磷酸铁锂锂离子电池前五大客户
最近两年，海四达电源磷酸铁锂锂离子电池前五大客户情况如下：
时间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1

Exicom

占磷酸铁锂锂离
子电池营业收入
的比例
18,671.41
34.36%

2

中国移动

11,006.88

20.26%

3

杭州微慕

5,430.89

9.99%

4

沃太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4,052.86

7.46%

5

东莞市东特科技有限公司

1,302.38

2.40%

合计

40,464.43

74.47%

序号

客户名称

销售收入

1

中国移动

13,646.92

51.19%

2

杭州微慕

2,309.86

8.66%

3

山东圣阳电源股份有限公司

1,304.81

4.89%

4

IBT CO., LTD.

825.55

3.10%

5

上海平野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651.41

2.44%

合计

18,738.56
70.29%
注 1：中国移动包括其下属的多家子公司、分公司；杭州微慕包括杭州微慕科技有限公司、
东莞微慕科技有限公司；
注 2：沃太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曾用名沃太能源南通有限公司；
注 3：上表仅包含销售给相关客户的磷酸铁锂锂离子电池产品收入，海四达电源向其中部分
客户如 IBT CO., LTD.等还销售镍系电池等产品。

上述客户中，中国移动系大型国有企业；Exicom 为印度充电基础设施和锂
电池解决方案提供商，业务涵盖通信、储能、动力等多个领域；杭州微慕主要从
事 BMS 的研发、销售，以及提供通讯电源、储能电源和动力电源的锂电电源系
统定制化方案和产品。
上述客户与海四达电源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2021 年新增客户的合作稳定性情况及其对未来生产经营的影响
2021 年度海四达电源三元圆柱锂离子电池前五大客户均系公司原有客户，
不存在新增客户。其中，海四达电源与南京泉峰科技有限公司已合作多年，2020
年度对其销售收入 1,427.18 万元，双方合作关系稳定。TTI 系全球知名电动工具
厂商，近年来逐渐将产业链转向中国，海四达电源进入其供应链，2020 年开始
对其进行批量供货，当年对其销售收入 675.16 万元。
2021 年度海四达电源磷酸铁锂锂离子电池前五大客户中，除沃太能源股份
有限公司以外，均系公司原有客户。其中，Exicom 多年前已与海四达电源建立
了合作关系，2020 年受新冠疫情影响，海四达电源对其业务中止，未实现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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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随着疫情得到控制，海四达电源对其恢复供货。东莞市东特科技有限公
司与海四达电源合作多年，2020 年度海四达电源对其销售收入 292.04 万元。
沃太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2 年，总部位于江苏省南通市，专注于为
家庭及工商业用户提供先进的分布式光伏产品、储能产品及智慧能源管理方案。
近年来，海四达电源持续拓展磷酸铁锂锂离子电池应用领域，家用储能即为拓展
方向之一，因此 2020 年海四达电源即与沃太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进行接洽，2021
年开始对其批量供货，当年实现销售收入 4,052.86 万元。
因此，海四达电源报告期内的三元圆柱和磷酸铁锂锂离子电池主要客户中，
除沃太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外均系原有客户，已合作多年，合作关系稳定。新增
客户对未来生产经营有着积极影响。
（四）是否存在单一客户的重大依赖
2020 年度、2021 年度，标的公司对第一大客户销售收入分别占当年营业收
入的比重为 16.71%、11.12%，不存在对单一客户的重大依赖。未来，随着行业
的发展和标的公司技术能力与产能的不断提高，海四达电源将持续拓展新客户、
优化客户结构。
【核查意见】
经核查，会计师认为：（1）海四达电源 2021 年总体营业收入、境外营业收
入和三元圆柱、磷酸铁锂锂离子电池营业收入大幅上升的具体原因具有合理性；
（2）2020 年海四达电源应收账款余额占营业收入比重较高的原因具有合理性；
（3）海四达电源营业收入确认的具体政策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相关收入政策与
2020 年不存在差异，不存在突击确认大额营业收入的情况，营业收入确认的期
间准确；
（4）三元圆柱和磷酸铁锂锂离子电池的前五大客户名称、金额及占比与
实际情况相符，与标的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主要客户与标的公司合作关系稳定，
2021 年新增客户对未来生产经营有积极影响，标的公司不存在单一客户重大依
赖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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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12
重组报告书显示，海四达电源 2021 年采购金额占营业成本比例较高的三元
材料、磷酸铁锂、电解液和 PVDF 的平均单价较 2020 年分别上升了 41.27%、53.44%、
152.01%和 119.81%。报告期内的前五大供应商杭州微慕的注册资本为 2,241.848
万元，但 2021 年你公司向其采购额达到 10,107.04 万元。
请你公司：
（1）结合同行业可比公司情况，说明海四达电源主要原材料平均单价出现
大幅上升的原因及合理性，以及原材料价格上升对未来海四达电源持续盈利能
力、与主要供应商合作的稳定性的影响；
（2）说明杭州微慕的公司全称，其资信能力、资金实力和生产经营情况是
否与海四达电源的采购额相匹配。
请独立财务顾问和会计师对上述事项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结合同行业可比公司情况，说明海四达电源主要原材料平均单价出现
大幅上升的原因及合理性，以及原材料价格上升对未来海四达电源持续盈利能
力、与主要供应商合作的稳定性的影响
（一）主要原材料平均单价出现大幅上升的原因及合理性
2021 年度，海四达电源主要原材料平均单价大幅上升，主要系相关原材料
的市场价格上涨，具体情况如下：
1、三元材料
最近两年，三元材料市场价格变动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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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Wind

2、磷酸铁锂
最近两年，磷酸铁锂市场价格变动情况如下：

数据来源：Wind

3、铜箔
最近两年，铜箔材料市场价格变动情况如下：

数据来源：Wind

4、电解液
最近两年，电解液市场价格变动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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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Wind

5、PVDF
PVDF 近期的市场价格变动情况如下：

数据来源：Wind（仅提供自 2021 年 5 月 21 日起数据）。

（二）同行业可比公司情况
2021 年度，海四达电源的同行业可比公司均受到原材料价格上涨影响，其
直接材料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变化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亿纬锂能

65.11%

54.85%

蔚蓝锂芯

60.59%

54.70%

长虹能源

61.49%

56.41%

鹏辉能源

63.68%

55.90%

海四达电源

68.47%

5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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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可比公司年报等公开披露信息。
注 1：亿纬锂能未披露分产品的成本构成，上表数据系其锂离子电池、锂原电池、其他产品
合计数据，最近两年其锂离子电池收入占营业收入比例分别为 81.73%、88.94%。
注 2：
长虹能源未披露成本构成，上表数据系其子公司长虹三杰主营业务成本数据，其中 2021
年度系 2021 年 1-9 月数据。
注 3：鹏辉能源未披露分产品的成本构成，上表数据系其二次锂离子电池、一次锂电池、镍
氢电池、电子相关产品、其他类产品合计数据，最近两年其二次锂离子电池收入占营业收入
比例分别为 90.36%、90.52%。

由上表可知，同行业可比公司 2021 年直接材料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均大
幅上升，海四达电源与可比公司的变动趋势一致。
（三）原材料价格上升对未来海四达电源持续盈利能力、与主要供应商合作
的稳定性的影响
原材料价格上升对海四达电源的持续盈利能力不会产生重大不利影响，具体
原因如下：
1、标的公司产品具有一定的毛利率空间以应对原材料价格上升
报 告 期 内 ， 标 的公 司 主 要 产 品三 元 圆 柱 锂离 子 电 池 业务 毛 利 率 分别 为
24.32%、22.66%，下降幅度并不大，且仍保持了一定的盈利空间。磷酸铁锂锂
离子电池业务毛利率分别为 7.75%、-0.76%，主要原因为与磷酸铁锂锂离子电池
大客户 Exicom 和中国移动的合同签订较早，原材料成本较高。总体来看，2021
年度，虽然原材料价格大幅上涨，但海四达电源当年营业收入、净利润均实现大
幅增长。
2、随着生产经营规模的扩大，标的公司单位固定成本将有所下降
最近两年，海四达电源制造费用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11.50%、
6.48%，随着生产经营规模扩大、营业收入大幅增长，规模效应使得单位收入分
摊的固定成本大幅下降，有效减小了原材料价格上涨对毛利率的影响。
未来，随着海四达电源产能的持续提升、生产经营规模的不断增长，规模效
应将不断加强。
3、海四达电源具备一定的成本传导能力
海四达电源的主要客户中，除中国移动等运营商客户在框架协议中约定了固
定价格以外，多数客户是在下达采购订单时由双方协商确定价格，海四达电源会
根据原材料价格水平及波动情况向客户报价。
从目前海四达电源三元圆柱锂离子电池产品主要应用领域电动工具来看，根
据天风证券研究所的统计数据，电池在电动工具成本中占比仅 10%-20%，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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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低，因此下游客户对电池成本敏感度也较低。此外，目前电动工具下游市场主
要在欧美，价格区间从几十到几百美金，电动工具具有消费品属性，且购买频次
低，消费者相对容易接受原材料涨价传导，价格敏感度较低。
从目前海四达电源磷酸铁锂锂离子电池产品主要应用领域通信后备电源来
看，考虑到相关采购的必要性，运营商客户也需要保障一定的供应商的盈利，目
前已有部分运营商考虑调整采购价格机制，约定根据原材料市场价格的波动调整
锂离子电池采购价格。
4、海四达电源通过原材料锁价控制价格上涨的影响
海四达电源主要原材料均系通用材料，在预期到原材料价格上涨的情况下，
海四达电源与主要供应商签长期订供货协议，以预付款形式锁定一定期间内的材
料供应量及价格，以稳定原材料供应、保证生产和降低成本。
最近两年，海四达电源针对三元材料、磷酸铁锂、电解液等主要原材料均采
取了锁价备货的方式，一定程度上减小了原材料价格上涨的影响。海四达电源未
来将持续加强原材料采购成本管理，及时关注原材料市场价格波动情况，降低采
购成本。
5、海四达电源将持续开发客户，拓展应用领域
海四达电源主要原材料三元材料、磷酸铁锂、石墨、铜箔、电解液、PVDF
等均系通用材料，市场上供应相关原材料的供应商较多。海四达电源与主要供应
商均已建立了稳定的合作关系，原材料价格上升不会对海四达电源与主要供应商
合作的稳定性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随着本次非公开发行募投项目的实施，海四达电源将持续拓展产品下游应用
领域，尤其是重点开发储能行业的客户。随着业务领域不断拓展、客户结构不断
优化，标的公司抵御原材料价格上涨影响的能力将不断提升。
综上所述，原材料价格上升对海四达电源的持续盈利能力不会产生重大不利
影响。
二、说明杭州微慕的公司全称，其资信能力、资金实力和生产经营情况是
否与海四达电源的采购额相匹配
（一）杭州微慕的公司全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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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微慕公司全称为杭州微慕科技有限公司，除该公司外，海四达电源还与
其关联方杭州微慕智能网络技术有限公司、深圳市沈括科技创新有限公司、东莞
微慕科技有限公司存在交易，上述公司的具体情况如下：
1、杭州微慕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杭州微慕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110MA2806HB2A

成立日期

2016 年 11 月 17 日

注册资本

2,241.85 万元

法定代表人

何俐鹏

住所

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道永乐村 1 幢 3 楼
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
技术推广；电池制造；电子元器件与机电组件设备制造；电力电子元
器件制造；机械电气设备制造；电池销售；电子元器件与机电组件设
备销售；电子产品销售；机械设备销售；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蓄电池
回收及梯次利用（不含危险废物经营）；信息技术咨询服务；蓄电池
租赁；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
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
吴庆新：28.02%
何俐鹏：27.93%
湖州微慕信息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13.95%
南通天生衡达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9.09%
江苏疌泉凯通智能制造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7.27%
王敏：6.33%
代新社：4.64%
杭州里德通信有限公司：2.78%

经营范围

股权结构

2、杭州微慕智能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杭州微慕智能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成立日期

91330110MA2CGR6C92
2019 年 01 月 15 日

注册资本

20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

吴庆新

住所

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道欧美金融城 2 幢 3409-3410 室
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
技术推广；智能控制系统集成；软件开发；软件销售；信息咨询服务
（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电子产品销售；非公路休闲车及零配
件销售；智能物料搬运装备销售；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新能源汽车
电附件销售；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汽车租赁；机械设备租赁（除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许可
项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杭州微慕科技有限公司：85.00%
温罕非：15.00%

经营范围

股权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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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深圳市沈括科技创新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深圳市沈括科技创新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MA5FFQ7W99

成立日期

2019 年 01 月 15 日

注册资本

20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

何俐鹏
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高新区社区沙河西路 1819 号深圳湾科技生态
园 7 栋 B 座 706
一般经营项目是：电子产品、信息技术、机械设备、新能源设备的技
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电子产品及配件、机械设
备及配件、新能源设备的销售；货物进出口及技术进出口；男士服装、
女士服装销售；化妆品、卫生用品的销售；珠宝首饰、金银首饰、钻
石首饰、雕刻工艺品、花画工艺品、织制工艺品的销售；经营电子商
务。停车场服务。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
开展经营活动），许可经营项目是：电子产品及配件、机械设备及配
件、新能源设备的生产。
杭州微慕科技有限公司：76.92%
宁波存中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23.08%

住所

经营范围

股权结构

4、东莞微慕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东莞微慕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1900MA53QYXN1L

成立日期

2019 年 09 月 18 日

注册资本

1,00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

吴庆新

住所

广东省东莞市常平镇常平振兴三街 188 号 501 室
软件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智能控制系统集成；
销售：电子产品、机械设备、新能源设备、自行车及零配件（不含电
动自行车及其他加装动力装置的非机动车）
；智能物料搬运装备销售、
租赁；汽车租赁、机械设备租赁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深圳市沈括科技创新有限公司：45.00%
深圳市松煜投资有限公司：30.00%
宁波微慕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15.00%
李红波：5.00%
邓亚平：5.00%

经营范围

股权结构

（二）其资信能力、资金实力和生产经营情况是否与海四达电源的采购额相
匹配
杭州微慕主要从事 BMS 的研发、销售，以及提供通讯电源、储能电源和动
力电源的锂电电源系统定制化方案和产品，主要应用领域包括电动叉车、低速车、
风光储能、调峰储能、通讯基站和数据中心、雷达基站等。其产品销往日本、印
度、东南亚、墨西哥、非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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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海四达电源主要向杭州微慕采购 BMS、保护板和电池组件等；
同时，杭州微慕的海外客户资源丰富，标的公司也向杭州微慕销售磷酸铁锂锂离
子电池，用于其生产和销售。最近两年海四达电源与其交易情况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公司名称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杭州微慕科技有限公司
海四达电源对其
东莞微慕科技有限公司
销售
合计

4,413.18

2,309.41

1,017.71

-

5,430.89

2,309.41

杭州微慕科技有限公司

7,064.89

1,665.93

-

393.98

3,042.15

-

10,107.04

2,059.91

海四达电源向其 杭州微慕智能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采购
深圳市沈括科技创新有限公司
合计

杭州微慕是高新技术企业，拥有多项专利，其股东江苏疌泉凯通智能制造产
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系由江苏省政府投资基金（有限合伙）和南通市通州区
国有资本管理中心等机构股东出资，并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备案的私募基
金，其资信能力、资金实力和生产经营情况与海四达电源的采购额相匹配。
报 告 期 内， 海四 达 电源 向 杭州 微慕 的 采购 金 额分 别 为 2,059.91 万元 和
10,107.04 万元，占标的公司当年采购总额的比例分别 3.70%和 6.32%；海四达电
源向杭州微慕的销售金额分别为 2,309.41 万元和 5,430.89 万元，占标的公司当年
收入总额的比例分别为 2.83%和 2.93%。
【核查意见】
经核查，会计师认为：
（1）海四达电源主要原材料平均单价出现大幅上升的
原因合理，原材料价格上升对未来海四达电源持续盈利能力、与主要供应商合作
的稳定性不会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2）杭州微慕的公司全称已如实披露，其资信
能力、资金实力和生产经营情况与海四达电源的采购额相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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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13
重组报告书显示，海四达电源 2020 年、2021 年的综合毛利率分别为 20.78%、
16.09%，报告期内呈下降趋势。2020 年、2021 年三元圆柱锂电池毛利率分别为
24.32%和 22.66%，2021 年毛利率高于大部分可比公司；磷酸铁锂锂电池毛利率
分别为 7.75%、-0.76%，低于可比公司毛利率，主要原因为对磷酸铁锂锂离子电
池大客户 Exicom 和中国移动的合同签订较早，原材料成本较高。
请你公司：
（1）进一步梳理同行业可比公司同类细分产品的毛利率情况，说明海四达
电源细分产品毛利率与同行业可比公司差异较大的原因及合理性；（2）说明报
告期内磷酸铁锂锂电池毛利率大幅下滑甚至为负的合理性，海四达电源如何管
理原材料价格大幅波动的风险和应对的有效措施。
请独立财务顾问和会计师对上述事项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进一步梳理同行业可比公司同类细分产品的毛利率情况，说明海四达
电源细分产品毛利率与同行业可比公司差异较大的原因及合理性。
（一）海四达电源与主要可比公司细分产品结构、应用领域、客户结构对比
情况
海四达电源主要产品为三元圆柱锂离子电池、磷酸铁锂锂离子电池，分别主
要应用于电动工具及智能家电、通信后备电源及储能领域。海四达电源与主要可
比公司锂离子电池产品的细分产品结构、应用领域、客户结构对比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亿纬锂能

蔚蓝锂芯

细分锂离子电池产品

应用领域
主要客户
电子雾化器、可穿戴设备、
小型锂离子电池（小型
蓝牙设备、真无线蓝牙耳机 小米等
软包电池、豆式电池）
等。
圆 柱 电 池 （18650 和
21700 的 三 元 圆柱 电 电动工具、园林工具、电动 史丹利百得、TTI、博世、小
池、32130 和 40135 的 两轮车等。
牛等
圆柱磷酸铁锂电池）
动力电池（方形磷酸铁
锂电池、大型软包三元 新能源汽车、电动船舶、通
宝马、戴姆勒、现代起亚、
电池、方形三元电池、 讯储能、电力储能、户用储
捷豹路虎、小鹏和博世等
乘用 车用大圆柱电 池 能、风光储能等。
和 xHEV 电池系统）
小型动力系统，主要聚焦于 博世、史丹 利百得、TTI、
三元圆柱锂电池
电动工具、电踏车/电摩、清 Makita、 Metabo、 EINHELL
洁电器、便携式储能等市场。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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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虹能源

18650 和 21700 圆柱形
电池电芯

鹏辉能源

按照正极材料分为：钴
酸锂系列产品、磷酸铁
锂系列产品、三元材料
和多 元复合锂材料 系
列产品
按照产品形态分为：圆
柱、方型、软包系列产
品

海 四 达电
源

三元圆柱锂离子电池
磷酸铁锂锂离子电池

宁波汉浦工具有限公司、江
苏大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动一新能源动力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安海机电科技
（苏州）有限公司、南京汤
电动工具、园林工具、吸尘
峰机电有限公司、苏州川欧
器、智能家居等。
电器有限公司、深圳市富浩
源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苏州
地贝智能制造有限公司、浙
江明磊锂能源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等
消费数码：平板电脑、电脑、
充电宝、安防、智能物联、
灯具、电子烟、ETC、TWS 哈曼等
耳机、蓝牙设备、智能穿戴
等
新能源汽车：含低速车、乘
用车、专用车、客车、大巴 上汽通用五菱、长安汽车等
车等
轻型动力：含电动工具、电
动自行车、电动摩托车、启
爱玛、铁塔换电、TTI 等
动电源、平衡车、无人机、
扫地机、吸尘器等
储能：含 UPS 备用电源、通
讯基站备用电源、便携式储 阳光电源、三晶、古瑞瓦特、
能、发电侧储能、电网侧储 中国铁塔、中国移动等
能以及用户侧储能等
南京泉峰、有维科技、TTI、
浙江明磊、江苏东成、宝时
电动工具及智能家电
得、苏州达方、美的、苏州
普发等
通信后备电源及储能
中国移动、Exicom.等

资料来源：可比公司年报等公开披露信息；兴业证券研究所《亿纬锂能（300014.SZ）
：动力
储能盈利拐点将至，消费电池持续高收益》
。

（二）海四达电源与可比公司锂离子电池产品毛利率对比情况
最近两年，海四达电源与可比公司锂离子电池产品的毛利率对比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亿纬锂能

蔚蓝锂芯
长虹能源

产品分类
锂离子电池，包括小型锂离子电池、圆柱电
池（18650 和 21700 的三元圆柱电池、32130
和 40135 的圆柱磷酸铁锂电池）、动力电池
（方形磷酸铁锂电池、大型软包三元电池、
方形三元电池、
乘用车用大圆柱电池和 xHEV
电池系统）
。
锂电池，主要为三元圆柱锂电池，主要聚焦
于电动工具、电踏车/电摩、清洁电器、便携
式储能等市场。
锂电池，主要为 18650 和 21700 圆柱形电池
电芯，应用于电动工具、园林工具、吸尘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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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度

2020 年度

19.02%

26.13%

28.23%

23.55%

21.70%

29.53%

智能家居等。

鹏辉能源

海四达电源

二次锂电池，包括三元锂电池、磷酸铁锂锂
电池等多种产品，主要用于消费数码、轻型
动力（含电动工具、电动自行车等）、储能、
新能源汽车等。
平均数
三元圆柱锂离子电池，主要应用于电动工具、
智能家居等领域。
磷酸铁锂锂离子电池，主要应用于通信备电
源储能领域。
综合毛利率

14.92%

18.01%

20.97%

24.31%

22.66%

24.32%

-0.76%

7.75%

16.10%

20.75%

资料来源：可比公司年报等公开披露信息。

（三）海四达电源细分产品毛利率与同行业可比公司的差异原因具有合理性
海四达电源主要产品为三元圆柱锂离子电池产品和磷酸铁锂锂离子电池产
品，其中，最近两年，三元圆柱锂离子电池产品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55.63%、66.39%，磷酸铁锂锂离子电池产品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32.88%、
29.63%。
海四达电源三元圆柱锂离子电池产品毛利率与同行业可比公司存在一定差
异，主要系具体产品结构、应用领域、客户结构等存在差异，但不存在重大差异。
磷酸铁锂锂离子电池产品毛利低于同行业可比公司较多，原因主要系：
1、海四达电源磷酸铁锂离子电池主要应用于通信备电源领域，下游客户以
大型通信运营商为主，客户集中度较高，电池供应商相对议价能力较低，且通信
备电源只需要提供后备电力输出，对于性能的要求不高，因此早期的通信备电源
往往以铅酸电池为主，而锂离子电池作为绿色电池，逐渐开始替代铅酸电池在通
信备电源领域的主导地位，但目前铅酸电池的价格仍然低于锂离子电池，根据东
吴证券研究所的测算，磷酸铁锂储能系统成本为 1.5-1.85 元/Wh，铅蓄电池储能
系统成本为 0.95-1.25 元/Wh。因此下游客户在购买锂离子电池的时候，往往会选
择价格较低的锂离子电池来替换铅酸电池，达到压缩成本的目的，导致通信备电
源电池的整体毛利率较低。
2、2021 年，海四达电源磷酸铁锂锂离子电池主要客户为 Exicom 和中国移
动，2021 年度，海四达电源对 Exicom 和中国移动的销售金额分别为 18,671.41
万元、11,006.88 万元，占磷酸铁锂锂离子电池销售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35.54%、
20.95%，毛利率分别为-0.27%、-9.22%。海四达电源对 Exicom 的毛利率为负，
主要系对 Exicom 部分产品生产于 2019 年，当时材料成本相对较高，2020 年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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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影响未发货，2021 年初恢复供货，此时原材料及产品市场价格尚相对较低，
出于防止库存积压、维护客户关系等因素考虑，销售价格甚至有所降低，同时受
后续材料价格大幅上涨的叠加影响，导致毛利率为负。海四达电源对中国移动毛
利率为负，主要系海四达电源与中国移动的合同签署时间为 2020 年，且根据合
同规定，价格为固定价格，受原材料价格持续上涨影响，毛利率为负。
二、说明报告期内磷酸铁锂锂电池毛利率大幅下滑甚至为负的合理性，海
四达电源如何管理原材料价格大幅波动的风险和应对的有效措施。
（一）报告期内磷酸铁锂锂电池毛利率大幅下滑甚至为负的合理性
最近两年，海四达电源磷酸铁锂锂离子电池毛利率分别为 7.75%、-0.76%，
2021 年度毛利率下滑且为负的主要原因系原材料成本上升，并导致对部分磷酸
铁锂锂离子电池大客户的毛利率为负所致，具体请参见本题“一、（三）海四达
电源细分产品毛利率与同行业可比公司的差异原因具有合理性”相关内容。
（二）海四达电源如何管理原材料价格大幅波动的风险和应对的有效措施
针对原材料价格大幅波动的风险，海四达电源采取了以下应对措施：
1、加强与主要供应商合作，保障原材料供应稳定
最近两年，海四达电源业务快速发展，特别是三元圆柱锂离子电池产品业务
规模快速增长，规模采购优势日益突出。海四达电源已建立较为完善的合格供应
商体系，并与主要供应商建立了较为稳定的合作关系。针对原材料价格大幅波动
情况，海四达电源将依托与主要供应商良好的合作基础，采取包括签订长期供货
协议、提前锁定材料供应量及价格、适当备货等方式锁定价格成本，同时随着业
务规模的增长，还可凭借规模优势提升议价能力，从而加强对采购成本管理。
2、加强与客户的协商，形成原材料涨价情形下的合理价格传导
海四达电源产品售价主要基于生产成本、合理的利润率、市场需求等因素下，
通过与客户协商或招标的形式确定。对于主要产品三元圆柱锂离子电池产品，其
主要应用于电动工具领域，一方面由于电池在电动工具成本中占比仅 10%-20%，
占比较低，电动工具厂商对电池成本敏感度较低，另一方面，电动工具下游市场
主要在欧美，价格区间从几十到几百美金，消费者购买频次较低，价格敏感度较
低，因此生产成本容易传导至下游客户。对于磷酸铁锂锂离子电池产品，随着前
期订单的陆续交货以及原材料价格预期的明朗，海四达电源在未来新签署的合同
时也将根据最新原材料市场价格重新定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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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进一步优化供应商体系，积极开发新的合格供应商
海四达电源在加强与现有优质供应商的合作的同时，还将积极开发新的合格
供应商，丰富采购来源，形成有效的原材料供应储备，保障原材料稳定供应，防
范因原材料采购集中度过高而导致的采购价格偏高风险。
4、持续优化生产工艺，积极开拓业务，提升生产效率和生产规模，降低生
产成本
海四达电源将持续优化生产工艺、提升管理水平及购置先进设备，提高生产
效率和产品良率，减少余料损失，降低生产成本，以减少原材料价格上涨对成本
的影响。此外，随着生产经营规模扩大、营业收入大幅增长，规模效应使得单位
产品分摊的固定成本下降，以进一步减少原材料价格上涨对生产成本的不利影响。
【核查意见】
经核查，会计师认为：
（1）海四达电源细分产品毛利率与同行业可比公司差
异的原因符合实际情况，具有合理性。
（2）报告期内磷酸铁锂锂电池毛利率大幅
下滑甚至为负的原因合理，海四达电源管理原材料价格大幅波动的风险的应对措
施有效。
问题 17
请独立财务顾问和会计师补充披露对海四达电源报告期业绩真实性的核查
情况，包括但不限于合同签订及执行情况、产销量、收入成本确认依据及其合
理性、收入增长合理性、成本真实性、毛利率变化及与同行业可比公司情况对
比的合理性、存货及客户真实性、海外销售的真实性等，并就核查手段、核查
范围的充分性、有效性及标的资产业绩的真实性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会计师的核查程序
会计师履行了如下核查程序：
1、访谈管理层、销售业务人员、会计机构负责人以及相关会计人员，详细
了解和评价海四达电源的收入确认原则是否合理；了解产品定价政策、成本构成
和原料价格的波动情况，分析毛利率影响因素及报告期毛利率的变动原因；
2、了解和评价海四达电源的销售与收款、采购与付款、生产与仓储业务的
内部控制设计是否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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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对海四达电源销售与收款、采购与付款、生产与仓储等主要业务循环执
行了控制测试，评价标的公司的内部控制是否得到有效执行；
4、获取海四达电源报告期各期销售收入、成本明细，了解收入确认方法、
成本结转方法、成本核算流程及成本归集与分配的标准和方法，核查标的公司收
入确认、成本计算方法的准确性；
5、对海四达电源 2020 年度和 2021 年度大额销售客户执行收入函证程序，
回函及替代测试确认比例分别占报告期收入总额的 55.18%和 68.22%；对报告期
各期末大额应收账款执行函证程序，回函及替代测试确认比例分别占 2020 年、
2021 年末余额的 60.42%和 63.85%；
6、获取海四达电源报告期内主要客户的框架合同及具体订单，核查对应的
出库单及客户签收回执，所核查客户的收入占标的公司 2020 年度、2021 年度收
入总额的 52.76%和 62.73%；针对 2021 年度海外销售大幅增长的情况，重点获
取并核查了海外大客户 Exicom 和 TTI 公司全年的订单、出库单和出口报关单，
对海运方式交货的订单获取并核查了船运提单，对保税区报关交付的订单获取了
客户签收回执，上述核查客户的销售金额覆盖 2021 年度海外销售额的 92.13%；
7、选取标的公司主要客户和供应商进行访谈，了解和评价客户和供应商的
真实性，询问客户和供应商的主要业务范围及业务规模，评价销售额和采购额的
合理性；所访谈客户的收入占标的公司 2020 年度、2021 年度的营业收入总额比
例分别为 55.46%和 70.36%，占报告期 2020 年度、2021 年度海外销售收入的 9.34%
和 79.82%；供应商访谈核查范围分别覆盖报告期 2020 年度、2021 年度采购总额
的 42.81%和 48.88%。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访谈采用线上会议方式，访谈中要
求被访谈对象出示了身份证件及工作证，并对会议过程全程记录，访谈纪要由被
访谈方签字盖章后原件寄回，能够保证访谈程序的真实性和有效性；
8、通过公开渠道查询海四达电源前五大客户、前五大供应商的注册资本、
股东结构等工商登记信息，核查海四达电源、海四达电源董监高、海四达电源核
心员工与上述客户、供应商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9、查询同行业可比公司销售增长及毛利率变化情况，将标的公司产品的销
售增长及毛利率与可比公司同类产品的毛利率进行对比，分析公司的销售增长和
毛利率走势与同行业可比公司变化趋势是否一致，销售收入和毛利率变动幅度是
否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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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对标的公司报告期 2021 年末实施存货监盘程序，了解存货的类别、内
容、性质，知悉各存货重要程度及存放场所，并根据标的公司期末存货情况确定
监盘范围及时间安排。存货监盘金额占存货余额比例为 70.05%。
11、访谈标的公司财务人员及存货管理人员，了解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政策，
结合标的公司业务经营模式，分析政策制定的合理性。取得标的公司报告期各期
末存货跌价准备明细表，在手订单明细和存货库龄情况表，重新测算存货跌价准
备金额准确性，分析期末存货与订单的匹配性，分析存货库龄合理性，核查存货
减值计提充分性。
【核查意见】
经核查，会计师认为：会计师的核查手段及核查范围充分、有效；标的资产
报告期内的业绩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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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关于对上海普利特复合
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的重组问询函回复》之签字盖章页）

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上海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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