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江苏联瑞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半年度持续督导跟踪报告 

 

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莞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江苏

联瑞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瑞新材”、“公司”或“发行人”）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项目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

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1 号——持续督导》等相关规定，负责联瑞新材上市后的

持续督导工作，并对公司 2022 年 1-6 月（以下简称“本持续督导期间”）相关

情况出具 2022年半年度持续督导跟踪报告。 

一、持续督导工作情况 

序号 工作内容 完成持续督导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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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莞证券已建立健全并有效
执行了持续督导制度，并根
据公司的具体情况制定了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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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莞证券已与联瑞新材签署
保荐协议，该协议已明确双
方在持续督导期间的权利义
务，并报上海证券交易所备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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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持续督导期间，东莞证券
通过日常沟通、定期或不定
期回访、现场检查等方式，
对公司开展了持续督导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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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核查，本持续督导期间，
公司未发生须按有关规定公
开发表声明的违法违规事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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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核查，本持续督导期间，
公司及相关当事人未出现违
法违规、违背承诺等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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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核查，本持续督导期间，
未发现公司及相关当事人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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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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违反相关法律法规或不履
行承诺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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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莞证券核查了公司执行相
关制度的履行情况，均符合
相关法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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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莞证券对公司的内控制度
的设计、实施和有效性进行
了核查，该等内控制度符合
相关法规要求并得到了有效
执行，可以保证公司的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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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莞证券对公司的信息披露
制度体系进行核查，审阅了
信息披露文件及其他相关文
件，公司信息披露制度完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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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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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荐机构对联瑞新材的信息
披露文件进行了审阅，截至
本报告签署日，不存在因信
息披露出现重大问题而需要
公司予以更正或补充的情
况。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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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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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上半年度，公司或其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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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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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核查，在本持续督导期间，
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等不存在应向上海证券交
易所上报的未履行承诺的事
项发生。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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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经核查，在本持续督导期间，
公司未发生该等情况。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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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核查，在本持续督导期间，
公司未发生该等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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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或保荐机构认为需要报告的其他情形。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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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莞证券已经制定现场检查
工作计划，并提出明确工作
要求。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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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上
市公司资金；（二）违规为他人提供担保；（三）违
规使用募集资金；（四）违规进行证券投资、套期
保值业务等；（五）关联交易显失公允或未履行审
批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六）业绩出现亏损或营
业利润比上年同期下降 50%以上；（七）上海证券
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情形。 

经核查，本持续督导期间，
公司及相关主体未发生该等
情况。 

18 
持续关注发行人募集资金的专户存储、投资项目
的实施等承诺事项 

东莞证券持续关注了公司募
集资金的专户存储、投资项
目的实施等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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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瑞新材存在重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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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的研发水平直接影响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公司积极持续推动业务的快速

发展并不断增加研发投入。 

1、研发失败的风险 

公司始终坚持以客户需求为导向的研发理念，研发项目对公司新产品的研发

和未来市场的开拓起到重要的作用，若公司研发项目未达预期或下游客户需求出

现变动，将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一定影响。 

2、技术失密和核心技术人员流失的风险 

研发团队对于公司产品保持技术竞争优势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公司核心技

术人员均在公司服务多年，在共同创业和长期合作中形成了较强的凝聚力。同时，

通过对研发技术人才多年的培养及储备，公司目前已拥有一支专业素质高、实际

开发经验丰富、创新能力强的研发团队，为公司新产品的研发和生产做出了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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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献。若公司出现核心技术人员流失的状况，有可能影响公司的持续研发能力，

甚至造成公司的核心技术泄密，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一定影响。 

（二）经营风险 

公司的经营业绩受市场竞争、原材料价格波动、燃料动力价格波动等方面的

影响。受产业政策推动，在市场需求不断扩大的大背景下，公司将面对更为激烈

的市场竞争。若公司不能在产品研发、技术创新、客户服务等方面进一步巩固并

增强自身优势，公司将面临市场份额被竞争对手抢占的风险，同时，市场竞争加

剧将导致行业整体盈利能力出现下降的风险。 

（三）宏观环境风险 

公司以境内销售为主，因此暂未受到国际贸易摩擦的重大直接影响。如果未

来外销收入占比进一步扩大或国际贸易摩擦升级将影响公司产品的海外销售。公

司存在境外采购及境外销售，并以欧元、美元、日元等货币进行结算。公司自签

订销售合同和采购合同至收付汇具有一定周期。随着公司经营规模的不断扩大，

若公司未能准确判断汇率走势，或未能及时实现销售回款和结汇导致期末外币资

金余额较高，将可能产生汇兑损失，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及经营业绩造成不利影响。 

四、重大违规事项 

在本持续督导期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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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度，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及指标如下所示：  

（一）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主要会计数据 2022年1－6月 2021年1-6月 同比增减 

营业收入 350,652,020.45 289,032,763.36 21.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92,226,280.41 79,137,704.71 16.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86,463,540.93 72,159,729.45 19.8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03,463,861.12 96,323,070.07 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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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会计数据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1,134,016,935.02 1,093,709,453.42 3.69% 

总资产 1,381,859,246.52 1,304,902,145.97 5.90% 

（二）主要财务指标 

主要财务指标 2022年1－6月 2021年1-6月 同比增减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07 0.92 16.3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07 0.92 16.30%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01 0.84 20.2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8.22 7.94 增加0.28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7.70 7.24 增加0.46个百分点 

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
比例（%） 5.83 5.42 增加0.41个百分点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21.3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同比增长分别为 16.54%、19.82%，主要原因为：报告

期内，面对国内外疫情、能源价格上涨等不利经营环境，公司积极采取应对措施，

化解不利因素，保障了经营业绩持续增长。公司大力拓展海外市场，持续获得海

外知名客户认可，市场占有率逐步提高，高端产品保持增长态势。 

六、核心竞争力的变化情况 

通过持续近 40 年的研发经验和技术积累，公司拥有在功能性陶瓷粉体材料

领域独立自主的系统化知识产权，具有在该领域行业领先的技术水平，得到了国

内外知名客户的认可，品牌影响力显著。公司掌握硅铝材料原料处理、颗粒设计、

复合掺杂改性、高温球化、颗粒分散以及模拟仿真等核心技术，还自主创新掌握

了微米级高温球化、亚微米级高温球化以及高纯化技术，做到了核心技术自主研

发、自主可控。 

公司持续进行研发投入开展 Lowα亚微米级球形氧化铝粉、液相法制备微纳

米球形二氧化硅、硅基氮化物粉体、铝基氮化物粉体、球形氧化镁、球形氧化锌

等产品的研究开发。公司始终高度重视研发创新和产品升级迭代，着眼于市场发

展的趋势和客户多样化的需求，持续夯实公司的核心技术优势，保持强劲的核心

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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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研发支出变化及研发进展 

（一）研发支出及变化情况 

2022 年 1-6 月，公司继续加大研发投入。2022 年 1-6 月，公司研发费用为

2,045.04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 477.44 万元，增幅 30.46%。2022 年 1-6 月公

司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为 5.83%，与上年同期研发费用率 5.42%相比，增

加 0.41个百分点。 

（二）研发进展 

公司始终坚持推进技术创新工作，持续发挥技术创新在增强核心竞争力方面

的引领作用。报告期内，公司荣获连云港市市长质量奖、荣获江苏省民营科技企

业等荣誉称号、被认定为连云港市导热粉体材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承担了江苏

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专项、江苏省知识产权战略推进计划、江苏省工业和信息

产业转型升级专项资金关键核心技术（装备）攻关、海州区稳外贸促发展专项等

项目；公司主导制定的团体标准“电子封装用二氧化硅微粉表面硅羟基含量测试

方法-酸碱滴定法”（标准号：TCESA 1186—2022）于 2022年 5月 23日正式实

施。 

2022年上半年，公司新增授权专利 11项，其中发明专利 3项，实用新型专

利 8项。 

截至 2022年 6月 30日，公司已取得专利 85项，其中发明专利 32项，实用

新型专利 50项，外观专利 3项，软件著作权 4项。 

八、新增业务进展是否与前期信息披露一致（如有） 

不适用。 

九、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及是否合规 

截至 2022年 6月 30日，公司对募投项目累计使用募集资金 233,021,724.10

元，其中 2022 年半年度使用募集资金 16,788,643.38 元,期末募集资金余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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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085,689.36 元（含购买理财产品金额），持有未到期的理财产品金额 

36,960,000.00 元。 

截至 2022年 6月 30日，本次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金额 
募集资金实际到账金额 531,968,258.42 
加：累计利息收入扣除手续费净额 16,097,695.09 
减：发行费用 13,933,962.28 
减：对募投项目累计使用金额 233,021,724.10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金额 207,000,000.00 
减：结项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43,024,577.77 
募集资金余额 51,085,689.36 
其中：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14,125,687.48 

银行理财账户余额 36,960,000.00 
证券理财账户 1.88 

公司募集资金集中存放于专户中，实行专户存储、专款专用，协议各方均按

照三方监管协议及四方监管协议的规定履行职责。截至 2022年 6月 30日，公司

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存储情况如下： 

单位：元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存款方式 账户余额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连云港朐阳支行

注 32050165503600000529 活期存款 已注销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连云
港分行 327006000013000018121 活期存款 已注销 

招商银行连云港分行 999008155810888 活期存款 已注销 
中国民生银行南京分行 631548599 活期存款 14,084,763.59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连云
港分行 327006000013000018695 活期存款 已注销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连云港朐阳支行

注 32050165503600000530 活期存款 40,923.89  

合计 14,125,687.48 
注：1、2020 年 10月 12日，“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海州支行”更名为“中

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朐阳支行”（以下简称“建设银行连云港朐阳支行”）。 

公司 2022 年 1-6 月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

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1号——持续督导》

《江苏联瑞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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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 6月 30日，联瑞新材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和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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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 1-6
月的质押、
冻结及减持

情况 

1 李晓冬 
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董
事长、总经理 

17,350,300 15,000,000 32,350,300 37.63% 无 

2 刘述峰 董事 - - - 0.00% 无 

3 李长之 董事 250,000 - 250,000 0.29% 无 

4 曹家凯 
董事、副总经
理 

800,000 - 800,000 0.93% 无 

5 鲁春艳 独立董事 - - - 0.00% 无 

6 鲁瑾 独立董事 - - - 0.00% 无 

7 潘东晖 独立董事 - - - 0.00% 无 

8 朱刚 监事 30,000 - 30,000 0.03% 无 

9 高娟 监事 23,300 - 23,300 0.03% 减持 0.17万
股 

10 王小红 监事 - - - 0.00% 无 

11 柏林 董事会秘书 157,000 - 157,000 0.18% 减持 0.3万
股 

12 王松周 
财务负责人、
副总经理 

549,000 - 549,000 0.64% 减持 0.1万
股 

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联瑞新材部分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存在减持的情

形；除此之外，联瑞新材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

有的联瑞新材股份均不存在质押、冻结的情形。  




	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江苏联瑞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半年度持续督导跟踪报告
	一、持续督导工作情况
	二、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发现的问题及整改情况
	三、重大风险事项
	（一）核心竞争力风险
	1、研发失败的风险
	2、技术失密和核心技术人员流失的风险

	（二）经营风险
	（三）宏观环境风险

	四、重大违规事项
	五、主要财务指标的变动原因及合理性
	（一）主要会计数据
	（二）主要财务指标

	六、核心竞争力的变化情况
	七、研发支出变化及研发进展
	（一）研发支出及变化情况
	（二）研发进展

	八、新增业务进展是否与前期信息披露一致（如有）
	九、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及是否合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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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瑞新材跟踪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