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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西安凯立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持续督导半年度报告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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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凯立新材料股份

有限公司 

保荐代表人姓名：陈彦斌 
联系方式：028-85534995 
联系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朝内大街 2 号

凯恒中心 B、E 座 9 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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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号

凯恒中心 B、E 座 9 层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21〕1396

号文”批准，西安凯立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或“凯立新材”）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2,336.00

万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1.00 元。本次公司发行新股的发行价为 18.94 元/股，募

集资金总额为 44,243.84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 4,185.68 万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

额为 40,058.16 万元。本次公开发行股票于 2021 年 6 月 9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市。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信建投证券”）担任本次公开发行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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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

度报告书。 

一、持续督导工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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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荐机构已与凯立新材签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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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工作内容 持续督导情况 

的权利义务，并报上海证券交易所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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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凯立新材经营情况，

对凯立新材开展持续督导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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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上半年凯立新材在持续督导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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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上半年凯立新材在持续督导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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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机构督导凯立新

材及其董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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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荐机构督促凯立新材依照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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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荐机构对凯立新材的内控制度的设

计、实施和有效性进行了核查，凯立新

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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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荐机构督促凯立新材严格执行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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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荐机构对凯立新材的信息披露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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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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内容 持续督导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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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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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上半年，凯立新材及其控股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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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上半年，凯立新材及其控股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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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上半年，经保荐机构核查，凯

立新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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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上半年，凯立新材未发生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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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上半年，凯立新材不存在需要

专项现场检查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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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内容 持续督导情况 

涉嫌资金占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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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上半年，凯立新材不存在未履

行承诺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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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凯立新材料股份有限

公司存在重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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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行业技术迭代的风险 

随着催化剂行业技术的发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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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贵金属资

源稀缺，价格昂贵，如何在降低贵金属使用量的同时，保证其使用效率和催化效

果，一直都是国内外的研究热点。纳米稀土等非贵金属催化材料、高性能贵金属

催化材料、环保型催化材料等新型催化材料亦为目前的研究热点方向。若公司对

技术和市场的发展趋势不能正确判断，对行业关键技术的发展动态、新技术及新

产品的研发方向等方面不能正确把握，导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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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技术落后竞争对手风险 

公司的贵金属催化剂业务处于全市场竞争的行业状态，催化剂性能优势是获

得市场的前提。若公司不能持续保持对产品性能的改进优化以及新产品的研究开

发，就存在部分催化剂的性能指标被同行超越，丢失客户和市场份额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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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经营风险 

（1）贵金属价格波动及资金占用较高的风险 

公司贵金属催化剂的主要原料为钯、铂、铑等铂族贵金属，其价格受全球地

缘形式和下游行业经济周期的影响变化快、波动大，且铂族金属价格昂贵，通常

占销售模式下产品生产成本的 90%以上，贵金属价格的波动对销售模式下的产品

成本影响较大。若未来公司不能有效地将原材料价格上涨的压力转移到下游、或

不能通过技术工艺创新抵消成本上涨的压力，又或在价格下降过程中未能做好存

货管理，都将会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不利影响。同时，如果贵金属市场价格大

幅下跌，相关贵金属原材料亦存在减值风险。 

（2）下游客户领域较为集中的风险 

公司为我国精细化工领域具有技术优势的贵金属催化剂供应商，产品及服务

主要应用于医药、农药、染料颜料及化工新材料等行业。其中，来自医药领域客

户的收入占比较高，公司前五大客户也较多的集中于该领域。公司产品主要应用

于下游客户产品的催化反应合成工艺中，一旦有更为先进的合成工艺出现，将会

形成化学原料药、中间体生产技术的迭代。如果新的合成工艺不使用公司的催化

剂产品或公司的催化剂产品性能跟不上技术迭代的速度，将导致公司存在失去该

类客户的风险，从而对公司整体经营及收入情况造成影响。 

（三）行业风险 

（1）贵金属资源短缺的风险 

贵金属在全球属于稀缺资源，贵金属催化剂的主要原材料是铂、钯等贵金属

原料，而我国在铂族金属资源上属于极度匮乏的国家，主要贵金属大部分依赖进

口。近期全球疫情蔓延，逆全球化升温，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国家愈加重视稀贵

金属的战略价值，稀贵金属作为未来高科技发展不可或缺的关键元素，战略价值

愈加凸显。若未来由于国际政治等因素的影响，国内贵金属供应出现短缺，将对

公司的生产经营造成较大的影响。 

（四）宏观环境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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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法律风险 

公司主要从事贵金属催化剂的研发、生产和销售。由于行业内技术进步快，

科技含量高，知识产权种类、数量繁多，若公司对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未能及时

发现并采取有效的法律措施，可能会对公司的知识产权和品牌形象产生负面影响。 

（2）税收优惠变化的风险 

报告期内，公司享受高新技术企业税收优惠，适用企业所得税税率为 15%，

若未来公司不能持续符合高新技术企业的相关标准，或国家税收政策有所调整，

公司未来税后经营业绩将受到一定的影响。 

（五）其他重大风险 

（1）新冠肺炎疫情引发的风险 

受新冠肺炎疫情风险影响，各地政府相继出台并严格执行关于延迟复工、限

制物流、人流等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政策，公司需按照属地疫情防控部门的有关要

求，在做好疫情防控管理，若疫情反复或防控趋严，将会影响公司开工率和物流

运输。 

四、重大违规事项 

在本持续督导期间，西安凯立新材料股份有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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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上半年度，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如下所示： 

单位：万元 

主要会计数据 2022 年 1-6 月 2021 年 1-6 月 
本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84,686.39 71,264.59 18.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12,821.75 8,282.11 54.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12,648.65 8,070.15 56.7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4,268.12 2,820.54 5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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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量净额 

主要会计数据 2022 年 6 月末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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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635.38 84,203.40 4.08 

总资产 127,954.78 115,557.64 10.73 

公司主要财务指标如下表所示： 

主要财务指标 2022 年 1-6 月 2021 年 1-6 月 
本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1.37 1.18 16.10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1.37 1.18 16.10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的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1.35 1.15 17.3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14.40 22.05 减少 7.65 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14.20 21.48 减少 7.28 个百分点 

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

的比例（%） 
3.02 3.04 减少 0.02 个百分点 

2022 年上半年，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及指标变动的原因如下： 

1、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增长 18.83%，主要系贵金属催化剂销量增

加，其中医药领域、基础化工、农药领域的贵金属催化剂销量和收入均有增长，

收入增长率依次为 28.18%、44.09%和 12.87%； 

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分别较上年同期增长 54.81%、56.73%，主要系报告期内营业收入增

加，同时产品结构变化使毛利率较上年同期提高 3.50%所致； 

3、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比上年同期增加 51.32%，主要系报告期内

销售规模增长，回款增加所致；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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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较上年同期分别减少 7.65%、7.28%，主要系 2021 年 6 月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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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集资金到位，净资产大幅增加所致。 

六、核心竞争力的变化情况 

公司自成立以来，专注于贵金属催化剂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以及催化应用技

术的研究开发，是我国贵金属催化剂行业实力较为雄厚的创新型研发及生产企业。

作为一家研发驱动型企业，公司研发投入长期保持较高水平，在金属催化剂和催

化应用技术方面形成了一系列自主知识产权，并在一些特定应用领域形成了技术

优势，成为精细化工领域催化剂行业龙头企业。同时，公司依托技术创新，不断

提高催化剂性能，推动下游行业技术进步，增强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此外，公司根据用户特点还可以定制和研发专用催化剂，为用户提供催化合

成技术、连续化技术、废气废水处理技术，具备与客户联合研究开发新产品、新

技术以及改进提升老工艺的能力，可以为客户提供全套产业链产品、技术与服务。 

公司的核心竞争力体现在体制机制、研发、技术、产品、品牌及服务等方面，

在 2022 年上半年未发生不利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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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进行持续性的研发投入。2022 年 1-6 月，公司研发

投入达 2,553.72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17.94%，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比例为

3.02%；截至 2022 年上半年末，研发人员数量达 68 人，较上年同期末增长 17.24%。 

2022 年上半年，公司主要在研项目进展顺利，技术水平继续保持领先。在

专利申报方面，2022 年上半年，公司新增申请专利 21 个，新增授权专利 10 个，

其中发明专利 10 个。截至 2022 年上半年末，公司累计获得知识产权数量 103

个，其中发明专利 86 个、实用新型专利 13 个、外观设计专利 2 项、软件著作权

2 项。 

八、新增业务进展是否与前期信息披露一致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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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及是否合规 

2022 年 1-6 月，公司募集资金使用及结余情况列示如下： 

项目 金额（元）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止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216,931,323.94 

减：本期募集资金项目投入 43,637,412.08 

减：手续费 2,555.70 

加：存款利息收入 1,001,099.57 

减：本期使用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金额 150,000,000.00 

加：本期收回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金额 250,000,000.00 

加：本期使用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收益 2,075,000.00 

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止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276,367,455.73 

公司 2022 年上半年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符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

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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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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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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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 6 月 30 日，公司控股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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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的质押、冻

结及减持情况 

1 

西北有

色金属

研究院 

控股股东 24,000,000 - 24,000,000 25.71 - 

2 张之翔 董事长 3,898,000  3,898,000 4.18 - 

3 曾永康 董事、总经理 900,000 - 900,000 0.9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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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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的质押、冻

结及减持情况 

4 万克柔 董事、副总经理 627,000 - 627,000 0.67 - 

5 曾利辉 职工代表监事 560,000 - 560,000 0.60 - 

6 文永忠 副总经理 1,200,000 - 1,200,000 1.29 - 

7 朱柏烨 副总经理 700,000 - 700,000 0.75 - 

8 王世红 
财务总监、 

董事会秘书 
630,000 - 630,000 0.6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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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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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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立新材料股份有限公

司 2022 年持续督导半年度报告书》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签名：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陈彦斌               郭尧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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