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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北京天宜上佳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的回复 

众环专字（2022）0112081 号 

上海证券交易所： 

根据贵所出具的《关于北京天宜上佳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审核

中心意见落实函》（以下简称“落实函”）有关要求，作为北京天宜上佳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天宜上佳”、“公司”或者“发行人”）申请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申报会计

师，我们对落实函中要求申报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的事项进行了专项核查，现将核查

情况说明如下： 

1. 请发行人进一步说明：闸片和闸瓦板块的未来经营规划，2022 年 1-3月闸片和闸瓦板

块收入下降的原因，结合 2022年该业务板块收入和在手订单情况，说明 2022年闸片和闸

瓦板块收入是否存在持续下降的风险。 

请保荐机构和申报会计师对上述事项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核查情况如下： 

一、发行人说明 

（一）公司粉末冶金闸片及合成闸片/闸瓦业务板块（闸片和闸瓦板块）的定位 

公司自成立以来，持续专注于摩擦制动材料领域相关业务，并通过长期的自主研发，于

2013 年成功研制出动车组用粉末冶金闸片产品，并成功实现进口替代，有力推动了我国动

车组核心零部件的国产化进程。目前，公司已成为国内领先的高铁动车组粉末冶金闸片供应

商。借助于公司在摩擦制动材料领域的竞争优势和为公司带来的稳定现金流，公司近年来加

速在大交通和新能源领域的技术研发及产业化应用，大力发展碳基复合材料以及碳纤维复合

材料等新材料业务，目前已形成粉末冶金闸片及合成闸片/闸瓦业务、碳基复合材料制品、

树脂基碳纤维复合材料制品、航空大型结构件精密制造等业务板块。其中，粉末冶金闸片及

合成闸片/闸瓦业务是公司传统业务，也是公司四大业务板块中的支柱产业。 

在大力发展新业务的同时，公司亦在长期坚持在粉末冶金闸片及合成闸片/闸瓦业务板

块的研发投入，不断拓宽产品认证范围，强化公司在该领域的技术与产品优势。2021 年，

公司获得 CRH2G、CRH3A、CRH3A-A、CRH6F 型动车组和交流传动机车粉末冶金闸片试

用证书，实现新增动车组型号在 CR300AF、CR300BF、CR400AF、CR380D 粉末冶金的闸

片覆盖并获得试用证书，完成市域 D 城际车粉末冶金闸片开发。在合成闸片/闸瓦方面，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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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在 2021 年完成中国标准地铁 A、B 型车统型合成闸片的开发，涉及统型地铁 A、B 型车

铸铁、铝合金制动盘用合成闸片，与此同时实现了中国标准地铁 A 型车合成闸片的推广应

用和批量供货。截至目前，公司共拥有 11 张 CRCC 核发的《铁路产品认证证书》及 7 张 CRCC

核发的《铁路产品试用证书》，产品覆盖国内时速 160-350 公里动车组 33 个车型及交流传动

机车车型，是持有 CRCC 证书覆盖车型最多的厂商。 

未来发展方面，轨道交通行业仍是国家未来重点发展的产业。国务院发布《“十四五”

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规划》，明确未来五年内我国综合交通网络总里程突破 600 万公

里，“十纵十横”综合运输大通道基本贯通，高速铁路运营里程翻一番、对百万人口以上城

市覆盖率超过 95%，超大特大城市轨道交通加快成网。到 2025 年，我国铁路营业里程预计

达到 16.5 万公里，城市轨道交通运营里程预计达到 10,000 万公里，轨道交通行业未来市场

空间仍然广阔。因此，闸片和闸瓦板块依旧是公司未来发展的重点，公司针对该业务板块具

体发展规划如下： 

在技术研发方面，公司将持续增加研发投入，重视轨道交通车辆摩擦副的研发，巩固公

司在粉末冶金闸片领域的工艺和技术优势； 

在市场开拓方面，一是积极参与国铁集团组织的闸片联合采购，通过产品品质和成本优

势，继续保持联采中标最优份额；二是在原有路局检修业务的基础上，拓展郑州、武汉、成

都等路局闸片检修业务，不断扩大检修市场领先优势；三是在系统集成业务方面，继续发挥

闸片核心供应商领先优势，深化与制动系统集成商在新造车型领域的长期合作关系。 

在产能规划方面，公司位于北京市房山区窦店镇高端制造业基地的高速列车基础制动材

料研发及智能制造示范生产线已于 2020 年部分投产，剩余部分预计在 2022 年年底前验收并

投入使用，该产线将大幅提升公司粉末冶金闸片产品的生产效率，提高产线的自动化、智能

化水平以及公司的成本控制能力；公司位于天津武清厂区的年产 30 万件轨道交通车辆闸片/

闸瓦、30 万套汽车刹车片、412.5 万套汽车配件项目目前尚在建设中，预计 2022 年底建设

完成，投产后将成为公司合成闸片/闸瓦产品的主要生产线。以上产线预计将满足公司未来

传统业务产品的产能需求。 

（二）2022 年 1-3 月闸片和闸瓦板块收入下降的原因 

粉末冶金闸片及合成闸片/闸瓦产品是轨道交通车辆的核心关键零部件，属于易耗品，

制动闸片的使用程度与车辆的开行及运行效率高度相关。2022 年一季度，受新冠疫情影响，

北京、上海、深圳、西安等重要经济中心及交通枢纽接连出现大规模疫情传播，我国铁路行

业受到较大程度的冲击。2022 年 1 至 5 月，全国铁路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完成 1,923 亿元，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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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下降 5.6%，发送旅客累计 61,988 万人，同比下降 44.6%。 

基于上述因素，公司闸片和闸瓦板块受到影响，发货量不及预期。该板块 2022 年一季

度实现收入 3,041.05 万元，较去年同期 7,075.36 万元下降 57.02%。 

同行业上市公司中，与铁路运输相关的主要公司 2021 年及 2022 年一季度的营业收入情

况如下： 

单位：万元 

公司名称 
2022 年 1-3 月 

营业收入 

2021 年 1-3 月 

营业收入 
同比变化情况 

神州高铁 21,558.52 14,928.86 44.41% 

晋西车轴 12,507.50 12,963.33 -3.52% 

鼎汉技术 23,649.90 28,335.42 -16.54% 

康尼机电 68,995.42 93,824.05 -26.46% 

博深股份 34,488.24 38,566.01 -10.57% 

华铁股份 28,361.95 39,086.15 -27.44% 

京沪高铁 567,920.17 574,417.28 -1.13% 

中国中车 3,064,750.10 4,155,393.50 -26.25% 

本公司 17,337.40 7,525.62 130.38% 

公司（闸片和闸瓦板块） 3,041.05 7,075.36 -57.02% 

注：各上市公司的财务数据均来源于其披露的定期报告。 

2022 年一季度，除神州高铁外，同行业上市公司营业收入同比均呈现下降趋势。神州

高铁的营业收入增长主要系其货运专用铁路线运营和工业智能物流装备两大板块的新产品、

新业务应用范围迅速拓展，合同订单快速增加所致。闸片和闸瓦产品作为轨道交通车辆的易

耗品零部件，轨道交通车辆生产及运营车次减少既影响闸片和闸瓦产品的新增需求，也直接

影响其作为更换备件的需求，故相关板块业务收入下滑较大。 

综上，公司 2022 年一季度闸片和闸瓦收入下降主要系受疫情因素影响所致，与同行业

公司具有一致性。 

（三）结合 2022 年该业务板块收入和在手订单情况，说明 2022 年闸片和闸瓦板块收

入是否存在持续下降的风险 

1、2022 年闸片和闸瓦业务板块收入和在手订单情况 

2022 年一季度闸片和闸瓦业务板块实现的营业收入 3,041.05 万元，截至 2022 年 3 月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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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的在手订单为 17,415.20 万元。2022 年二季度闸片和闸瓦业务板块实现的营业收入预计为

4,000-5,000 万元，较 2022 年一季度的有所上升，但预计较 2021 年同期仍有所下降。截至

2022 年 5 月 31 日，闸片和闸瓦业务板块的在手订单约为 15,088.94 万元。 

2、2022 年闸片和闸瓦板块收入是否存在持续下降的风险 

如前所述，2022 年一季度该板块收入下降主要系受到疫情影响。 

公司闸片和闸瓦板块业绩与国家疫情防控态势及铁路运输情况联系紧密，如疫情发展情

况好转，该板块收入恢复能力较强。以 2020 年为例，受当年疫情因素影响，公司 2020 年一

季度实现业务收入 6,968.82 万元，同比下降 55.06%，随着国内疫情防控工作有序推进，疫

情发展得到有效控制，2020 年第三、四季度，公司该业务板块实现收入 9,430.86 万元及

17,855.69 万元，收入恢复速度明显。 

2022 年上半年，国内疫情出现反复，北京、上海、深圳、西安等地接连出现大规模疫

情传播，严重影响了相关地区及周边的正常社会经济活动。2022 年 6 月以来，国内疫情防

控成效显著，全国疫情呈现稳中下降趋势，每日新增本土感染者数量总体处于低水平波动状

态，除局部地区疫情仍有波动，个别地区疫情拖尾时间较长外，大部分地区均已陆续恢复正

常生产生活状态。为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2022 年 6 月 28 日国务院应对新型

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结合防控工作实践组织修订形成了《新型冠状病毒肺

炎防控方案（第九版）》，该方案对风险人员的隔离管控时限和方式进行了优化：将密切接触

者、入境人员隔离管控时间从“14 天集中隔离医学观察+7 天居家健康监测”调整为“7 天

集中隔离医学观察+3 天居家健康监测”；工信部也于即日起取消通信行程卡“星号”标记。 

因此，随着疫情发展得到有效控制，高速列车、机车车辆、城市轨道交通车辆等轨道交

通车辆对粉末冶金闸片及合成闸片/闸瓦产品的需求将有所回升，公司 2022 年闸片和闸瓦板

块业绩将较快回复。但如果 2022 年下半年疫情出现反复或铁路运输量恢复情况未达预期，

不排除该板块存在收入持续下降的风险。公司已在本次募集说明书中对相关风险作出如下提

示： 

“（一）传统业务短期内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较大及收入持续下降的风险 

2022 年 1 季度，公司传统业务粉末冶金闸片及合成闸片/闸瓦实现销售收入 3,041.05 万

元，较 2021 年 1 季度同比下降 57.02%，主要原因为 2022 年 1 季度受新冠疫情影响全国铁

路客运量明显下滑。2022 年 1 季度全国铁路旅客发送量 4.71 亿人次，同比下降 13.5%，其

中 3 月仅发送旅客 1.01 亿人次，同比下降 58.4%，铁路运输量的下降导致了公司传统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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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需求的大幅减少。2022 年 2 季度，包括深圳、北京、上海等重点城市在内的多个地区

疫情出现反复，全国铁路旅客发送量仍处于较低水平。因此，公司预计 2022 年上半年粉末

冶金闸片及合成闸片/闸瓦收入同比将出现一定的下滑。2022 年 6 月以来，我国疫情防控取

得了良好进展，包括北京、上海等城市均已陆续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状态。随着我国疫情发展

得到有效控制，公司传统业务有望逐步实现业绩恢复，但如国内疫情未来再次出现反复或铁

路运输恢复情况未达预期，不排除公司传统业务收入存在同比继续下降的风险。” 

注：本回复中涉及的 2022 年 1-5 月的数据未经审计。 

二、核查意见： 

（一）核查程序 

1、对公司管理层进行访谈，了解公司闸片和闸瓦板块的未来经营规划； 

2、通过查阅公开资料，对比同行业上市公司一季度财务数据，了解公司闸片和闸瓦板

块的销售情况及下游市场的变化情况，分析收入下降的原因； 

3、获取公司闸片和闸瓦业务板块 2022 年收入情况和截至 2022 年 5 月底的在手订单情

况，了解公司闸片和闸瓦板块收入的变化趋势； 

4、通过查阅公开资料，了解新冠肺炎疫情的最新进展以及国内关于防疫的最新政策情

况。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公司就上述事项的披露情况与实际情况相符。2022 年下半年如果疫

情不存在反复，闸片和闸瓦板块收入较上半年持续下降的风险较小；公司已在募集说明书中

补充相关风险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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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请发行人进一步说明：（1）说明截止目前碳陶制品研发及试验线的投产和目标客户开拓

情况；（2）说明最近一年及一期末碳碳复合材料的应用领域、目标客户类型和对应金额，

截至目前下游客户开拓和在手订单情况；（3）在募集说明书中充分披露新业务领域开拓的

相关风险。 

请保荐机构和申报会计师对上述事项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核查情况如下： 

一、发行人说明 

（一）说明截止目前碳陶制品研发及试验线的投产和目标客户开拓情况 

1、截止目前碳陶制品研发及试验线的投产情况 

（1）碳陶制动盘研发情况 

公司自 2016 年开始进行碳陶制动盘产品的研发，截至本回复报告出具日，公司已具备

新能源车、商用车及特种车辆碳陶制动盘预制体编织、气相沉积、陶瓷溶渗等制备技术能力；

实现碳陶制动盘性能正向设计开发，同时在碳陶制动盘加工技术上也取得重大突破，有效缩

短了加工周期，在未来产业化过程中有望进一步降低生产成本；公司已完成与国外顶尖竞品

1:1 台架对比测试，产品性能与竞品相当。公司碳陶制动盘产品已具备批量化生产的能力。 

（2）公司碳陶制动盘试验线投产情况 

公司已在北京房山厂区建设碳陶制动盘试验线，项目备案总投资 2,954.50 万元，占地面

积 2,137.50 平方米，建筑面积 2,600.00 平方米。该项目主要利用现有厂房购置化学气相沉积、

石墨化处理、机械加工、渗硅处理等设备，建设碳基、陶瓷基复合材料制品研究及生产示范

线，用于碳陶制动盘产品的研发工作以及市场开拓前期向客户小批量供货。目前该示范生产

线主要用于公司客户开发，具体功能包括依据客户技术输入进行正向设计开发、提供产品样

件、根据测试结果及时对产品性能及结构进行优化等，目前已向多家客户的相关车型提供产

品样件。同时，该示范生产线也为公司相关研发项目提供技术支持，目前在研项目主要包括：

400 公里动车组碳陶复合材料制动盘及闸片材料配方及工艺研究、碳/陶制动盘产品开发，并

形成多项核心专利技术。 

2、截止目前碳陶制品目标客户的开拓情况 

公司碳陶制动盘产品目标客户主要为新能源车、商用车及特种车辆的主机厂及供应商。

如公司在 2022 年 6 月 24 日公告的“关于北京天宜上佳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

行股票申请文件的第二轮审核问询函之回复报告（修订稿）”中的相关披露，目前公司已与

多家车企签订技术合作协议，并积极推进与其他车企的合作工作。具体进展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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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已与两家汽车厂商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依托其品牌及平台，开展商用车、特种车

辆高性能碳陶制动材料核心部件的研制开发工作，致力于关键制动部件材料轻量化、绿色环

保，同时提升车辆运营与制动安全；在技术层面，公司与上述两家车企正式建立合作关系，

将根据客户提供的技术参数要求，按照合作计划开展技术方面的支持服务，共同关注碳陶制

动盘在商用汽车领域的应用。 

公司已与四家汽车厂商签订了保密/合作协议，依据客户拟配备碳陶制动盘车型的技术

输入进行正向设计开发，为客户提供符合技术要求的配套产品。其中，公司与某车企 A 的

特种车项目在技术合作方面已完成产品供货并进入装车路试阶段，下一步将开展盘片摩擦性

能试验，目前客户反馈良好。公司与某车企 B 合作的项目在技术合作方面已完成样件交付，

客户反馈性能符合要求，在商务合作方面，目前正在等待进入定点及准备小批量供货阶段。 

除上述企业之外，公司将继续开拓与下游车企的技术合作，目前正与多家乘用车、特种

车和商用车企业在商谈合作或进行技术交流。未来，公司将积极推进与相关厂商签订合作协

议，正式开展技术合作。 

注：上述披露中的客户信息已随同本次核查意见回复的同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交了豁

免申请。 

（二）说明最近一年及一期末碳碳复合材料的应用领域、目标客户类型和对应金额，

截至目前下游客户开拓和在手订单情况 

公司从轨道交通领域拓展至光伏碳基材料领域，面临全新的市场环境和下游客户，由于

下游光伏硅片制造商对公司产品认证需要经历 6-8 个月的验证周期，为充分利用自身产能，

在验证阶段，主要通过向同行业碳碳制品厂商提供热场产品代工，以及碳碳板材等需进一步

加工的中间产品等形式与客户开展合作，打开产品销售渠道；同时公司也同步向光伏硅片制

造商开展送样认证工作，待通过认证后成为其正式供应商后向其销售坩埚、导流筒、保温筒

等碳碳热场核心部件。因此公司在新业务起步初期，客户结构以同行业碳碳制品厂商为主；

随着光伏硅片制造商认证工作不断深入，公司收入结构及订单中光伏硅片制造商占比将不断

提升。 

最近一年及一期末，公司碳碳复合材料业务主要客户类型及相应销售收入情况如下： 

期间 客户类型 销售额（万元） 占比 主要产品 

2022 年

1-3 月 

光伏硅片制造商 1,586.81 13.35% 坩埚、保温桶、导流筒 

碳碳制品厂商 10,297.24 86.65% 碳碳制品代工、碳碳板材 

合计 11,884.05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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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间 客户类型 销售额（万元） 占比 主要产品 

2021 年 

光伏硅片制造商 - - 坩埚、保温桶、导流筒 

碳碳制品厂商 14,217.66 100% 碳碳制品代工、碳碳板材 

合计 14,217.66 100.00%  

截至目前，公司光伏硅片制造商的认证工作进展顺利，公司已开始向高景太阳能等多家

光伏硅片制造商正式供货；还有多家光伏硅片制造商已完成送样工作且进入试用阶段，待产

品试用完成后，有望实现快速放量。 

注：上述披露中的客户信息已随同本次核查意见回复的同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交了豁

免申请。 

截至 2022 年 3 月 31 日及 2022 年 5 月 31 日，该业务板块的在手订单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客户类型 
2022 年 3 月 31 日 2022 年 5 月 31 日 2022 年 4-5 月新增订单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光伏硅片制

造商 
707.98 5.33% 3,773.37 14.61% 3,065.39 24.43% 

碳碳制品厂

商 
12,574.21 94.67% 22,055.17 85.39% 9,480.96 75.57% 

合计 13,282.19 100.00% 25,828.53 100.00% 12,546.34 100.00% 

截至目前，该业务板块在手订单充足，消纳情况良好。 

（三）在募集说明书中充分披露新业务领域开拓的相关风险 

公司已在募集说明书及本次发行其他文件中进行了相关风险披露，具体如下： 

“（五）新市场开拓失败的风险 

公司在持续专注摩擦制动材料的同时，也在不断开拓新业务产品应用领域。在碳碳复合

材料业务领域，公司产线建成后，前期业务收入主要以生产板材产品及为同行业企业进行代

工为主。公司已在积极推进下游终端企业的客户认证工作，并已取得良好进展，截至 2022

年 5 月末，公司下游终端企业客户在手订单占比达到 14.61%，但考虑到公司客户认证过程

存在一定不确定性，公司碳基复合材料业务收入亦存在一定不及预期的风险。 

在碳陶制动盘产品方面，公司作为国内较早布局相关产业的公司，具备较强的先发优势，

目前已与多家车企建立了相关业务合作关系，并在产品开发方面进展顺利。但由于公司碳陶

制动盘产品需装配在汽车上，如未来搭载碳陶制动盘产品车型上线进度放缓或相关车型销售

情况不尽理想，公司碳陶制动盘产品也存在一定收益不及预期的风险。 

总体来看，公司在新业务领域进行自主研发与技术引进相结合，在上述应用领域进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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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的技术、人员储备，但相较于此前在高铁粉末冶金闸片领域所取得的成绩，公司在新业

务发展上仍需要在目标领域市场不断进取开拓新的客户，不断提升行业知名度，存在对上述

市场开拓失败乃至退出市场的风险。” 

注：本回复中涉及的 2022 年 1-5 月的数据未经审计。 

 

二、核查意见： 

（一）核查程序 

1、访谈公司管理层，获取碳陶制动盘试验线的备案证，了解碳陶制品研发及试验线的

投产和目标客户开拓情况； 

2、获取公司最近一年一期的收入明细表、截至 2022 年 3 月底和 5 月底的在手订单明细

表和在手订单，了解最近一年及一期末碳碳复合材料的应用领域、目标客户类型和对应金额、

下游客户开拓和在手订单情况。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公司就上述事项的披露情况与实际情况相符。公司已在募集说明书中

补充披露了新业务领域开拓的相关风险。 

 

 

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2022 年 7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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