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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天华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

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无保留意见。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公司上市时未盈利且目前未实现盈利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640,402,868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20.00 元

（含税），送红股 0 股（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3 股。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天华新能 股票代码 300390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王珣 金鑫 

办公地址 苏州工业园区双马街 99 号 苏州工业园区双马街 99 号 

传真 0512-62852120 0512-62852120 

电话 0512-62852336 0512-62852336 

电子信箱 thxn@canmax.com.cn thxn@canmax.com.cn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2022年，在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国内行业周期影响的背景下，公司在董事会以及管理层的带领下，紧紧围绕战略规划

和年度目标真抓实干、砥砺奋进，各项工作扎实推进，推动公司生产经营活动持续健康地发展。 

（一）经营成果概述 

1、经营业绩增速显著，产品盈利创新高 

2022年，受益于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和锂盐市场旺盛需求的双重驱动，公司电池级氢氧化锂产品出货数量及销售金额

同比大幅增长，为公司带来了较大利润贡献。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703,045.48万元，较上年同期上升401.26%，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658,579.49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62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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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积极推进项目建设，实现产能扩张目标 

为满足下游客户需求，抢抓市场机遇，公司积极推进锂电材料项目建设和产能扩张。报告期内，公司新增的二期年产

2.5万吨电池级氢氧化锂生产项目顺利达产，公司产销量同比实现大幅增长。为进一步完善锂电材料产业布局，巩固和提升

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公司在一期与二期项目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分别在四川省眉山市甘眉工业园区和宜宾市江安县投资建

设“四川天华时代锂能有限公司年产6万吨电池级氢氧化锂建设项目”、“宜宾市伟能锂业科创有限公司一期年产2.5万吨电池

级氢氧化锂项目”，其中“四川天华时代锂能有限公司年产6万吨电池级氢氧化锂建设项目”已完成主体工程竣工验收，并于

2023年1月进入试生产阶段；“宜宾市伟能锂业科创有限公司一期年产2.5万吨电池级氢氧化锂项目”正在按计划抓紧建设

中，预计将于2023年三季度达到项目预定可使用状态。同时，公司筹建了年产90万吨的锂材精选项目，实现了锂辉石原矿

自行精选并对电池级氢氧化锂产品生产所需原料供应形成有效保障。全部项目达产后，公司将大大提升电池级氢氧化锂产

品的总产能，届时将成为行业内重要的氢氧化锂供应商。 

     

宜宾市天宜锂业科创有限公司俯瞰图                                            四川天华时代锂能有限公司厂区图 

     

90 万吨/年锂矿石精选项目工地                                伟能锂业一期年产 2.5 万吨电池级氢氧化锂项目工地 

3、加强业务板块战略布局，丰富锂电材料产品种类 

为更好地发挥行业技术优势，提高市场竞争力，加强产业化布局，报告期内，由子公司天宜锂业受让了宜春时代新能

源资源有限公司和公司合计持有的奉新时代100%股权，规划建设10万吨碳酸锂冶炼产能项目，从而丰富了公司锂电材料的

产品种类，为未来业绩增长带来新的驱动力。 

     

奉新时代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效果图                                                         奉新时代项目工地 

4、充分发挥资本市场优势，顺利完成再融资工作 

报告期内，公司积极推进2022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工作，顺利完成了本次再融资的反馈意见回复、路演及发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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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成功募集资金27.66亿元，扣除发行相关费用后全部用于“四川天华时代锂能有限公司年产6万吨电池级氢氧化锂建设

项目”、“宜宾市伟能锂业科创有限公司一期年产2.5万吨电池级氢氧化锂项目”和“收购宜宾市天宜锂业科创有限公司7%股

权”项目中，为公司的产业扩张和经营发展带来充足的资金保障，对提升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市场应变能力和下游客户的供

应保障能力具有积极影响，为公司实现高质量长远发展奠定了基础。 

5、稳步开拓防静电超净技术产品市场，深耕客户需求 

公司防静电超净技术产品业务具备雄厚的研发实力和快速响应能力，可为各类客户提供定制化产品开发，主要服务于

全球电子信息消费类产品品牌厂商，持续为其提供优良的静电与微污染防控解决方案。公司通过精准把握市场趋势和客户

需求，全面提升服务客户的能力，与客户实现合作共赢；通过不断优化市场结构，公司积极拓展产品品类，推动产品创

新，强化新技术、新工艺的应用研究，以及与产业链上下游、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的研发合作。 

公司在无锡宜兴市成立了无锡天华新材料产业园，大力发展以无尘擦拭用品为主的产业集群，为擦拭布产品的安全供

应提供了保障。同时，公司积极与中科院物理所合作，投资常州苏锂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涉足固态电池高镍三元材料。此

外，公司投资江苏纳通能源技术有限公司，涉足并网及储能等全线多系列光伏逆变器产品，积极构建新能源业务生态链，

为公司未来业绩增长带来新的驱动力。 

公司顺应行业发展趋势，积极优化经营策略，与子公司资源共享，协同营销，积极在新能源领域推广集团产品应用，

取得初步成效，为公司未来从传统辅材业务逐渐向主辅材料兼备发展奠定基础。此外，公司多措并举，不断优化市场结

构，与跨国服装租赁清洗外包公司紧密合作，成功开发食品、生物制药领域专用产品，深挖市场潜力，创造新的增长机

会。 

6、促进医疗器械业务健康发展，巩固优势地位 

子公司宇寿医疗主要从事自毁式、安全式、高压注射器产品等医疗器械业务，产品应用于医疗健康行业。随着我国医

疗器械企业技术进步及配套产业链的成熟和社会医疗需求的提高，宇寿医疗密切关注各国及各地区政府医疗器械政策的变

化和改革的不断深化，顺应医疗器械业务不断释放的市场需求。 

宇寿医疗以自主技术和自有品牌开拓市场，是我国首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并通过世界卫生组织WHO认证的一次性使用

无菌医疗器械产品生产企业。宇寿医疗的注射器系列产品通过欧盟CE认证，多种规格的疫苗注射器及自毁式注射器分体针

通过了世界卫生组织的PQS评定，安全自毁式注射器获得美国FDA的510K认证。宇寿医疗已与国内、国外卫生部门、疾控

中心及各省各大医院以及实力经销商建立长期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确立了宇寿医疗作为自毁式、安全式、高压注射器等

新型一次性医疗器械产品的优势地位。 

（二）主要产品及其用途  

1、新能源锂电材料主要包括氢氧化锂、碳酸锂产品，主要应用于新能源汽车电池、通讯电子产品电源设备、能源存储

等领域，是锂离子电池主要的正极材料原材料供应来源。 

     

2、防静电超净技术产品主要对工业生产过程中的静电与微污染进行防护和控制，以提高产品的可靠性和良品率，下游

主要应用领域为电子信息制造业，为电子信息（半导体、存储、新型显示、通讯等）、医药等诸多行业提供基础性保障。

公司通过提高自身研发、生产和系统集成能力，经过长期发展，通过技术积淀和下游行业应用经验的积累，能够为下游中

高端 客户提供静电与微污染防控解决方案，在生产成本、集成供应和本地化服务方面具有较大优势，并成为众多全球知名

电子制 造厂商的核心供应商。  

http://www.baidu.com/link?url=p8igU1g-oB7vJCHJuLBKbrW7bQWKMQhu0jxlqMEK3CmCGZh30OTEr4LZ6grb8f5NrGEd9DYYy3CJc9671fbqnIKMHMD21uzMaVAkYVYjZN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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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电与微污染防控解决方案 

3、医疗器械产品有自毁式注射器、安全式注射器、高压注射器等，主要用于满足临床进行疫苗接种、肌肉注射、皮下

注射、高压造影等药物注射过程。该产品旨在避免医患人员重复使用注射器、造成交叉感染，从而减少疾病的传染。目前

的主要消费群体为各国卫生部门、医院、诊所等各种医疗卫生或服务行业部门。  

             

安全式、自毁式注射器                                                        高压造影注射器及附件 

（三）主要经营模式 

公司拥有独立完整的研发、生产、采购及产品销售等模式，根据市场需求及自身情况，独立进行生产经营活动。公

司不断改进生产技术工艺，严控产品质量，提升工业自动化制造水平，增加产品附加值；同时积极拓展市场渠道布局，

加强上下游产业链整合，有序开拓国内外市场，提高业务整体销售规模。 

1、研发模式 

公司拥有独立的研发中心，中心下设产品研发、材料研发、方案研究室和产品实验室等各个部门，通过企业自主开

发、校企合作和与科研机构进行产学研合作等多种模式，在提高产品性能、升级产品技术工艺、材料开发等各方面不断

进步，积极进取，为丰富产品种类、改良创新升级提供了技术保障。同时，公司通过与终端客户的直接交流和个性化需

求分析，参与并配合终端客户的新产品研发，实现了与终端客户联合研发，根据终端客户对新产品性能、技术指标等要

求，通过不断的测试、打样等研发活动，为客户的产品需求提供最具可行性的材料解决方案。 

2、生产模式 

锂电材料采用 ERP 系统进行运营管理，销售部按月根据市场需求下达订单至运营计划部门，计划部门结合实际生产

情况，按月采用计划和订单相结合的生产模式制定生产计划，统一调度并安排生产。 

防静电超净技术产品生产实行“以销定产、适量备库”的方式，防静电超净技术产品根据客户下达的订单或给出的需

求计划安排生产，在公司快速反应的柔性制造体系下，能够对客户的需求做出及时响应。为了满足敏捷供应链体系下的

生产要求，公司对部分产品的前道半成品或者针对下游客户的供应商管理库存，进行合理的生产备货。 

医疗器械产品生产按照订单约定的产品类型、规格、数量、质量标准和交货期进行排期生产，主要是以自有生产设

备进行加工制造。对于大批量出货的常规注射器产品或半成品，宇寿医疗根据市场需求情况和预计客户订单情况，通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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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有一定数量的备库，以满足大货生产、小批量订单和临时订单的需求，确保交货期。 

3、采购模式 

锂电材料：对原材料物资实行统一管理、集中采购的管理模式。采购的原材料主要包括锂精矿、烧碱和硫酸。锂精

矿目前主要通过长协从国外进口，烧碱和硫酸等原材料直接从国内供应商采购。其中锂精矿根据承购协议，定期向供应

商下达采购订单，烧碱和硫酸等原材料根据生产计划及相应原材料库存状况确定，由采购部门通过询价后在合格供应商

处集中采购。 

防静电超净技术产品：采购的原材料以 PE、PET、PC、PU、化学纤维等为主，其上游供应商为国内的大型资源类

企业或者相关联的大型贸易公司，原材料供应稳定。原材料的价格随石油价格变化有一定的波动，公司通过网络实时监

测材料价格的变化，按照实时价格进行采购，降低价格波动风险。公司采用 ERP 软件系统，建立健全了从供应商评估确

定到采购物料申请、采购订单维护、收货、检验、付款等一系列的信息化管理体系，有效加强了对采购过程的监控，使

采购流程程序化、透明化、规范化、高效化。 

医疗器械产品：以生产计划及原材料安全库存量为依据编制采购计划，所需原材料及标准组件直接向市场采购，特

殊组件向合格供应商定制加工，通过比质比价择优选择，按照“同等价格质量优先”和“同等质量价格优先”的原则确定最

终的供货商和采购价格。由于医疗器械产品对原材料洁净和安全方面较为苛刻，宇寿医疗建立了严格的采购控制程序，

严格筛选原辅材料供应商，对采购物资按照用途进行 ABC 三级分类。 

4、销售模式 

锂电材料：公司目前已逐步与产业链下游客户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主要包括锂电池正极材料生产厂商与新能源

动力电池生产厂商，结成了平等、互利、长期的商业共同体。 

防静电超净技术产品：公司以向客户提供静电与微污染防控解决方案为核心，推动防静电超净技术产品的销售，产

品主要以自主品牌面向下游用户直接销售为主。 

医疗器械产品的主要客户是各省卫生部门、疾控中心、各省各大医院以及经销商，国外客户主要是各国政府的卫生

部门以及经销商。宇寿医疗主要通过直接参与招投标获取订单或通过与经销商签订购销合同的方式销售产品。 

（四）主要的业绩驱动因素 

受益于全球新能源汽车景气度提升，锂电池企业扩产及正极材料订单增长等综合因素影响，公司围绕 2022 年度战略

目标，有序推进新能源锂电材料业务的产能建设、市场拓展和组织建设。报告期内，公司进一步加快项目建设，稳步推

进天宜锂业二期年产 2.5 万吨电池级氢氧化锂项目建成投产，快速释放既定产能，以满足下游客户订单需求。随着新产

线进入量产阶段，公司氢氧化锂产品的出货规模增长迅速，主营业务收入及利润均实现大幅增长。 

后期展望，公司通过持续地实施技术创新和规模扩张，做大、做强、做优现有主营业务产品，进一步提高产品竞争

力，巩固和提升在国内外同行竞争中的市场地位；抓住新能源锂电材料行业快速发展的机遇，加大锂电材料产品的生产

与销售，优化技术路线、提高产品质量，进一步提升产品市场占有率。 

（五）技术创新方面 

公司充分发挥技术和研发优势，勇于创新。公司锂电材料产品拥有先进的生产工艺和专有技术，通过对氢氧化锂生

产过程的各种杂质进行平衡计算，优化生产过程的杂质去除控制方式，实现氢氧化锂生产过程的杂质平衡不富集，提高

了产品的质量稳定性，更加满足客户对单水氢氧化锂产品品质稳定性的需求；通过设计自动化控制逻辑，结合使用各种

传感器及自控仪器仪表，实现了氢氧化锂生产过程中矿石煅烧、酸化温度的精确控制，使得氢氧化锂生产过程的可控能

力更高，生产控制更精细化，解决了氢氧化锂生产过程中矿石煅烧、酸化温度无法精确控制的问题，提高了生产过程的

可控能力；通过设计水汽收集、去除、循环处理装置，实现对矿石使用过程中溢出的水汽进行收集、洗涤去除，解决了

影响现场作业环境能见度及粉矿结团的问题。 

公司优化完善产品系列，为客户提供更为全面的解决方案，在高水平、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奋勇前行。公司研发中

心已经成为公司技术品牌，助力国家高新技术，研发方向涉及静电和微污染防控系统研发、防静电新材料等，同时承担

省市技术平台和研发项目，为企业赢得创新发展的机遇和能力。承担的项目有“江苏省企业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江苏省

企业技术中心”、“苏州市静电与微污染系统控制研发重点实验室”、“苏州市半导体工艺提升下的静电与微污染控制系统

设计项目”等多项省市创新平台建设和重点研发项目；公司“半导体制备用等离子体清洗及静电控制技术研发项目”获批

2022 年度苏州市产业前瞻与关键核心技术项目。公司于 2022 年 7 月获批设立博士后孵化站，为今后培养富有创新精神

和创新能力的博士后研究人才营造了优良的环境，并进一步推动了企业科研创新工作的发展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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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公司先后荣获“江苏省民营科技企业”、“江苏省三星上云企业”、“苏州制造”品牌入库培育企业、苏州市

级信用示范企业、苏州民营企业 100 强、苏州工业园区示范智能车间等荣誉；子公司宇寿医疗通过了高新技术企业的再

次认定，并进入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第四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公示、荣获“无锡市智能制造标杆企业”、“无锡市智能

工厂”称号、获得锡山区科技创新突出贡献奖等多项表彰；子公司天宜锂业先后获得宜宾市百亿企业、宜宾市百强民营企

业、2022 年度特别贡献奖等多项荣誉；镇江中垒承担了教育部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镇江市硅胶缓冲复合材料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项目、并被江苏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认定为 2022 年度江苏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等荣誉。公司及各子公司持续技

术创新，夯实核心竞争力。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及主要子公司自主开发的专利共计 288 项，其中发明专利 41 项，实用新

型专利 237 项，外观设计专利 10 项。 

（六）股权激励方面 

人才是公司的宝贵资产，公司的长期稳定发展离不开高质量的人才团队。公司充分认识到人才建设的重要性，在报

告期内，完成了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和预留授予第一个归属期的股票归属工作，并且面向核心管理人员

和技术（业务）骨干实施 2022 年第二类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共授予 151 名激励对象 715 万股第二类限制性股票。公司

进一步赋能核心骨干团队，激励员工与公司实现长期共赢发展，同时公司始终把人才引进和培养作为经营发展的重中之

重，随着业务的快速发展，公司人才队伍不断壮大。公司一方面专注于人才的发展与提升，设立了多层次多体系的培训

课程，覆盖产品、品质、管理等多方面内容，推动员工能力的持续发展，并建立了员工晋升管理制度，鼓励员工在公司

的均衡发展；另一方面强化外部核心技术人才引进，助力公司研发团队的持续成长。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 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单位：元 

 2022 年末 2021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20 年末 

总资产 20,267,426,562.68 6,255,692,024.80 223.98% 2,490,825,522.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1,718,848,138.42 3,243,441,652.18 261.31% 1,213,098,003.23 

 2022 年 2021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20 年 

营业收入 17,030,454,825.98 3,397,557,862.27 401.26% 1,313,177,402.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585,794,876.54 910,697,235.61 623.16% 285,991,259.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6,550,955,376.65 860,070,322.78 661.68% 229,657,204.0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393,599,091.03 180,482,013.62 3,442.51% 349,953,492.9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1.22 1.59 605.66% 0.5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1.22 1.59 605.66% 0.5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15.12% 42.37% 72.75% 27.90% 

（2） 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3,387,889,428.83 4,387,621,001.33 4,797,665,466.11 4,457,278,929.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518,402,197.84 1,993,288,279.56 1,643,271,519.33 1,430,832,879.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512,534,777.57 1,988,723,595.19 1,673,122,201.09 1,376,574,802.8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72,229,152.58 3,112,803,093.22 2,275,553,675.29 -66,986,83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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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是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 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

末普通

股股东

总数 

72,769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79,015 

报告期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股

股东总数 

0 

持有特别表

决权股份的

股东总数

（如有）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裴振华 境内自然人 23.64% 151,412,187.00 113,559,140.00 质押 2,900,000.00 

容建芬 境内自然人 8.10% 51,901,003.00 51,901,003.0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2.12% 13,563,370.00 0.00   

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35% 8,643,669.00 3,781,433.0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上投摩根新兴动力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27% 8,147,889.00 1,312,157.00   

赵阳民 境内自然人 1.08% 6,884,500.00 0.0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

投摩根远见两年持有期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07% 6,822,971.00 1,096,616.00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晨道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长

江晨道（湖北）新能源产业

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其他 0.82% 5,267,423.00 0.00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零组合 其他 0.67% 4,278,705.00 0.00   

冯志凌 境内自然人 0.63% 4,009,205.00 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裴振华、容建芬系夫妻关系。公司未知其

他前 10 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属于一致行

动人。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适用 不适用 

（2） 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 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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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一）公司 2021 年度利润分配事项 

公司于 2022 年 2 月 7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2021 年度

利润分配预案》：以 2021 年 12 月 31 日的总股本 582,880,538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按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 5 元（含

税），共计派发 291,440,269.00 元，剩余未分配利润暂不分配转入以后年度，本年度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

本。以上利润分配方案已经公司 2021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截至报告期末，公司 2021 年度权益分派已实施完毕，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2 年 3 月 9 日于巨潮资讯网披露的《2021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公告编号：2022-045）。 

（二）收购控股子公司少数股权事项 

公司于 2022 年 2 月 8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控

股子公司少数股权的议案》，公司拟以现金收购控股子公司宜宾市天宜锂业科创有限公司少数股东持有的 7.00%股权。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已完成收购控股子公司少数股权相关事项。 

（三）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事项 

1、2022 年 2 月 8 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

司符合创业板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及与本次发行相关的议

案。 

2、2022 年 3 月 2 日，公司召开 2021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创业板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条件的

议案》、《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及与本次发行相关的议案。 

3、2022 年 4 月 8 日，深圳证券交易所出具《关于受理苏州天华超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文

件的通知》（深证上审[2022]91 号），深交所对公司报送的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说明书及相关申请文件进行了核

对，认为申请文件齐备，决定予以受理。 

4、2022 年 4 月 21 日，深圳证券交易所出具《关于苏州天华超净科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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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0080 号）（以下简称“《审核问询函》”），深交所上市审核中心对公司提交的向特定对象发

行股票的申请文件进行了审核，并形成审核问询问题。 

5、2022 年 5 月 13 日，公司会同相关中介机构对《审核问询函》所列的问题进行逐项落实并发布《关于公司向特定

对象发行股票的审核问询函的回复公告》（公告编号：2022-070）、《关于苏州天华超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

发行股票的审核问询函的回复》、《苏州天华超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说明书（修订稿）》等与

审核问询函回复相关的公告。 

6、2022 年 6 月 9 日，公司发布《关于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中止审核通知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75），鉴于公

司尚未取得本次募投项目环评批复，经与中介机构审慎研究，公司于 2022 年 6 月 8 日向深交所提交了《苏州天华超净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项目中止审核的申请》，待获得募投项目环评批复后，再申请

恢复审核。 

7、2022 年 7 月 21 日，公司发布《关于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恢复审核通知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85），鉴于

公司已取得本次募投项目环评批复，公司与保荐机构向深交所提交了恢复审核的申请文件，中止审核涉及的事项已消

除，申请继续推进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事宜。2022 年 7 月 20 日，公司收到深交所同意恢复审核的回复。 

8、2022 年 8 月 1 日，公司发布《关于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中止审核通知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86），因公司

聘请的资产评估机构中水致远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深交所于 2022 年 8 月 1 日中止公司向特定对象

发行股票的发行审核。 

9、2022 年 8 月 10 日，公司发布《关于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恢复审核通知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87），因资

产评估机构中水致远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了复核报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上市审核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发行上市审核规则》相关规定所列的中止审核情形已消除，2022 年 8 月 9 日，公司收到深

交所同意恢复审核的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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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022 年 8 月 18 日，公司发布《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审核问询函的回复（修订稿）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2-089）、《关于苏州天华超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审核问询函的回复（修订稿）》等与

审核问询函回复相关的公告。 

11、2022 年 8 月 23 日，公司发布《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审核问询函的回复（二次修订稿）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2-091）、《关于苏州天华超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审核问询函的回复（二次修订

稿）》等与审核问询函回复相关的公告。 

12、2022 年 8 月 25 日，公司发布《关于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苏州天华超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特定对

象发行股票的审核中心意见告知函〉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92），深交所发行上市审核机构对公司向特定对象发

行股票的申请文件进行了审核，认为公司符合发行条件、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后续深交所将按规定报中国证监会

履行相关注册程序。 

13、2022 年 9 月 20 日，中国证监会出具《关于同意苏州天华超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

复》（证监许可[2022]2209 号），同意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注册申请。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事项已进行完毕，本次实际发行数量为 52,297,210 股，发行的股份已于

2022 年 12 月 27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12 月 23 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苏州天华超净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上市公告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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