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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青岛高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持续督导跟踪报告 

 

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

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

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信证券”或

“保荐机构”）作为青岛高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测股份”或“公

司”）持续督导工作的保荐机构，负责高测股份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

市后的持续督导工作，并出具本年度持续督导跟踪报告。 

一、持续督导工作情况 

序号 工作内容 持续督导情况 

1 
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持续督导工作制度，并针对具体的

持续督导工作制定相应的工作计划。 

保荐机构已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了持续

督导制度，并制定了相应的工作计划。 

2 

根据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在持续督导工作开始前，与

上市公司或相关当事人签署持续督导协议，明确双方在

持续督导期间的权利义务，并报上海证券交易所备案。 

保荐机构已与高测股份签订《保荐协

议》，该协议明确了双方在持续督导期

间的权利和义务，并报上海证券交易所

备案。 

3 
通过日常沟通、定期回访、现场检查、尽职调查等方式

开展持续督导工作。 

保荐机构通过日常沟通、定期或不定期

回访、现场检查等方式，了解高测股份

的业务发展情况，对高测股份开展持续

督导工作。 

4 

持续督导期间，按照有关规定对上市公司违法违规事项

公开发表声明的，应于披露前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

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后在指定媒体上公告。 

2021 年度，高测股份在持续督导期间未

发生按有关规定须保荐机构公开发表声

明的违法违规情形。 

5 

持续督导期间，上市公司或相关当事人出现违法违规、

违背承诺等事项的，应自发现或应当发现之日起五个工

作日内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报告内容包括上市公司

或相关当事人出现违法规、违背承诺等事项的具体情

况，保荐人采取的督导措施等。 

2021 年度，高测股份在持续督导期间未

发生违法违规或违背承诺等事项。 

6 

督导上市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遵守法

律、法规、部门规章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的业务规则

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并切实履行其所做出的各项承诺。 

在持续督导期间，保荐机构督导高测股

份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遵守

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上海证券交易

所发布的业务规则及其他规范性文件，

切实履行其所做出的各项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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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工作内容 持续督导情况 

7 

督导上市公司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公司治理制度，包括

但不限于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议事规则以及董

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行为规范等。 

保荐机构督促高测股份依照相关规定健

全和完善公司治理制度，并严格执行，

督导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遵守行

为规范。 

8 

督导上市公司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内控制度，包括但不

限于财务管理制度、会计核算制度和内部审计制度，以

及募集资金使用、关联交易、对外担保、对外投资、衍

生品交易、对子公司的控制等重大经营决策的程序与规

则等。 

保荐机构对高测股份的内控制度的设

计、实施和有效性进行了核查，高测股

份的内控制度符合相关法规要求并得到

了有效执行，能够保证公司的规范运

行。 

9 

督导上市公司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信息披露制度，审阅

信息披露文件及其他相关文件，并有充分理由确信上市

公司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交的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保荐机构督促高测股份严格执行信息披

露制度，审阅信息披露文件及其他相关

文件。 

10 

对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文件及向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

交易所提交的其他文件进行事前审阅，对存在问题的信

息披露文件及时督促公司予以更正或补充，公司不予更

正或补充的，应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对上市公

司的信息披露文件未进行事前审阅的，应在上市公司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后五个交易日内，完成对有关文件的审

阅工作，对存在问题的信息披露文件应及时督促上市公

司更正或补充，上市公司不予更正或补充的，应及时向

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 

保荐机构对高测股份的信息披露文件进

行了审阅，不存在应及时向上海证券交

易所报告的情况。 

11 

关注上市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上海证券

交易所纪律处分或者被上海证券交易所出具监管关注函

的情况，并督促其完善内部控制制度，采取措施予以纠

正。 

2021 年度，高测股份及其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未发生该等事项。 

12 
持续关注上市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等履行承诺

的情况承诺事项的，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  

2021 年度，高测股份及其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不存在未履行承诺的情况。 

13 

关注公共传媒关于上市公司的报道，及时针对市场传闻

进行核查。经核查后发现上市公司存在应披露未披露的

重大事项或披露的信息与事实不符的，及时督促上市公

司如实披露或予以澄清；上市公司不予披露或澄清的，

应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 

2021 年度，经保荐机构核查，高测股份

不存在应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的

情况。 

14 

发现以下情形之一的，督促上市公司做出说明并限期改

正，同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一）涉嫌违反《上

市规则》等相关业务规则；（二）证券服务机构及其签

名人员出具的专业意见可能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等违法违规情形或其他不当情形；（三）公

司出现《保荐办法》第七十一条、第七十二条规定的情

形；（四）公司不配合持续督导工作；（五）上海证券

交易所或保荐人认为需要报告的其他情形。 

2021 年度，高测股份未发生前述情况。 

15 
制定对上市公司的现场检查工作计划，明确现场检查工

作要求，确保现场检查工作质量。 

保荐机构已制定了现场检查的相关工作

计划，并明确了现场检查工作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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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工作内容 持续督导情况 

16 

上市公司出现以下情形之一的，保荐机构、保荐代表人

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之日起 15 日内进行专项现场

核查：（一）存在重大财务造假嫌疑；（二）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涉嫌侵

占上市公司利益（三）可能存在重大违规担保；（四）

资金往来或者现金流存在重大异常；（六）上海证券交

易所或者保荐机构认为应当进行现场核查的其他事项。 

2021 年度，高测股份不存在前述情形。 

二、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发现的问题及整改情况 

无。 

三、重大风险事项 

公司目前面临的风险因素主要如下： 

1、 核心竞争力风险 

（1）技术升级迭代及产品研发失败风险 

公司产品主要应用于光伏行业，并持续推进金刚线切割技术等公司核心技

术在半导体行业、磁性材料行业、蓝宝石行业的应用。光伏行业、半导体行业、

磁性材料行业、蓝宝石行业均属于新兴产业领域，新兴产业领域具有发展速度

快、技术和工艺进步较快、变化快等特点，若公司产品应用的下游行业发生重

大技术路线变化，将可能会对公司的经营业绩造成不利影响。 

目前，光伏硅片切割技术正朝着“细线化、高速度、自动化和智能化”方

向发展，若公司重要产品的技术升级迭代失败或重大研发项目失败，公司将不

能持续保持自身核心技术的先进性以及产品的市场竞争力，或将对公司经营业

绩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未来，如若光伏硅片或电池环节的技术路线、工艺技术发生重大变化，亦

可能对公司产品的适用性造成重大不利影响。在硅片环节，2015 年以前光伏行

业硅片的切割基本是采用砂浆切割技术，而目前金刚线切割技术已全面替代了

砂浆切割技术；未来在高硬脆材料切割领域，亦有可能出现其它切割技术全面

替代金刚线切割技术，若行业内出现了此类重大替代性技术而公司无法及时掌

握，则会使公司面临丧失竞争优势甚至被市场淘汰的风险。在电池环节，目前

光伏行业中晶硅电池占据主导地位，钙钛矿电池、薄膜电池等新材料正在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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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并在一些特定场合得到应用；由于钙钛矿电池、薄膜电池在制造过程中

无需使用金刚线进行切割，如若钙钛矿电池、薄膜电池等技术在未来取得突破

性进步，侵蚀甚至取代晶硅电池的主导地位，则可能出现新技术替代金刚线切

割技术，导致公司现有产品体系的市场需求大幅下降，或将对公司经营业绩造

成重大不利影响。 

风险管理措施：公司将继续坚持以持续提升产品的客户价值为研发导向，

在新产品研发立项前即进行详细深入的市场调研，广泛收集下游客户的需求，

充分论证项目可行性。公司将持续完善研发流程管理制度，持续对研发全过程

实施控制；同时，公司也将继续以积极、开放、包容的态度引进人才、聚集人

才，持续加强研发团队建设。 

（2）研发人员流失及技术失密风险 

公司是以自主研发创新型高新技术产品为核心竞争力的高新技术企业，高

素质的研发团队及公司核心技术对公司持续保持技术优势、进一步增强市场竞

争力和持续提升发展潜力至关重要。未来若发生研发人员特别是核心技术人员

流失的情形或发生公司核心技术失密的情形，或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公司的持

续创新能力及市场竞争力，或将对公司经营业绩造成不利影响。 

风险管理措施：公司将持续优化和实行具有市场竞争力的薪酬体系，继续

以积极、开放、包容的态度引进人才、聚集人才，持续加强研发团队建设。公

司将持续加强公司保密管理制度的建设及执行，坚持与研发人员签订《保密协

议》及《竞业限制协议》，以避免、减小研发人员流失及技术失密风险对公司经

营造成不利影响。 

2、经营风险 

（1）客户集中度较高风险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面向光伏行业销售切割设备及切割耗材产品，经营业

绩与下游客户的扩产计划及经营情况息息相关。公司下游客户所在硅片制造环

节是全球光伏产业链中集中度较高的环节之一。受客户集中度较高因素影响，

公司将可能面临如下不利情形：首先，如果公司重要客户的经营和财务状况发

生不利变化，或公司与重要客户之间的合作关系受到不利影响且无法迅速开发

新的大型客户，将可能对公司的经营业绩造成不利影响；其次，客户集中度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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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将可能导致公司下游单一客户的采购规模增加、下游客户议价能力增强，从

而压缩其对供应商的采购价格，将可能对公司的经营业绩造成不利影响；再次，

客户集中度较高，将可能导致下游客户竞争态势加剧、下游硅片产品价格下降，

从而压缩上游供应商的产品利润空间。如若发生上述不利情形，将可能导致公

司产品的销量、售价及毛利率水平下降，进而可能对公司经营业绩造成重大不

利影响 

风险管理措施：公司将持续加强研发投入，以保持技术、产品和服务的持

续创新能力和市场竞争力，积极拓展新产品在新市场的销售，持续拓展并加强

与大型光伏企业的合作力度，力争多承接大金额及长期订单以保证生产节奏的

平稳及盈利目标的可控，同时加强对在手未执行订单的跟踪力度，时刻分析、

关注下游客户扩产计划及实施情况，定期评估客户的资信能力，及时调整销售

策略并加大回款管控力度，以抵御客户集中度较高风险。 

（2）光伏切割设备类产品订单取消风险 

公司光伏切割设备类产品订单存在一定执行周期，受客户自身、行业变化

等因素影响，存在部分订单被取消情形。若在公司订单执行过程中，遇到宏观

经济环境、客户经营状况发生不利变化、客户需求发生变化等不可预计的或不

可抗力等因素的影响，有可能会导致部分订单无法履行或终止的风险。 

风险管理措施：公司将持续关注客户生产经营动态，紧跟客户需求进行生

产排产。 

（3）硅片及切割加工服务业务拓展不利风险 

报告期内，公司启动了在光伏大硅片切割加工方面的产业化布局，开展了

“光伏大硅片研发中心及智能制造示范基地项目”、“乐山 20GW 光伏大硅片及

配套项目（一期 6GW）”及“建湖（一期）10GW 光伏大硅片项目”的建设。

上述新拓展项目属于重资产投入项目，在项目建设和运营初期，公司的折旧、

人工等费用将会上升，如若出现产能建设时间超预期、产能爬坡周期较长、生

产工艺提升缓慢、产品品质未达客户要求、供应商无法提供足额原材料导致产

能利用率不足等不利情形，将会给公司短期经营业绩带来重大不利影响，公司

或将出现经营业绩大幅下滑甚至亏损的风险；在项目运营成熟期，如若出现客

户自建硅棒及硅片切割环节产能、客户经营状况发生重大不利变化、客户要求



6 
 

降价、硅片售价下降导致硅片切割环节竞争加剧从而挤压供应商利润空间等不

利情形，将会给公司长期经营业绩带来重大不利影响，公司或将出现经营业绩

大幅下滑甚至亏损的风险。 

风险管理措施：公司将稳步推进项目的建设进度，积极拓展与光伏企业的

战略合作，并持续关注客户生产经营动态。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充分发挥“切

割设备+切割耗材+切割工艺”联合研发优势，持续提升公司专业化硅片切割市

场竞争力。 

（4）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反复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的风险 

目前全球新冠肺炎疫情仍旧持续，国外疫情依然严峻，国内偶有区域性疫

情的反复，如因疫情反复造成的物流运输、人员隔离等问题未能得到有效解决，

可能影响公司订单按期交货，若后续疫情发生变异恶化或产业链上发生不利传

导，将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风险管理措施：公司将继续积极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及时关注各地

区疫情防控态势，关注行业发展动态，做好预防措施，及时调整，减小疫情带

来的行业波动冲击和不利影响。 

3、 财务风险 

（1）应收账款回收风险 

本期末公司应收账款账面价值为 69,383.30 万元，占本期末流动资产的比例

为 28.62%，占本期营业收入的比例为 44.29%。未来，随着公司业务规模的扩

大，公司应收账款有可能进一步增加。如果公司的应收账款不能及时足额回收

甚至不能回收，或将对公司的经营业绩、经营性现金流等产生不利影响。 

风险管理措施：针对公司业务的特点，公司在签订销售合同时将持续加强

对合同签订方经营状况及信用的调查，合理制定客户的信用额度；进一步优化

和严格执行公司已制定的应收账款激励机制，加大应收账款的催收力度，并严

格按照坏账计提政策计提坏账准备，全力降低应收账款不能回收的风险。 

（2）存货跌价风险 

本期末公司存货账面价值为 55,759.21 万元，占本期末流动资产的比例为

23.00%。公司存货期末余额较大与公司主营业务的经营特点相关。公司设备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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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从采购、生产、发货到验收存在一定周期，故导致期末在执行合同的相关

存货余额较大。公司切割耗材类产品根据产品月度及季度订单量组织生产并保

有一定规模的安全库存，故期末金刚线产品存在一定规模的存货余额。公司存

货余额较高影响了公司资金周转速度、经营活动的现金流量，降低了资金使用

效率。若下游行业市场需求降低或将导致公司产品大幅降价，公司可能面临大

幅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的风险，并将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不利影响。 

风险管理措施：公司将坚持采用“以销定产、以产定购”的计划型采购模

式，对存货规模进行严格控制；同时严格按照政策定期计提存货跌价准备，以

减少存货跌价风险。 

4、 财务风险 

（1）应收账款回收风险 

本期末公司应收账款账面价值为 69,383.30 万元，占本期末流动资产的比例

为 28.62%，占本期营业收入的比例为 44.29%。未来，随着公司业务规模的扩

大，公司应收账款有可能进一步增加。如果公司的应收账款不能及时足额回收

甚至不能回收，或将对公司的经营业绩、经营性现金流等产生不利影响。 

风险管理措施：针对公司业务的特点，公司在签订销售合同时将持续加强

对合同签订方经营状况及信用的调查，合理制定客户的信用额度；进一步优化

和严格执行公司已制定的应收账款激励机制，加大应收账款的催收力度，并严

格按照坏账计提政策计提坏账准备，全力降低应收账款不能回收的风险。 

（2）存货跌价风险 

本期末公司存货账面价值为 55,759.21 万元，占本期末流动资产的比例为

23.00%。公司存货期末余额较大与公司主营业务的经营特点相关。公司设备类

产品从采购、生产、发货到验收存在一定周期，故导致期末在执行合同的相关

存货余额较大。公司切割耗材类产品根据产品月度及季度订单量组织生产并保

有一定规模的安全库存，故期末金刚线产品存在一定规模的存货余额。公司存

货余额较高影响了公司资金周转速度、经营活动的现金流量，降低了资金使用

效率。若下游行业市场需求降低或将导致公司产品大幅降价，公司可能面临大

幅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的风险，并将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不利影响。 

风险管理措施：公司将坚持采用“以销定产、以产定购”的计划型采购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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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对存货规模进行严格控制；同时严格按照政策定期计提存货跌价准备，以

减少存货跌价风险。 

5、宏观环境风险 

（1）宏观经济周期性波动影响的风险 

本公司所处的行业属于专用设备制造业，行业供需状况与下游行业的固定

资产投资规模和增速紧密相关，受到国家宏观经济发展变化和产业政策的影响，

本公司下游行业的固定资产投资需求有一定的波动性，从而可能对本公司的核

心产品等产品的需求造成影响。 

（2）市场容量受限风险 

若全球新增光伏装机量受到各国光伏产业和贸易政策限制、新冠肺炎疫情

导致的劳动力和物流问题等不利因素的影响而不及预期，则会对光伏行业产业

链各环节产品的产量和销量造成直接的不利影响，这将限制光伏切割设备和切

割耗材及切割加工服务的实际市场容量，从而对公司产品的销量和经营业绩造

成不利影响。 

风险管理措施：针对上述宏观环境风险，公司将持续加强研发投入，以保

持技术、产品和服务的持续创新能力和市场竞争力，积极拓展新产品在新市场

的销售，从而降低行业政策及市场波动带来的不利影响。 

四、重大违规事项 

2021 年度，高测股份在持续督导期间未发生重大违规事项。 

五、主要财务指标的变动原因及合理性 

2021 年度，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如下所示：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主要会计数据 2021 年 2020 年 
本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2019 年 

营业收入 1,566,596,736.29 746,097,434.36 109.97 714,240,609.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172,692,086.09 58,863,899.38 193.38 32,021,079.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173,248,919.37 43,004,182.42 302.87 28,909,994.9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76,496,570.07 3,818,874.88 1,903.12 15,300,693.25 



9 
 

量净额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1,154,114,381.10 984,399,169.51 17.24 393,609,824.97 

总资产 3,234,930,803.06 1,919,216,715.45 68.55 
1,445,612,282.

44 

2021 年度，公司主要财务指标如下所示： 

主要财务指标 2021 年 2020 年 
本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 
2019 年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07 0.43 148.84 0.2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07 0.43 148.84 0.27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

益（元／股） 
1.07 0.31 245.16 0.2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6.22 9.14 增加 7.08个百分点 9.39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

资产收益率（%） 
16.27 6.68 增加 9.59个百分点 8.47 

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 7.48 11.52 减少 4.04个百分点 9.91 

上述主要会计数据、主要财务指标的变动原因如下： 

公司 2021 年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增加 109.9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较上年同期增长 193.3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较上年同期增长 302.87%，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增长

1903.12%，基本每股收益较上年同期增长 148.84%，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

本每股收益较上年同期增长 245.16%，影响上述指标变动的主要原因是：①设

备订单大幅增加；②金刚线产能及出货量大幅提升；③创新业务领域切割设备

及切割耗材销售规模大幅增长；④硅片及切割加工服务业务产能逐步释放，成

为公司新的业务增长点。  

2021 年公司总资产较上年末增长 68.55%，影响上述指标变动的主要原因是：

①报告期内，公司开展了硅片及切割加工服务业务的投资建设；②公司各类业

务签单大幅增加，营业规模实现大幅增长。 

综上，公司 2021 年度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变动具备合理性。 

六、核心竞争力的变化情况 

公司以技术与研发为核心竞争力，主要从事高硬脆材料切割设备和切割耗

材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产品主要应用于光伏行业硅片制造环节。基于公司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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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研发的核心技术，公司持续研发新品，持续推进金刚线切割技术在光伏硅材

料、半导体硅材料、蓝宝石材料、磁性材料等更多高硬脆材料加工领域的产业

化应用，助力客户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生产效率、提升产品质量。 

公司的核心竞争力主要体现在：（1）技术研发优势；（2）产品及服务协同

优势；（3）客户资源优势；（4）成本优势。2021 年度，公司继续深耕高硬脆材

料切割设备和切割耗材领域，持续开展新技术和新产品开发，保持原有竞争优

势。此外，公司从向客户提供切割设备及切割耗材延伸至提供硅片及切割加工

服务，实现切割设备、切割耗材、硅片及切割加工服务业务全覆盖，进一步增

强客户粘度和核心竞争力。 

综上所述，2021 年度，公司核心竞争力未发生不利变化。 

七、研发支出变化及研发进展 

1、研发支出及变化情况 

公司以研发驱动公司业绩发展，为维持产品及技术优势，持续导入较多研

发支出。2021 年度，公司研发费用为 11,718.57 万元，较 2020 年度增长 36.32%。

2021 年公司研发费用占营业收入的比重为 7.48%。 

2、研发进展 

2021 年度，公司在研项目正常开展，进展顺利，并取得一定的研发成果。 

八、新增业务进展是否与前期信息披露一致 

不适用。 

九、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及是否合规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累计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 41,078.17 万元。

其中：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金额为 3,654.80 万元，

直接投入募投项目的募集资金为 24,792.16 万元，补充流动资金 12,631.21 万元。

公司以前年度累计使用募集资金 17,121.27 万元，2021 年度使用募集资金

23,956.90 万元。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募集资金余额为 13,083.97 万元（包含现金

管理收益、利息收入扣除手续费支出后的净额）。其中：募集专户余额为 234.33



11 
 

万元，理财账户尚未转出的理财收益余额 49.64 万元，持有未到期的理财产品

金额为 12,800.00 万元。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募集资金使用及结余情况如下： 

项目 金额（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58,307.04 

减：支付的发行费用（含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使用自筹资金支付的

发行费用金额 509.99 万元） 
5,256.64 

募集资金到账净额 53,050.40 

减：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自筹资金的金额 3,654.80 

减：募集资金直接投入募投项目金额 24,792.16       

减：补充流动资金 12,631.21 

加：累计利息收入扣除手续费金额 155.56 

加：现金管理收益金额 833.59           

加：土地保证金退回 244.00 

减：募集资金理财及利息收益补流金额 121.40            

募集资金余额 13,083.97        

减：持有未到期的理财产品金额 12,800.00         

减：理财账户尚未转出的理财收益余额 49.64 

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234.33          

高测股份 2021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

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规则适用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

用的监管要求》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法律法规、公司制度文件的规

定，公司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和专项使用，并及时履行了相关信息披露

义务，募集资金具体使用情况与公司已披露情况一致，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

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十、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持股、质押、

冻结及减持情况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持股情况如下： 

1、直接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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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公司职务 2021 年末持股数量（股） 

张顼 董事长、控股股东、核心技术人员 41,485,950 

王目亚 董事、董事会秘书 282,200 

张秀涛 董事、总经理 455,600 

李学于 董事、财务总监 68,000 

臧强 董事 - 

蒋树明 董事 - 

权锡鉴 独立董事 - 

李雪 独立董事 - 

赵春旭 独立董事 - 

于文波 监事会主席 - 

王宇 监事 - 

赵雪艳 职工代表监事 - 

2、间接持股情况 

公司董事臧强间接持有公司股东潍坊善美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0.31%的股权，从而间接持有公司的股权。 

除上述情形外，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不

存在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的情况。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和高级

管理人员持有的股份均不存在减持、质押、冻结情形。 

十一、上海证券交易所或保荐机构认为应当发表意见的其他事项 

无。 

 

（以下无正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