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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证券交易所： 

根据贵单位于 2023 年 3 月 17 日下发的《关于湖南凯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

申请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审核函〔2023〕120029 号）

（以下简称“落实函”）的要求，湖南凯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

行人”或“公司”），会同保荐机构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

构”），本着勤勉尽责、诚实守信的原则，就落实函所提问题逐条进行了认真调

查、核查及讨论，并形成了《关于湖南凯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特定对象

发行股票的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的回复》（以下简称“本回复”）。 

如无特别说明，本回复中的简称或名词释义与募集说明书具有相同含义，涉

及对申请文件修改的内容已用楷体加粗标明。 

落实函所列问题 黑体 

对落实函问题的回复 宋体 

对募集说明书及其他申报文件的修改、补充 楷体（加粗） 

本落实函回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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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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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一 

根据申报材料，发行人特种气体主要原材料为稀有气体等原料气，主要采购

来自空分气体企业、金属冶炼企业、化工企业等，特定的原料气仍可能出现短期

的供应不足或者价格大幅上升的情形。本次募集资金总额 100,000 万元，其中

57,000万元用于宜章凯美特特种气体项目。 

请发行人结合宜章凯美特特种气体项目的实施地点、周边企业分布和类型、

特种气体原材料的采购半径、发行人是否与原材料供应企业签定相关采购协议或

意向性协议、是否约定供应保底量及所需原材料报告期内价格波动等情况，说明

本次募投项目原材料供应是否充分、稳定，是否存在因原材料供应不足导致募投

项目无法投产或无法达到预计效益的风险。 

请发行人补充披露相关风险。请保荐人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项目实施地点及周边企业分布和类型、特种气体原材料的采购半径 

宜章凯美特特种气体项目（以下简称“特种气体项目”）实施地点为湖南省

郴州市宜章县氟化学循环产业开发区。特种气体项目规划生产空分气体和 9 种特

种气体产品，空分气体需要的原材料为空气，特种气体产品所需的主要原材料及

其采购半径如下表所示： 

序号 主要产品 主要原材料 可采购半径（km） 

1 电子级氯化氢 工业级氯化氢 1,500 

2 电子级溴化氢 
溴素 1,500 

氢气 公司自有产品 

3 高纯氟气 无水氟化氢 1,000 

4 氟基混配气 
高纯氟气 公司自有产品 

氮气 公司自有产品 

5 五氟化锑 
高纯氟气 公司自有产品 

高纯锑 400 

6 电子级碳酰氟 二氟一氯甲烷 1,500 

7 电子级氘气 重水 不受运输半径限制 

8 电子级乙炔 电石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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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主要产品 主要原材料 可采购半径（km） 

9 电子级一氧化碳 一氧化碳 1,500 

宜章县氟化学循环产业开发区，原名氟化学循环工业园，于 2 00 9 年郴州

市人民政府同意 设立，2021 年 5 月，宜章氟化学循环产业开发区被湖南省

发改委认定为全省首批化工园区，成为湖南省唯一的氟化工特色园区。2021 年 7

月，宜章县第十三次党代会把氟化工产业集群列为全县重点打造的“六大百亿产

业集群”之首，把打造全国氟化工产业基地纳入全县实施“五区三基地”战略的

重要内容。 

如上表所示，特种气体项目 3 种产品所需原材料与氟有关，高纯氟气是氟基

混配气和五氟化锑生产所需的重要原材料，高纯氟气的主要原材料为无水氟化

氢，发行人依托氟化学循环产业开发区现有的近邻氟化氢生产企业直接采购无水

氟化氢用于生产高纯氟气，区位优势明显；氢气、氮气为发行人原有产品，可实

现自给自足；高纯锑采购自湖南省内，湖南省是我国锑资源储量最丰厚的地区，

占全国总资源的 77%，发行人在省内可获得高纯锑的充足供应；重水主要向国外

厂商进口，不受运输半径限制，必要时也可向优质国内厂商进行采购；工业级氯

化氢、溴素、二氟一氯甲烷、电石、一氧化碳的可采购范围较广，且属于大宗类

基础化工产品，原材料供应不足的风险较小。项目实施地点周边企业和资源的分

布与项目所需的原材料具有较高的匹配度，相关原材料供应短缺的风险较低。 

二、发行人是否与原材料供应企业签定相关采购协议或意向性协议、是否

约定供应保底量 

特种气体项目的建设期为两年，目前处于项目建设的初级阶段，发行人尚未

与相关原材料供应企业签订相关采购协议或意向性协议。为保障项目的顺利实

施，发行人进行了充分的市场调研，并持续密切关注上游供应情况。在项目的建

设期内，发行人将适时与项目所需原材料的主要供应商签署框架采购协议，并通

过规模采购、签订长期战略合作供货协议、约定保底供应量等一系列措施，提高

原材料的供货能力。除此以外，发行人还将与主要供应商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

每种原材料至少保持两个以上的供应商，提高原料的议价能力，充分保障供应的

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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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特种气体项目所需原材料报告期内价格波动情况 

特种气体项目所需主要原材料中，溴素、重水、电石、工业级氯化氢和无水

氟化氢五种原材料的合计年采购金额占原材料采购总额的 90.25%，其他原材料

及辅料主要为价值较低的常规基础大宗化工品，市场成熟且供应量大，其价格变

动对发行人影响较小。 

报告期内，溴素、重水、电石、工业级氯化氢和无水氟化氢的市场价格波动

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吨 

序号 项目 2022 年 1-9 月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1 
溴素 5.68 4.80 3.13 3.35 

较上年变化 18.4% 53.1% -6.5%  

2 
重水 272.78 225.78 206.97 265.54 

较上年变化 20.8% 9.1% -22.1%  

3 
电石 0.45 0.52 0.32 0.32 

较上年变化 -13.46% 60.2% 0.0%  

4 
工业级氯化氢 1.64 2.51 3.34 3.18 

较上年变化 -34.77% -24.66% 5.04%   

5 
无水氟化氢 0.95 0.96 1.15 1.10 

较上年变化 -1.04% -16.52% 4.55%  

数据来源：Wind、iFind、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等公开信息渠道 

如上表所示，2019 年度至 2022 年 9 月，溴素市场价格呈现持续上涨的趋势，

2021 年涨幅最大，2022 年 1-9 月涨幅有所回落，2022 年 9 月以后价格开始出现

下跌；2020 年度，重水价格出现明显下滑，2021 年至 2022 年 9 月，逐渐回升至

略高于 2019 年的价格水平，价格波动区间范围较小；2019 年至 2020 年，电石

价格平稳，2021 年出现明显上涨，2022 年 1-9 月有所回落；工业级氯化氢价格

2020 年内小幅上涨，2021 年至 2022 年 9 月呈现持续下滑趋势；无水氟化氢的市

场价格在 2020 年度出现小幅上涨，随后价格平缓下滑，整体较为稳定。 

原材料的市场价格容易受经济周期性波动及行业供需变化的影响，且不同厂

商、不同纯度、不同品质的原材料之间的价格也会存在较大差异。发行人在采购

之前，会对供应商进行严格的筛选和审核，选择品质优良、供应稳定、服务有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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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的优质供应商进行合作，通过实施集中采购、低价储备的采购策略来应对原材

料价格的波动，并与主要客户磋商建立原材料价格联动机制或者调价机制，来应

对原材料市场价格大幅上涨的风险。 

四、募投项目原材料供应是否充分、稳定，是否存在因原材料供应不足导

致募投项目无法投产或无法达到预计效益的风险 

（一）特种气体项目主要原材料供应的市场情况 

为保障项目的顺利实施，发行人对上游主要原材料进行了充分的市场调研，

根据原材料运输半径和目前市场情况，发行人预计可采购的主要原料供应渠道和

市场产能情况如下： 

溴素：根据华经产业研究院数据，目前国内溴素行业生产企业数量达到了数

百家，企业主要集中在山东省，2015-2020 年，我国溴素产量一直保持在 10 万吨

以上，2020 年中国溴素产能约为 18.8 万吨，产量约为 12.46 万吨，产能较为充

足。发行人特种气体项目满产后，预计每年需消耗溴素为 625 吨，主要向山东地

区的优质企业采购，项目所需的溴素占市场总产能比例较小，原材料短缺风险较

低。 

重水：Wind 数据显示，2021 年，我国进口重水 65 吨，2022 年进口重水 78

吨，年增长率为 20%，按 20%的需求增长率计算，预计到 2027 年的我国重水进

口量将达到 200 吨左右，2028 年将达到 230 吨左右，特种气体项目预计 2028 年

或 2029 年实现满产，满产需求的重水量为每年 11 吨左右，占比约 5%，随着全

球和国内重水市场的稳健发展，预计该类原料需求可以得到较好满足。 

电石：中商产业研究院的相关报告显示，我国是世界第一电石生产大国，2021

年我国电石在产装置产能约 3,500 万吨。发行人特种气体项目满产后每年所需消

耗电石约 8,000 吨，占市场供给比例较小，原材料短缺风险较低。 

工业级氯化氢：据中国化工过程氯资源循环利用技术研讨会统计，2011 年

我国工业副产氯化氢总量已达 380 万吨，随着我国氯化学品的迅速扩产，工业级

氯化氢的产量也将呈现逐年增长的趋势。在工业上，氯化氢主要是以烧碱行业的

副产物氯气、氢气为原料进行合成。我国烧碱行业产能庞大，国家统计局数据显

示，2020 年，我国烧碱产量为 3,643.2 万吨，同比增长 5.7%。烧碱行业产量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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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其副产物氯气、氢气随产生量之不断上升，为我国氯化氢行业发展提供了

充足原料。发行人特种气体项目满产后每年所需消耗工业级氯化氢约 600 吨，占

市场供给比例较小，市场已有产能可以较好的满足特种气体项目的投产，原材料

短缺风险较小。 

无水氟化氢：共研产业咨询统计显示，2022 年，我国氟化氢总产量 165 万

吨，特种气体项目满产后年均需消耗无水氟化氢 240 吨，市场供应充足，且发行

人依托氟化学循环产业开发区现有的近邻氟化氢生产企业直接采购优质无水氟

化氢，具有明显的区位优势和成本优势，可获得充分的供应保障。 

（二）发行人保障原材料供应、应对原材料价格波动的措施 

经过多年的发展，发行人已积累大量优质原料供应商，本次特种气体项目所

需原料主要来源于公司自有产品、园区供应链上游、国内其他地区优质厂商和部

分国外厂商，原料运输依托供应商、产业园区及公司内部运输网络。随着半导体

/湿电子化学品持续发展，溴素、电石、工业级氯化氢、无水氟化氢等产品质量

不断提高、产能充足，基本不存在原材料短缺风险；重水主要向海外优质厂商进

口，不受采购半径的限制，必要时也可选择优质国内厂商采购，保障原材料的充

足供应；发行人与主要供应商一般会提前签署订单，保障每年原材料的稳定供货。 

除此以外，发行人在采购和销售端采取了灵活的应对措施和价格调整机制。

发行人采购部门将紧盯原材料市场动态，参考相关原材料的价格波动情况，密切

关注原材料市场价格，对原材料价格走势进行判断，定期根据客户需求、排产情

况和市场价格变动进行适当采购备货计划以灵活调整原材料库存，以应对原材料

短期内出现不利波动的风险；发行人销售部门参考“成本加成定价”的结果与客

户协商确定产品价格，如果原材料价格波动较大，发行人与客户以签订补充协议

或订单的方式进行价格调整，以减少材料价格上涨对发行人经营业绩的影响。 

结合特种气体项目对主要原材料的耗用情况、原材料运输半径、周边企业分

布、市场整体供应情况和行业发展趋势并结合发行人价格调整机制等分析，原材

料价格波动对特种气体项目未来经营业绩可能构成一定影响，但基于发行人拟采

取与原材料供应商提前签署订单、寻找多家原材料供应商供货、并与供应商保持

长久合作关系、预测原材料价格变动积极备货等措施积极应对，预计发行人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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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原材料短期内出现不利波动的风险。 

综上，特种气体项目不存在原材料供应不足的情形，但受原材料市场行情的

影响，特定的原料气仍可能出现短期的供应不足或者价格大幅上升的情形，发行

人原材料的采购价格存在一定波动，可能存在因原材料供应不足导致特种气体项

目无法投产或无法达到预计效益的风险，发行人将采取措施积极应对相关风险。 

（三）发行人已在募集说明书中补充披露了相关风险提示 

发行人已在募集说明书之“第七节 与本次发行相关的风险因素”之“三、

对本次募投项目的实施过程或实施效果可能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的因素”之“（三）

特种气体项目原材料供应不足的风险”对原材料供应不足风险披露如下： 

“公司本次募投项目中的特种气体项目部分主要原材料采购自化工企业和

国外厂商等，采购半径内供应商较多且较为稳定。特种气体项目所需的原材料

通常不存在供应不足的情况，但部分特定的原材料仍可能出现短期的供应不足

或者价格大幅上升的情形。虽然公司采用‘以销定产’的模式，生产部门根据

客户的销售预测制定详细的备货及生产计划，但当主要原材料供应不足或价格

持续快速上涨时，公司产品价格无法迅速调整，将会对公司的盈利能力造成不

利影响，存在因原材料供应不足导致募投项目无法投产或无法达到预计效益的

风险。” 

五、核查程序及核查意见 

（一）核查程序 

针对上述问题，保荐机构实施了以下核查程序： 

1、通过查询特种气体项目所在地地方政府门户网站、行业协会网站、郴州

日报等媒体平台信息，了解了特种气体项目实施地点及周边企业分布和类型，向

发行人生产和技术方面的主要管理人员了解特种气体项目主要原材料的采购半

径； 

2、与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沟通，了解发行人与原材料供应商签订相关采购

协议或意向性协议的情况； 

3、查询原材料相关市场行情数据、行业研究报告等资料，了解发行人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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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材料报告期内的价格波动情况； 

4、查询原材料相关的产业发展研究报告，了解发行人所需原材料的市场供

应情况，向发行人主要管理人员了解公司保障原材料供应、应对原材料价格波动

的措施。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发行人及保荐机构认为： 

1、特种气体项目实施地的周边企业类型和资源分布与项目所需的原材料具

有较高的匹配度，项目具有明显的区位优势和成本优势，原材料供应短缺的风险

较低； 

2、发行人特种气体项目现处于项目建设的初级阶段，尚未与原材料供应企

业签订相关采购协议或意向性协议，将在项目的运营期前适时与相应的原材料的

供应商签署相关协议，保障原材料供应的及时性和稳定性； 

3、特种气体项目所需的主要原材料在报告期内的市场价格存在一定波动，

发行人将采取措施应对原材料市场价格大幅上涨的风险； 

4、发行人本次特种气体项目原材料供应较为充分、具有稳定性，但特定的

原材料仍可能出现短期的供应不足或者价格大幅上升的情形，可能存在因原材料

供应不足导致项目无法投产或无法达到预计效益的风险，发行人已在募集说明书

中补充披露相关风险提示。 



1-9 

（本页无正文，为发行人《关于湖南凯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特定对象发

行股票的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的回复》之签字盖章页） 

 

 

 

 

 

 

 

 

 

 

 

 

湖南凯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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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湖南凯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申

请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的回复》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    

 尹广杰  平成雄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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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董事长声明 

本人已认真阅读湖南凯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

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回复的全部内容，了解本次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涉及问题的

核查过程、保荐机构的内核和风险控制流程，确认保荐机构按照勤勉尽责原则履

行核查程序，本次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回复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本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回复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及时性承

担相应法律责任。 

 

 

董事长、法定代表人：  

 王  洪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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