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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991  证券简称：至正股份 公告编号：2022-052 

深圳至正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深圳至正高分子材料 

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收购事项的问询函》补充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与风险提示： 

1、重要内容：标的公司主要采用轻资产运营模式，业务核心主要在于产品

的研发与设计。本次交易前，标的公司产品通过海外外协生产；本次交易中，

标的公司逐步实现核心部件的采购及外协组装转移至境内。自 2022 年第四季度

起，对于新签的订单，由标的公司自行采购并组装生产，对于原有订单，仍由

原外协供应商完成生产。 

2、风险提示：海外供应链的风险。标的公司部分零部件如机器人手臂、马

达、上下料机等主要从日本、韩国、德国及中国台湾等地采购。若未来国际贸

易关系、国际政治环境等发生变化，或标的公司与上述供应商的合作关系发生

变化，可能导致标的公司出现供应中断、成本增加等情形，从而对标的公司的

经营业绩产生不利影响。 

 

深圳至正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或“上

市公司”）于 2022 年 11 月 9 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管理一部下发的

《关于对深圳至正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收购事项的问询函》（上证公函

【2022】2639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2-047 号公告。

公司收到上述《问询函》后高度重视，并积极组织相关各方按照要求对所涉问

题进行认真落实并回复，并于 2022 年 11 月 24 日披露《深圳至正高分子材料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深圳至正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对外

收购事项的问询函>部分回复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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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问询函》共涉及 6 个问题，就前次回复中问题 3“（2）标的资产的

主要经营模式，并结合标的资产的经营模式、研发能力、成本控制、产品市场

占有率等，分析标的资产的行业地位和竞争优势；（3）结合上述情况，说明标

的资产第三季度业绩大幅提升的具体原因，与行业趋势是否相符，并分析标的

资产盈利能力的可持续性；”中标的公司的业务模式、持续盈利模式、产品核心

竞争力及部分财务数据变动原因等部分内容，公司补充回复如下： 

问题 3.公告披露，标的资产苏州桔云 2021 年实现营业收入 4,042.73 万元，

净利润 630.67 万元，2022 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 878.78 万元，净利润 162.75

万元，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 6,168.42 万元，净利润 1,365.96 万元。以此推

算，2022 年第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 5,289.64 万元，净利润 1,203.21 万元，经

营业绩较往期大幅提升。此外，交易对方 SUCCESSFACTORS 承诺标的资产 2022

年、2023 年、2024 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1,350 万元、

1,890 万元、2,646 万元，标的资产 2022 年前三季度已实现净利润金额或已超

过其 2022 年的业绩承诺。请公司补充披露：（1）标的资产所处行业情况，包括

行业所处周期、行业政策、上下游情况、准入壁垒、竞争格局、市场占有率和

行业发展趋势等；（2）标的资产的主要经营模式，并结合标的资产的经营模式、

研发能力、成本控制、产品市场占有率等，分析标的资产的行业地位和竞争优

势；（3）结合上述情况，说明标的资产第三季度业绩大幅提升的具体原因，与

行业趋势是否相符，并分析标的资产盈利能力的可持续性；（4）标的资产今年

前三季业绩是否已达到 2022 年业绩承诺，如是，请说明设置该等业绩承诺的合

理性，相关约束力是否有限。请会计师发表意见。 

答复： 

一、标的公司的主要经营模式、核心技术及竞争优势 

（一）标的公司生产经营模式 

标的公司主要从事半导体专用设备的研发、生产和销售。本次交易前，标

的公司半导体设备通过海外外协生产，首先由标的公司与客户确认设备需求及

参数，签订技术协议或确认技术方案，并根据客户需求进行产品定制化设计，

完成产品设计图纸。上游外协供应商按照标的公司的设计图纸和技术需求，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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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零部件的采购并完成产品的生产。本次交易中，上市公司要求标的公司逐步

实现核心部件的采购及外协组装转移至境内，除原有已下单订单外，不再将新

的订单委托外协供应商生产，改由自行采购生产。标的公司业务核心及主要难

点在于产品的研发与设计，生产过程较为简单，主要基于产品设计图纸进行原

材料的采购及组装，因此供应链切换难度相对较低。截至目前，对于新订单，

已由标的公司自行采购零部件并组装生产；对于原有订单，仍由原外协供应商

完成生产。 

2022 年第四季度起，标的公司采购的原材料中主机、传感器、阀体、电源

模块等主要通过中国大陆采购，金额占比约为 50%，剩余零部件如机器人手臂、

马达、上下料机等主要从日本、韩国、德国及中国台湾等地采购。若未来国际

贸易关系、国际政治环境等发生变化，或标的公司与上述供应商的合作关系发

生变化，可能导致标的公司出现供应中断、成本增加等情形，从而对标的公司

的经营业绩产生不利影响。 

（二）标的公司拥有独立自主的核心技术 

标的公司主要采用自主研发的模式，核心团队成员拥有多年的半导体设备

研发经验，对烤箱、制程、自动化、半导体、系统控制、软件等有较为深刻的

研究，并形成了一系列新型技术研发专利。标的公司现有产品的核心技术均为

自主可控，不存在合作研发或者委托开发。 

截至本回复公告日，标的公司境内共拥有 10 项专利，具体如下： 

序号 专利技术名称 发明人 申请号 授权公告日 专利状态 

1 
具有抽气功能的

分流装置 

Ang Seng 

Thor、曾麒文 
CN202220658357.9 2022-10-21 授权 

2 分流装置 
Ang Seng 

Thor、曾麒文 
CN202220650130.X 2022-10-04 授权 

3 

防气液渗入之旋

转装置及其半导

体湿制程设备 

Ang Seng 

Thor、曾麒文 
CN202220713987.1 2022-07-22 授权 

4 吸附式旋转载台 
Ang Seng 

Thor、曾麒文 
CN202220736948.3 2022-07-22 授权 

5 热风烘烤装置 
Ang Seng 

Thor、曾麒文 
CN202220241115.X 2022-07-05 授权 

6 
烤箱卡匣的承载

结构 
曾麒文 CN202121367122.6 2021-11-30 授权 

7 
压力烤箱的马达

电源配置结构 

曾麒文、陈俊

杰 
CN202121332508.3 2021-11-30 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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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专利技术名称 发明人 申请号 授权公告日 专利状态 

8 
罩盖构造及罩盖

构造的盖体总成 

Ang Seng 

Thor、罗文君 
CN202021070019.0 2021-04-30 授权 

9 
电子元件的清洗

构造 

Ang Seng 

Thor、林仲政 
CN202020980142.X 2021-01-05 授权 

10 晶圆检视装置 
Ang Seng 

Thor、林仲政 
CN202020905124.5 2021-01-05 授权 

研发与设计系标的公司的业务核心。业务开展过程中，首先由标的公司与

客户确认设备需求及参数，签订技术协议或确认技术方案，并由标的公司研发

人员相应定制化设计产品结构及选型，完成产品设计图纸，之后按照产品设计

图纸进行零部件的采购、外协、组装及整机测试。其中，产品的设计是整个业

务流程的核心，涉及到综合运用计算机、自动化、系统控制、半导体工艺等，

技术壁垒较高。因此，半导体设备相关的核心技术在标的公司端而非上游供应

商端。 

同时，由于目前标的公司部分关键零部件及材料主要从海外采购或外协生

产，较为依赖海外供应链。若未来国际关系持续紧张，或标的公司在供应链切

换及转移过程中出现供应中断、成本增加等情形，可能对标的公司的经营业绩

产生不利影响，提请投资者关注上游供应链风险。 

（三）标的公司产品具有一定的竞争优势 

标的公司产品种类布局较广，主打产品具备一定的竞争优势，产品的竞争

力源于标的公司自主研发的相关技术。湿制程方面，标的公司自主研发的湿制

程设备 8 腔设计运用业界前沿、支持晶圆正负 5mm 翘曲；清洗机在集成电路后

道先进封装领域技术水平与国际知名企业基本持平，并持续向前道工艺拓展；

干制程方面，标的公司是行业少有的推出全自动烘箱的企业，公司的烘箱可同

时烘烤 104 片，占地空间小节省一半空间，且四腔体皆可独立配方运作。 

半导体设备行业是典型的技术密集型行业，具有较高的技术门槛，同时由

于对半导体生产环节具有重要影响，厂商不会轻易更换设备供应商，因此国产

半导体设备供应商较少。在此情况下，标的公司能够与长电科技、禾芯半导体、

芯德半导体、全球化半导体设计与制造企业 T 公司等知名半导体企业建立良好

的合作关系，且上述客户与标的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间接说明标的公司的产

品具备一定的竞争优势且已获得知名客户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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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标的公司产品销售情况 

标的公司主要实行订单式生产，在与客户签订订单或确定意向后，根据客

户需求进行产品定制化设计及生产制造。目前，标的公司完工产品均已按订单

要求发往客户，不存在滞销的情况。 

标的公司 2021 年至今的订单及执行情况如下： 

验收日期 产品类别 订单金额（万元） 

2021 年度 

清洗机 2,363.71 

烘箱 477.39 

分片机 394.69 

其他 484.38 

合计 3,720.17 

2022 年 1-9 月 

烘箱 1,699.12 

腐蚀机 1,169.07 

清洗机 937.63 

分片机 187.61 

其他 1,217.46 

合计 5,210.89 

执行中 

烘箱 2,320.31 

清洗机 1,584.07 

腐蚀机 1,368.46 

去胶机 495.58 

其他 999.43 

合计 6,767.85 

三、会计师核查意见 

针对上述事项我们执行了以下核查程序： 

1、了解并分析标的公司经营模式、研发能力及成本控制等； 

2、询问标的公司主要研发情况，并查验标的公司主要专利资质证书； 

3、询问标的公司销售部门公司主要竞争优势； 

4、了解标的公司销售流程，主要销售渠道及销售订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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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获取标的公司主要销售订单，查验销售主要合同条款包括但不限于销售

产品、交付条件、收款条件等； 

6、查验标的公司主要销售订单、提单、验收单及收款单。 

结论： 

1、经核查，我们未发现至正股份关于标的公司的主要经营模式、核心技术

及竞争优势的说明存在异常； 

2、经核查，我们未发现至正股份关于标的公司产品销售情况的说明存在异

常。 

 

特此公告。 

 

深圳至正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12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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