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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152          证券简称：新动力       公告编号：2022-051 

 

雄安新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的回复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1、截止目前，公司主营业务未因为简称变更发生变化，公司主营业务的服务应用场景为工

业锅炉，按用途分类中最为重要的用途就是热能动力锅炉，动力锅炉以电站锅炉为主，并普遍应

用于发电和石化有色领域，公司的产品也重点服务于上述动力锅炉，保障动力锅炉的燃料被充分

利用，确保燃料燃烧的过程安全可控，让动力锅炉发挥出最大的生产效率和经济效益。 

 

雄安新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新动力”）于2022

年9月23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公司管理部出具的《关于对雄安新动力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创业板关注函【2022】第352号）（以下简称“关

注函”），公司对此高度重视，积极对《关注函》中涉及的问题进行逐项落实。

现就相关其他问题回复如下： 

1.公司在《关于变更公司证券简称的公告》中称，公司管理层对公司主营业务进

行了重新梳理，重点致力于特种燃烧装置技术和节油点火系统的升级和对燃烧动

力领域的探索与投资，特种燃烧装置技术和节油点火系统业务已占到公司营业收入

的100%，公司2021年年报显示，公司主营业务收入的95.4%来自于洁净燃烧及锅炉

节能提效经营业务。请你公司详细列示最近一年公司主营业务所涉产品或服务、

应用领域和具体用途、主要客户情况、市场发展状况、同业可比公司情况，“特

种燃烧装置技术和节油点火系统业务”与“洁净燃烧及锅炉节能提效经营业务”

是否存在区别，如是，请结合前述情况说明具体差异；如否，请结合前述信息说明

公司主营业务与“新动力”一词的逻辑关系，是否存在误导投资者的情形。请公司

独立董事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公司回复： 

目前公司产品为燃烧点火技术及控制系统，产品上涵盖了火力发电、石油

化工、垃圾危废处置、有色等行业，在服务上主要为上述行业领域内的燃烧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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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的技术研发、工程设计、产品制造、设备成套、工程管理、技术服务和

燃烧实验等工作。 

（1）公司服务的不同行业的主要客户情况如下： 

客户所在行业 行业主要客户 

 

火力发电行业 

上海****股份有限公司、哈*****厂有限责任公司、东

方********股份有限公司、无锡****能源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武汉**股份有限公司等。 

 

 

石油化工行业 

中国****集团有限公司各分公司、中国*****集团有限

公司各分公司、陕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中

国**工程有限公司、东*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国

**工程有限公司等。 

 

垃圾危废行业 

重庆*****环境产业有限公司、中**（北京）节能环保

工程有限公司、光*环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安

徽****工程有限公司、深圳市****有限公司等。 

 

有色金属行业 

中国**股份有限公司各分公司、中国**工程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中国**工程技术有限公司、**有色金属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 

 

（2）公司服务的上述各行业在公司产品上的年市场需求量分析如下： 

客户所在行业 行业主要客户 

 

火力发电行业 

主要产品电站锅炉等离子点火系统市场容量约2亿元，

双强少油系统约1亿元，燃油燃气燃烧系统市场容量约

1亿元。 

 

石油化工行业 

主要产品火炬系统市场容量约12亿元，工业炉系统市

场容量约8亿元，加热炉低氮燃烧系统市场容量约2亿

元。 

垃圾危废行业 主要产品油气燃烧器系统市场容量约1亿元。 

有色金属行业 
主要产品纯氧燃烧系统、开工预热系统、油气燃烧器

等市场容量约1亿。 

 

（3）目前与公司同业的主要竞争对手分析如下： 

客户所在行业 行业主要客户 

 

火力发电行业 

烟台龙源电力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安徽省新能电气科

技有限公司、武汉天和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杭州浙大

天元科技有限公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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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化工行业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七一一研究所、上海凯鸿环

保工程有限公司、北京航天动力研究所(十一所）、洛

阳瑞昌环境工程有限公司、江苏焱鑫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等。 

垃圾危废行业 
上海凌云瑞升燃烧设备有限公司、广东意高能源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江阴创捷电气设备有限公司等。 

有色金属行业 

普莱克斯工业气体有限公司、奥林燃烧器(无锡)有限

公司、北京凯明洋能源工程公司、岳阳远大热能设备

有限公司。 

   

综上所述，公司的燃烧点火技术包含了节油点火技术和特种燃烧技术等，洁

净燃烧是公司产品服务的过程，锅炉提效是公司产品服务的结果，所以“特种燃

烧装置技术和节油点火系统业务”与“洁净燃烧及锅炉节能提效经营业务”并不

存在产品上的区别，只是强调了不同的服务侧重点。 

（4）“新动力”与公司主营业务的逻辑关系简述小结如下： 

公司主营业务未因为简称变更发生变更，公司主营业务的服务应用场景为工

业锅炉，按用途分类中最为重要的用途就是热能动力锅炉，动力锅炉以电站锅炉

为主，并普遍应用于发电和石化有色领域，公司的产品也重点服务于上述动力锅

炉，保障动力锅炉的燃料被充分利用，确保燃料燃烧的过程安全可控，让动力锅

炉发挥出最大的生产效率和经济效益。 

公司每年都非常注重对产品的持续优化和燃烧点火技术的创新，努力为客户

持续创造更佳的动力输出和安全保障，所以公司改名为“新动力”符合公司目前

主营产品的经营发展情况，不存在误导投资者的情形。 

 

2.根据公司此前公告，2020年10月，你公司参股北京中氢环宇氢能科技服务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氢环宇”)，2021年7月，你公司参股北京科融华阳风科技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融华阳”)；此外，近三年来，你公司曾披露公告称公司

及全资子公司与中国通用咨询投资有限公司、河北保定城乡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河北雄安分行、清华大学核能与新能源技术研究

院等签署合作意向书、战略合作协议、合作协议等。根据2022年6月9日你公司回

复我部年报问询函，中氢环宇截至回函日股东实缴出资仅400万元，相关资质和许

可证还在申请中，尚未达到运营条件；科融华阳因为疫情原因和项目方要求，尚

https://www.so.com/link?m=b0o45wCC3taCf8FNehDdTfHXwmB0HV1mS0Mys2AaxxHduz09KQsPEkiq2TKS6QKNcrHJcTlhzo8QVKvr/5KQZcDR8djkUG9n2xZBpO6PcgvgO4G0DgGQo9u5F839lYxkH/BX9l9Ws7wH2WWNFh6xAXWl8uHRrqO2VlrwAYVh08YemMd75B0HjOb8Jz7NqrnRvUqfbwX/FZlbnCQ5c6CRGxzjjaKwFwOO3gXwqca54/1n4yVL77xCv/k//HX1w7pBOnuxF2XTJUr8DGSN005ee1dgQLfRgp5aSgTkDne9M21p5228eWacZ7voEcTEYtDkGO15U8GLV184eRinQPTTcbBhelJ/wSIjM1Zg1nn25v4D/UpfCIFjMBFgS09tgh/6HpYwAMLiElgfKONxDU4yueOyXEEOfs7CdUDGxN0SeJlSnCaZdcaaQnCapmlbTQMpas8fKoatE77BcwloKwPgiLFZ2tsO3O7PxpcVZhStO3+rXiggEdxmPxtJgtDlyWjCeaAjxU3CI2I1tFUnROJuJZR88RvQkXV16LPD2UMmskHgB3R4jzCIdPYCDF6DFiC6cFjdSjwivU/JIk/vocT157nZaibD3kbaB+SWpsaoxLyI68mTGBpNCHWuoqjUGDH1jynZJ+IALVu7oM5oZo4vhHFT/zzYI164RclUz0wlVPowqjVnYKDhuhI7GMuOj969DMCco+pjLuM/rb0q/JduXZoz9ARkBe8590l7TB3J6Y0Gb+ro+vnQH8TA3qcImv8R7mUdKm/GFYr/33jJf/R7Ohcui2qS6tYJhNfNDWgwVgJpABZMoMYLNxwnzwWG61IAoc/kvlwmzzq2oITetcXo8PB8Ce0u5UOOC+GgVIhYpOa1VlKAJFoHFCpYB8FtjgpMjgM3CTGwoIK4rMSgzqhDwitJFzi5T0IVJ8KAq6JssduSs8ptdW6eoFkS1llXGmTsHwan9JDM/4OrH4XNVZuN/dOrJIWpS6k7wWMiu9A==
https://www.so.com/link?m=b0o45wCC3taCf8FNehDdTfHXwmB0HV1mS0Mys2AaxxHduz09KQsPEkiq2TKS6QKNcrHJcTlhzo8QVKvr/5KQZcDR8djkUG9n2xZBpO6PcgvgO4G0DgGQo9u5F839lYxkH/BX9l9Ws7wH2WWNFh6xAXWl8uHRrqO2VlrwAYVh08YemMd75B0HjOb8Jz7NqrnRvUqfbwX/FZlbnCQ5c6CRGxzjjaKwFwOO3gXwqca54/1n4yVL77xCv/k//HX1w7pBOnuxF2XTJUr8DGSN005ee1dgQLfRgp5aSgTkDne9M21p5228eWacZ7voEcTEYtDkGO15U8GLV184eRinQPTTcbBhelJ/wSIjM1Zg1nn25v4D/UpfCIFjMBFgS09tgh/6HpYwAMLiElgfKONxDU4yueOyXEEOfs7CdUDGxN0SeJlSnCaZdcaaQnCapmlbTQMpas8fKoatE77BcwloKwPgiLFZ2tsO3O7PxpcVZhStO3+rXiggEdxmPxtJgtDlyWjCeaAjxU3CI2I1tFUnROJuJZR88RvQkXV16LPD2UMmskHgB3R4jzCIdPYCDF6DFiC6cFjdSjwivU/JIk/vocT157nZaibD3kbaB+SWpsaoxLyI68mTGBpNCHWuoqjUGDH1jynZJ+IALVu7oM5oZo4vhHFT/zzYI164RclUz0wlVPowqjVnYKDhuhI7GMuOj969DMCco+pjLuM/rb0q/JduXZoz9ARkBe8590l7TB3J6Y0Gb+ro+vnQH8TA3qcImv8R7mUdKm/GFYr/33jJf/R7Ohcui2qS6tYJhNfNDWgwVgJpABZMoMYLNxwnzwWG61IAoc/kvlwmzzq2oITetcXo8PB8Ce0u5UOOC+GgVIhYpOa1VlKAJFoHFCpYB8FtjgpMjgM3CTGwoIK4rMSgzqhDwitJFzi5T0IVJ8KAq6JssduSs8ptdW6eoFkS1llXGmTsHwan9JDM/4OrH4XNVZuN/dOrJIWpS6k7wWMiu9A==
https://www.so.com/link?m=bxP4h0wYRFyVSgawygiO3LenyJT50skAy3lZ7c+1IooIz051zMjDIuKPMdKhl4ckMAUkRyWCdAIwAY4ZMNZuPg9+pHRfTkWTjYchmbGE/I3OaVBs7SvZjD2g8PlYc+pznn68MVvwHqzi4DoM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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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实缴出资；公司前述战略合作协议签署于2019年4月和5月，但截至回函日均无

进展。9月14日，公司在网上业绩说明会中表示，将持续在氢能源领域布局，并加

速推进相关项目落地，有部分媒体将公司列入氢能概念。 

(1)请补充披露截至目前中氢环宇及科融华阳各股东实缴出资情况、相关项目

具体建设、运营进展情况、营业收入情况、在职员工数量等基本信息，相关项目

长期无法推进的原因，并结合相关影响因素的持续性说明上述投资项目的不确定

性。 

公司回复： 

1、北京中氢环宇氢能科技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氢环宇”)成立于2020

年10月16日，股东及出资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认缴出资额 

（万元） 

实缴出资额 

（万元） 

1 北京中氢环宇科技有限公司 65% 650 350 

2 雄安新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5% 50 50 

3 张江 20% 200 0 

4 马立成 10% 100 0 

中氢环宇主要经营模式为运营加氢站，目前加氢站的主体建设已由北京中氢

环宇科技有限公司建设完成，相关运营资质的申请工作正在进行中。中氢环宇目

前员工人数为20人左右，主要由行政、安全、质量、生产等方面专业人才构成，

管理团队由执行董事郭**、监事赵**、财务负责人吴*构成。由于中氢环宇处于

初期发展阶段，中氢环宇由北京中氢环宇科技有限公司派出人员负责业务拓展及

建设，新动力派出1名财务人员主要履行股东职责对公司运营情况审计，进行管

理与监督。后期根据项目的发展需要，以社会招聘的方式聘请所需的各类专业人

才。公司参股投资中氢环宇未达到《股票上市规则》第9.2条及9.3条规定的应当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相关标准，故未单独披露。 

最近一年一期主要财务数据为：2021年12月31日，公司总资产390.18万元，

净资产389.52万元，净利润-1.22万元；2022年6月30日，公司总资产391.21万元，

净资产390.05万元，净利润-0.88万元。 

中氢环宇为房山窦店加氢站的项目公司，目前不存在其他在建项目，加氢站

https://www.qcc.com/firm/fc4816a3ccfd9979648f6d02dc1d6fc7.html
https://www.qcc.com/firm/8bd5ef021f4f4acb43edf96f0e8e1a9b.html
https://www.qcc.com/pl/pr800a2c754ca6c76a81efa50978bff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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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氢原材料主要由持有北京中氢环宇科技有限公司30%股权的北京环宇京辉京

城气体科技有限公司提供，初步定价低于市场价格，后期若政府调整价格，依据

政府定价为准。运营加氢站需要办理气瓶充装许可、燃气经营许可、加氢经营许

可等相关资质，因加氢站还未验收，故暂未办理相关业务资质。 

截止目前中氢环宇尚未营业，且新动力持股比例较低，该事项尚存在不确定

性，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分析、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2、北京科融华阳风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融华阳”)成立于2021年7月

23日，股东及出资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认缴出资额 

（万元）  

实缴出资额 

（万元） 

1 雄安新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85%  8,500.00  0.00 

2 北京华阳风科技有限公司 15%  1,500.00  0.00 

科融华阳原计划建设北京市海淀区电动自行车集中充电设施建设运营项目，

科融华阳管理团队由执行董事兼总经理齐**、监事陈**及财务负责人陈**组成，

上述人员都是由公司的在职人员代为管理，由于本次运营项目的中标主体为北京

华阳风科技有限公司，科融华阳为建设及运营主体，但由于项目发包方对本次项

目工程进度的要求，科融华阳未参与本次项目的实际建设及运营，且公司未实缴

注册资本，截至目前，本次充电桩项目由北京华阳风科技有限公司出资建设和运

营，未形成销售收入，对于公司业绩不会产生影响，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2）请说明最近一年一期公司主营业务是否存在氢能相关收入，实际投入和

在建项目是否和氢能相关，如是请说明具体情况，有关业务会否对公司短期业绩

造成影响。 

公司回复： 

最近一年一期公司尚未取得氢能源业务上的营业收入。截止目前，公司实际

投入在氢燃料电池催化剂量产技术上的研发资金累计约千万元，由清华大学联合

上市公司技术研究院负责技术支持，并于2022年7月14日完成催化剂制作方案的

专利申请并受理，在建的项目为一条500g/批次的燃料电池催化剂量产中试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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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的建设，根据与清华大学的协议约定，本条生产线预计将于今年年底前完成验

收。 

氢燃料电池催化剂的产品销售业务易受到行业政策变动、招标采购、市场环

境变化等因素影响，存在不确定性。预计短期内无法形成销售收入，对于公司业

绩不会产生较大影响。公司将根据建设和生产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3)请结合最近三年公司上述重大投资和战略合作项目的进展情况，长

期无法推进的原因等，分析说明公司有关项目合作、投资和披露是否谨慎合理。 

请公司独立董事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公司回复： 

公司自2019年以来截至本回复函披露日签署并公告的框架协议、合作协议、

意向协议如下： 

签订日期 合作方 合作内容 合作进展 

2019年4月

16日 

中国通用咨询投资有限公

司 

双方基于良好的信任，并出于长远发展战略

的考量，决定建立战略合作关系，双方利用

各自在渠道、行业经验、市场、宣传、技术

服务等各方面的优势，围绕PPP领域、投融资

领域及企业发展领域方面开展合作。 

无 

2019年4月

19日 

河北保定城乡建设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 

 

双方为落实党的十九大“高起点规划、高标

准建设雄安新区”的决策部署，围绕实施京

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共同推动雄安新区生态

环境保护展开合作。 

无 

2019年5月

15日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河北雄安分行 

银行将在符合法律法规及银行业务规定的基

础上，在以下领域与雄安科融积极开展合作

或提供优质高效的金融服务，包括但不限于：

金融科技、大数据、普惠金融、供应链融资、

票据、贷款、结算、财务顾问、造价咨询、

信托、租赁、基金、企业年金、理财、保险

等。同时，银行可根据雄安科融业务特点提

供专项产品创新，全力支持雄安科融特色业

务需求的发展。 

无 

2019年5月

21日 

清华大学核能与新能源技

术研究院 

清华大学核能与新能源技术研究院为公司制

定氢能技术与产业发展规划,为公司氢能全

产业链建设提供指导和支持；双方合作在公

2022年1月完成

与清华大学核能

与新能源技术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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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厂区开展制氢、氢燃料发电、储能相关技

术示范工程建设，研究院提供技术服务。 

究院签署了《氢

燃料电池催化剂

量产技术服务的

合作协议》 

 

以上披露已签署并公告的框架协议、合作协议、意向协议是公司与各方开展

合作的初步意向，目前合作各方均在积极商定进一步推进，但由于经济形势变化、

合作各方发展战略调整等各方面原因，上述协议部分项目落地，短期尚未对公司

财务业绩产生影响。 

公司未来将加强对信息披露工作的管理，确保公司信息披露工作质量和水平

迈上新台阶。 

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发表了如下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以上披露已签署并公告的框架协议、合作协议、意向协议

是在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要求的前提下，结合公司当时自身的经

营情况和发展需求进行的，但由于经济形势变化、合作各方发展战略调整等各方

面原因，上述协议尚未有具体项目落地，短期尚未对公司财务业绩产生影响。 

公司未来将加强对信息披露工作的管理，确保公司信息披露工作质量和水平

迈上新台阶。 

 

3.结合上述问题的回复核实说明公司是否存在迎合市场热点概念

炒作股价的情形，并进行充分的风险提示。 

公司回复： 

截止目前，公司主营业务未因为简称变更发生变化，目前公司产品为燃烧点

火技术及控制系统，主要的服务应用场景仍为工业锅炉，按锅炉的用途分类中最

为重要的用途就是热能动力锅炉，动力锅炉以电站锅炉为主，并普遍应用于发电

和石化有色领域。 

公司的产品也重点服务于上述动力锅炉，保障动力锅炉的燃料被充分利用，

确保燃料燃烧的过程安全可控，让动力锅炉发挥出最大的生产效率和经济效益。

公司每年都非常注重对产品的持续优化和燃烧点火技术的创新，努力为客户持续

创造更佳的动力输出和安全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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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氢能源相关业务是公司的战略目标，尚处于研发建设阶段，截止目前，

公司最近一年一期尚未取得氢能源业务上的营业收入。氢燃料电池催化剂的产品

销售业务易受到行业政策变动、招标采购、市场环境变化等因素影响，存在不确

定性。预计短期内无法形成销售收入，对于公司业绩不会产生较大影响。公司将

根据建设和生产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 

综上，公司简称的变更不存在迎合市场热点概念炒作股价的情形。 

 

4.请自查并具体说明最近6个月内公司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股东、董

监高及其关联方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是否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交易的情形，

并向我部报备变更公司全称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名单。 

公司回复： 

最近6个月内公司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股东、董监高及其关联方买卖公

司股票的情况如下： 

经核查，除上述已公告的买卖公司股票行为外，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5%

以上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直系亲属近6个月不存在买卖公司股

票的情况，不存在内幕交易和利用信息披露操纵市场的情形。 

特此回复 

 

雄安新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增持人 
增持 

方式 

增持 

时间 

增持 

数量 

（股） 

成交 

均价 

（元/

股） 

增持前 增持后 

持股数

量（股） 

总股本占

比(%) 

持股数

量（股） 

总股本占

比(%) 

胡建江 
集中

竞价 
2022.6.29 10,300 3.42 58,900 0.0082% 69,200 0.0097% 

程芳芳 
集中

竞价 

2022.7.22 100 3.85 0 0 100 0.000014% 

2022.7.25 9,900 3.85 100 0.000014% 10,000 0.0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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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 事 会 

                                             二〇二二年九月二十七日 

 


	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发表了如下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