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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证券交易所：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或“贵所”）于 2022 年 8 月 31 日出

具的《关于四川科新机电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审核问询函》

（审核函〔2022〕020207 号）（以下简称“审核问询函”）的要求，四川科新机电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新机电”“发行人”或“公司”）与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

称“会计师”）、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以下简称“律师”或“发行人律师”）

对相关问题进行了核查和落实，对申请材料进行了修改、补充。现对审核问询函

的落实和募集说明书的修改情况逐条书面回复，并提交贵所，请予审核。 

说明： 

1、除非文义另有所指，本回复报告中所使用的简称或名词释义与《四川科

新机电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募集说明书》（以

下简称“募集说明书”）一致。涉及募集说明书补充披露或修改的内容已在募集说

明书及本回复报告中以楷体加粗方式列示。 

2、本回复报告部分表格中单项数据加总数与表格合计数可能存在微小差异，

均因计算过程中的四舍五入所形成。 

3、本回复报告中的字体代表以下含义： 

审核问询函所列问题 黑体（加粗） 

审核问询函所列问题的回复 宋体 

涉及对募集说明书等申请文件的修改内容 楷体（加粗） 

 



四川科新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申请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审核问询函的回复报告 

1-2 

目  录 

问题一 ........................................................................................................................... 3 

问题二 ......................................................................................................................... 37 

其他问题 ..................................................................................................................... 53 

 

  



四川科新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申请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审核问询函的回复报告 

1-3 

问题一 

发行人本次拟募集资金不超过 58,068.90 万元，其中 24,367.87 万元用于高

端过程装备智能制造项目（以下简称“项目一”）、9,205.98 万元用于数字化升级

及洁净化改造项目（以下简称“项目二”）、12,495.06万元用于氢能及特材研发中

心建设项目（以下简称“项目三”）和 12,000 万元用于补充流动资金。项目一营

业收入主要由常规产品及高端换热器、核心反应器等重点产品销售收入构成，销

售结构将逐渐向重点产品及特材产品倾斜，预计达产后年销售收入为 58,380 万

元，每年新增 8,400吨的高端过程装备生产能力，较发行人 2021年 20,800吨的

产能大幅提升。根据申报材料，报告期内发行人产品单位售价均低于 5万元/吨。

项目一、项目二和项目三均未取得环评批复，项目三氢能研发中心尚未取得土地

使用权证。 

请发行人补充说明：（1）项目一常规产品和重点产品的具体分类依据以及在

生产工艺、应用领域、销售价格等方面区别，结合本次项目一常规产品和重点产

品产能规划情况、历史销售价格、同行业可比价格，说明项目一募投产品单位售

价预测的合理性；（2）结合发行人行业地位、目前产能利用情况、本次募投项目

新增产能、在手订单或意向性订单、同行业可比公司扩产情况等说明项目一新增

产能规模的合理性及产能消化措施；（3）项目三研发项目的主要内容、技术可行

性、研发预算及时间安排、目前研发投入及进展、已取得或预计可取得的研发成

果等，研发产品与现有产品的区别与联系，是否具有足够的人员和技术储备，是

否存在重大不确定性；（4）环评和土地手续办理最新进展，预计取得相关文件及

用地的时间、计划，如未办理完成是否会对募投项目正常实施产生不利影响，发

行人拟采取的有效应对措施；（5）结合各类新增固定资产及无形资产的金额、转

固时点以及募投项目未来效益测算情况，说明因实施募投项目而新增的折旧和

摊销对发行人未来经营业绩的影响；（6）募集资金是否包含本次发行人相关董事

会决议日前已投入资金。 

请发行人补充披露（2）（3）（4）（5）相关风险。 

请保荐人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请会计师核查（1）（5）（6）并发表明确意

见，请发行人律师核查（4）并发表明确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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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一、项目一常规产品和重点产品的具体分类依据以及在生产工艺、应用领域、

销售价格等方面区别，结合本次项目一常规产品和重点产品产能规划情况、历史

销售价格、同行业可比价格，说明项目一募投产品单位售价预测的合理性 

（一）项目一常规产品和重点产品的具体分类依据 

项目一中常规产品和重点产品分类情况如下： 

项目 具体产品 功能概述 部分产品图例 

常规产品 

塔器 

用于执行物理过程及改变气体

或液体混合物组成的压力容

器，具备分离、提纯、吸收及精

馏等功能 
 

（环己醇装置-环己酮分离塔） 

容器 
用于储存气体或液体的装备，

用于保持介质压力的稳定 
 

（ANT-12A 型核燃料运输容

器） 

普通换热器 

用于将不同温度的流体进行热

量交换，与高端换热器相比，在

产品结构、材质、体积及制造工

艺难度等方面要求较低，适应

性和应用性能相对常规 
 

（工艺冷凝换热器） 

重点产品 高端换热器 

主要指深孔焊换热器、绕管换

热器、折流杆换热器及多管板

换热器等换热器，相对于普通

换热器而言，其适用场景更为

复杂，能够用于高温、高应力及

介质有间隙腐蚀的情况，更能

有效抑制换热器振动以及适应

管壳程介质严禁混合等工况 

 

（合成装置-循环气换热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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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具体产品 功能概述 部分产品图例 

核心反应器 

一种实现 “ 液液 ”“气液 ”“ 液

固”“气液固”等多种不同物质反

应过程的装备，属于化工工艺

生产线核心反应设备，具有产

品结构复杂、材质要求高、体积

大、吨位重、制造难度高等特

点，能适应高温、高压、强腐蚀

等工况 

 

（BDO 装置-一级反应器） 

项目一中常规产品主要包括塔器、容器、普通换热器等。重点产品包括技术

含量和产品附加值相对较高的压力容器，主要为高端换热器及核心反应器。与普

通换热器相比，高端换热器具有工作环境更为特殊、生产工艺更为复杂、技术精

度要求更高等特性，因此同等材质的高端换热器价格相对较高。公司拥有多年的

高端过程装备制造技术及成熟的产品设计技术，在项目一建成投产后，将进一步

提升自身高端过程装备的生产能力和增强优化产品结构的优势。 

近年来，下游炼油、化工等行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加快，项目投资建设保

持稳定增长；同时，在“碳达峰、碳中和”背景下，太阳能光伏、可降解塑料、

核电等战略新兴行业发展迅速，为公司快速发展奠定良好市场基础。随着我国工

业的快速发展及公司自身的潜心研发，下游市场对高端产品的需求不断增长，高

端换热器及核心反应器的市场空间正逐步扩大。未来，公司将逐步加大高端换热

器、核心反应器在自身业务中的比重，高端换热器、核心反应器是公司未来业务

发展的重要发力点。 

（二）常规产品和重点产品在生产工艺、应用领域、销售价格等方面区别 

1、生产工艺区别 

常规产品及重点产品均属于过程装备。从产品整体生产流程上看，常规产品

和重点产品均需要经过“材料成型-机械加工-焊接-组装-热处理-试压-表面处理-

检测”等环节，但在具体工艺细节的控制上，因产品应用领域、所需参数的不同，

常规产品和重点产品存在一定差异。 

常规产品主要包括塔器、容器及普通换热器等，其生产工艺主要体现在成型、

焊接等步骤内，其成型、焊接的质量、稳定性及方法，都关乎到压力容器的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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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劣。以塔器为例，如何控制设备筒体的轴线保持在一条直线上，是其生产工艺

的重要体现。 

与常规产品相比，重点产品的生产工艺更为复杂。在成型、焊接的基础上，

还需要考虑特殊材质、特殊焊接孔位、特殊内部结构、机械加工精度等问题。高

端换热器往往需针对换热器中换热管的具体形式决定特殊的焊接方法及焊接参

数，并对加工精度及清洁化水平等有着进一步的要求；对于核心反应器而言，因

其需搭载特殊的化学原料进行化学反应，对于特殊材料的要求较高，故相应的焊

接方案及前后反应工序的衔接与处理在生产环节中均需做出相应的应对，如尿素

四大件（包括尿素合成塔、二氧化碳汽提塔、高压冷凝器、高压洗涤器）的生产

环节，不仅需要针对尿素级材料进行堆焊和手工焊，其合成塔内筒热套工艺、人

孔松衬工艺、检漏孔堆焊及钻孔等工艺都决定了其产品质量的优劣。 

2、应用领域区别 

压力容器的运用较为广泛，随着我国工业的发展，各行各业对压力容器的需

求正逐步增大。 

本次募投项目一中，公司所规划的常规产品在石油炼化、煤化工、天然气化

工、核电、光伏、氢能等领域均能得到广泛运用。重点产品中，高端换热器更倾

向于运用在天然气化工、核电及光伏等领域，而核心反应器则主要运用于石油炼

化、煤化工及天然气化工等领域。 

3、销售价格区别 

压力容器的销售价格与自身材质紧密相关，不同材质的产品价格差异较大。

公司所生产的压力容器为金属压力容器，原材料主要分为碳钢、不锈钢及钛、镍、

锆、铜等金属特材，其中，不锈钢、特材等产品往往会与复合材料相结合，以满

足下游客户的需求。 

在价格方面，以碳钢作为原材料的产品价格最低，不锈钢其次，特材更高。

特材因自身材料的特殊性，原材料成本较高，同时对焊接、检测等工艺有着更高

的要求，导致特材对应产品售价较高。 

项目一中，常规产品及重点产品预测的销售价格系基于公司产品的历史售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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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结合报告期内具备代表性的产品合同定价所确定，相关定价具体如下： 

产品类型 产品名称 产品材质 销售单价（万元/吨） 

常规产品 塔器、容器、普通换热器等 

碳钢 2.50 

不锈钢 3.50 

特材 8.00 

重点产品 

高端换热器 

碳钢 2.80 

不锈钢 6.00 

特材 20.00 

核心反应器 

碳钢 2.80 

不锈钢 6.00 

特材 20.00 

据上表，同等材质下，重点产品相较常规产品价格均有一定上浮，主要系由

于重点产品的应用领域多为新能源、新材料及精细化工等领域，其生产制造过程

对压力容器的稳定性、精度、体积等有着更高的要求，故销售单价较高。另外，

特材材质不同和特材在不同类型产品中的比重不同也将影响产品的销售单价。 

（三）结合本次项目一常规产品和重点产品产能规划情况、历史销售价格、

同行业可比价格，说明项目一募投产品单位售价预测的合理性 

1、产能规划情况 

项目一整体设计产能为 8,400 吨/年，建设期为 1.5 年。T+2 至 T+4 年为产能

爬坡期，该期限内项目产能利用率分别为 60%、80%、100%。 

同时，未来高端换热器、核心反应器等重点产品是公司未来发展方向，故项

目一产品产能将逐渐向重点产品倾斜，项目一满产后，高端换热器、核心反应器

等重点产品将新增产能 6,720 吨/年，占项目一总体产能比例的 80%，占新增产能

后公司总体产能的 22.25%，符合行业发展趋势及公司发展战略。项目一的产能

规划具体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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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吨 

产品 

类型 

产品 

名称 

产品 

材质 

T+1 年 T+2 年 T+3 年 T+4 年至 T+10 年 

规划 

产能 
占比 

规划 

产能 
占比 

规划 

产能 
占比 

规划 

产能 
占比 

常规

产品 

塔器、

容器、

普通换

热器等 

碳钢 - - 806.40 32.00% 1,512.00 22.50% 1,176.00  14.00% 

不锈钢 - - 151.20 6.00% 302.40 4.50% 252.00  3.00% 

特材 - - 50.40 2.00% 201.60 3.00% 252.00  3.00% 

小计 - - 1,008.00 40.00% 2,016.00 30.00% 1,680.00 20.00% 

重点

产品 

高端换

热器 

碳钢 - - 396.90 15.75% 907.20 13.50% 756.00  9.00% 

不锈钢 - - 680.40 27.00% 1,965.60 29.25% 2,646.00  31.50% 

特材 - - 56.70 2.25% 151.20 2.25% 378.00  4.50% 

核心反

应器 

碳钢 - - 113.40 4.50% 336.00 5.00% 294.00  3.50% 

不锈钢 - - 245.70 9.75% 1,092.00 16.25% 1,911.00  22.75% 

特材 - - 18.90 0.75% 252.00 3.75% 735.00  8.75% 

小计 - - 1,512.00 60.00% 4,704.00 70.00% 6,720.00 80.00% 

合计 - - 2,520.00  100.00% 6,720.00 100.00% 8,400.00 100.00% 

2、历史销售价格 

（1）最近一年一期销售价格 

最近一年一期，公司产品平均销售单价具体情况如下： 

产品类

型 
产品名称 产品材质 

平均销售单价（万元/吨） 

2022 年 1-6 月 2021 年 均值 

常规产

品 

塔器、容器、

普通换热器等 

碳钢 2.08  2.21  2.15 

不锈钢 4.02  3.61  3.82 

特材 10.32  11.21  10.77 

重点产

品 

高端换热器 

碳钢 2.53  2.71  2.62 

不锈钢 5.26  5.69  5.48 

特材 18.18  20.22  19.20 

核心反应器 

碳钢 3.25  2.19  2.72 

不锈钢 4.72  8.43  6.58 

特材 34.93  -    34.93 

注 1：2022 年 1-6 月，公司仅销售 4 套特材核心反应器，且均为 PTMEG 反应器，导致核心

反应器特材销售单价与预测值存在一定差异； 

注 2：上表内销售单价为不含税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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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表可见，最近一年一期公司相关产品销售单价与项目一产品预测售价不

存在重大差异。 

（2）在手订单销售价格 

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公司在手订单平均销售单价情况如下： 

产品类型 产品名称 产品材质 
平均销售单价 

（万元/吨） 

常规产品 
塔器、容器、普通换

热器等 

碳钢 2.06  

不锈钢 3.31  

特材 12.40  

重点产品 

高端换热器 

碳钢 2.25  

不锈钢 5.78  

特材 17.94  

核心反应器 

碳钢 4.33  

不锈钢 5.40  

特材 19.23  

注：上表内销售单价为不含税价格。 

从上表可见，公司在手订单相关产品销售单价与项目一产品预测售价不存在

重大差异。 

3、同行业可比价格 

（1）同行业可比公司同类业务价格 

2019-2021 年，同行业可比公司同类业务价格具体情况如下： 

同行业公司 项目 2021 年 2020 年 2019 年 

宝色股份 

压力容器设备销售收入（万元） 115,816.41 104,649.07 82,518.80 

销量（吨） 20,655.98 21,132.40 17,800.39 

单价（万元/吨） 5.61 4.95 4.64 

锡装股份 

压力容器设备销售收入（万元） 99,617.48 82,792.33 75,063.01 

销量（吨） 18,278.95 13,087.18 13,889.18 

单价（万元/吨） 5.45 6.33 5.40 

注：同行业可比公司年报中未依据材质披露具体产品销售价格。 

项目一综合销售单价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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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T+2 年 T+3 年 T+4 至 T+10 年 

重点产品产能占比 60.00% 70.00% 80.00% 

营业收入（万元） 11,445.84 36,341.76 58,380.00 

规划产能（吨） 2,520.00 6,720.00 8,400.00 

单价（万元/吨） 4.54 5.41 6.95 

注：项目一建设期为 1.5 年，有 3 年产能爬坡期，达产后爬坡率分别为 60%、80%及 100%。 

据上表，项目一达产的 T+2 及 T+3 年，产品单位售价与同行业相比差异不

大。满产后 T+4 年，项目一的综合产品销售单价为 6.95 万元/吨，高于同行业平

均水平，主要原因系公司基于未来行业发展战略布局高端换热器和核心反应器等

高端产品，T+4 年，高端换热器和核心反应器产品占比提升导致平均产品单价高

于同行业值。 

（2）同行业可比公司募投项目价格 

同行业可比公司募投项目单位售价情况如下： 

序号 公司名称 项目类型 项目名称 
年新增营业收入 

（万元） 

年新增产能 

（吨） 

单位售价 

（万元/吨） 

1 锡装股份 IPO 
年产 12,000 吨高

效换热器生产项目 
71,500 12,000 5.96 

2 宝色股份 IPO 
特材管道、管件产

业化项目 
27,494 710 38.72 

注：数据来源于招股说明书，公开信息整理。 

锡装股份 IPO 募投项目产品材质以碳钢、不锈钢为主，宝色股份 IPO 募投

项目产品材质以特材为主。公司项目一产品预测平均单价与锡装股份 IPO 募投

项目不存在重大差异。 

就特材而言，公司项目一重点产品销售定价为 20 万元/吨，低于宝色股份，

主要原因系宝色股份 IPO 时间为 2014 年，近年来整体市场环境已发生了一定变

化，本次募投项目的特材产品单位售价系按照现有市场环境及公司过往订单情况

确定。 

综上，从产能规划、历史销售价格及同行业可比价格的角度，项目一募投产

品单位售价预测具备合理性。 

二、结合发行人行业地位、目前产能利用情况、本次募投项目新增产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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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订单或意向性订单、同行业可比公司扩产情况等说明项目一新增产能规模的

合理性及产能消化措施 

（一）发行人行业地位情况 

公司长期以来专注于以重型压力容器为主的高端过程装备和系统集成的设

计、制造及安装，以优质的品质和服务赢得了客户一致信赖，在国内压力容器领

域已经具备较强的市场竞争优势和品牌优势。 

公司在生产制造、研发设计、项目实施上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已具备为炼油、

化工、核电、光伏等下游大型客户提供高端过程装备与专业服务的能力，并先后

成功承制了多种重型及特殊材料的关键核心设备，满足下游行业产能扩张及转型

升级对压力容器性能与品质的需求。 

在天然气化工领域，公司凭借着自身多年的积累，抓住行业发展机遇，顺应

行业发展趋势，已经成为该领域的优质供应商。公司已承制了部分 PTMEG、PBAT

新材料产业链一体化项目，随着设备陆续交付，公司在新材料国产化装备领域的

影响力得到显著加强。 

在核电领域，公司于 2018 年获得了国家核安全局颁发的《民用核安全设备

制造许可证》，成为为数不多的拥有核电资质的民营压力容器制造企业。近年来，

公司的核电业务发展迅速，公司参与的具有四代安全特征的华能石岛湾高温气冷

堆核电站示范工程也在报告期内成功并网发电，并取得了核电产品 ANT－12A

型新燃料运输容器项目批量化生产订单。 

在光伏领域，公司制造的高镍合金一级换热器已成功运用于协鑫科技的太阳

能光伏多晶硅反应器，得到客户的高度认可；公司自主设计并制造的流化床反应

器亦得到客户的高度赞誉，并与合盛硅业达成了良好的合作关系。此外，公司与

内蒙古新特硅材料有限公司在内蒙古、新疆等地区亦开展了紧密合作。 

在石油炼化及油气工程领域，公司与山东裕龙石化有限公司合作的高密度聚

乙烯项目实现了国内首套运用国产工艺包技术的搅拌与反应器成套设计及制造

的业绩。此外，公司已经与中石油、中石化、延长石油、恒力石化、盛虹炼化、

海南华盛等行业龙头企业建立起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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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煤化工领域，公司已成功中标宁夏神耀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的气化炉项目，

实现公司在煤化工领域核心设备供应方面的突破。此外，公司承制的国家重点研

发计划中催化剂流化床活化示范装置的核心设备——活化反应器应用于宁夏煤

业煤制油气固流化床活化示范工程，将进一步推进我国煤制油技术装备的国产化

进程。 

公司一直秉承“安全、质量、创新、服务”的经营理念，坚持科技创新、持续

不断积累先进研发及制造技术，强化内部管理，深入推进精细化管理的理念，持

续打造清洁化生产模式，提升全面质量管控能力及工艺水平。凭借自身产品优秀

的产品及服务质量，公司在行业中的知名度和美誉度不断提高，市场地位不断得

到巩固，影响力稳步提升，已经成为了高端压力容器制造行业的重要参与者。 

（二）目前产能利用情况 

公司主要从事天然气化工、核电军工、光伏、油气工程、石油炼化、煤化工

等领域生产环节中以重型压力容器为主的高端过程装备及系统集成的设计、研发

及制造，囊括反应、传质、传热、分离和储存等核心生产工艺过程。报告期内，

公司产能利用率情况如下： 

单位：吨 

项目 2022 年 1-6 月 2021 年 2020 年 2019 年 

设计产能 10,900.00 20,800.00 19,800.00 19,800.00 

产量 15,011.45 26,306.22 23,814.03 18,880.92 

产能利用率 137.72% 126.47% 120.27% 95.36% 

注 1：公司的设计产能数值以 2010 年 IPO 建设规划产能为基础计算，产能设计系依照平均

工艺难度、材质测算。近年来因工艺水平提升、机械自动化升级等原因，公司实际产能有所

提高； 

注 2：2021 年 6 月底，子公司宁夏科新开始运营，使设计产能升高，宁夏科新产能为 2,000

吨/年； 

注 3：公司产量按照产成品和在产品计算得出。 

报告期内，下游行业市场需求旺盛，公司满负荷生产，产能利用率保持较高

水平。 

近年来，随着我国工业体系的逐步完善，在“双碳”“高端制造”等国家政策大

力支持下，下游的炼油、化工等行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换代加快，同时光伏、

可降解塑料、核电等战略新兴行业发展迅速，为公司快速发展奠定了良好市场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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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公司作为上游领域的重要过程装备制造商，报告期内业务量迎来快速增长期，

业务量上升对公司的产能带来了一定压力，促使公司产能利用率逐年提升。 

为应对上述产能压力，公司根据自身的生产工艺及技术水平，优化了产品结

构，在有效控制产品体积的前提下使产品向高端化、重型化转变。此外，公司通

过精细化、模块化的生产模式提升了产品生产效率，并依托多年的生产调控经验，

主动与客户沟通，做到“即产即发”，有效提升了自身产品的周转速度。公司还通过

主动优化订单产品结构、多班制等方式积极主动的应对下游行业快速增长的需求。 

（三）本次募投项目新增产能情况 

公司现有产能为 21,800 吨/年，项目一预计新增产能 8,400 吨/年，占现有产

能的 38.53%，新增产能的具体情况如下： 

项目 T+1 T+2 T+3 T+4 

爬坡率 - 60% 80% 100% 

累计新增产能（吨） - 2,520 6,720 8,400 

注：项目一建设期为 1.5 年，故 T+2 年新增产能为 2,520 吨。 

募投项目投产后，公司产能将得到有效提升，能有效缓解公司的现有的经营

压力。 

（四）发行人在手订单或意向性订单情况 

本次募投项目围绕公司的主营业务及中长期发展战略展开，大力发展高端特

材过程装备产品。公司最近三年营业收入分别为 59,432.25 万元、73,516.08 万元

和 94,813.70 万元，复合增长率为 26.31%。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公司在手订

单 14.79 亿元，具体情况如下： 

产品类型 产品名称 合同金额（万元） 占比 

常规产品 
塔器、容器、普通换热器

等 
52,846.18 35.72% 

高端产品 
高端换热器 53,362.43 36.07% 

核心反应器 41,724.57 28.21% 

合计 147,933.18 100.00% 

（五）同行业可比公司扩产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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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同行业可比公司锡装股份和宝色股份均有通过资本市场融资进行扩

产，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公司名称 项目类型 项目名称 新增产能 

1 锡装股份 2022 年 IPO 

年产 12000 吨高效换热器生产项

目 
12,000 吨/年 

年产 300 台金属压力容器及其配

套建设项目 
300 台/年 

2 宝色股份 2022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宝色（南通）高端特材装备智能

制造项目 
21,000 吨/年 

宝色舰船及海洋工程装备制造提

质扩能项目 
105 吨/年 

（六）说明项目一新增产能规模的合理性及产能消化措施 

1、项目一新增产能规模的合理性 

根据弗若斯特沙利文的数据，近年来，我国压力容器行业规模呈现稳步增长

趋势。2014-2019 年，我国压力容器行业销售规模从 1,242 亿元增长至 1,852 亿

元，年复合增长率为 8.3%；2019-2024 年，国内压力容器行业销售规模预计从

1,852 亿元增至 3,100 亿元，年复合增长率为 10.9%，市场发展潜力较大。 

 
数据来源：森松国际控股有限公司招股章程，公开数据整理。 

近年来，随着我国对能耗双控、双碳等概念的重视程度不断加深，公司下游

行业发展迅速，光伏、可降解材料、新能源等领域的产业化带动了公司所处的过

程装备制造业的快速发展。 

现阶段，公司下游行业的需求旺盛，公司正面临着较强的产能压力，报告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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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公司产能利用率分别为 95.36%、120.27%、126.47%及 137.72%，对公司的生

产经营及管理能力都带来了一定挑战，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公司在手订单金

额已达 147,933.18 万元，已超 2021 年全年营业收入。公司亟需扩大自身生产规

模及相关产品产能以应对下游行业持续增加的需求，以夯实公司行业地位。 

公司未来将立足于高端过程装备制造业，以压力容器为发力起始点，全力做

强、做精、做大主业，不断提升超大型、超重型特种设备生产制造水平，密切关

注行业发展动态与机会，抓住机遇，加快发展新兴领域市场业务，努力提高新能

源、环保、核电等市场份额，为产品结构升级优化和企业发展注入新动能。 

综上所述，项目一新增产能规模具备合理性。 

2、产能消化措施 

项目一建设期为 1.5 年，并设有 3 年产能爬坡期，达产后，产能爬坡率分别

为 60%、80%及 100%，在达到满产状态后，预计将新增产能 8,400 吨/年。就本

次募投项目建设而言，新增产能占现有产能的比例为 38.53%，与现有产能缺口

较为匹配，且产能释放合理考虑了产品结构优化，使得产能扩张更为符合行业发

展趋势及公司实际业务发展情况。 

对于新增产能，公司已制定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产能消化措施，具体如下： 

（1）进一步巩固和扩大现有市场份额 

公司将立足于高端过程装备制造业，以压力容器为发力起始点，全力做强、

做精、做大主业，不断提升超大型、超重型特种设备生产制造水平。公司将保持

市场敏感度，研究及分析整体的市场走向，引导并开发客户需求，与客户达成更

加紧密的合作关系，提供更加全面的质量保障和更完善的售后服务，确保自身业

务规模的稳步增长。 

报告期内，公司业务发展迅速，与国内多家优质企业形成了良好的合作关系，

公司将积极培育新动能，牢牢抓住国家“双碳”目标政策机遇，在光伏、核电、

氢能等清洁能源高端装备领域积极布局，立足于现有产品，大力提升自身产品的

技术含量及工艺水平，进一步完善自身的产品结构，使得自身的产品规划及发展

与整体行业需求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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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加大技术开发力度，加速新技术、新产品的研发进程 

未来，公司将不断加大研发投入力度，提升自身的技术储备及工艺水平，丰

富产品应用领域，以促进公司业务规模持续扩大。公司将立足于自身的研发体系

及现有技术底蕴，保持行业敏感度，针对性的选择行业内具有发展潜力的方向进

行深入研究，并积极与各大高校、研究所等建立友好沟通的桥梁，进一步巩固自

身研发实力，以提高公司自身品牌的影响力，促进新增产能消化。 

（3）加强公司销售团队的建设 

经过多年的发展，公司已经培育一批优秀的销售人员以支持公司业务的发展。

针对大型客户，公司凭借着良好的产品质量与服务水平不断增强与客户合作的粘

性。 

为满足公司进一步发展的需要，同时配合本次募投项目的新増产能扩充，公

司将进一步加大营销队伍建设，不断加强公司销售人才的储备，提高销售人员的

业务水平，加强与下游客户的业务合作并积极拓展增量客户。 

综上，公司在整体行业的市场空间及需求持续增长的基础上，基于现有的产

能利用率及在手订单情况，结合同行业可比公司的具体情况，合理的规划了本次

募投项目的产能规模，并制定了一系列有效且可行性较高的产能消化措施。因此，

本次募投项目的新增产能规模具有合理性。 

三、项目三研发项目的主要内容、技术可行性、研发预算及时间安排、目前

研发投入及进展、已取得或预计可取得的研发成果等，研发产品与现有产品的区

别与联系，是否具有足够的人员和技术储备，是否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一）项目三研发项目的主要内容 

公司通过建设氢能及特材研发中心，增设研发所需的先进设计软件、检验检

测设备，引入高端人才，对制氢、储氢、加氢、高端特殊材料等方面开展系列研

发课题研究。一方面，公司对特殊材料的研究，旨在提升高端过程装备的技术储

备；另一方面，公司通过开展氢能相关研究课题，为后续布局氢能产业奠定基础，

实现自身可持续发展。 

氢能研发中心的具体研发内容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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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研发课题 研发主要内容 

1 
固体储氢

工程技术 

1、研究渗透率与成型密度、导热剂及其添加量等的关系； 

2、研究衰减特性； 

3、研究储氢床体传热性能与氢压、温度和氢含量的关系； 

4、研究储氢材料床能质传递模型，寻求最优结构的储氢床； 

5、研究储放氢能耗。 

2 

静态氢压

缩机开发

研究 

静态氢压缩机通过冷热能量驱动氢气升压，具备普通电驱动氢压缩机基

本功能； 

1、研究静态氢压缩机机理及实验的基本方案； 

2、研究不同储氢材料放氢与温度、时间、压力的关系； 

3、研究储氢材料交替吸放氢的峰值和周期； 

4、通过冷热交替，实现由常压—45MPa 之间 3 级升压的技术研究； 

5、三级升压的逻辑控制； 

6、冷量与热能匹配研究。 

3 

固体（低

压）储氢

加氢橇开

发 

1、从卸车、固体储氢直到加氢过程的工艺路线的选择； 

2、固体储氢罐储放氢与加氢机的参数匹配； 

3、固体储氢加氢小型化、轻量化； 

4、固体储氢罐储放氢能力与氢压缩机的参数匹配； 

5、系统异常工况下，几个环节的安全多重保护； 

6、系统自诊断及数据管理研究。 

特材研发中心的具体研发内容如下所示： 

序号 研发方向 研发主要内容 

1 

镍基合金材料先进的

加工技术、焊热技术、

专用设备试验研发 

1、各种卷压冲制变形后、经热处理、机械性能、金相组织、

腐蚀试验等检测试验，实验获得变形和热处理最佳工艺参数

和操作技术； 

2、机械加工，经车铣刨钻实验获得保证尺寸精度和表面粗糙

度最佳工艺； 

3、宽范围焊接工艺参数、宽范围热处理参数的焊接及热处理

实验后，经机械性能、金相组织、腐蚀试验和其它检验试验，

获得材料最佳焊接坡口形式、气体保护、操作技巧、工艺参数

和热处理方式、热电偶布置、热处理保护及工装、温度与时间

参数、冷却方式、冷却介质、冷却速率等。 

2 

高温高压高强临氢材

料先进的加工技术、焊

热技术、专用设备试验

研发 

3 

钛、锆、铝、铜等材料

先进的加工技术、焊热

技术、专用设备试验研

发 

4 

氢能临氢材料相容性、

腐蚀性能等专项试验

研发 

1、各种卷压冲制变形后、经热处理、机械性能、金相组织、

腐蚀试验等检测试验，实验获得变形和热处理最佳工艺参数

和操作技术； 

2、机械加工，经车铣刨钻实验获得保证尺寸精度和表面粗糙

度最佳工艺； 

3、宽范围焊接工艺参数、宽范围热处理参数的焊接及热处理

实验后，经机械性能、金相组织、腐蚀试验和其它检验试验，

获得材料最佳焊接坡口形式、气体保护、操作技巧、工艺参数

和热处理方式、热电偶布置、热处理保护及工装、温度与时间

参数、冷却方式、冷却介质、冷却速率等； 

4、增加焊缝临氢性能试验、氢中疲劳试验、材料相容性试验、

清脆敏感度试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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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研发方向 研发主要内容 

5 

尿素级材料 25-2-22 换

热管与管板自动焊接

技术和工艺 

1、机械加工，经车铣刨钻实验获得保证尺寸精度和表面粗糙

度最佳工艺； 

2、自动焊机性能与焊接坡口、焊接参数、焊接材料焊接匹配； 

3、宽范围焊接工艺参数的焊接实验后，经机械性能、金相组

织、腐蚀试验和其它检验试验，获得材料最佳焊接坡口形式、

气体保护、操作技巧、工艺参数等。 

（二）项目三技术可行性情况 

自成立以来，公司坚持在技术领域不断探索，在高端过程装备制造领域积累

了丰富的技术经验，已经成为该细分领域的优秀供应商。在多年发展历程中，公

司对技术研发高度重视，在成型、材料及焊接、检测等技术领域形成了良好的技

术积淀，并已应用在公司产品中。 

作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四川省省级企业技术中心，公司坚持以研发为核心，

重视自身产品及技术的研发工作。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公司已拥有的与本次

募投项目相关的主要技术如下： 

序

号 
技术成果名称 

技术

类型 
专利号 技术成果概述 

技术成果与本次

募投项目关系 

1 
一种双 R 曲面工

件的冷作方法 

发明

专利 
ZL201110246324.X 

该技术突破了连续曲面冷作

技术难题，可用于固体储氢

床各种曲面的加工 

用于固体储氢床

各种曲面的加工

工艺 

2 

一种管子管板内

孔焊的组对点焊

工装以及组对点

焊方法 

发明

专利 
ZL201910608019.7 

该技术解决了钢管与带肩孔

对接的焊接接头的内孔焊的

难题，可用于固体储氢罐内

管路的焊接 

增加一种储氢材

料床管子焊接接

头的结构形式 

3 
马鞍形焊接切割

一体技术 

实用

新型

专利 

ZL201621000467.7 

解决了马鞍形坡口制作和焊

接相贯线不标准的难题，确

保了焊缝质量 

直接用于筒体接

管马鞍焊缝结构

的焊接 

4 
一种多功能焊接

设备技术 

实用

新型

专利 

ZL201620993615.3 
一种专用的马鞍焊设备，效

率更高 

直接用于筒体接

管马鞍焊缝结构

的焊接 

5 
一种用于冷却固

体颗粒的冷却器 

实用

新型

专利 

ZL201821227476.9 
突破固体颗粒冷却不充分、

不均匀、效率低下的难题 

该热交换技术可

用于储氢材料床

热交换工艺设计 

6 
一种用于 TOFD

的探头楔块 

实用

新型

专利 

ZL202022822363.7 

该楔块能随动喷洒耦合水，

取代人工喷水，不仅避免了

耦合效果不稳定的问题，且

节约人员成本 

可直接用于焊缝

无损检测 

7 

常温高压工况下

临氢材料的选择

与氢腐蚀工艺控

制技术 

专有

技术 
- 

有关材料和氢相容性的设计

及工艺技术，可用于中高压

（45MPa）储氢罐 

有关材料和氢相

容性的设计及工

艺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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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高温、中压工况

下临氢材料的选

择与氢腐蚀工艺

控制技术 

专有

技术 
- 

有关材料和氢相容性的设计

及工艺技术，可用于最高温

度 320℃、最高压力

6.8MPa 的醇脱氢反应器、

脱氢换热器、氢气回收洗涤

塔、脱氢塔再沸器的设计、

制造与试验 

有关材料和氢相

容性的设计及工

艺技术 

9 
3.5%Ni 钢材料

的焊接技术开发 

专有

技术 
- 

1、确定了低温冲击性能更

好的焊接材料。 

2、确定了预热温度与层间

温度，保证焊缝低温冲击韧

性。 

3、确定了热处理温度，保

证焊缝的低温冲击韧性最

好。 

有关于 3.5%Ni

钢材的特殊焊接

技术 

10 
不锈钢产品不清

根的焊接技术 

专有

技术 
- 

实现了不锈钢产品单面焊双

面成形焊接工艺，解决了不

锈钢产品不清根的焊接技

术。 

有关于各种高低

合金钢、镍、

铜、钛、锌及其

合金材料以及特

殊金属的焊接 

11 

不锈钢药芯焊丝

气保焊堆焊的应

用和推广 

专有

技术 
- 

1、解决了焊条电弧焊在堆

焊中效率过低的问题。 

2、解决了接管内壁带极堆

焊质量不稳定，返修量大的

问题。 

复合板复层的堆

焊、φ300~φ

600mm 接管内

壁的堆焊等焊接 

12 
不锈钢产品不清

根的焊接技术 

专有

技术 
- 

实现了不锈钢产品单面焊双

面成形焊接工艺，解决了不

锈钢产品不清根的焊接技

术。 

有关于各种高低

合金钢、镍、

铜、钛、锌及其

合金材料以及特

殊金属的焊接 

13 

Cr-Mo 钢管子管

板 TIG 自动焊的

应用 

专有

技术 
- 

解决了公司需高温预热（≥

120℃）的管子-管板接头只

能采用手工 TIG 焊的困

局。 

换热器管子管板

管头的焊接 

14 

N08810 镍基合

金管子-管板 TIG

自动焊的技术开

发 

专有

技术 
- 

解决了 N08810 镍基合金管

子-管板根部焊接热裂纹和

管板焊接变形的问题，实现

公司首次应用。 

“N08810 镍基

合金”材料换热

管与管板 TIG

自动焊的焊接技

术 

15 

N04400 蒙乃尔

镍基合金热丝

TIG 堆焊的技术

开发 

专有

技术 
- 

解决了 N04400 蒙乃尔镍基

合金过渡层焊接热裂纹问题

和管板焊接变形问题，实现

公司首次应用。 

不锈钢堆焊

“N04400 蒙乃

尔镍基合金”的

焊接技术 

此外，报告期内公司亦已开展了一系列前沿性课题研究，持续夯实自身技术

积淀。截至报告期末，公司的主要前沿性课题研究具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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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研发项目名称 拟达到的目标 预计对公司未来发展的影响 

1 
固态储放氢装置

技术研究 

针对一种固体储氢材料储放氢过

程试验，研究固体材料表面积、

体积对储氢量的影响，存储材料

的强化换热结构与储（放）氢速

率的关系以及这些结构的制造工

艺之可行性研究 

项目的成功实施，将使常压、高

密度储（放）氢这一高安全性技

术在氢消费端广阔应用成为可

能，有利于公司在氢能储运装备

领域抢占先机，践行公司技术发

展战略的实施 

2 

超临界 CO2加热

器加热元件用密

封结构开发 

通过研究高温高压下密封结构各

元件变形规律，及超临界 CO2 扩

散性能导致的密封性能变化，开

发出一种新型密封结构，用于超

临界 CO2 回路项目的大功率加热

器 

将超临界 CO2 应用于布雷顿循

环，具有工质黏性小、热效率

高、系统紧凑等优点，可代替朗

肯循环，项目的成功实施，将为

CO2 处理提供新的应用场景，实

现碳减排目标 

3 

煤电硅一体化项

目指管型流化床

开发 

通过对硅粉颗粒直径、流速等参

数对指管磨损的研究，优化指管

结构，显著提高流化床效率 

随着项目的成功实施，将在硅氧

烷装备领域开发高效指管型流化

床，提高公司主营产品的核心竞

争力 

4 

新型核燃料运输

容器国产化中试

装置技术研究 

项目拟在解决某型国产化燃料运

输容器中试技术难题，并研制中

试技术装置，保证中试技术高

效、稳定 

项目的成功实施，将形成该设备

领域中试技术，并推出批量产

品，替代进口，有助于扩大本公

司的产品线 

5 

天然气脱硫工艺

及其小型橇装装

置开发 

针对气井初始采气或处理尾气

时，气体流量小、压力波动大、

天然气成分复杂等工况，形成脱

硫技术，开发出适应的橇装装置 

项目的成功实施，将在严苛工况

下的天然气脱硫橇装装备取得突

破，进一步丰富产品线 

6 
己内酰胺高效中

和结晶器开发 

通过对物料进口均匀分布、流道

布置、反应区温度控制等技术攻

关，为某己内酰胺项目开发出高

效中和结晶器 

项目的成功实施，将攻克在本领

域结晶器基础性关键技术，开发

高效中和结晶器，有助于提升公

司综合技术水平，维持产品多样

性 

7 
硝铵、硝酸项目

吸收塔腐蚀研究 

针对吸收塔工况特点，分析物料

特性、设备材质、时间、温度、

压力等因素对设备特定部位的腐

蚀影响，开发出一种耐蚀结构，

形成专有技术 

项目符合公司做精、做强主业的

战略发展规划，项目的成功实

施，将在化工装备领域取得又一

项共性技术成果 

8 

乙醇高效膜分离

反应技术研究及

其橇装装置开发 

研究高效膜分离反应技术，解决

乙醇生物发酵法领域反应慢的共

性问题，效率提高 5 倍以上，并

开发出其橇装装置 

项目的成功实施，将在乙醇生物

高效发酵技术领域取得关键技

术，开发出模块化产品，成为公

司又一重要的技术、产品储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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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研发项目名称 拟达到的目标 预计对公司未来发展的影响 

9 

10 万吨级 1,4-丁

二醇（BDO）项

目甲醛吸收塔开

发 

通过解决入口气体强制均布、内

件布置、填料支撑强度优化等关

键技术难题，开发出高效、耐用

的甲醛吸收塔 

项目为煤制 BDO 装置的关键设

备之一，符合公司专注主业的发

展计划，项目成功实施，将在在

煤化工装备领域取得又一项技术

成果 

据上表，公司在相关的技术领域已经具备一定的技术储备。此外，公司正依

托自身丰富的项目经验及优秀的研发能力，持续不断的拓展在相关领域的研究工

作，积极推进氢能及特材领域的前瞻性研究，这都为项目三的建设打下了坚实的

研发基础，是项目三的重要技术保障。 

综上，公司已拥有的技术转化能为本项目顺利开展提供可靠的技术保障，待

研发中心建成投入运营后，公司可将丰富的技术储备广泛应用于日常生产经营，

进而积极推动科技创新与高端过程装备制造产业的深度融合。 

（三）项目三研发预算及时间安排 

项目三研发预算及时间安排如下： 

单位：万元 

建设项目 项目构成 金额 比例 T+1年 T+2年 T+3年 

氢能研发中心 

建筑工程费用 1,040.00 8.32% 1,040.00 -  

设备购置费用 4,300.00 34.41% 4,300.00 -  

软件购置费用 660.00 5.28% 660.00 -  

研发费用 1,436.00 11.49% - 781.00 655.00 

预备费 185.90 1.49% 150.00 19.53 16.38 

特材研发中心 

建筑工程费用 690.00 5.52% 690.00 -  

设备购置费用 3,616.30 28.94% 3,616.30 -  

研发费用 448.00 3.59% - 448.00 - 

预备费 118.86 0.95% 107.66 11.20 - 

合计 12,495.06 100.0% 10,563.96 1,259.73 671.38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中，研发课题预计于 T+2 年开始立项并进行研究，具体进

度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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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课题 实施环节 

T+2 T+3 

Q1 Q2 Q3 Q4 Q1 Q2 Q3 Q4 

1 
固体储氢工

程技术研究 

课题立项         

进行实验         

分析数据、得出结论         

课题结项         

2 
静态氢压缩

机开发研究 

课题立项         

进行实验         

分析数据、得出结论         

课题结项         

3 

固体（低

压）储氢加

氢橇开发 

课题立项         

进行实验         

分析数据、得出结论         

课题结项         

4 
镍基高温合

金 

课题立项         

进行实验         

分析数据、得出结论         

课题结项         

5 

临氢高强

Cr-Mo 钢
12Cr2Mo1V

R，高强
Mn-Mo-V

及 Mo-Ni-V

钢 

课题立项         

进行实验         

分析数据、得出结论         

课题结项         

6 
钛材、锆

材、铝、铜 

课题立项         

进行实验         

分析数据、得出结论         

课题结项         

7 
高压临氢材

料 

课题立项         

进行实验         

分析数据、得出结论         

课题结项         

8 

尿素级材料

25-2-22 换

热管与管板

自动焊接技

课题立项         

进行实验         

分析数据、得出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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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课题 实施环节 

T+2 T+3 

Q1 Q2 Q3 Q4 Q1 Q2 Q3 Q4 

术和工艺 课题结项         

注 1：上表内 1-3 号研发课题为氢能相关研发课题，4-8 号研发课题为特材研发中心研发课

题； 

注 2：氢能及特材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建设启动时间节点为 T，预计整体建设 3 年，其中建设

期 1 年，研发课题 2 年，T+2 年开始进行课题研发。 

（四）项目三目前研发投入及进展 

截至本回复报告出具之日，项目三尚未发生研发投入。未来，公司将根据项

目自身的具体情况，有序推进研发进度。 

（五）项目三已取得或预计可取得的研发成果 

截至本回复报告出具之日，项目三尚未取得研发成果，公司将按照既定计划

持续推进募投项目的有序开展。项目三建设期为 1 年，未来预计可取得的研发成

果如下： 

序号 
研发方

向 
研发课题 预计取得的成果 

1 

氢能领

域 

固体储氢工程技术研究 

用于固体储氢（低压）罐总成的开

发设计，开发出高效、低能耗、长

寿命的固体储氢罐。 

2 静态氢压缩机开发研究 

研制可用于氢气压缩充装和加氢站

的氢压缩机，不仅具备普通电驱动

氢压缩机基本功能，还能利用废热

驱动压缩氢气至需要的压力，实现

资源的循环利用。 

3 固体（低压）储氢加氢橇开发 

研制具有高压加氢和低压加氢两种

配置的加氢撬，不仅可用于氢燃料

电池汽车的加氢，亦可用于氢燃料

电池叉车等平衡类工程车的加氢。 

4 

特材领

域 

镍基合金材料先进的加工技术、焊热技

术、专用设备试验研发 

通过实验所获得的最佳工艺参数、

操作技术和保护技术将成为公司的

研发成果及核心技术。 

5 
高温高压高强临氢材料先进的加工技

术、焊热技术、专用设备试验研发 

6 
钛、锆、铝、铜等材料先进的加工技

术、焊热技术、专用设备试验研发 

7 
氢能临氢材料相容性、腐蚀性能等专项

试验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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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研发方

向 
研发课题 预计取得的成果 

8 
尿素级材料 25-2-22 换热管与管板自动

焊接技术和工艺 

（六）研发产品与现有产品的区别与联系 

公司现有产品主要以反应器、换热器、塔器及容器为主，项目三研发产品与

现有产品基本一致，主要区别在于项目三研发产品较为前沿，相关产品将使用特

殊材质、应用到新兴的氢能领域。 

项目三系对公司现有研发业务的深化、延续及发展，在过去的基础上进一步

扩张自己的研发实力及能力边界，在保证自身核心竞争力的情况下尝试开辟新的

业务增长点。 

待未来项目三建成，研发项目可进一步拓展公司产品的应用场景，并有效提

升产品附加值，以提升产品市场竞争力。在特材领域，通过技术研发，能够使得

自身产品能够具备更强的抗高温、抗高压、抗腐蚀等特性，借此来满足下游客户

的生产需要，加深与下游客户的合作深度与广度，承接种类更为复杂、技术要求

更高的制造订单；在氢能领域，待技术研究落地后，公司能够发掘新的利润增长

点，从制氢、储氢、加氢等领域进一步完善公司自身的业务板块，由此助力国家

能源和双碳经济发展战略。 

（七）项目三是否具有足够的人员和技术储备 

项目三具有足够的人员和技术储备，具体如下： 

在人员储备方面，公司作为高端过程装备制造行业的重要参与者，通过多年

的发展，培养了一批高素质的技术研发人才与精通工艺、制造技术的专业技术人

员，并通过加强外部学术交流，奠定了坚实的人才基础。 

由于公司对于下一阶段业务发展的高度重视，在公司现有研发人员配置的基

础上，公司将额外聘请部分行业专家参与项目三的研发课题，以保障项目三的顺

利开展及研发课题的按时推进。 

此外，公司已建立了良好的人员管理体制及员工关怀体系。一方面，公司持

续加强员工教育培训与学习引导，不断打造学习型组织，通过激发自主学习、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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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教育培训来提高员工队伍素质，开发员工成长潜能，激励岗位成才；另一方面，

公司在员工关怀及管理方面持续加码，极大程度地增强了员工的归属感，降低了

人员流失率，使得公司在人员方面具备相当的优势。 

在技术储备方面，公司作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四川省省级企业技术中心，

一直以来不断加大对研发的投入力度，高度重视产品研发和技术创新，不断加大

对研发的投入力度，在产品成型、材料及焊接、检测方面拥有多项专利及核心技

术。 

此外，公司依托于长期的研发投入、完善的研发体系，结合与国内著名的科

研院所、设计机构的合作，对氢能前沿领域进行探究，为项目的设计、建设、运

行、应用进行了技术准备。 

综上所述，项目三具有足够的人员和技术储备。 

（八）项目三是否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特材非标装备是特质材料、新材料产业与先进制造业紧密结合的新兴产物，

具有产业关联度高、带动能力强和技术含量高等特点，其发展始终备受支持和鼓

励。而氢能则是我国未来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目标的有效抓手之一。该等

领域均为未来我国的重点发展方向。 

近年来，在国家“碳达峰、碳中和”战略下，国家对于新能源的积极鼓励和大

力培育将极大推动公司所属行业的发展。国家及政府主管部门已制定和出台了一

系列相关产业政策，如《中国的核安全（2019）》《氢能产业发展中长期规划（2021-

2035 年）》《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实施方案》《关于促进新时代新能源高质量发展

的实施方案（2022）》《工业能效提升行动计划》等，将持续推动我国特材行业

及氢能行业的发展。 

公司长期以来深耕过程装备行业内的重型压力容器领域，已经成为该细分领

域的优秀供应商。在多年的生产经营中，公司对行业动态、发展趋势等都始终保

持着极高的敏感度。对于特材、氢能等领域，公司始终保持较高的关注度，并在

相关领域进行了技术及人才方面的储备。 

综上，本次募投项目不仅积极响应了国家政策，在人才、技术、研发方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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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公司亦已制定了详尽的路径规划及做了充分的准备工作。通过多年自主研

发所积累的经验，公司能够充分应对并化解研发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因此，项目

三不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四、环评和土地手续办理最新进展，预计取得相关文件及用地的时间、计划，

如未办理完成是否会对募投项目正常实施产生不利影响，发行人拟采取的有效

应对措施 

（一）环评和土地手续办理最新进展，预计取得相关文件及用地的时间、计

划 

截至本回复报告出具之日，公司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环评和土地手续办

理情况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土地手续 环评手续 

1 
高端过程装备智能制

造项目 

什国用（2014）第 02073 号、什国用（2014）第

02074 号 
进行中 

2 
数字化升级及洁净化

改造项目 

什国用（2014）第 02073 号、什国用（2014）第

02074 号 
进行中 

3 
氢能及特材研发中心

建设项目 

特材研发中心：什国用（2014）第 02073 号、什

国用（2014）第 02074 号 
进行中 

氢能研发中心：尚未取得，拟通过招拍挂方式取

得 

4 补充流动资金项目 不涉及 不涉及 

1、环评手续办理最新进展及预计取得相关文件的时间、计划 

截至本回复报告出具之日，本次募投项目环评已经履行及即将履行的审批手

续及预计时间具体如下表所示： 

序

号 
项目名称 目前进展阶段 尚需完成的事项 预计完成时间 

1 
高端过程装备

智能制造项目 

已向德阳市生态环境局提交

环评报告书，并于 2022 年 9

月 9 日进入公示阶段，时限

为 10 个工作日 

尚需履行德阳市生态环境

局审查、审批前公示以及

取得批复手续 

2022 年 10 月底

之前取得批复 

2 

数字化升级及

洁净化改造项

目 

正在编制环评报告表 

尚需履行向德阳市什邡生

态环境局提交环评报告

表、德阳市什邡生态环境

局审查及取得批复手续 

2022 年 9 月 19

日前提交环评报

告表，2022 年

10 月底之前取得

批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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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氢能及特材研

发中心建设项

目 

正在编制环评报告表 

尚需履行向德阳市什邡生

态环境局提交环评报告

表、德阳市什邡生态环境

局审查及取得批复手续 

2022 年 9 月 19

日前提交环评报

告表，2022 年

10 月底之前取得

批复 

4 
补充流动资金

项目 
不涉及 不涉及 不涉及 

注：本次募投项目均已获得环评初审意见，高端过程装备智能制造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已经

进行公示。预计本次募投项目无法取得环评批复的风险较小。 

2、土地手续办理最新进展及预计取得相关文件的时间、计划 

本次募投项目除补充流动资金项目不涉及土地手续外，高端过程装备智能制

造项目、数字化升级及洁净化改造项目及氢能及特材研发中心建设项目中的特材

研发中心拟在公司位于什邡市城南新区沱江路西段的工业用地[权属证书编号：

什国用（2014）第 02073 号、什国用（2014）第 02074 号]上进行建设，前述土

地权属证书已经取得。截至本回复报告出具之日，公司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中

仅有氢能及特材研发中心建设项目中的氢能研发中心的用地尚未取得。 

2022 年 9 月 9 日，什邡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出具《说明》，载明： 

“根据《什邡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初步方案），拟将四川科新机电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科新机电”）所在厂区西侧相邻面积约 21 亩的道路规划用地

变更为工业用地。 

“目前,该地块正在依法开展规划调整程序,规划调整方案已于 2022 年 9 月 7

日通过什邡市国土空间规划委员会审议,于 2022 年 9 月 9 日就规划调整事项进行

批前公示,拟计划在 2022 年 10 月 23 日前后履行该地块及该地块西侧约 61 亩工

业用地的招拍挂公示程序。 

“与此同时,科新机电已与我局进行了沟通,其将积极参与上述相关土地的招

拍挂事项。若科新机电无法通过招拍挂程序合法取得上述用地,我局将协助科新

机电通过租赁或购置的方式寻找其他相关用地,协助科新机电的相关建设项目的

开展。” 

未来，公司将积极参与该用地的招拍挂程序并合法取得氢能研发中心的相关

用地，预计取得本次募投项目用地不存在实质性障碍和重大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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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未办理完成是否会对募投项目正常实施产生不利影响，发行人拟采取

的有效应对措施 

1、关于环评手续 

（1）项目一的环评手续 

2022 年 9 月 9 日，德阳市生态环境局出具《德阳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四川科

新机电股份有限公司高端过程装备智能制造项目的环评预审意见》，载明： 

“根据我局《关于规范推行建设项目环评预审的通知》（德环发[2020]32 号）、

项目立项文件和所在地块的土地证，项目生产设备清单、工艺流程、原辅材料、

产排污环节及污染防治方案等相关材料，项目建设与片区规划无冲突，无重大环

境制约因素，对区域环境质量的影响不明显。我局原则同意项目选址，拟建设项

目无法取得环评批复的风险较小。” 

（2）项目二和项目三的环评手续 

2022 年 9 月 8 日，德阳市什邡生态环境局出具《德阳市什邡生态环境局关

于四川科新机电股份有限公司数字化升级及洁净化改造项目、氢能及特材研发中

心建设项目的环评预审意见》，载明： 

“你单位拟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本次发行中的建设项目尚未完成环评手续。

但根据你单位向我局报送的建设项目立项备案文件、生产设备清单、工艺及工艺

流程、原辅材料清单、产排污环节及治污方案等相关材料，前述项目基本符合相

关环评整体要求，对环境影响不大。因此，你单位拟建设项目无法取得环评批复

的风险较小。” 

（3）公司出具关于环评手续出具的承诺 

2022 年 9 月 9 日，公司出具书面承诺： 

“为保障高端过程装备智能制造项目、数字化升级及洁净化改造项目及氢能

及特材研发中心建设项目的顺利实施，公司将积极推进环评手续，按照行政主管

部门的要求积极履行相关事项，并承诺于 2022 年 10 月 31 日完成前述项目的环

评手续。同时，公司将在完成环评手续后，再依法开展项目的开工建设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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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项目推进合法合规。” 

2、关于土地手续 

（1）若募投项目用地无法按照原计划落实，公司将采取的替代措施 

公司目前正在积极推进土地购置事宜，将在相关计划用地的公示期结束后积

极参与该用地的招拍挂程序，并在竞拍成功后全力配合完成该用地的出让合同的

签署、土地出让金及相关税费的缴纳及不动产权证书的办理等工作，确保取得相

关募投项目用地，尽快开展募投项目建设工作。 

若募投项目用地无法按照原计划落实，公司将采取如下替代措施：首先，公

司将积极与四川省什邡市人民政府沟通协调，重新安排相关募投项目用地。其次，

公司亦将积极采取其他合法方式，通过购置土地或租赁工业用地、厂房等方式，

推动募投项目的建设，保证募投项目的顺利实施。最后，如公司在第一时间知悉

无法取得计划用地后，公司将提前完成相关准备工作，尽快启动替代方案，避免

对募投项目的实施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2）什邡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出具《说明》 

2022 年 9 月 9 日，四川省什邡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出具《说明》，载明： 

“若科新机电无法通过招拍挂程序合法取得上述用地，我局将协助科新机电

通过租赁或购置的方式寻找其他相关用地，协助科新机电的相关建设项目的开

展。” 

综上，结合政府相关主管部门出具的意见或说明、环评及土地办理手续进展，

可见公司本次募投项目的环评及土地手续无法办理完成的风险较小，且公司针对

募投项目所涉及的土地问题亦准备了替代措施，故暂未办理完成环评及土地的相

关手续对项目正常实施不会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五、结合各类新增固定资产及无形资产的金额、转固时点以及募投项目未来

效益测算情况，说明因实施募投项目而新增的折旧和摊销对发行人未来经营业

绩的影响 

（一）新增固定资产及无形资产的金额、转固时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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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高端过程装备智能制造项目 

本项目建设期为 1.5 年，预计 T+1.5 年完成建设和转固。 

本项目主要涉及房屋及建筑物、机器设备的折旧，新增固定/无形资产金额、

折旧/摊销年限、残值率、折旧/摊销方法参照公司现有会计政策制定，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年 

序号 项目构成 新增金额（不含税） 折旧年限 残值率 折旧/摊销方法 

1 房屋建筑物 5,796.62 20 5% 年限平均法 

2 生产用设备 14,353.45  10 5% 年限平均法 

2、数字化升级及洁净化改造项目 

本项目建设期为 1 年，预计 T+1 年完成建设和转固。 

本项目主要涉及房屋及建筑物、机器设备的折旧和软件的摊销，新增固定/

无形资产金额、折旧/摊销年限、残值率、折旧/摊销方法参照公司现有会计政策

制定，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年 

序号 项目构成 新增金额（不含税） 折旧/摊销年限 残值率 折旧/摊销方法 

1 房屋建筑物 115.08 20 5% 年限平均法 

2 生产用设备 6,284.96 10 5% 年限平均法 

3 软件 1,654.72 5 0% 年限平均法 

3、氢能及特材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本项目建设期为 1 年，预计 T+1 年完成建设和转固。 

本项目主要涉及房屋及建筑物、机器设备的折旧和软件的摊销，新增固定/

无形资产金额、折旧/摊销年限、残值率、折旧/摊销方法参照公司现有会计政策

制定，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年 

序号 项目构成 新增金额（不含税） 折旧/摊销年限 残值率 折旧/摊销方法 

1 房屋建筑物 1,587.16 20 5% 年限平均法 

2 生产用设备 7,005.58 10 5% 年限平均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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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构成 新增金额（不含税） 折旧/摊销年限 残值率 折旧/摊销方法 

3 软件 622.64 5 0% 年限平均法 

（二）结合募投项目未来效益测算情况，说明因实施募投项目而新增的折旧

和摊销对发行人未来经营业绩的影响 

结合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收入、净利润预测，实施募投项目而新增的折旧

和摊销对公司未来经营业绩的影响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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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 T+1 年 T+2 年 T+3 年 T+4 年 T+5 年 T+6 年 T+7 年 T+8 年 T+9 年 T+10 年 

1 本次募投项目新增折旧摊销（a） - 2,618.39 3,437.85 3,437.85 3,437.85 3,437.85 2,982.38 2,982.38 2,982.38 2,982.38 

1.1 高端过程装备智能制造项目 - 819.46 1,638.92 1,638.92 1,638.92 1,638.92 1,638.92 1,638.92 1,638.92 1,638.92 

1.2 数字化升级及洁净化改造项目 - 933.48 933.48 933.48 933.48 933.48 602.54 602.54 602.54 602.54 

1.3 氢能及特材研发中心项目 - 865.45 865.45 865.45 865.45 865.45 740.92 740.92 740.92 740.92 

2 对营业收入的影响           

2.1 现有营业收入-不含募投项目（b） 94,813.70 94,813.70 94,813.70 94,813.70 94,813.70 94,813.70 94,813.70 94,813.70 94,813.70 94,813.70 

2.2 新增营业收入（c） - 11,445.84 36,341.76 58,380.00 58,380.00 58,380.00 58,380.00 58,380.00 58,380.00 58,380.00 

2.2.1 高端过程装备智能制造项目 - 11,445.84 36,341.76 58,380.00 58,380.00 58,380.00 58,380.00 58,380.00 58,380.00 58,380.00 

2.3 预计营业收入-含募投项目（d=b+c） 94,813.70 106,259.54 131,155.46 153,193.70 153,193.70 153,193.70 153,193.70 153,193.70 153,193.70 153,193.70 

2.4 折旧摊销占预计营业收入比重（a/d） - 2.46% 2.62% 2.24% 2.24% 2.24% 1.95% 1.95% 1.95% 1.95% 

3 对净利润的影响           

3.1 现有净利润-不含募投项目（e） 9,346.67 9,346.67 9,346.67 9,346.67 9,346.67 9,346.67 9,346.67 9,346.67 9,346.67 9,346.67 

3.2 新增净利润（f） - 894.28 3,735.41 6,586.86 6,586.86 6,586.86 6,586.86 6,586.86 6,586.86 6,586.86 

3.2.1 高端过程装备智能制造项目 - 894.28 3,735.41 6,586.86 6,586.86 6,586.86 6,586.86 6,586.86 6,586.86 6,586.86 

3.3 预计净利润-含募投项目（g=e+f） 9,346.67 10,240.95 13,082.08 15,933.53 15,933.53 15,933.53 15,933.53 15,933.53 15,933.53 15,933.53 

3.4 
折旧摊销占净利润比重 

（a×（1-税率）/g） 
- 21.73% 22.34% 18.34% 18.34% 18.34% 15.91% 15.91% 15.91% 15.91% 

注 1：现有业务营业收入-不含募投项目取值系公司 2021 年审计后数值，为 94,813.70 万元，并假设未来保持不变； 

注 2：现有净利润-不含募投项目取值系公司 2021 年审计后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9,346.67 万元，并假设未来保持不变； 

注 3：税率按照 15%计算； 

注 4：上述假设仅为测算本次募投项目相关折旧或摊销对公司未来经营业绩的影响，不代表公司对未来盈利情况的承诺，也不代表公司对未来经营情况及

趋势的判断。投资者不应据此进行投资决策，投资者据此进行投资决策造成损失的，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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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表可知，本次募投项目实施后公司固定资产折旧和无形资产摊销将有所

增加。经计算，项目满产后（T+4 年），本次募投项目新增折旧摊销合计金额占

预测收入的比例为 2.24%，对预测净利润的影响比例为 18.34%。随着公司未来业

务的持续快速发展，预计本次募投项目新增的折旧及摊销对公司未来经营业绩的

影响有限。 

尽管公司对本次募投项目进行了充分市场调研和可行性论证，上述募投项目

效益仍会受到宏观环境、行业发展、市场竞争及公司经营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

由于项目从开始建设到稳定产生效益需要一段时间，且如果未来市场环境发生重

大不利变化或者项目经营管理不善，使得项目在投产后没有产生预期效益，则公

司存在因折旧摊销费用增加而导致利润下滑的风险。 

六、募集资金是否包含本次发行人相关董事会决议日前已投入资金 

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58,068.90 万元（含本数），

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在扣除发行费用后，将用于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募投项目 项目总投资额 拟使用募集资金金额 

高端过程装备智能制造项目 24,367.87 24,367.87 

数字化升级及洁净化改造项目 9,205.98 9,205.98 

氢能及特材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12,495.06 12,495.06 

补充流动资金 12,000.00 12,000.00 

合计 58,068.90 58,068.90 

2022 年 7 月 29 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

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方案及相关议案。截至 2022 年 7 月 29 日，上述募投

项目尚未开始投入。 

综上，本次募集资金不包含本次董事会决议日前已投入资金。 

七、请发行人补充披露（2）（3）（4）（5）相关风险 

公司已在募集说明书之“重大事项提示”及“第五节 风险因素”修改并补

充披露了相关风险，具体内容如下：  

“新增产能消化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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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成后，公司将新增 8,400 吨/年的高端过程装备生产

能力，虽然公司募投项目的产能设计综合考虑了公司的发展战略与产品竞争优势、

市场地位、目前市场需求及在手订单情况、公司目前产能利用率、同行业可比公

司扩产情况以及未来的市场预期等因素，但本次募投项目新增的产能释放仍然受

市场供求和行业竞争等因素影响，且本次募投项目建成投产需一定时间。在本次

募投项目达产后，如果行业竞争格局或工艺技术发生重大不利变化，可能导致公

司下游客户需求不达预期和产能闲置，进而影响本次募投项目新增的产能消化。” 

“研发失败风险 

新材料、新技术的研发是一个连续性、系统性的过程，持续的材料创新、

技术创新需要投入大量资金和人力，且通过长期孵化才可能实现目标。本次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中，公司拟通过建设氢能及特材研发中心，以进一步维持自身

行业地位和产品的核心竞争力，同时完善公司产品矩阵，为公司未来进入氢能

领域做准备，开辟新的利润增长点。 

针对本次研发中心建设项目，虽然公司已经做了详细的路径规划及充分的

前期准备工作，对技术可行性、项目研发课题及时间规划等进行了详尽的论证，

但公司在项目研发过程中如未能实现关键技术的突破，或实验的产品性能无法达

到预期，则可能出现研发失败风险，对公司经营业绩造成不利影响。” 

“部分募投项目尚未取得土地使用权证及环评批复的风险 

公司拟在四川省什邡市建设“高端过程装备智能制造项目”“数字化升级及

洁净化改造项目”及“氢能及特材研发中心建设项目”。本次募投项目不属于《产

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 年本）》中淘汰类产业、落后及限制类产能，本次募

投项目符合产业政策的要求。 

上述项目中氢能研发中心正处于招拍挂阶段，尚未取得土地使用权证。此外，

前述三个募投项目尚未取得环评批复。目前公司正积极推进环评及土地相关程

序并取得一定进展，若公司无法按照预期进展取得上述土地使用权证及批复，将

对本次部分募投项目的实施进度产生一定的不利影响。” 

“募投项目新增折旧、摊销导致利润下滑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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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募投项目实施后，公司固定资产折旧和无形资产摊销将有所增加。经测

算，项目满产后，本次募投项目新增折旧摊销合计金额占预测收入的比例为2.24%，

对预测净利润的影响比例为 18.34%。鉴于项目从开始建设到达产需一定时间才

能产生效益，如果短期内公司不能快速消化项目产能，实现预计效益规模，新增

折旧摊销短期内将增加公司的整体运营成本，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一定影响，从

而导致利润下滑的风险。” 

八、核查程序和核查结论 

（一）核查程序 

1、取得并查阅了本次募投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报告、相关备案及环评申请文

件、相关部门出具的批复以及发行人披露的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相关文件，并

访谈发行人相关人员，了解发行人本次募投项目的具体情况，详细分析本次募投

项目产品的分类依据，并结合历史销售价格、同行业可比价格分析本次募投项目

预测产品售价合理性； 

2、了解本次募投项目的新增产能情况及产能释放计划，了解本次募投项目

下游行业的市场情况，获取发行人在手订单情况，查询同行业可比公司扩产情况，

分析本次募投项目新增产能规模的合理性、是否存在产能消化的风险及发行人应

对措施的有效性； 

3、查阅本次募投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报告，了解本次募投项目中研发中心建

设的具体内容。访谈研发部门相关人员，了解本次项目的技术可行性、研发预算

及时间安排、目前研发投入及进展、已取得或预计可取得的研发成果等，了解研

发产品与现有产品的区别与联系，是否具有足够的人员和技术储备，以此判断发

行人此次募投项目是否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4、访谈募投项目相关人员，了解募投项目环评和土地办理进度、预计取得

时间及发行人采取措施； 

5、获取募投项目的环评初审意见，通过互联网查阅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的

公示情况，获取政府相关部门就土地问题出具的说明，判断是否会对募投项目的

实施造成不利影响； 

6、查阅本次募投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报告，了解本次募投项目效益测算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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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查阅发行人本次募投项目新增固定资产折旧及无形资产摊销的测算表，

分析新增固定资产折旧及无形资产摊销对发行人未来经营业绩的影响； 

8、查阅本次募投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及访谈相关人员，了解本次募集资金

是否包括董事会前已投入的资金。 

（二）核查结论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1、项目一常规产品及重点产品的划分合理，两者在生产工艺、应用领域及

销售价格方面存在一定差异，项目一募投产品单位售价预测具备合理性； 

2、项目一新增产能规模具备合理性，发行人已经制定了详细的产能消化措

施； 

3、项目三主要研究氢能及特材相关技术研发，发行人具备技术可行性，制

定的研发预算及时间安排较为合理，虽目前尚未开始研发投入，但预计可取得一

定研发成果，项目三是对现有业务的深化、延续及发展，发行人具备足够的人员

和技术储备，项目三不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4、发行人本次募投项目的环评及土地手续无法办理完成的风险较小，暂未

办理完成环评及土地的相关手续对项目正常实施不会产生重大不利影响。就环评

事项而言，有关部门的环评初审意见内均提及拟建设项目无法取得环评批复的风

险较小；就土地事项而言，如无法办理，据四川省什邡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出具

的《说明》，其将协助科新机电通过租赁或购置的方式寻找其他相关用地，协助

科新机电的相关建设项目的开展； 

5、本次募投项目实施后发行人固定资产折旧和无形资产摊销将有所增加。

经计算，项目满产后（T+4 年），本次募投项目新增折旧摊销合计金额占预测收

入的比例为 2.24%，对预测净利润的影响比例为 18.34%。随着发行人未来业务的

持续快速发展，预计本次募投项目新增的折旧及摊销对发行人未来经营业绩的影

响有限； 

6、本次募集资金不包含本次董事会决议日前已投入资金。 

经核查，会计师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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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项目一常规产品及重点产品的划分合理，两者在生产工艺、应用领域及

销售价格方面存在一定差异，项目一募投产品单位售价预测具备合理性； 

2、本次募投项目实施后发行人固定资产折旧和无形资产摊销将有所增加。

经计算，项目满产后（T+4 年），本次募投项目新增折旧摊销合计金额占预测收

入的比例为 2.24%，对预测净利润的影响比例为 18.34%。随着发行人未来业务的

持续快速发展，预计本次募投项目新增的折旧及摊销对发行人未来经营业绩的影

响有限； 

3、本次募集资金不包含本次相关董事会决议日前已投入资金。 

经核查，律师认为： 

1、关于发行人本次募投项目氢能及特材研发中心建设项目中的氢能研发中

心拟取得的用地，发行人将积极参与该用地的招拍挂程序并合法取得相关用地； 

2、截至本次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本次募投项目高端过程装备

智能制造项目的环评手续已经进入受理公示阶段，数字化升级及洁净化改造项目

及氢能及特材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尚未向主管部门提交环评报告表，但前述建设项

目的相关环境主管部门已经出具意见认为无法取得环评批复的风险较小；发行人

已经承诺了办理完成的截至时间，且承诺保证项目推进合法合规； 

3、如本次募投项目氢能及特材研发中心建设项目中的氢能研发中心的用地

无法按计划取得，发行人已就无法取得计划用地制定了替代措施。 

 

问题二 

报告期内，发行人主营业务毛利率分别为 26.56%、30.02%、22.14%和

23.48%，材料成本占发行人主营业务成本比例分别为 76.03%、80.69%、77.85%

和 79.35%。截至 2022年 6月 30日，发行人房屋及建筑物的账面价值 11,757.45

万元，土地使用权 1,505.28 万元。2020 年 4 月，公司参与投资设立杭州烃能科

技研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烃能”），持有其 5.00%股权，出资额尚未实缴。

杭州烃能主营业务为炼油化工等相关技术开发、技术服务及工程技术试验发展，

发行人认定其不属于财务性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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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发行人补充说明：（1）量化分析原材料价格波动对发行人产品毛利率的影

响，并结合原材料价格走势、产品成本结构、产品定价模式、价格调整机制等，

说明原材料价格波动是否对发行人生产经营及本次募投项目的实施构成重大不

利影响，以及发行人应对原材料价格波动风险采取的具体措施；（2）发行人及其

子公司、参股公司经营范围是否涉及房地产开发相关业务类型，目前是否从事房

地产开发业务，是否具有房地产开发资质等，是否持有住宅用地、商服用地及商

业房产，如是，请说明取得上述房产、土地的方式和背景，相关土地的开发、使

用计划和安排，是否涉及房地产开发、经营、销售等业务；（3）杭州烃能与发行

人目前阶段主营业务的具体协同关系，是否为属于围绕产业链上下游以拓展客

户、渠道为目的的产业投资，及通过上述投资获得新的技术、客户或订单等战略

资源的具体情况，发行人未将该投资认定为财务性投资是否符合《创业板上市公

司证券发行上市审核问答》问答 10的相关规定；（4）自本次发行董事会决议日

前六个月至今，发行人新投入或拟投入的财务性投资及类金融业务的具体情况。 

请发行人补充披露（1）相关风险。 

请保荐人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请会计师核查（1）（3）（4）并发表明确意

见，请发行人律师核查（2）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量化分析原材料价格波动对发行人产品毛利率的影响，并结合原材料价

格走势、产品成本结构、产品定价模式、价格调整机制等，说明原材料价格波动

是否对发行人生产经营及本次募投项目的实施构成重大不利影响，以及发行人

应对原材料价格波动风险采取的具体措施 

（一）量化分析原材料价格波动对发行人产品毛利率的影响 

公司主营业务成本主要由材料成本、直接人工、制造费用及运费构成，其中

材料成本占比最大，报告期内材料成本占主营业务成本比例分别为 76.03%、

80.69%、77.85%和 79.35%。假设原材料的采购平均价格变动±10%、±20%，其他

因素均不发生变化，原材料采购平均价格波动对公司主营业务毛利率的影响如下： 

项目 2022年 1-6月 2021年 2020年 2019年 

主营业务毛利率 23.48% 22.14% 30.02% 26.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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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22年 1-6月 2021年 2020年 2019年 

原材料平均价格上涨 10% 17.41% 16.08% 24.37% 20.98% 

原材料平均价格上涨 20% 11.34% 10.02% 18.73% 15.39% 

原材料平均价格下降 10% 29.55% 28.20% 35.67% 32.14% 

原材料平均价格下降 20% 35.62% 34.26% 41.31% 37.73% 

经上述量化分析可知，假设其他因素均不发生变化，报告期内，公司原材料

平均采购价格每上涨 10%，主营业务毛利率平均下降约 6 个百分点。 

（二）结合原材料价格走势、产品成本结构、产品定价模式、价格调整机制

等，说明原材料价格波动是否对发行人生产经营及本次募投项目的实施构成重

大不利影响 

1、原材料价格走势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原材料采购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物料 

类别 
具体材料 

2022 年 1-6 月 2021 年 2020 年 2019 年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板材 

碳钢板 4,049.83 14.62% 8,383.42 14.75% 4,286.51 9.73% 6,326.92 16.81% 

不锈钢板 2,842.39 10.26% 8,314.00 14.62% 6,386.03 14.49% 3,710.89 9.86% 

合金板 732.59 2.64% 221.69 0.39% 4.06 0.01% 85.65 0.23% 

复合板 901.34 3.25% 1,065.44 1.87% 2,331.10 5.29% 1,510.09 4.01% 

管材 
碳钢管 988.67 3.57% 2,866.41 5.04% 1,036.30 2.35% 1,040.62 2.77% 

不锈钢管 6,688.86 24.15% 8,750.61 15.39% 12,482.56 28.32% 9,553.79 25.39% 

锻件 

碳钢锻件 1,701.16 6.14% 8,139.82 14.32% 4,211.55 9.56% 3,652.65 9.71% 

不锈钢锻件 1,984.55 7.16% 4,828.43 8.49% 4,677.81 10.61% 2,811.73 7.47% 

合金锻件 631.78 2.28% 372.16 0.65% 48.16 0.11% - - 

注 1：采购金额为不含税金额； 

注 2：上表内占比为各原材料占年度原材料采购总额的比例。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原材料包括碳钢板、不锈钢板和不锈钢管等，原材料

材质主要包括碳钢和不锈钢等，原材料价格波动与钢材指数息息相关。2019 年

至今，钢材综合价格指数走势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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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图可见，从 2020 年第二季度开始，钢材综合价格指数逐渐上升，2021

年上半年钢材综合价格指数呈现较快增长，2022 年中开始钢材综合价格指数有

所回落。 

因公司产品为非标产品，规格众多，不同规格的产品所对应的原材料规格不

尽相同，报告期内，公司主要原材料的材质、规格、加工工艺根据订单需求变化

进行调整，采购单价存在一定差异，故选取碳钢板 Q345R 和不锈钢板 S30403 就

报告期内采购单价与市场价格对比情况如下： 

（1）碳钢板 Q345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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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市场价格取自 Wind：锅炉容器板：Q345R：12mm：上海价格。 

（2）不锈钢板 S30403 

 

注：市场价格取自 Wind：304L/No.1 热轧不锈钢板：10mm：太钢价格。 

整体上看，报告期内，发行人主要原材料采购价格呈现一定波动，变动趋势

与市场价格不存在重大差异。 

2、产品成本结构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成本构成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 年 1-6 月 2021 年 2020 年 2019 年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材料成本 31,329.54 79.35 57,169.45 77.85 41,194.27 80.69 32,995.38 76.03 

直接人工 4,452.73 11.28 8,190.44 11.15 5,224.13 10.23 5,185.11 11.95 

制造费用 2,704.53 6.85 6,115.24 8.33 4,636.94 9.08 5,213.66 12.01 

运输费用 998.28 2.53 1,958.51 2.67 - - - - 

合计 39,485.07 100.00 73,433.64 100.00 51,055.33 100.00 43,394.16 100.00 

如上表所示，公司材料成本占主营业务成本的比例在 75%至 80%之间，原材

料系主营业务成本的主要组成部分。 

3、产品定价模式 

由于公司产品主要为非标压力容器设备，在市场上较难取得相同产品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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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公司一般采用“成本加成”定价模式，综合考虑客户性质、产品制造难度、

市场竞争、原材料价格波动等因素，根据双方谈判或投标结果来确定最终合同价格。 

4、价格调整机制 

公司产品主要为非标压力容器设备，客户提出产品采购需求后，公司结合产

品性质及实时市场情况等因素为客户提供产品报价，产品报价反映近期上游原材

料价格波动等市场因素，最终经双方协商确定产品价格。原材料价格波动会对公

司后续新订单产品价格产生一定影响，存在一定的价格传导机制。 

5、说明原材料价格波动是否对发行人生产经营及本次募投项目的实施构成

重大不利影响 

公司产品定价以生产成本为基础，综合考虑市场竞争情况等因素进行产品定

价，相关定价已考虑原材料成本变动因素。公司与主要供应商建立良好合作关系，

日常跟踪大宗原材料价格走势，同时目前钢材价格已逐渐回落，原材料价格波动

对发行人生产经营不构成重大不利影响。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与公司目前主营业务保持一致。募投项目建成后，公

司可以进一步扩大原材料采购规模优势；同时，募投项目尚需建设周期，公司届

时可根据主要原材料市场价格情况进行产品定价。因此，主要原材料采购价格变

化对公司本次募投项目的实施不构成重大不利影响。 

（三）发行人应对原材料价格波动风险采取的具体措施 

发行人应对原材料价格波动风险采取的具体措施包括： 

1、公司紧盯原材料市场动态，密切关注原材料交易价格，根据市场价格变

动及订单情况灵活调整原材料库存；积极寻找货源，并通过与大型原材料供应商

建立长期供货关系等方式，争取降低原材料整体采购成本；提高原材料的利用率

及生产效率，加强生产成本控制。 

2、公司密切关注大宗材料走势，为投标报价提供指导意见，当大宗原材料

价格走势不确定或预计上涨时，对已中标项目及时向上游供应商预定原材料，锁

定原材料价格。同时积极争取与有关客户达成原材料波动调价机制的合同条款，

当主材价格波动超过一定幅度时，进行报价调整，消化自身成本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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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公司继续加大研发力度，提升技术水平及产品质量，树立产品的良好市

场口碑，以提高公司定价话语权；此外，公司持续开展降本增效项目，认真梳理

生产各个环节的能耗，提高原辅材料利用率，不断改进工艺线路，提高生产效率，

以降低单位成本，多措并举降本增效，增强核心竞争力。通过挖掘内部潜力，进

一步加强资产管理、成本费用管理，大力压缩成本费用支出，提升利润空间。 

二、发行人及其子公司、参股公司经营范围是否涉及房地产开发相关业务类

型，目前是否从事房地产开发业务，是否具有房地产开发资质等，是否持有住宅

用地、商服用地及商业房产，如是，请说明取得上述房产、土地的方式和背景，

相关土地的开发、使用计划和安排，是否涉及房地产开发、经营、销售等业务 

（一）发行人及其子公司、参股公司经营范围是否涉及房地产开发相关业务

类型 

截至本回复报告出具之日，公司的子公司包括科新能源和宁夏科新，参股公

司包括科德孚和杭州烃能。公司及其子公司、参股公司的经营范围具体如下： 

公司名称 经营范围 

是否涉及房地

产开发相关业

务类型 

科新机电 

一般项目：核电设备成套及工程技术研发；新能源原动设备制造；

新能源原动设备销售；特种设备销售；炼油、化工生产专用设备

制造；炼油、化工生产专用设备销售；石油钻采专用设备制造；

石油钻采专用设备销售；环境保护专用设备制造；环境保护专用

设备销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

让、技术推广；对外承包工程；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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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可

项目：民用核安全设备制造；Ⅰ类放射性物品运输容器制造；特种

设备设计；特种设备制造；特种设备安装改造修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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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否 

科新能源 

从事环保技术开发、咨询、转让及服务；环保设施运营；环保设

备及配件、水处理设备及配件、石油钻采设备及配件、输油设备

（管道）及配件、机电设备及配件、化工设备及配件、环保自动

化系统、仪器仪表、化工产品（不含危化品及易制毒品）、金属材

料及制品的销售；环保设备和钻采设备租赁；石油钻采和环保工

程项目承包、分包；新能源技术的研究、推广服务；经营本企业

产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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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宁夏科新 

三类压力容器的设计、制造、安装、销售；压力管道安装；石油

钻采设备、油田环保设备、采油机械设备、井口设备、输油设备、

石油钻井机械设备及零配件、仪器仪表的设计、制造、安装、销

售；废旧金属回收、利用；非标准机电设备设计、制造、销售；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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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机电设备安装、维修；金属材料（稀贵金属除外）、冶金炉料、

石油助剂、化工产品（均不含危险化学品及易制毒化学品）的销

售；机电设备技术咨询服务；工程设备租赁及技术服务；工程项

目总承包；经营进出口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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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德孚 

石油钻采专用设备制造；深海石油钻探设备制造；泵、阀门、压

缩机及类似机械制造；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轴承、齿轮和传

动部件制造；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货物进出口；技术进

出口。（以上制造类项目均需通过环评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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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杭州烃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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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节能管理服务；资

源再生利用技术研发；机械设备研发；炼油、化工生产专用设备

销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专用化学产品销售

（不含危险化学品）；机械设备销售；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销售；

国内贸易代理；仪器仪表销售；固体废弃物检测仪器仪表销售；

供应用仪器仪表销售；人工智能硬件销售；新能源原动设备销售；

增材制造装备销售；液压动力机械及元件销售；电子元器件批发；

电子元器件与机电组件设备销售；金属制品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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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

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建设工程设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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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从上表可见，公司及其子公司、参股公司经营范围不涉及房地产开发相关业

务类型。 

（二）发行人及其子公司、参股公司目前是否从事房地产开发业务，是否具

有房地产开发资质等 

1、与房地产开发业务相关的法律法规 

法律法规名称 颁布部门 具体内容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

产管理法（2019 年修正）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 

第二条：房地产开发，是指在依据本法取得

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土地上进行基础设施、房

屋建设的行为； 

第三十条：房地产开发企业是以营利为目的，

从事房地产开发和经营的企业 

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

条例（2020 年 11 月修

订） 

国务院 

第二条：本条例所称房地产开发经营，是指

房地产开发企业在城市规划区内国有土地上

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房屋建设，并转让房地

产开发项目或者销售、出租商品房的行为 

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管理 

规定（2022 年 3 月修改）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第三条：未取得房地产开发资质等级证书 的

企业，不得从事房地产开发经营业务 

2、发行人及其子公司、参股公司目前是否从事房地产开发业务，是否具有

房地产开发资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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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主要从事天然气化工、核电军工、光伏、油气工程、石油炼化、煤化工

等领域生产环节中以重型压力容器为主的高端过程装备及系统集成的设计、研发

及制造，囊括反应、传质、传热、分离和储存等核心生产工艺过程。 

科新能源主要从事石油钻采设备、油田环保设备等产品的销售及进出口；宁

夏科新主要从事三类压力容器设备的设计、制造、安装及销售；科德孚主要从事

石油钻采设备、深海石油钻探设备等产品的制造及销售；杭州烃能主要从事煤化

工、石油化工所涉及的重油轻质化等工艺的研发及推广。 

截至本回复报告出具之日，公司及其子公司、参股公司未从事房地产开发业

务，未持有与房地产开发相关的经营许可资质。 

（三）是否持有住宅用地、商服用地及商业房产，如是，请说明取得上述房

产、土地的方式和背景，相关土地的开发、使用计划和安排，是否涉及房地产开

发、经营、销售等业务 

截至本回复报告出具之日，公司存在拥有住宅用地、商服用地及商业房产的

情况。公司取得的住宅用地、商服用地及商业房产的方式和背景、相关土地的开

发、使用计划和安排具体如下： 

序

号 

权利

人 

权属证书编

号 
坐落地 用途 

建筑面积

（m2） 

土地面积/

宗地面积

（m2） 

取得方式及

背景 

开发使用计划和

安排 

1 公司 

什国用

（2000）第

012101 号 

什邡市方亭

亭江东路木

坊小区科新

苑 

住宅 - 234.80 

系 公 司 于

2004 年 7 月

自什邡市国

有资产经营

有限公司处

购买所得，

用于解决员

工住宿需求 

目前用途为员工

宿舍、车库等。截

至本回复报告出

具之日，该等不

动产不存在对外

出租的情况，除

经营活动之必须

外，公司未来不

存在将该等不动

产对外出租、出

售的计划或安排 

2 公司 

什国用

（2007）第

A21307 号 

什邡市方亭

亭江东路木

坊小区科新

苑 

住宅 - 116.10 

3 公司 

什国用

（2007）第

A21308 号 

什邡市方亭

亭江东路木

坊小区科新

苑 

住宅 - 181.60 

4 公司 

什国用

（2007）第

A21319 号 

什邡市方亭

亭江东路木

坊小区科新

苑 

住宅 - 223.60 

5 公司 

什房权证方

亭字第

24551 号 

什邡市亭江

东路 
车库 252.8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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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权利

人 

权属证书编

号 
坐落地 用途 

建筑面积

（m2） 

土地面积/

宗地面积

（m2） 

取得方式及

背景 

开发使用计划和

安排 

6 公司 

什房权证方

亭字第

24550 号 

什邡市亭江

东路 
车库 125.96 - 

7 公司 

什房权证方

亭字第

24552 号 

什邡市亭江

东路 
综合 862.25 - 

8 公司 

什房权证方

亭字第

24553 号 

什邡市亭江

东路 
营业房 192.25 - 

9 公司 

川（2018）

成都市不动

产权第

0153681 号 

成都高新区

吉庆三路

333 号 1 栋

4 单元 19 层

1904 号 

商务金

融用地

/办公 

373.52 25.37 

系 公 司 于

2017 年 11

月自成都蜀

都银泰置业

有限责任公

司处购得，

购买原因系

用于经营办

公及停车 

用于经营办公及

停车，截至本回

复 报 告 出 具 之

日，该等不动产

不存在对外出租

的情况，除经营

活动之必须外，

公司未来不存在

将该等不动产对

外出租、出售的

计划或安排 

 

 

10 公司 

川（2018）

成都市不动

产权第

0153665 号 

成都高新区

吉庆三路

333 号 1 栋

4 单元 19 层

1905 号 

商务金

融用地

/办公 

292.54 19.87 

11 公司 

川（2018）

成都市不动

产权第

0153702 号 

成都高新区

吉庆三路

333 号 1 栋

4 单元 19 层

1906 号 

商务金

融用地

/办公 

148.63 10.10 

12 公司 

川（2018）

成都市不动

产权第

0153648 号 

成都高新区

吉庆三路

333 号 1 栋-

1 层 223 号 

城镇住

宅用地

（地下

车库）

/车位 

45.87 22.84 

13 公司 

川（2018）

成都市不动

产权第

0153679 号 

成都高新区

吉庆三路

333 号 1 栋-

1 层 224 号 

城镇住

宅用地

（地下

车库）

/车位 

45.87 22.84 

14 公司 

川（2018）

成都市不动

产权第

0153583 号 

成都高新区

吉庆三路

333 号 1 栋-

1 层 227 号 

城镇住

宅用地

（地下

车库）

/车位 

37.21 18.53 

15 公司 

川（2018）

成都市不动

产权第

0153472 号 

成都高新区

吉庆三路

333 号 1 栋-

1 层 228 号 

城镇住

宅用地

（地下

车库）

/车位 

37.21 18.53 

16 公司 
川（2018）

成都市不动

成都高新区

吉庆三路

城镇住

宅用地

（地下

37.21 1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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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权利

人 

权属证书编

号 
坐落地 用途 

建筑面积

（m2） 

土地面积/

宗地面积

（m2） 

取得方式及

背景 

开发使用计划和

安排 

产权第

0153464 号 

333 号 1 栋-

1 层 229 号 

车库）

/车位 

除上表列示情况外，公司及其子公司、参股公司不存在其他住宅用地、商服

用地及商业房产情形。报告期内，公司及其子公司、参股公司不存在房地产相关

开发、经营或销售业务。同时，公司承诺：“公司已建立募集资金管理制度，本

次募集资金将存放于公司董事会决定的专项账户，公司将遵守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的计划及募集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聚焦主营业务，服务实体经济，确保不将本

次募集资金拆借、出借、投资或以其他方式直接或间接流入房地产开发领域。” 

三、杭州烃能与发行人目前阶段主营业务的具体协同关系，是否为属于围绕

产业链上下游以拓展客户、渠道为目的的产业投资，及通过上述投资获得新的技

术、客户或订单等战略资源的具体情况，发行人未将该投资认定为财务性投资是

否符合《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上市审核问答》问答 10的相关规定 

（一）《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上市审核问答》问答 10相关规定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上市审核问答》问答 10 规定如

下： 

“围绕产业链上下游以获取技术、原料或渠道为目的的产业投资，以收购或

整合为目的的并购投资，以拓展客户、渠道为目的的委托贷款，如符合公司主营

业务及战略发展方向，不界定为财务性投资。” 

（二）杭州烃能基本情况 

杭州烃能成立于 2020 年 4 月 10 日，公司认缴 3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5%。

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公司尚未实缴出资，杭州烃能基本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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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中文名称 杭州烃能科技研究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104MA2H3GJG8Q 

成立时间 2020 年 4 月 10 日 

法定代表人 闫斌 

公司股东 杭州碳氢科技研究有限公司（95.00%）、科新机电（5.00%） 

董监高名单 

董事：闫斌（董事长）、陈华璞（董事）、史保全（董事） 

监事：闫琦（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闫斌（总经理） 

注册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九华路 2 号 1 幢 5 层 B516 室 

经营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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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节能管理服务；资源再生利

用技术研发；机械设备研发；炼油、化工生产专用设备销售；化工产

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

品）；机械设备销售；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销售；国内贸易代理；

仪器仪表销售；固体废弃物检测仪器仪表销售；供应用仪器仪表销

售；人工智能硬件销售；新能源原动设备销售；增材制造装备销售；

液压动力机械及元件销售；电子元器件批发；电子元器件与机电组

件设备销售；金属制品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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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建

设工程设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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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发行人未将该投资认定为财务性投资是否符合《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

发行上市审核问答》问答 10的相关规定 

公司主要从事以重型压力容器为主的高端过程装备制造，产品主要应用于天

然气化工、核电军工、光伏、油气工程、石油炼化、煤化工等领域，公司参股公

司杭州烃能主要从事煤化工、石油化工所涉及的重油轻质化等工艺的研发及推广，

其工艺技术亦多应用于煤化工、石油化工等领域。杭州烃能与国内多家能源工程

公司建立良好合作关系，对公司现有能源化工装备业务形成较好的协同效应。江

浙地区系我国石化产业集群地，周边拥有上海漕泾、浙江宁波、江苏连云港等世

界级石化基地，公司通过投资杭州烃能，有利于公司石油化工、煤化工领域市场

开拓，加快客户资源积累。目前公司对杭州烃能的投资尚未实缴，正与其协商加

快进程，争取早日实现具体合作项目落地。 

综上所述，杭州烃能与公司目前阶段主营业务具有协同关系，公司对杭州烃

能属于围绕产业链上下游以获取渠道为目的的产业投资，符合公司主营业务发展

方向，不界定为财务性投资，符合《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上市审核问答》问

答 10 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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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自本次发行董事会决议日前六个月至今，发行人新投入或拟投入的财务

性投资及类金融业务的具体情况 

（一）财务性投资及类金融业务的认定标准 

深圳证券交易所于 2020 年 6 月发布的《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证

券发行上市审核问答》，对财务性投资和类金融业务界定如下： 

1、财务性投资 

“财务性投资的类型包括不限于：类金融；投资产业基金、并购基金；拆借

资金；委托贷款；以超过集团持股比例向集团财务公司出资或增资；购买收益波

动大且风险较高的金融产品；非金融企业投资金融业务等。 

围绕产业链上下游以获取技术、原料或渠道为目的的产业投资，以收购或整

合为目的的并购投资，以拓展客户、渠道为目的的委托贷款，如符合公司主营业

务及战略发展方向，不界定为财务性投资。” 

2、类金融业务 

“除人民银行、银保监会、证监会批准从事金融业务的持牌机构为金融机构

外，其他从事金融活动的机构均为类金融机构。类金融业务包括但不限于：融资

租赁、商业保理和小贷业务等。” 

（二）自本次发行董事会决议日前六个月至今，发行人新投入或拟投入的财

务性投资及类金融业务的具体情况 

2022 年 7 月 29 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本次向

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相关事宜。自本次发行董事会决议日前六个月（2022 年 1 月

29 日）至本回复报告出具之日，公司不存在新投入或拟投入的财务性投资及类

金融业务情况，具体说明如下： 

1、类金融 

自本次发行董事会决议日前六个月至本回复报告出具之日，公司不存在对融

资租赁、商业保理和小贷业务等类金融业务投资情况。 

2、投资产业基金、并购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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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本次发行董事会决议日前六个月至本回复报告出具之日，公司不存在投资

产业基金、并购基金的情形。 

3、拆借资金 

自本次发行董事会决议日前六个月至本回复报告出具之日，公司不存在拆借

资金的情形。 

4、委托贷款 

自本次发行董事会决议日前六个月至本回复报告出具之日，公司不存在委托

贷款的情形。 

5、以超过集团持股比例向集团财务公司出资或增资 

自本次发行董事会决议日前六个月至本回复报告出具之日，公司不存在以超

过集团持股比例向集团财务公司出资或增资情形。 

6、购买收益波动大且风险较高的金融产品 

自本次发行董事会决议日前六个月至本回复报告出具之日，公司购买理财产

品的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

号 
银行 产品名称 

投资 

金额 
起息日 到期日 

年化收

益率 
资金来源 

是否

赎回 

1 兴业银行 14 天结构性存款 500.00 2022/3/2 2022/3/16 2.60% 自有资金 是 

2 兴业银行 30 天结构性存款 500.00 2022/3/2 2022/4/1 2.60% 自有资金 是 

3 兴业银行 14 天结构性存款 700.00 2022/3/28 2022/4/11 2.60% 自有资金 是 

4 兴业银行 14 天结构性存款 1,000.00 2022/3/28 2022/4/11 2.60% 自有资金 是 

5 兴业银行 28 天结构性存款 500.00 2022/4/1 2022/4/29 2.60% 自有资金 是 

6 兴业银行 14 天结构性存款 500.00 2022/4/7 2022/4/21 2.60% 自有资金 是 

7 兴业银行 14 天结构性存款 800.00 2022/4/26 2022/5/10 2.60% 自有资金 是 

8 兴业银行 14 天结构性存款 600.00 2022/5/5 2022/5/19 2.60% 自有资金 是 

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公司将暂时闲置的资金用于购买短期理财产品，公司

购买的理财产品属于持有期限短、收益相对稳定、风险相对较低的银行理财产品，

不属于财务性投资范畴。 

7、非金融企业投资金融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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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本次发行董事会决议日前六个月至本回复报告出具之日，公司不存在投资

金融业务的情形。 

综上，自本次发行董事会决议日前六个月至本回复报告出具之日，公司不存

在新投入财务性投资及类金融业务的情况，亦不存在拟投入财务性投资及类金融

业务的相关安排。 

五、请发行人补充披露（1）相关风险 

公司已在募集说明书之“重大事项提示”及“第五节 风险因素”修改并补

充披露了相关风险，具体内容如下：  

“公司采购的主要原材料为板材、管材、锻件及外购的零部件。报告期内，

公司主营业务成本中材料成本占比分别为 76.03%、80.69%、77.85%及 79.35%，

占比较高，原材料价格变化对公司营业成本影响较大，假设其他因素均不发生变

化，发行人的原材料平均采购价格每上涨 10 个百分点，主营业务毛利率平均下

降约 6 个百分点。如相关原材料受国内外政治、经济因素影响而发生较大波动，

在短时间内大幅上涨，公司未能及时有效应对，则可能导致公司营业成本大幅增

加，对公司生产经营及本次募投项目的实施构成不利影响。” 

六、核查程序和核查结论 

（一）核查程序 

1、查阅发行人报告期内的原材料采购价格变动情况、原材料市场价格波动

情况，分析原材料均价变动及成本构成情况，测算原材料价格波动对主营业务毛

利率的影响；了解发行人产品的定价及调整机制，以及发行人应对原材料价格波

动采取的主要措施； 

2、查阅发行人及其子公司、参股公司持有的《不动产权证书》《国有土地

使用权证》《房产证》等产权证书，以及相关行政机关出具的不动产登记情况，

核查其所持有不动产对应地块的土地性质；查阅发行人及其子公司、参股公司的

营业执照，发行人报告期内的《审计报告》、出具的说明，对发行人相关高管进

行了访谈，查阅与房地产开发的相关法律法规，并通过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

示系统、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官方网站、四川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等网站，核查其是否从事房地产开发业务；  



四川科新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申请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审核问询函的回复报告 

1-52 

3、查阅杭州烃能的工商信息，了解发行人投资杭州烃能的背景、投资目的、

杭州烃能与发行人主营业务的协同关系，核查发行人未将该投资认定为财务性投

资是否符合《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上市审核问答》问答 10 的相关规定； 

4、查阅《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上市审核问答》关于财务性投资及类金

融业务的相关规定及问答；对发行人本次发行董事会决议日前六个月至今是否存

在新投入或拟投入的财务性投资及类金融业务的具体情况进行逐项对比分析。 

（二）核查结论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1、假设其他因素均不发生变化，报告期内，发行人原材料平均采购价格每

上涨 10%，主营业务毛利率平均下降约 6 个百分点。原材料价格波动对发行人生

产经营及本次募投项目的实施不构成重大不利影响。发行人已采取有效措施以应

对原材料价格波动； 

2、发行人及其子公司、参股公司经营范围不涉及房地产开发相关业务类型，

目前未从事房地产开发业务，不具有房地产开发资质；发行人存在拥有住宅用地、

商服用地及商业房产的情况，但该等不动产系作为发行人员工宿舍或经营办公场

所，不涉及房地产开发、经营、销售等业务； 

3、杭州烃能与发行人目前阶段主营业务具有协同关系，发行人对杭州烃能

属于围绕产业链上下游以获取渠道为目的的产业投资，符合发行人主营业务发展

方向，发行人未将该投资认定为财务性投资符合《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上市

审核问答》问答 10 的相关规定； 

4、自本次发行董事会决议日前六个月至今，发行人不存在新投入或拟投入

的财务性投资及类金融业务的情况。 

经核查，会计师认为： 

1、假设其他因素均不发生变化，报告期内，发行人原材料平均采购价格每

上涨 10%，主营业务毛利率平均下降约 6 个百分点。原材料价格波动对发行人生

产经营及本次募投项目的实施不构成重大不利影响。发行人已采取有效措施以应

对原材料价格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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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杭州烃能与发行人目前阶段主营业务具有协同关系，发行人对杭州烃能

属于围绕产业链上下游以获取渠道为目的的产业投资，符合发行人主营业务发展

方向，发行人未将该投资认定为财务性投资符合《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上市

审核问答》问答 10 的相关规定； 

3、自本次发行董事会决议日前六个月至今，发行人不存在新投入或拟投入

的财务性投资及类金融业务的情形。 

经核查，律师认为： 

1、发行人及其子公司、参股公司的经营范围不涉及房地产开发相关业务类

型； 

2、发行人及其子公司、参股公司目前不从事房地产开发业务，不具有房地

产开发资质； 

3、发行人存在拥有住宅用地、商服用地及商业房产的情况，但发行人未将

该等不动产对外出租，且发行人承诺除经营活动之必须外，未来不存在将该等不

动产对外出租、出售的安排。发行人不涉及房地产开发、经营、销售等业务。 

其他问题 

请发行人在募集说明书扉页重大事项提示中，重新撰写与本次发行及发行

人自身密切相关的重要风险因素，并按对投资者作出价值判断和投资决策所需

信息的重要程度进行梳理排序。 

同时，请发行人关注再融资申请受理以来有关该项目的重大舆情等情况，请

保荐人对上述情况中涉及该项目信息披露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等事项进行

核查，并于答复本审核问询函时一并提交。若无重大舆情情况，也请予以书面说

明。 

【回复】 

一、请发行人在募集说明书扉页重大事项提示中，重新撰写与本次发行及发

行人自身密切相关的重要风险因素，并按对投资者作出价值判断和投资决策所

需信息的重要程度进行梳理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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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已在募集说明书扉页重大事项提示中，重新撰写与本次发行及公司自身

密切相关的重要风险因素，并按对投资者作出价值判断和投资决策所需信息的重

要程度进行梳理排序。 

二、请发行人关注再融资申请受理以来有关该项目的重大舆情等情况，请保

荐人对上述情况中涉及该项目信息披露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等事项进行核

查，并于答复本审核问询函时一并提交。若无重大舆情情况，也请予以书面说明 

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已于 2022 年 8 月 18 日获深圳证券交易

所受理，自 2022 年 8 月 18 日至本回复报告出具之日，公司持续关注媒体报道，

通过网络检索等方式对公司本次发行相关媒体报道情况进行了自查，公司不存在

重大舆情等情况。 

保荐机构已对发行人本次发行的媒体报道情况进行了专项核查。经核查，保

荐机构认为，媒体报道主要为相关媒体对涉及发行人公告、本次再融资进展等公

开信息披露文件有关内容的摘录和评论，不存在重大舆情，不存在影响本次发行

的情况，发行人的信息披露符合要求，不存在构成本次发行障碍的情况。本次发

行申请文件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应披露未披露事项。 

保荐机构将持续关注有关公司本次发行相关媒体报道等情况，如果出现媒体

对该项目信息披露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提出质疑的情形，保荐机构将及时进

行核查。公司及保荐机构出具了相关说明和核查报告，已与本审核问询函回复报

告一并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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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关于四川科新机电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

审核问询函的回复报告》之签章页） 

 

 

 

四川科新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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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董事长声明 

本人已认真阅读四川科新机电股份有限公司本次审核问询函回复报告的全

部内容，本次审核问询函回复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

对上述文件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及时性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发行人董事长：                   

                        林祯华 

 

 

四川科新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四川科新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申请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审核问询函的回复报告 

1-57 

（本页无正文，为《关于四川科新机电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

审核问询函的回复报告》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张晓平                  徐德志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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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机构董事长关于审核问询函回复报告的声明 

本人已认真阅读四川科新机电股份有限公司本次审核问询函回复报告的全

部内容，了解报告涉及问题的核查过程、本公司的内核和风险控制流程，确认本

公司按照勤勉尽责原则履行核查程序，审核问询函回复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上述文件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及时性承担相

应法律责任。 

 

 

保荐机构董事长：                   

                          李福春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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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机构总经理关于审核问询函回复报告的声明 

本人已认真阅读四川科新机电股份有限公司本次审核问询函回复报告的全

部内容，了解报告涉及问题的核查过程、本公司的内核和风险控制流程，确认本

公司按照勤勉尽责原则履行核查程序，审核问询函回复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上述文件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及时性承担相

应法律责任。 

 

 

保荐机构总经理：                   

                          何俊岩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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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发行人及其子公司、参股公司经营范围是否涉及房地产开发相关业务类型，目前是否从事房地产开发业务，是否具有房地产开发资质等，是否持有住宅用地、商服用地及商业房产，如是，请说明取得上述房产、土地的方式和背景，相关土地的开发、使用计划和安排，是否涉及房地产开发、经营、销售等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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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问题
	一、请发行人在募集说明书扉页重大事项提示中，重新撰写与本次发行及发行人自身密切相关的重要风险因素，并按对投资者作出价值判断和投资决策所需信息的重要程度进行梳理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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