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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永和制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请做好浙江永和制冷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债发审委会

议准备工作的函》之回复报告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根据贵会 2022 年 7 月 20 日出具的《关于请做好浙江永和制冷股份有限公司

公开发行可转债发审委会议准备工作的函》的要求，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中信证券”或“保荐机构”）本着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

勉精神，会同发行人浙江永和制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申请人”、“发行人”、

“公司”或者“永和股份”）以及其他中介机构对函中所列问题进行了认真研究

和分析。现将相关问题的落实情况回复如下，请予审核。 

如无特别说明，本回复报告中的简称或名词释义与募集说明书相同。本回复

报告的字体规定如下： 

告知函所列问题 黑体 

对告知函所列问题的回复 宋体 

对《募集说明书》相关内容的引用 楷体 

对《募集说明书》相关内容的修订 楷体加粗 

本告知函回复报告中部分合计数若出现与各加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有

差异，均为四舍五入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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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1、关于收购 

浙江永启系公司实际控制人童建国控制的公司，2022 年 3 月 14 日，童建

国、浙江永启与石磊氟化工、石磊氯材料（持有石磊氟化工 100%股权的股东）

及石磊氟化工实际控制人杨赋斌签署了收购框架协议，约定石磊氟化工在协议生

效后 6个月内进行派生分立，分立后的存续公司承接石磊氟化工甲烷氯化物项目

（以下简称“甲烷氯化物项目”）。分立完成前，杨赋斌和石磊氟材料将甲烷氯化

物项目托管给浙江永启经营管理，分立完成后，浙江永启对存续公司继续实施托

管直至收购其 100%股权（以下简称“本次收购”）。2022年 3月 15日，相关方就

上述托管事宜签署了《关于江西石磊氟化工有限责任公司之托管协议》。本次收

购将新增关联交易，发行人预计 2022 年将向关联方石磊氟化工及存续公司采购

甲烷氯化物 8000 万元，占同类业务比例 25.4%；募投项目实施后，申请人将进

一步增加与甲烷绿化项目的关联采购。申报材料显示，石磊氟化工存续公司主营

业务为甲烷氯化物，主要产品为二氯甲烷、三氯甲烷，与申请人主营业务和相关

产品在原料、工艺、用途等方面均存在明显差异。 

首发上市前，申请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童建国和童嘉成代表其自身及

关联方以书面形式向申请人出具了《关于规范和减少关联交易的承诺函》，承诺

内容包括：对于能够通过市场方式与独立第三方之间进行的交易，将由公司及其

控股子公司与独立第三方进行。 

请发行人：（1）说明在签署收购协议前，申请人是否向江西石磊氟化工采

购甲烷氯化物，列示 2019至 2021年采购金额及占同类业务比例，结合前述情况

进一步说明新增关联交易的必要性和合理性；（2）收购框架协议对收购标的的估

值方法、参数及设定依据：（3）收购框架协议和托管协议中是否约定收购方或托

管方协助石磊氟化工销售的条款，是否有对石磊氟化工有业绩承诺，业绩是否与

收购对价挂钩；（3）结合石磊氟化工向申请人销售价格与向其他第三方销售价格

的对比情况，进一步说明关联交易价格的公允性；（4）关联方受托经营的石磊氟

化工甲烷氯化物项目的产能和产销量情况，向申请人销售产品占其营业收入的比

例，是否存在主要向申请人销售的情况，如何确定采购价格和采购量，如何防止

实控人通过关联交易对石磊氟化工输送利益，损害中小股东权益；（5）石磊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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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甲烷氯化物项目的主要原料、工艺及用途情况，以及与申请人甲烷氯化物产品

的差异，申请人认为不存在同业竞争的依据是否充分；（6）说明申请人未直接收

购石磊氟化工甲烷氯化物项目的原因及合理性，实际控制人是否存在通过控制石

磊氟化工甲烷氯化物项目向申请人销售产品获取超额利润的情况；发行人与石磊

氟化工及存续公司的新增关联交易是否违反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首发上市时做

出的关于减少关联交易的承诺。请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及申报会计师说明核查

依据、方法及过程，并发表明确核查意见。 

回复： 

一、申请人说明 

（一）说明在签署收购协议前，申请人是否向江西石磊氟化工采购甲烷氯

化物，列示 2019 至 2021 年采购金额及占同类业务比例，结合前述情况进一步

说明新增关联交易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1、收购协议签署前，公司与江西石磊氟化工存在无水氢氟酸采购业务但尚

未开始采购甲烷氯化物 

石磊氟化工主营业务包括甲烷氯化物和无水氢氟酸两种不同产品的生产和

销售。公司与石磊氟化工于 2016 年就已建立稳定的合作关系，石磊氟化工也已

进入公司合格供应商名录，并向公司子公司金华永和供应无水氢氟酸原料。报告

期内，公司向石磊氟化工采购无水氢氟酸原料的金额分别为 791.74 万元、600.88

万元和 749.88 万元。 

与无水氢氟酸业务不同，石磊氟化工甲烷氯化物项目于 2019 年初投产，时

间相对较晚，又因新冠疫情因素影响，其生产始终未达到稳定的状态，对外供应

量有限。因此，公司在自身原有甲烷氯化物供应商可满足基本生产需求的情况下，

报告期内并未向石磊氟化工采购甲烷氯化物产品。 

具体来看，石磊氟化工之甲烷氯化物项目自投产以来，其产量情况如下： 

单位：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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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图所示，自石磊氟化工甲烷氯化物项目投产以来，其产能利用率一直处

于较低水平，且自 2020 年 4 月起因疫情等因素停产时间长达一年。直至 2021

年下半年复产，甲烷氯化物项目产能利用率才逐步提升，并开始向市场供应甲烷

氯化物产品。 

因此，报告期内，基于自身原料需求和供应情况，同时考虑石磊氟化工甲烷

氯化物项目生产稳定性尚在提升阶段，公司未向石磊氟化工采购甲烷氯化物产

品，但公司与石磊氟化工存在稳定的无水氢氟酸采购业务且双方开始合作时间较

早。 

2、新增关联交易的必要性及合理性 

2022 年以来，由于国内甲烷氯化物主要供应商如东营金茂、山东金岭集团

以及江苏富强等甲烷氯化物装置均存在不同程度的停产、检修，叠加国内疫情呈

现多点爆发，长距离交通运输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公司基于自身甲烷氯化物原

料的急迫性和稳定性需求，向甲烷氯化物项目进行了临时性短期采购，具备必要

性及合理性。具体说明如下： 

（1）报告期内，随着公司 HCFC-22、HFC-32 以及含氟高分子材料产能快

速提升，对于甲烷氯化物需求显著增加 

公司主营业务为氟化学产品的研发、生产及销售，业务布局覆盖萤石矿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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氢氟酸、氟碳化学品、含氟高分子材料等产业链环节。其中，二氯甲烷、三氯甲

烷是公司生产 HCFC-22、HFC-32 以及含氟高分子材料等主要产品的重要原料。 

主要产品 主要原料 
产品产能（吨/年） 

2021 年末 2020 年末 2019 年末 

HCFC-22 
三氯甲烷、无水氢氟

酸 
55,000.00 55,000.00 32,500.00 

HFC-32 
二氯甲烷、无水氢氟

酸 
10,000.00 - - 

含氟高分子材料 
HCFC-22、水、无水

氢氟酸等 
12,800.00 12,800.00 5,533.33 

如上表所述，报告期内，公司主要原料为甲烷氯化物的相关产品产能大幅增

加，甲烷氯化物对公司生产稳定性和安全性至关重要。因此，为了保证甲烷氯化

物原料供应的稳定性和安全性，报告期各期，公司逐步拓展甲烷氯化物供应商，

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吨 

甲烷氯化物供应商 
2021 年 2020 年 2019 年 

采购数量 占比 采购数量 占比 采购数量 占比 

江西理文化工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江

西理文化工”） 

14,352.30 18.41% 18,606.70 28.14% 23,841.48 72.38% 

山东金岭新材料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

“山东金岭”） 

33,368.31 42.79% 15,819.94 23.92% 3,010.82 9.14% 

宁波巨化化工科技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宁波巨化”） 

1,479.58 1.90% 10,473.44 15.84% 1,683.76 5.11% 

广西田东锦亿科技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广东田东锦亿”） 

9,719.78 12.47% 8,069.81 12.20% - - 

聊城鲁西氯甲烷化

工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聊城鲁西化工”） 

10,793.97 13.84% 9,289.83 14.05% 3,314.49    10.06%    

江苏富强新材料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

“江苏富强”） 

5,960.89 7.64% - - 
 

- 

其他 2,301.72 2.95% 3,867.56 5.86% 1,090.67 3.31% 

合计 77,976.55 100% 66,127.28 100% 32,941.22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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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表所述，与 2019 年公司甲烷氯化物供应商较为集中不同，随着主要产

品产能陆续释放，公司 2020 年及 2021 年在原有甲烷氯化物供应商基础上，新开

拓了广西田东锦亿、江苏富强等国内主要甲烷氯化物供应商，以保障公司

HCFC-22、HFC-32 以及含氟高分子材料等产品生产的稳定性和安全性。 

其中，2021 年，公司超过 85%以上的甲烷氯化物供应商位于山东省、江西

省和江苏省。一方面，考虑到甲烷氯化物属于危险化学品和易制毒化学品1，公

司一般不会大量存储上述原料，上述三省位于公司生产基地周边，运距相对较短，

能够及时保障公司生产的稳定性；另一方面，上述三省也是国内主要甲烷氯化物

装置所在地，甲烷氯化物产能相对充足。 

因此，正是基于自身主要产品产能的快速释放以及原料供应稳定性和安全性

的考虑，甲烷氯化物是公司生产经营发展过程中所必须优先保障的重要原料，其

供应的稳定性和及时性是公司维持日常生产经营的重要保障。 

（2）2022 年上半年，由于国内主要装置停产、检修，叠加新冠疫情因素影

响，公司基于甲烷氯化物原料供应的紧迫性、安全性和稳定性考虑，向甲烷氯

化物项目进行了短期临时性采购 

1）国内甲烷氯化物产能分布相对集中且多以自用为主，公司可选择的供应

商有限 

根据百川盈孚统计，中国 2022 年甲烷氯化物产能分布情况具体如下： 

省份 地址 企业名称 企业简称 产能（万吨/年） 

山东 东营 山东金岭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金岭化工 24 

山东 东营 山东金岭新材料有限公司 山东金岭 20 

山东 东营 东营金茂铝业高科技有限公司 东营金茂 12 

山东 淄博 山东东岳化工有限公司 东岳化工 28 

山东 聊城 鲁西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鲁西化工 22 

浙江 衢州 浙江衢化氟化学有限公司 衢化化学 40 

浙江 宁波 宁波巨化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宁波巨化 45 

江苏 常熟 江苏理文化工有限公司 江苏理文化工 16 

                                                   

1、注：三氯甲烷属于《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易制毒化学品管理条例》管制范围；二氯甲烷属于《危

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管制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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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份 地址 企业名称 企业简称 产能（万吨/年） 

江苏 淮安 江苏富强新材料有限公司 江苏富强 30 

江苏 泰州 江苏梅兰化工有限公司 梅兰化工 20 

江西 九江 江西理文化工有限公司 江西理文化工 16 

江西 九江 九江九宏新材料有限公司 九江九宏 10 

江西 赣州 
江西石磊氟化工有限公司 

（甲烷氯化物项目） 
甲烷氯化物项目 10 

广西 百色 广西田东锦亿科技有限公司 广西田东锦亿 30 

广东 韶关 乳源东阳光电化厂 乳源东阳光 10 

其他 其他 其他位于重庆四川等地供应商 - 18 

合计 - 351 

注 1：山东金岭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山东金岭新材料有限公司及江苏富强新材料有限公司同

为山东金岭集团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上述企业以下简称“山东金岭集团”。 

注 2：上表中浙江衢化氟化学有限公司、宁波巨化化工科技有限公司同为浙江巨化股份有限

公司控股子公司，上述企业以下简称“巨化股份”。 

注 3：江苏理文化工有限公司、江西理文化工有限公司同为理文（国际）投资有限公司控股

子公司，上述企业以下简称“理文化工”。 

注 4：九江九宏新材料有限公司为江苏梅兰化工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上述企业以下简称“梅

兰化工”。 

注 5：公司供应商聊城鲁西氯甲烷化工有限公司为鲁西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之子公司，上

述企业以下简称“鲁西化工”。 

如上表所述，国内甲烷氯化物供应商主要集中于山东、江苏、江西、浙江、

以及距离公司较远的两广地区。进一步来看，尽管国内甲烷氯化物产能较大，但

是一方面产能较大的主要为巨化股份、东岳化工、理文化工、鲁西化工、梅兰化

工等氟化工同业公司，上述企业相关甲烷氯化物产能主要以自用为主，仅在其自

身下游产品需求下降或相关装置停产检修等少数情况下才会向市场销售，对外供

应有限。上述主要以自用为主的供应商产能对外供应情况如下： 

省份 地址 企业名称 与公司合作情况 

浙江 衢州 浙江衢化氟化学有限公司 

自用为主，少量外销； 

公司采购量较少 

浙江 宁波 宁波巨化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 韶关 乳源东阳光氟有限公司 

江苏 泰州 江苏梅兰化工有限公司 

江西 九江 九江九宏新材料有限公司 

山东 淄博 山东东岳化工有限公司 

山东 聊城 山东鲁西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自用为主，少量外销；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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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份 地址 企业名称 与公司合作情况 

江西 九江 江西理文化工有限公司 甲烷氯化物主要供应商之一 

江苏 常熟 江苏理文化工有限公司 

如上表所述，上述拥有甲烷氯化物产能的氟化工同业公司中，公司已经与其

中的鲁西化工、理文化工建立了相对稳定的持续供应关系。但整体来看，考虑到

上述公司均有甲烷氯化物自用需求，外销数量相对较小，可为公司提供充足且稳

定的原料保障的供应商相对有限，亦无法在短时间内弥补公司的原料缺口。 

剔除上述主要以自用为主以及重庆、四川等距公司较远的供应商后，可为公

司提供长期稳定和临时性甲烷氯化物原料的供应商如下： 

省份 地址 企业名称 产能（万吨/年） 

山东 东营 山东金岭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4 

山东 东营 山东金岭新材料有限公司 20 

山东 东营 东营金茂铝业高科技有限公司（长期停产） 12 

江苏 淮安 江苏富强新材料有限公司 30 

江西 赣州 江西石磊氟化工有限公司（甲烷氯化物项目） 10 

广西 百色 广西田东锦亿科技有限公司 30 

2）2022 年上半年，公司现有甲烷氯化物供应商停产，可为公司提供临时性

原料缺口的新增供应商仅为江西石磊氟化工有限公司（甲烷氯化物项目） 

2021 年 10 月，江苏富强新材料有限公司（其产能达 30 万吨/年且全部对外

出售）因事故停产；2022 年上半年，山东金岭集团甲烷氯化物相关装置（东营

装置、大王装置）停工检修，导致甲烷氯化物产品市场供应明显减少，三氯甲烷

价格大幅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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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1-4 月国内三氯甲烷出厂价 

 

数据来源：Wind 

由于上述供应商在 2021 年占公司甲烷氯化物采购总量的比例已超过 50%，

公司急需寻找周边供应商进行临时性采购以弥补短期原料缺口。 

具体来看，2022 年上半年，由于江苏富强大部分时间内仍处于停工状态，

且受各地散发疫情影响，长距离运输存在难度，不确定性大幅增加，公司对广西、

山东地区采购原材料较为困难。因此，为了补足广西、山东等地区甲烷氯化物原

料短期供应下降以及江苏富强新材料有限公司停产产生的供应缺口，石磊氟化工

是公司当时在江苏、江西等临近省份可以拓展的唯一新增供应商。 

因此，考虑到公司周边供应商石磊氟化工甲烷氯化物产能已经复产且报告期

内其与公司存在稳定的供应关系，其产品经检测也符合公司要求，公司基于自身

原料稳定性和急迫性的需求，于 2022 年 4 月开始向甲烷氯化物项目进行了临时

采购。2022 年 6 月以来，随着山东金岭集团相关装置产能恢复生产且产量逐步

提升，公司已大幅降低了对甲烷氯化物项目的采购量。 

综上，由于甲烷氯化物原料市场供应紧张，在部分甲烷氯化物供应商停工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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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复产且疫情影响情况下，公司基于自身原料稳定性和急迫性的需求向甲烷氯化

物项目进行了临时采购，具有必要性及合理性。 

（3）实际控制人已出具补充承诺消除新增关联交易 

与此同时，为了进一步保障公司原料的稳定性和安全性，进一步完善产业链

一体化布局，考虑到石磊氟化工尚不具备上市公司收购条件，公司关联方童建国

及浙江永启先行对甲烷氯化物项目实施托管和收购，因此公司上述与石磊氟化工

甲烷氯化物项目的采购构成关联交易。 

为了消除上述新增关联交易，实际控制人已经出具承诺具体如下： 

“本人承诺在条件许可的前提下，以有利于永和股份的利益为原则，自本承

诺之日起 12 个月以内，在取得甲烷氯化物项目股权后，在具备注入条件后将其

注入永和股份，以消除永和股份与石磊氟化工的关联交易。如上述资产在承诺期

间内因客观原因未能注入永和股份，将立即终止上述关联交易，直至本人失去甲

烷氯化物项目控制权之日止。” 

综上所述，1）报告期内，公司均未向石磊氟化工采购甲烷氯化物产品但存

在稳定的无水氢氟酸采购业务；2）2022 年上半年，公司基于自身原料的急迫性、

安全性和稳定性需求开始向当时周边唯一可拓展的新增供应商甲烷氯化物项目

采购，可以在短期内解决公司甲烷氯化物原料供应短缺问题，保障公司原料供应

的安全性和及时性，具备必要性和合理性；3）2022 年 6 月以来，随着山东金岭

集团相关装置产能恢复生产，公司已大幅降低了对甲烷氯化物项目的采购量；4）

为了消除上述新增关联交易，实际控制人已经出具相关承诺。 

（二）收购框架协议对收购标的的估值方法、参数及设定依据 

收购框架协议为发行人实际控制人童建国、浙江永启与石磊氟化工、石磊氟

材料（持有石磊氟化工 100%股权的股东）及石磊氟化工实际控制人杨赋斌签署，

发行人未参与本次收购。 

根据收购框架协议，参考收购标的产品所处市场行情、行业发展前景，本次

收购价格为交易各方平等协商确定。收购框架协议中未约定具体的估值方法，也

未设定相应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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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收购框架协议和托管协议中是否约定收购方或托管方协助石磊氟化

工销售的条款，是否有对石磊氟化工有业绩承诺，业绩是否与收购对价挂钩 

根据收购框架协议和托管协议，托管指石磊氟化工实控人及其股东将甲烷氯

化物项目委托给浙江永启进行生产、经营管理。托管范围涵盖采购、生产、销售

等生产经营管理的各个环节和事项。托管期间，托管标的产生的经营收益或亏损

均归托管方浙江永启享有或承担。收购框架协议和托管协议中均未约定收购方或

托管方协助石磊氟化工销售的条款，也不存在对石磊氟化工有业绩承诺或业绩与

收购对价挂钩的约定。 

根据收购框架协议，交易各方在相关协议中已明确约定本次收购的交易价

格，且不涉及因为标的公司业绩等相关情况调整交易价格的条款，标的公司销售

情况、后续业绩情况不会影响本次收购对价。 

综上，收购框架协议和托管协议中均未约定收购方或托管方协助石磊氟化工

销售的条款，也不存在对石磊氟化工有业绩承诺或业绩与收购对价挂钩的约定。 

（四）结合石磊氟化工向申请人销售价格与向其他第三方销售价格的对比

情况，进一步说明关联交易价格的公允性 

甲烷氯化物项目相关收购框架协议及托管协议为 2022 年 3 月签署，发行人

及子公司在《石磊氟化工托管协议》签订至分立完成前与石磊氟化工有关甲烷氯

化物的相关交易、分立完成后与存续公司的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2022 年上半年，由于甲烷氯化物原料市场供应紧张，公司部分甲烷氯化物

供应商停工尚未复产，考虑到甲烷氯化物项目生产稳定性逐步提高，公司基于自

身原料稳定性和急迫性的需求向甲烷氯化物项目进行了临时采购。经发行人

2022 年 3 月 28 日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后，发行人自 2022 年 4

月开始向甲烷氯化物项目采购二氯甲烷和三氯甲烷，交易价格主要依据市场公允

价格，遵循公平合理的定价原则，经交易双方平等协商确定。 

经统计，2022 年 4-6 月，石磊氟化工甲烷氯化物项目向发行人销售价格与同

期向其他第三方销售价格的对比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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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元/吨 

产品名称 对发行人的销售价格 其他第三方平均交易价格 价格差异 差异比例 

二氯甲烷 3,838.97 3,692.06 146.91 3.98% 

三氯甲烷 4,015.72 4,016.14 -0.43 -0.01% 

如上表所示，石磊氟化工向发行人销售价格与向其他第三方销售价格不存在

明显差异，相关差异仅系采购时点、运距影响差异所致，发行人向石磊氟化工的

采购价格公允。 

综上，石磊氟化工甲烷氯化物项目向发行人销售价与其他第三方平均销售价

格不存在明显差异，关联交易价格公允。 

（五）关联方受托经营的石磊氟化工甲烷氯化物项目的产能和产销量情况，

向申请人销售产品占其营业收入的比例，是否存在主要向申请人销售的情况，

如何确定采购价格和采购量，如何防止实控人通过关联交易对石磊氟化工输送

利益，损害中小股东权益 

1、关联方受托经营的石磊氟化工甲烷氯化物项目的产能和产销量情况，向

申请人销售产品占其营业收入的比例，不存在主要向申请人销售的情况 

甲烷氯化物项目主要产品包括：二氯甲烷、三氯甲烷和四氯乙烯，其中二氯

甲烷和三氯甲烷年产能为 9.5 万吨，联产 1.2 万吨四氯乙烯。 

2022 年 1-6 月，石磊氟化工甲烷氯化物项目主要产品产销量情况如下： 

产品 产量（吨） 销量（吨） 产销率 

二氯甲烷 11,062.10 10,834.98 97.95% 

三氯甲烷 16,444.84 15,821.87 96.21% 

四氯乙烯 3,324.33 3,231.55 97.21% 

2022 年 1-6 月，甲烷氯化物项目向发行人销售产品的比例占其营业收入的比

例如下： 

项目 金额（万元） 比例 

向发行人销售 2,393.07 17.17% 

向第三方销售 11,546.42 82.83% 

合计 13,939.49 100.00% 



 

7-6-13 

如上表所述，2022 年 1-6 月，甲烷氯化物项目对发行人销售金额占其收入比

例仅为 17.17%，主要系 2022 年上半年，由于甲烷氯化物原料短期供应紧张，公

司部分甲烷氯化物供应商停产、检修，公司基于原料稳定性和急迫性的需求向甲

烷氯化物项目进行了临时采购。除发行人外，甲烷氯化物项目主要销售客户为福

建、江西、广东、浙江等周边省份的化工企业，如福建三农新材料有限责任公司、

福建省清流县东莹化工有限公司等。 

整体来看，甲烷氯化物项目向发行人销售比例较低，不存在主要向发行人销

售的情况。 

2、发行人向甲烷氯化物项目采购价格和采购数量确定方式 

（1）采购价格参考市场价格确认 

鉴于发行人向甲烷氯化物项目采购的二氯甲烷、三氯甲烷均属于价格公开透

明的基础化工品，发行人采购时点均存在市场公开价格（产业在线、卓创资讯等

专业化工网站报价）作为参考。在实际采购时，公司会获取多家供应商报价，并

根据市场价格评估相关报价的合理性，并考虑相关运输成本，最终与相关供应商

签订购销合同。如前文所述，发行人向甲烷氯化物项目采购价格与其向第三方销

售价格不存在显著差异，交易价格公允。 

（2）采购数量基于自身需求确定 

如前文所述，公司主要系基于自身生产经营需要、运输成本以及过往合作历

史等因素的考量，在甲烷氯化物项目生产稳定性显著提高后，发行人开始向甲烷

氯化物项目采购。因此，公司向甲烷氯化物项目的采购数量主要系基于自身生产

经营需要和供应商供货稳定性的考量，在甲烷氯化物项目产品满足公司原料质量

标准的前提下，根据公司下游客户预计需求制定相应的具体生产计划，综合比较

各合格供应商报价、市场价格以及运输成本的基础上择优进行选择，进而确定每

笔订单相应的采购数量。 

截至本回复报告出具日，公司与甲烷氯化物项目未签署任何长期采购协议，

未约定明确的最低采购数量，实际采购数量均系公司根据短期实际生产经营需求

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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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公司已建立健全有效的内控体系和关联交易的管理制度，可有效防止实

控人通过关联交易对石磊氟化工输送利益，保护中小股东权益 

（1）严格按照采购内控流程开展交易 

发行人已制定《供方管理章程》等相关采购管理制度，明确供应商准入标准，

并实行合格供应商名录管理，根据销售订单需求及库存情况，自合格供应商目录

中筛选并按需比价采购。甲烷氯化物项目符合发行人供应商准入标准，已作为一

般合格供应商进行管理，与其他合格供应商进行比价后采购，严格按照发行人采

购内控流程开展交易。 

（2）严格履行关联交易决策流程 

公司已根据《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制定了三会

议事规则、《独立董事工作制度》《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等内部控制制度，严格执

行该等内部控制制度中关于关联交易的规定。 

（3）严格遵守上市公司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严格遵守《公司法》《证券法》，并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22 年 1 月修订）》《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

运作》《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信息披露事务管理》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必要的审批程序，对包括上述关联交易在内的需要进行

信息披露的事项进行充分的信息披露，保护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 

综上，发行人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关联交易决策制度》执行关联交易的

相关规定，在具备合理性及必要性的前提下，按照公允性原则签订相关采购协议，

履行必要审议程序，并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内控制度规定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及相关内部决策程序，通过严格履行公司董事会决议、采购管理相关

制度，确保采购价格公允、采购数量合理，有效防止实控人通过关联交易对石磊

氟化工输送利益，充分保护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 

（六）石磊氟化工甲烷氯化物项目的主要原料、工艺及用途情况，以及与

申请人甲烷氯化物产品的差异，申请人认为不存在同业竞争的依据是否充分 

发行人甲烷氯化物产品为一氯甲烷，系在内蒙永和生产基地通过对副产品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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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氢的再利用产出，目的是妥善解决副产品氯化氢处置难度较大、价值较低的问

题。自 2021 年下半年投产以来，发行人一氯甲烷产品 2021 年全年仅实现销售收

入 505.34 万元，占发行人营业收入比例约 0.17%，一氯甲烷对发行人营业收入的

贡献比例极低，并非公司主要收入或利润来源。 

甲烷氯化物项目主要产品包含二氯甲烷、三氯甲烷及四氯乙烯，与发行人的

甲烷氯化物产品即一氯甲烷在主要原料、工艺及用途等情况上差异列示如下： 

项目 发行人 甲烷氯化物项目 

是否存在

替代性或

竞争性 

产品 一氯甲烷 二氯甲烷、三氯甲烷及四氯乙烯 否 

化学分子

式 
CH₃Cl 

CH2Cl₂（二氯甲烷） 

CHCl₃（三氯甲烷） 

C₂Cl₄（四氯乙烯） 

否 

主要原料 甲醇、HCl 甲醇、粗四氯化碳、氯气 否 

工艺 

甲醇汽化后，通过甲醇过热

器过热与加热的氯化氢气体

进行混合反应后制备 

高温下，甲醇与液氯逐步反应，经过

急冷、冷凝、精馏、共沸等程序制备 
否 

用途 
化工基础原材料之一，主要

用作有机硅的原料 

1）二氯甲烷：可用作生产 HFC-32

的原料，常用于胶片生产和医药领

域，电子工业常用作清洗剂使用 

2）三氯甲烷：可用作生产 HCFC-22

的原料及制药行业，在医学上常用于

麻醉剂等 

3）四氯乙烯：可用来制造五氟乙烷，

主要用作有机溶剂、干洗剂等 

否 

主要下游

客户 

国内有机硅生产商 

（如内蒙古恒业成有机硅有

限公司、山东东岳有机硅材

料股份有限公司等） 

国内氟化工企业 

（如福建三农新材料有限责任公司、

福建省清流县东莹化工有限公司等） 

否 

如上表所示，甲烷氯化物项目主要产品（二氯甲烷、三氯甲烷以及四氯乙烯）

与发行人副产品氯化氢再利用所产生的一氯甲烷产品在主要原料、工艺、用途等

方面均有所差异，相关产品之间不存在替代性或竞争性。同时，甲烷氯化物项目

在资产、业务、人员、机构、财务等方面均保持独立运营，两者不存在利益冲突

的情形。 

综上所述，发行人与甲烷氯化物项目认定不存在同业竞争，系根据相关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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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产品构成、下游应用、原材料、生产工艺以及客户等进行的综合判断，同时结

合了两种业务开展的背景、企业的历史沿革、资产、人员、主营业务等有关因素，

相关论述依据充分。 

（七）说明申请人未直接收购石磊氟化工甲烷氯化物项目的原因及合理性，

实际控制人是否存在通过控制石磊氟化工甲烷氯化物项目向申请人销售产品获

取超额利润的情况；发行人与石磊氟化工及存续公司的新增关联交易是否违反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首发上市时做出的关于减少关联交易的承诺 

1、说明申请人未直接收购石磊氟化工甲烷氯化物项目的原因及合理性，实

际控制人是否存在通过控制石磊氟化工甲烷氯化物项目向申请人销售产品获取

超额利润的情况 

（1）鉴于标的资产尚未完成分立且仍需一定时间的规范运作，因此发行人

未直接收购石磊氟化工甲烷氯化物项目 

石磊氟化工主营业务包括甲烷氯化物和无水氢氟酸两种不同产品的生产和

销售。石磊氟化工控股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仅意向剥离甲烷氯化物项目并对外出

售。因此，石磊氟化工拟进行派生分立，由分立后的存续公司承接甲烷氯化物项

目，分立后的新设公司承接无水氢氟酸等其他业务，分立完成后的存续公司作为

本次交易标的。由于上述分立尚需履行项目、资产、人员、资质等划分程序，且

分立过程中亦存在一定的法律风险或纠纷的可能性，鉴于甲烷氯化物项目原实际

控制人对交易达成时间有明确要求，为了保护上市公司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发

行人本次并未直接收购，而是由实际控制人童建国及浙江永启作为过渡方先行实

施。 

同时，虽然收购甲烷氯化物项目符合发行人产业链一体化布局的战略发展方

向，但考虑到石磊氟化工甲烷氯化物项目在公司规范运作方面尚未达到上市公司

的相关要求，甲烷氯化物项目仍需参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的相关规定进行一段时间的规范运营，因此尚不具备上市公司收购

条件。上述规范运行也是为了充分保护上市公司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 

综上所述，由于甲烷氯化物项目尚需履行分立程序，同时考虑到上市公司对

于收购标的有着较为严格的规范运作要求，发行人本次未进行直接收购，具备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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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 

（2）公司仅基于自身紧急性和临时性需求向甲烷氯化物项目采购，相关交

易价格与同期第三方交易价格不存在明显差异，甲烷氯化物项目不存在获取超

额利润的情况 

2022 年以来，公司部分甲烷氯化物供应商停工检修，国内甲烷氯化物原料

市场供应紧张，考虑到甲烷氯化物项目生产稳定性逐步提高，公司基于自身原料

稳定性和急迫性的需求向甲烷氯化物项目进行了临时采购。 

如前文所述，在上述临时性交易中，甲烷氯化物项目向发行人销售产品的价

格公允，与其销售予第三方的市场价格对比不存在显著差异；同时，2022 年 1-

6 月，甲烷氯化物项目对发行人销售金额占其营业收入比例仅为 17.17%，并非主

要向发行人进行销售。随着山东金岭相关装置复产，2022 年 6 月以来，市场甲

烷氯化物供应紧张的局面有所缓解，公司逐步降低向甲烷氯化物项目的采购。 

2022 年 5 月-7 月国内三氯甲烷出厂价 

 

数据来源：Wind 

综上所述，由于尚需履行分立程序和一段时间的规范运作，甲烷氯化物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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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不具备上市公司收购条件，公司实际控制人作为临时过渡方进行托管和收购，

系充分保护上市公司股东的合法权益；同时，公司与甲烷氯化物相关交易也仅系

基于自身急迫性和稳定性的需求而进行的临时采购，相关交易价格公允，甲烷氯

化物项目向发行人销售不存在获取超额利润的情形。 

2、发行人与石磊氟化工及存续公司的新增关联交易是否违反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首发上市时做出的关于减少关联交易的承诺 

（1）公司与石磊氟化工及存续公司的交易均系出于自身生产经营需要所作

出的自主决策，具有必要性和合理性 

基于自身主要产品产能的快速释放以及原料供应稳定性和安全性的考虑，甲

烷氯化物是公司生产经营发展过程中所必须优先保障的重要原料，其供应的稳定

性和及时性是公司维持日常生产经营的重要保障。 

国内甲烷氯化物供应商主要集中于山东、江苏、江西、浙江、以及距离公司

较远的两广地区。尽管国内甲烷氯化物产能较大，但是一方面，国内装置产能较

大的主要为巨化股份、东岳化工、理文化工、鲁西化工、梅兰化工等氟化工同业

公司，产能多以自用为主，对外销售有限；另一方面，由于山东金茂仍处于长期

停工状态，江苏富强、山东金岭化工等装置在 2022 年上半年均处于不同程度的

停产、检修阶段，且受各地散发疫情影响，远程运输存在难度，不确定性大幅增

加，公司对广西、山东地区采购原材料较为困难。石磊氟化工是公司当时在江苏、

江西等临近省份可以拓展的唯一新增供应商。 

因此，公司基于自身原料稳定性和急迫性的需求于 2022 年 4 月开始向甲烷

氯化物项目进行了临时性采购。2022 年 6 月以来，随着山东金岭、江苏富强等

装置复产，公司已大幅降低了对甲烷氯化物项目的采购量。 

综上，由于甲烷氯化物原料市场供应紧张，在部分甲烷氯化物供应商停工尚

未复产且疫情影响情况下，公司基于自身原料安全性、稳定性和急迫性的需求向

甲烷氯化物项目进行了临时采购，具有必要性及合理性。 

（2）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首发上市时做出的关于减少关联交易的承诺中

明确，发行人与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之间可以执行“确有必要进行的关联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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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 

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童建国和童嘉成在 2020 年 5 月 8 日向发行人

出具了《关于规范和减少关联交易的承诺函》，就规范和减少关联交易事宜作出

如下承诺： 

“（1）本人和本人的关联人（包括但不限于本人直接或间接控制的法人及其

他组织，本人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本人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除公司及其

控股子公司以外的法人及其他组织等）将尽量减少和规范与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

之间发生关联交易； 

（2）不以向公司拆借、占用公司资金或采取由公司代垫款项、代偿债务等

任何方式侵占公司资金或挪用、侵占公司资产或其他资源； 

（3）不要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违法违规提供担保； 

（4）对于能够通过市场方式与独立第三方之间进行的交易，将由公司及其

控股子公司与独立第三方进行； 

（5）对于与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之间确有必要进行的关联交易，均将严格

遵守公平公允、等价有偿的原则，公平合理地进行；关联交易均以签订书面合同

或协议形式明确约定，并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股

东大会议事规则、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等相关规定，履行各项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

义务，切实保护公司和公司其他股东利益； 

（6）不通过关联交易损害公司以及公司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如因违反上

述承诺而损害公司及公司其他股东合法权益的，本人及本人的关联人自愿赔偿由

此对公司造成的一切损失； 

（7）本人将促使并保证本人的关联人遵守上述承诺，如有违反，本人自愿

承担由此对公司造成的一切损失。” 

2022 年以来，由于甲烷氯化物原料市场供应紧张，在部分甲烷氯化物供应

商停工尚未复产且疫情影响情况下，公司基于自身原料稳定性和急迫性的需求向

甲烷氯化物项目进行了临时采购，具有必要性及合理性。因此，上述交易属于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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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承诺中明确规定的“确有必要进行的关联交易”。 

（3）为保证上市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发行人实际控制人进一步出具承诺

以消除上述关联交易 

为保证上市公司利益，2022 年 8 月 15 日，发行人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童

建国进一步出具承诺： 

“1、本人承诺在条件许可的前提下，以有利于永和股份的利益为原则，自

本承诺之日起 12 个月以内，在取得甲烷氯化物项目股权后，在具备注入条件后

将其注入永和股份，以消除永和股份与石磊氟化工的关联交易。如上述资产在承

诺期间内因客观原因未能注入永和股份，将立即终止上述关联交易，直至本人失

去甲烷氯化物项目控制权之日止； 

2、在上述关联交易完全消除前，本人承诺不要求永和股份或其子公司与甲

烷氯化物项目或石磊存续公司进行显失公平的关联交易，不要求永和股份或其子

公司无偿或者以明显不公平的条件为其提供商品、服务或者其他资产，不通过任

何方式影响永和股份或其子公司的独立决策，不通过欺诈、虚假陈述或者其他不

正当行为等方式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 

3、如因违反上述承诺给永和股份造成任何损失，本人将承担相应赔偿责任。” 

综上所述，公司实际控制人对甲烷氯化物项目实施托管和收购仅系标的资产

未达到上市公司收购条件下的过渡方式，发行人与石磊氟化工及存续公司的新增

关联交易仅系发行人基于自身原料供应的急迫性和稳定性而自主决策的必要关

联交易，相关交易价格公允；不存在违反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首发上市时做出

的关于减少关联交易的承诺的情形。 

二、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一）核查程序 

保荐机构、申请人律师、申报会计师采取了以下核查程序： 

1、查验浙江永启拟收购石磊氟化工甲烷氯化物项目的收购框架协议和托管

协议及交易价款支付凭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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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审阅了公司公告和关联方清单，查验了报告期三年内关联交易明细表及

报告期内的关联交易情况； 

3、查验浙江永启营业执照、工商档案； 

4、查验发行人与石磊氟化工的交易协议； 

5、查阅石磊氟化工分立公告； 

6、查验发行人和石磊氟化工的业务合同和主要产品信息； 

7、获取浙江永启关于甲烷氯化物项目收购前的尽职调查报告； 

8、查验发行人和甲烷氯化物项目历史沿革、资产、人员、资质等资料； 

9、查验本次募投项目的可研报告等； 

10、查阅实际控制人和控股股东出具的承诺等； 

11、查阅发行人采购制度； 

12、查阅了 2022 年 1-6 月，石磊氟化工甲烷氯化物项目的销售情况（包括

价格）统计表； 

13、查阅了 2022 年 1-6 月，石磊氟化工甲烷氯化物项目的产能和产销量情

况统计表； 

14、查阅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等内部控制制度； 

15、向公司实控人了解关于本次托管和收购背景的相关情况； 

16、向管理层了解甲烷氯化物主要供应商的产量变化情况，查验主要供应商

产量变化的原因。 

（二）核查意见 

1、保荐机构及申请人律师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申请人律师认为： 

（1）报告期内，公司均未向石磊氟化工采购甲烷氯化物产品但存在稳定的

无水氢氟酸采购业务；2022 年以来，公司基于自身原料的急迫性、安全性和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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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性需求开始向当时周边唯一可拓展的新增供应商甲烷氯化物项目采购，可以在

短期内解决公司甲烷氯化物原料供应短缺问题，保障公司原料供应的安全性和及

时性，具备必要性和合理性； 

（2）根据收购框架协议，参考收购标的产品所处市场行情、行业发展前景，

本次收购价格为交易各方平等协商确定。收购框架协议中未约定具体的估值方

法，也未设定相应参数； 

（3）收购框架协议和托管协议中均未约定收购方或托管方协助石磊氟化工

销售的条款，也不存在对石磊氟化工有业绩承诺或业绩与收购对价挂钩的约定； 

（4）石磊氟化工甲烷氯化物项目向发行人销售价与其他第三方平均销售价

格不存在明显差异，关联交易价格公允； 

（5）甲烷氯化物项目对发行人销售占比较低，甲烷氯化物项目不存在主要

向发行人销售的情况；发行人已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关联交易决策制度》执

行关联交易的相关规定，履行了必要审议程序，并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

程》等内控制度规定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 

（6）发行人与甲烷氯化物项目认定不存在同业竞争，系根据相关业务的产

品构成、下游应用、原材料、生产工艺以及客户等进行的综合判断，同时结合了

两种业务开展的背景、企业的历史沿革、资产、人员、主营业务等有关因素，相

关论述依据充分； 

（7）鉴于标的资产尚未完成分立且仍需一定时间的规范运作，发行人未直

接收购石磊氟化工甲烷氯化物项目；发行人仅基于自身紧急性和临时性需求向甲

烷氯化物项目采购，相关交易价格与同期第三方交易价格不存在明显差异，甲烷

氯化物项目不存在获取超额利润的情况； 

公司与石磊氟化工及存续公司的上述交易均系出于自身生产经营需要所作

出的自主决策，具有必要性及合理性，且属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首发承诺中

的“确有必要进行的关联交易”。为了消除上述新增关联交易，发行人实际控制

人已经出具补充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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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申报会计师核查意见 

经核查，申报会计师认为： 

（1）报告期内，公司及子公司均未向石磊氟化工采购甲烷氯化物产品但存

在稳定的无水氢氟酸采购业务。2022 年以来，公司基于自身原料的急迫性、安

全性和稳定性需求向当时周边唯一可拓展新增供应商甲烷氯化物项目采购，可以

在短期内解决公司原料供应短缺问题，保障公司原料供应的安全性和及时性，公

司新增关联交易的具有的必要性和合理性，上述信息与我们了解的的信息相一

致。 

（2）根据收购框架协议，参考收购标的产品所处市场行情、行业发展前景，

本次收购价格为交易各方平等协商确定。收购框架协议中未约定具体的估值方

法，也未设定相应参数。 

（3）收购框架协议和托管协议中均未约定收购方或托管方协助石磊氟化工

销售的条款，也不存在对石磊氟化工有业绩承诺或业绩与收购对价挂钩的约定。 

（4）2022 年 4 月-6 月，石磊氟化工甲烷氯化物项目向公司销售价与其他第

三方平均销售价格不存在明显差异，关联交易价格公允。 

（5）甲烷氯化物项目对公司销售金额占比较低，甲烷氯化物项目不存在主

要向公司销售的情况。 

公司已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关联交易决策制度》执行关联交易的相关规

定，履行了必要审议程序，并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内控制度规定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6）公司与甲烷氯化物项目认定不存在同业竞争，系根据相关业务的产品

构成、下游应用、原材料、生产工艺以及客户等进行的综合判断，同时结合了两

种业务开展的背景、企业的历史沿革、资产、人员、主营业务等有关因素，相关

论述依据充分，发行人上述关于公司与烷氯化物项目认定不存在同业竞争的相应

情况，与我们了解的信息相一致。 

（7）鉴于甲烷氯化物项目尚未完成分立且仍需一定时间的规范运作，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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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未直接收购石磊氟化工甲烷氯化物项目。  

2022 年 4 月-6 月，发行人仅基于自身紧急性和临时性需求向甲烷氯化物项

目采购，相关交易价格与同期第三方交易价格不存在明显差异，甲烷氯化物项目

不存在向发行人销售产品获取超额利润的情形。 

公司与石磊氟化工及存续公司的上述交易均系出于自身生产经营需要所作

出的自主决策，具有必要性及合理性，且属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首发承诺中

的“确有必要进行的关联交易”，上述信息与我们了解到的信息相一致； 

同时，为了消除上述新增关联交易，发行人实际控制人已经出具补充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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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2、关于固定资产 

报告期各期末，申请人在建工程账面价值分别为 24,777.99 万元、

34,640.87万元和 62,099.70 万元，金额较大且部分项目工期较长。报告期末，

其他非流动资产余额为 4,895.09万元、3,845.50 万元和 18,312.85 万元。2021

年末，其他非流动资产较上年末增长，主要原因为邵武永和建设项目预付长期资

产购置款增加。 

请申请人说明：（1）在建工程项目可研中预计竣工时点和预算投资金额，

目前实际工程进度和实际投资额，并比较说明是否存在差异，如有，说明原因及

合理性，是否存在超预计进度或超预算投入的情况，如有，说明是否存在调节转

固时点、成本的情况；（2）相关承建方是否存在关联关系，预付长期资产购置款

是否存在真实交易背景、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是否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变相

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况。请保荐机构、申报会计师说明核查依据、方法及过程，

并发表明确核查意见。 

回复： 

一、申请人说明 

（一）在建工程项目可研中预计竣工时点和预算投资金额，目前实际工程

进度和实际投资额，并比较说明是否存在差异，如有，说明原因及合理性，是

否存在超预计进度或超预算投入的情况，如有，说明是否存在调节转固时点、

成本的情况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在建工程账面价值为 62,099.70 万元，除工程

物资外，在建工程的账面价值为 47,443.94 万元，具体构成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12.31 

在建工程 47,443.94 

工程物资 14,655.76 

合计 62,09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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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期末余额在 1,000.00 万元以上的主要在建项目合计 42,498.25 万元，

占在建工程账面价值比重为 90.00%。具体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2021.12.31 账面价值 

邵武永和新型环保制冷剂及含氟聚合物等氟

化工生产基地项目 
31,017.19 

内蒙永和一二期生产线建设工程 9,904.18 

城市中水再利用项目 1,576.88 

小计 42,498.25 

1、邵武永和新型环保制冷剂及含氟聚合物等氟化工生产基地项目情况 

邵武永和金塘新材料有限公司新型环保制冷剂及含氟聚合物等氟化工生产

基地项目于 2018 年 12 月正式开工建设。报告期内，邵武新型环保制冷剂及含氟

聚合物等氟化工生产基地项目在建工程转固情况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期初余额 
本期增加

金额 

本期转入

固定资产

金额 

本期其他

减少金额 
期末余额 建设阶段 

2021 年度 10,563.93 23,065.23 2,611.97 - 31,017.19 
陆续转固

运营 

2020 年度 6,944.82 3,619.11  - 10,563.93 建设中 

2019 年度 542.62 6,402.20 - - 6,944.82 建设中 

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邵武新型环保制冷剂及含氟聚合物等氟化工生产基

地项目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预计竣工时点 
建设投资预

算金额 

实际投资金

额 

累计转固

金额 

项目实际

进度 

项目所

处建设

阶段 

邵武永和

新型环保

制冷剂及

含氟聚合

物等氟化

工生产基

地项目 

本 项 目 于

2018 年 12 月

起开工建设，

其中，一期建

设 期 不 超 过

42 个月；二期

项目建设期不

超过 30 个月 

190,327.11 95,753.99 12,120.85 50.31% 

一期设

施已逐

步开始

试生产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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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项目进度=实际投资金额/预算投资金额，下同。 

注 2：建设投资预算金额不包含铺底流动资金及建设期利息等非资本性支出，下同。 

根据公司邵武永和新型环保制冷剂及含氟聚合物等氟化工生产基地项目可

行性研究报告，该项目主要分两期建设。其中，一期项目从立项、施工到试车投

产，为期不超过 42 个月，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从事一期项目的施工和建设。截止

2022 年 6 月 30 日，本公司实际投入金额 95,753.99 万元（其中，前次募集资金

投资 41,832.06 万元），占该项目预算投资总金额的比例为 50.31%。截至本回复

报告出具日，该项目一期建设工程处于陆续收尾阶段，主要生产工序装置已经基

本完成建设，已逐步开始设施的试生产工作。 

报告期内，虽然公司邵武永和新型环保制冷剂及含氟聚合物等氟化工生产基

地项目整体建设过程中受到新冠疫情叠加行业波动等因素一定影响，但公司仍然

全力保障该项目的建设进度，把握行业未来发展机遇。整体来看，本项目投入进

度及建设进度符合预期，不存在超预计进度或超预算投入的情况。 

2、内蒙永和一二期生产线建设工程 

内蒙永和一二期生产线建设工程为公司自筹资金建设，主要为“内蒙古永和

氟化工有限公司四子王旗氟化工项目”及其三次扩建项目，涉及 AHF、HFP、

TFE、HFC-143a、HFC-152a、HFC-32、HFC-227ea、HFC-134a、VDF 及 PVDF

等多个生产装置及公用设施的建设项目，因此发行人采取分期投建，分步投产的

建设方式。 

报告期内，内蒙永和一二期生产线建设工程在建工程转固情况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期初余额 
本期增加

金额 

本期转入固

定资产金额 

本期其他

减少金额 
期末余额 建设阶段 

2021 年度 21,636.08 11,631.62 23,363.53 - 9,904.18 
部分转固运

营 

2020 年度 14,538.35 8,312.35 1,214.62 - 21,636.08 
部分转固运

营 

2019 年度 25,624.67 28,542.80 39,629.12 - 14,538.35 
部分转固运

营 

如上表所述，公司内蒙永和一二期生产线建设工程项目已按照相关装置实际

建设进度分步建设转固并投产运营。其中，2019 年，公司内蒙永和一二期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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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建设工程项目转固金额为 39,629.12 万元，主要系报告期前建设的无水氢氟酸、

HCFC-22、HFC-152a 和 HFC-143a 等装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转固投产；2020

年开始，公司内蒙永和一二期生产线建设工程转固金额较小，主要系 HFC-32、

HFC-134a、一氯甲烷等装置尚处于建设阶段，相关装置已于 2021 年底前陆续建

成转固投产。 

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公司内蒙永和一二期生产线建设工程项目中 2021

年新建装置以及部分公用设施尚在建设过程中，预计建设工期 24 个月，其整体

项目建设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预计竣工时

点 

建设投资

预算金额 

实际投资金

额 

累计转固

金额 

项目实

际进度 

项目所处建

设阶段 

内 蒙 永 和

一 二 期 生

产 线 建 设

工程 

目前在建装

置 系 2021

年内开始建

设，预计工

期 24 个月 

145,173.52 115,129.09  98,602.11 79.30% 

除 2021年新

建装置外，

其他装置已

转固投产 

如上表所述，目前公司内蒙永和一二期生产线建设工程项目已累计转固

98,602.11 万元，剩余未转固在建工程余额主要系 2021 年新增在建装置，公司内

蒙永和一二期生产线建设工程项目已按照相关装置建设进度分步转固并投产运

营。整体来看，本项目投入进度及建设进度符合预期，不存在超预计进度或超预

算投入的情况。 

3、城市中水再利用项目情况 

城市中水再利用项目为 2021 年度公司新增建设项目，其在报告期内转固情

况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期初余额 
本期增加

金额 

本期转入

固定资产

金额 

本期其他

减少金额 
期末余额 建设阶段 

2021 年度 - 1,576.88 - - 1,576.88 建设中 

2020 年度 - - - - - 未建设 

2019 年度 - - - - - 未建设 

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城市中水再利用项目建设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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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项目 
预计竣工时

点 

预算投资金

额 

实际投资 

金额 

累计转

固金额 

项目实

际进度 

项目所处建

设阶段 

城市中水

再利用项

目 

项 目 于

2021 年 9 月

开始建设，

建设期不超

过 12 个月 

3,650.00 3,359.92 - 92.05% 

设备调试完

成并试运营

中 

如上表所述，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公司城市中水再利用项目已处于试运

行阶段，预计将于 2022 年下半年转固，不存在超预计进度或超预算投入的情况。 

整体来看，报告期内，公司各在建工程项目根据实际生产经营需要按照具体

生产装置完工情况，将相关装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时点作为转固时点，相应

结转固定资产，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不存在调节转固时点、成本的情

况。 

综上所述，公司在建工程实际工程进度与可研报告进度基本一致，实际投资

额与工程进度情况、建设资金需求相匹配，不存在超预计进度或超预算投入的情

况。 

（二）相关承建方是否存在关联关系，预付长期资产购置款是否存在真实

交易背景、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是否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变相侵害上市公

司利益的情况 

1、报告期内公司在建工程主要承建方情况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主要在建项目为邵武永和新型环保制冷剂及含氟聚合物

等氟化工生产基地项目、内蒙永和一二期生产线建设工程以及城市中水再利用项

目项目，具体承建方按项目列示情况如下： 

项目名称 主要承建方 主要股东 成立时间 

是否存

在关联

关系 

邵武永和新

型环保制冷

剂及含氟聚

合物等氟化

工生产基地

浙江明城建设有限公司 邹夏明持股 85% 1999/10/11 否 

福建宏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叶俊持股 82.69% 2011/12/6 否 

福建省邵武市六建工程有限公

司 

黄拔渊持股 36.22%、

邵武市晒口建筑工程

公司持投 24.53% 

2001/12/4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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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主要承建方 主要股东 成立时间 

是否存

在关联

关系 

项目 
福建省工业设备安装有限公司 

福建建工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持股 100% 
1996/4/9 否 

上海凯秘德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吴培德持股 88% 2009/10/26 否 

内蒙永和一

二期生产线

建设工程 

苏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宋小华持股 42%、宋健

持股 33% 
1982/9/30 否 

江苏华兴化学工程建设有限公

司 

俞晓华持股 42%、宋惠

兴持股 40% 
1998/4/16 否 

江苏汉皇安装集团有限公司 

刘守振持股 32.35%、

范光瑜、刘永正、尹建

民各持股 14.71% 

2010/11/23 否 

内蒙古多力邦钢结构有限责任

公司 

房芳、姬志清各持股

50% 
2009/12/8 否 

内蒙古青远电力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 
文俊青持股 80% 2016/7/14 否 

城市中水再

利用项目 

四子王旗大成建筑安装有限责

任公司 

吴勇持股 31%、岳彪持

24.50% 
2009/5/25 否 

如上所述，发行人及发行人控股股东等公司关联方均未持有上述承建方的股

权，或兼任其相关职务，承建方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2、2021 年末公司预付长期资产款前十大供应商情况 

截至报告期末，预付长期资产购置款中，相关主要供应商的股权结构、交易

内容、与公司的关联关系情况等，具体如下： 

序

号 
供应商名称 主要股东 交易内容 

是否

存在

关联

关系 

1 约克（中国）商贸有限公司 
约克国际(北亚)有限

公司持股 100% 
冷冻机组 否 

2 日本制钢所株式会社 
The Master Trust Bank 

of Japan 为第一大股东 
挤出机 否 

3 上海森永工程设备有限公司 王国斌持股 59.76% 
七立方聚

合釜 
否 

4 江苏格兰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张卫宏持股 45% 
蒸汽过热

炉 
否 

5 杭州上拓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谭斌持股 42.18% 
中水回收

系统 
否 

6 浙江巨化集团进出口有限公司 浙江巨化集团子公司 DCS/SIS 控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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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供应商名称 主要股东 交易内容 

是否

存在

关联

关系 

制系统 

7 正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正泰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子公司 

高低压开

关柜 
否 

8 江苏华洋新思路能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于兴仁持股 72% 压力容器 否 

9 葫芦岛一海流体混合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田鹏飞持股 70% 
四立方聚

合釜 
否 

10 栗田机械制作所株式会社 栗田佳直控制 压滤机 否 

如上表所述，公司预付长期设备款主要为邵武永和在建项目的预付前期设备

采购款。发行人及发行人控股股东等公司关联方均未持有上述供应商的股权，或

兼任其相关职务，供应商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与上述主要预付款项供应商预付金额与采购订单情况如

下： 

单位：万元 

序

号 
供应商名称 

预付金

额 

合同付款条

件 

合同金

额 

2021.12.31 

预付占比 

是否符

合合同

付款条

件 

期后

是否

交货 

1 

约克（中国）

商贸有限公

司 

3,795.38 

预付款 20%

及设备发货

款 80% 

4,450.00 85.29% 是 是 

2 
日本制钢所

株式会社 
1,638.90 预付款 30% 5,463.00 30.00% 是 

预计 8

月完

成交

付 

3 

上海森永工

程设备有限

公司 

1,124.50 

合同 1 预付

款 30%，合

同 2 预付款

30%和进度

款 40% 

1,935.00 58.11% 是 是 

4 

江苏格兰环

境科技有限

公司 

1,107.79 

预 付 款

30%，发货

款 30% 

1,846.32 60.00% 是 是 

5 

杭州上拓环

境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775.00 

预 付 款

30%，发货

款 20% 

1,550.00 50.00% 是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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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供应商名称 

预付金

额 

合同付款条

件 

合同金

额 

2021.12.31 

预付占比 

是否符

合合同

付款条

件 

期后

是否

交货 

6 

浙江巨化集

团进出口有

限公司 

697.16 
全额付款后

发货 
697.16 100.00% 是 是 

7 
正泰电气股

份有限公司 
667.02 

多个订单预

付款 
2,290.00 29.13% 是 是 

8 

江苏华洋新

思路能源装

备股份有限

公司 

564.29 

合同 1 预付

款 30%，合

同 2 预付款

20% 

2,424.61 23.27% 是 是 

9 

葫芦岛一海

流体混合机

械科技有限

公司 

411.00 预付款 30% 1,370.00 30.00% 是 

预计 8

月完

成交

付 

10 

栗田机械制

作所株式会

社 

378.86 预付款 30% 1,262.85 30.00% 是 是 

合计 11,159.90 - 23,288.94 - - - 

如上表所述，公司与主要预付款供应商均按照相关采购合同执行预付条款，

截至本回复报告出具日，除少部分设备预计 8 月完成交付外，其余主要设备均已

完成交付。 

综上所述，公司在建工程主要承建方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公司预付长期

设备采购款均按照相关采购合同执行预付条款，具备真实交易背景，相关供应商

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变相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

况。 

二、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一）核查程序 

保荐机构和申报会计师采取了如下核查程序： 

1、查阅公司招股说明书、定期报告等，了解最近三年固定资产和在建工程

的变动情况，并分析变动原因；取得公司各期末在建工程明细，了解各项目建设

情况及实际投资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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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查阅近年来公司所属化工行业政策，了解公司经营所处的经济、技术及

法律等外部环境，向管理层了解是否存在重大不利影响的事项； 

3、向管理层了解与在建工程、固定资产相关内部控制的设计情况，并对内

部控制运行有效性进行测试； 

4、向公司管理层了解关于项目建设进度与整体进展情况，询问项目进展是

否晚于预期，是否存在停建、缓建的情况，继续推进是否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并

采用远程方式核查在建工程实际建设进度； 

5、获取承建方和设备供应商的承包合同、采购合同，获取其企业信用报告，

了解交易发生情况；检查公司的付款记录、工程设备验收记录，向承建方以及供

应商实施函证程序等相关审计程序； 

6、查阅报告期已完工的主要在建项目的验收报告、工程进度确认单等在建

工程结转的相应资料，检查在建工程结转会计处理是否及时和准确； 

7、查阅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管人员调查表，确认其是否与承建方、供应商

等存在关联关系；查阅实控人报告期内银行流水，核查其是否与上述相关承建方、

供应商之间存在资金往来。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与申报会计师认为： 

1、公司在建工程实际工程进度与可研报告进度基本一致，实际投资额与工

程进度情况、建设资金需求相匹配，不存在超预计进度或超预算投入的情况。 

2、公司在建工程主要承建方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公司预付长期设备采

购款均按照相关采购合同执行预付条款，具备真实交易背景，相关供应商与公司

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变相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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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3、关于存货 

申请人报告期内存货余额增长较大，分别为 18,715.04万元、22,645.44 万

元、44,607.02 万元。 

请申请人结合新增产能、订单覆盖以及期后销售情况，进一步分析存货持续

增长的合理性。请保荐机构、申报会计师说明核查依据、方法及过程，并发表明

确核查意见。 

回复： 

一、申请人说明 

（一）存货变动原因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存货主要为原材料、库存商品及发出商品，具体构成情况如

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12.31 2020.12.31 2019.12.31 

账面价值 变动金额 账面价值 变动金额 账面价值 

原材料及周转材

料 
16,114.49 6,802.27 9,312.22 3,533.57 5,778.65 

在途物资 159.89 -45.74 205.63 -100.40 306.03 

在产品 1,370.65 1,278.43 92.22 -242.11 334.33 

库存商品 25,470.53 15,806.47 9,664.06 -1,075.25 10,739.31 

发出商品 1,491.46 -1,879.85 3,371.31 1,814.60 1,556.71 

合计 44,607.02 21,961.58 22,645.44 3,930.40 18,715.04 

如上表所述，报告期各期末，公司存货金额分别为 18,715.04 万元、22,645.44

万元、44,607.02 万元，呈现持续上涨趋势。具体原因分析如下： 

1、2020 年末存货增长的主要原因分析 

2020 年末，公司存货账面价值较 2019 年末增长 3,930.40 万元，主要原因系

公司产量进一步扩大后，为满足生产经营需要，原材料储备增加所致。 

2020 年，公司主要新增产能产品具体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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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20 年 同比 2019 年 

1、无水氢氟酸（AHF） 

产能（吨/年） 85,000.00 32.47% 64,166.67 

产量（吨） 70,326.65 45.35% 48,384.31 

2、HCFC-22 

产能（吨/年） 55,000.00 69.23% 32,500.00 

产量（吨） 42,418.45 113.97% 19,824.09 

3、HFC-152a 

产能（吨/年） 30,000.00 - 30,000.00 

产量（吨） 30,833.53 8.58% 28,397.20 

注：上述产能包含公司原料用的无水氢氟酸和 HCFC-22 产能。 

如上文所述，鉴于公司 2020 年无水氢氟酸（AHF）、HCFC-22、HFC-152a

等主要产品新建产能释放，公司因此增加了主要原材料备货量，因此导致期末原

材料存货金额较 2019 年末有所增加。上述产能增加的相关产品涉及的主要原料

变动情况如下： 

主要原材料 单位 2020 年期末数量 2019 年期末数量 
主要用于生产产品

类型 

萤石精粉 吨 12,234.40 8,945.00 生产 AHF 

电石 吨 745.96 200.01 HFC-152a 

硫酸（98%） 吨 7,052.19 4,093.24 生产 AHF 

三氯甲烷 吨 2,442.77 738.49 生产 HCFC-22 

如上表所述，2020 年末，公司存货增加主要系新增无水氢氟酸、HCFC-22

以及 HFC-152a 产能而相应增加了原材料备货所致。 

2、2021 年末存货增长的主要原因分析 

2021 年末，公司存货较上年末增长 96.98%，主要原因系原材料价格上涨、

为生产旺季备货、进出口许可证办理滞后及产能提升等原因所致，具体分析如下： 

（1）原材料价格增长及公司基于产能扩张进行备货，导致原材料金额增长 

报告期内，公司存货中的原材料主要为萤石、无水氢氟酸、电石、98%硫酸、

三氯甲烷、二氯甲烷等。2020 年及 2021 年，上述主要原材料市场价格变动趋势

如下： 

1）萤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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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产业在线 

2）无水氢氟酸 

 

数据来源：产业在线 

3）电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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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WIND 

4）硫酸（98%） 

 

数据来源：WIND 

5）三氯甲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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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产业在线 

6）二氯甲烷 

 

数据来源：产业在线 

由上图可知，除萤石外，公司主要原料市场价格均呈现上涨趋势。 

从公司主要原材料采购情况来看，2021 年，公司上述原料采购单价均较 2020

年显著增长，与相关原材料市场价格变动趋势一致，具体情况如下： 

主要原材料 
2021 年 

采购单价变动 
2020 年 

平均采购价格（元/吨） 平均采购价格（元/吨） 

萤石 1,940.65 -2.79% 1,996.29 

无水氢氟酸 8,539.94 20.65% 7,078.03 

三氯甲烷 3,355.75 88.23% 1,78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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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原材料 
2021 年 

采购单价变动 
2020 年 

平均采购价格（元/吨） 平均采购价格（元/吨） 

电石 4,368.49 66.39% 2,625.52 

硫酸（98%） 326.77 206.11% 106.75 

二氯甲烷 4,521.10 118.43% 2,069.83 

由上表可知，除萤石外，公司主要原材料采购价格整体均呈现上涨趋势，与

市场价格趋势一致。公司 2021 年上述主要原材料采购价格有所提升，导致期末

原材料、库存商品单位价值上升。 

此外，考虑到公司无水氢氟酸、HFC-32、HFC-134a 等新增产能在逐步释放，

在氟化工行业下游需求不断提升的行业背景下，公司也进一步提高原材料备货量

以保障客户订单交付，导致期末库存数量亦有所增加。 

综上所述，公司 2021 年末原材料金额有所增长主要系：1）原材料市场价格

持续增长；2）公司基于自身产能增加引致原材料备货增长，期末原材料金额增

长具备合理性。 

（2）氟化工行业景气度有所提升，下游需求快速增加，公司新增产能投产

并相应增加库存商品备货 

随着下游需求的增长以及新能源、光伏等新兴产业的发展，氟化工产业亦呈

现高增长态势，2021 年氟化工产品价格一路飙升，国内外需求增长加速。 

2020 年至 2021 年年末，公司主要制冷剂产品市场价格走势情况具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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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021 年制冷剂产品价格走势（元/吨） 

 

数据来源：产业在线 

如上图所示，2020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21 年三季度末，公司主要制冷剂产品

价格均呈现大幅上涨趋势。2021 年四季度，由于冬季属于制冷剂淡季，因此部

分制冷剂价格有所回落。整体来看，2021 年公司主要制冷剂产品价格较 2020 年

出现较大幅度涨幅。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含氟高分子材料产品价格走势情况具体如下： 

PTFE 分散树脂华东市场月度价格走势（千元/吨） 

 

数据来源：产业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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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P 价格（熔融指数 0.8-2，千元/吨） 

 

数据来源：产业在线 

2021 年，公司主要产品氟碳化学品（制冷剂）、含氟高分子材料产品受《基

加利修正案》逐步实施及海外放松疫情管制措施等因素影响，相关产品下游需求

旺盛，市场价格迅速上涨，公司相应增加了库存商品备货。 

与此同时，公司子公司内蒙永和年产 3 万吨 HFC-134a、年产 6 万吨一氯甲

烷及年产 1 万吨 HFC-32 生产装置于 2021 年顺利建成投产，公司产品品种进一

步丰富，产能进一步扩张，因此公司产品库存储备量及存货金额均有所增长。 

2021 年，公司主要新增产能产品具体情况如下： 

项目 2021 年 同比 2020 年 

1、HFC-134a 

设计产能（吨/年） 30,000.00 新建产能释放 - 

产量（吨） 9,589.42 新建产能释放 - 

2、HFC-152a 

设计产能（吨/年） 40,000.00 33.33% 30,000.00 

产量（吨） 34,704.13 12.55% 30,833.53 

3、HFC-143a 

设计产能（吨/年） 20,000.00 33.33% 15,000.00 

产量（吨） 19,056.64 105.81% 9,259.30 

4、HFC-32 

设计产能（吨/年） 10,000.00 新建产能释放 - 

产量（吨） 3,445.55 新建产能释放 - 

如上文所述，鉴于上述下游市场需求旺盛及公司自身产能释放，2021 年末

与 2020 年末，公司主要库存商品按产品大类列示的存货变动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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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库存商品 单位 2021 年期末数量 2020 年期末数量 

氟碳化学品 吨 9,694.91 4,204.51 

含氟高分子材料 吨 439.87 82.79 

小计  10,134.78 4,287.30 

如上表所示，公司 2021年末主要产品类别库存较 2020年末均存在显著增长，

导致库存商品金额出现较大增长。与此同时，如前文所述，公司主要原材料价格

在 2021 年均有所上涨，进而导致公司 2021 年末库存商品成本也相对 2020 年末

有所增加，亦导致库存商品整体规模较 2020 年末进一步提高。 

综上所述，公司 2021 年末库存商品存货金额有所增长主要系：1）公司自身

产能增加；2）基于氟化工行业高景气度，公司主要类型库存商品生产备货增长；

3）叠加原料价格上涨，库存商品单位成本增长，库存商品金额增长具备合理性。 

（3）进出口许可证延期办理导致期末余额增加 

2021 年 10 月 25 日，生态环境部、商务部、海关总署共同修订了《中国进

出口受控消耗臭氧层物质名录》（2021 年第 50 号公告）。自 2021 年 11 月 1 日起，

我国正式开始对 HFCs 进出口贸易实行进出口许可证制度。由于政府相关部门的

原因出口许可证办理程序衔接存在一定的时间滞后，原计划 2021 年末发货的出

口订单延期至 2022 年 1 月发货，部分 HFCs 库存商品期末余额有所增加。 

综上所述，公司存货金额增幅较大，系原材料价格上涨、为生产旺季备货、

进出口许可证办理滞后及产能提升等原因所致，公司存货金额及增长趋势符合公

司业务发展实际情况和行业整体趋势，具有合理性。 

（二）存货订单覆盖及期后销售情况 

报告各期，公司存货周转率分别为 7.46、7.45 和 6.58，存货周转天数分别为

48 天、48 天和 55 天左右，存货周转率处于相对较高水平。报告期内，公司销售

部门与主要客户保持密切沟通，根据客户采购需求和预计采购量，与生产部门协

商制定生产计划，保证存货库存保持在合理水平。下游客户根据经营需求，不定

时向公司下发多笔采购订单，而非一次性大批量采购，公司氟碳化学品、含氟高

分子材料和氟化工原料等各类存货期末库存，原则上均能在 2 个月左右周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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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如将期后 2 个月内新增订单视为期末存货对应的在手订单，则在手订单基本

能覆盖期末存货。 

对于 2020 年、2021 年度末库存主要产品，公司期后销售良好，订单覆盖充

足，具体情况如下： 

1、2020 年主要产品期后销售情况 

发货类别 2020 年期末数量（吨） 
2021 年 1-3 月发货

数量（吨） 
期后销售覆盖率 

氟碳化学品 4,204.51 20,101.02 478.08% 

含氟高分子材料 82.79 3,061.33 3,697.71% 

氟化工原料 911.65 8,292.34 909.60% 

2、2021 年期后在手订单销售情况 

发货类别 2021 年期末数量（吨） 
2022 年 1-3 月发货

数量（吨） 
期后销售覆盖率 

氟碳化学品 9,694.91 17,219.91 177.62% 

含氟高分子材料 439.87 2,537.78 576.94% 

氟化工原料 985.00 8,429.24 855.76% 

如上表所示，虽然 2020 年末及 2021 年末公司存货规模持续增长，但公司主

要产品期后 3 个月销售数量均可覆盖 2020 年末及 2021 年末存货数量，库存商品

期后订单覆盖充足，期后销售情况良好，不存在滞销情况。 

（三）存货库龄情况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各类存货库龄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账面余额 
库龄情况 

1 年以内 1 年以上 1 年以内库龄占比 

原材料 15,882.83 14,680.73 1,202.10 92.43% 

在途物资 159.89 159.89 - 100.00% 

在产品 1,370.65 1,370.65 - 100.00% 

库存商品 26,499.85 25,761.15 738.70 97.21% 

发出商品 1,502.94 1,502.94 - 100.00% 

周转材料 803.01 734.94 68.07 9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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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账面余额 
库龄情况 

1 年以内 1 年以上 1 年以内库龄占比 

合计 46,219.17 44,210.30 2,008.87 95.65%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各类存货库龄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账面余额 
库龄情况 

1 年以内 1 年以上 1 年以内库龄占比 

原材料 9,312.22 8,800.93 511.29 94.51% 

在途物资 205.63 205.63 - 100.00% 

在产品 92.22 92.22 - 100.00% 

库存商品 9,674.78 9,347.27 327.51 96.61% 

发出商品 3,384.47 3,384.47 - 100.00% 

合计 22,669.33 21,830.52 838.81 96.30%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各类存货库龄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账面余额 
库龄情况 

1 年以内 1 年以上 1 年以内库龄占比 

原材料 5,778.65 5,408.45 370.20 93.59% 

在途物资 306.03 306.03 - 100.00% 

在产品 334.33 334.33 - 100.00% 

库存商品 10,760.55 10,541.72 218.83 97.97% 

发出商品 1,567.72 1,567.72 - 100.00% 

合计 18,747.29 18,158.26 589.03 96.86%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存货库龄一年以内的占比分别为 96.86%、96.30%和

95.65%，公司存货库龄主要集中在一年以内，期末存货库龄分布情况较为合理，

符合企业实际生产经营特点，不存在大量积压存货的情况。 

（四）同行业公司存货规模变动比较情况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与同行业上市公司存货变动情况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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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21.12.31 2020.12.31 2019.12.31 

存货金额 变动幅度 存货金额 变动幅度 存货金额 

三美股份 50,280.66 77.96% 28,253.66 9.52% 25,796.57 

巨化股份 173,452.16 63.44% 106,122.95 4.35% 101,697.03 

发行人 44,607.02 96.98% 22,645.44 21.00% 18,715.04 

如上表所述，报告期内，公司与三美股份、巨化股份存货规模均呈现上升趋

势，不存在显著差异。其中，发行人存货变动幅度略高于三美股份及巨化股份，

主要系报告期内自身新建产能集中释放所致。 

综上所述，报告期各期末，公司存货持续增长主要系自身新建产能释放以及

相关原材料价格上涨因素所致；同时，随着下游氟化工行业景气度不断提升，公

司也相应增加了原材料及产品备货，相关存货期后销售情况良好，不存在存货积

压或滞销的情形，存货增长具备合理性，与同行业上市公司存货变动趋势不存在

显著差异。 

二、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一）核查程序 

保荐机构和申报会计师采取了如下核查程序： 

1、查阅公司招股说明书、2022 年一季度报告等，了解最近三年产能变化情

况，获取公司主要产品新增产能、报告期产量情况，核查产量及销售相应情况； 

2、了解公司订单获取方式，公司报告期存货周转率及存货周转天数； 

3、获取公司存货库龄细表，核查期末存货库龄情况； 

4、获取公司的报告期末存货明细表，对期末存货进行监盘； 

5、了解期末存货中主要产成品的期后销售情况，审阅公司期后销售明细； 

6、查阅同行业上市公司年报，对公司和同行业上市公司报告期末存货增长

情况进行比较。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和申报会计师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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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各期末，公司存货持续增长主要系自身新建产能释放以及相关原材料

价格上涨因素所致；同时，随着下游氟化工行业景气度不断提升，公司也相应增

加了原材料及产品备货，相关存货期后销售情况良好，不存在存货积压或滞销的

情形，存货增长具备合理性，与同行业上市公司存货变动趋势不存在显著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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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4 关于募投项目 

本次募投项目邵武永和新型环保制冷剂及含氟聚合物等氟化工生产基地项

目投资总额 23.88亿元，申请人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全部投入该项目，首发招

股说明书披露该项目投资总额 18.59亿元。该项目分两期实施，申请人披露一期

项目已于 2018年 12 月正式开工建设，一期项目建设期不超过 42个月。 

请申请人说明并披露：（1）本次发行披露的项目投资总金额与首次公开发

行招股说明书披露内容存在差异的原因，相关变动是否需履行项目备案、环评、

安全审查、监控化学品设施审批等审批备案程序；（2）邵武永和金塘新材料有限

公司新型环保制冷剂及含氟聚合物等氟化工生产基地项目建设进度是否与前期

披露计划一致，是否存在延期，相关披露是否及时、完整。请保荐机构和申请人

律师核查上述事项并发表明确意见。 

一、申请人说明 

（一）本次发行披露的项目投资总金额与首次公开发行招股说明书披露内

容存在差异的原因，相关变动是否需履行项目备案、环评、安全审查、监控化

学品设施审批等审批备案程序 

1、本次发行披露的项目投资总金额与首次公开发行招股说明书披露内容存

在差异的原因 

“邵武永和金塘新材料有限公司新型环保制冷剂及含氟聚合物等氟化工生

产基地项目”系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募投项目。鉴于目前市场行情

变化，且该项目建设所需原材料钢材及生产设备采购价格已较规划之初有一定增

加，故为保证该项目投资总额的合理性、效益测算的谨慎性，发行人委托该项目

可研报告的编制机构对该项目投资构成、投资总额、效益测算等数据进行了复核

修订。 

首次公开发行招股说明书披露的邵武永和新型环保制冷剂及含氟聚合物等

氟化工生产基地项目投资总额为 185,900 万元。该投资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报告于

2019 年编制，项目整体投资预算金额是基于彼时的投资成本测算得出。该项目

前期主要进行土建等基础工程建设，生产装置所需设备主要在 2021 年开始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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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购及安装，期间钢材等大宗商品、设备安装费用、人工成本等涨幅较大，导致

项目设备购置费、安装工程费上升较大；同时为优化发行人相关产品质量及生产

工艺，提升生产装置自动化水平，发行人调整了原部分设备的投资计划，以进口

设备代替原国产设备、增加购买自动化相关设备，致使设备购置费相应增加；此

外，随着近年来国家对安全、环保、消防等要求大幅提升，发行人积极响应国家

政策，对相关安全、环保、消防设备进行优化提升，以适应未来安全、环保、消

防等更高要求。 

发行人于 2022 年 4 月 22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调整邵武永和金塘新材料有限公司新型环保制冷剂及含氟聚合物等氟化

工生产基地项目投资总额的议案》，同意将该投资项目投资总额变更为

238,825.51 万元。调整前后具体投资变动明细如下： 

金额单位：万元 

序号 投资内容 调整前 调整后 

1 建设投资 136,543.50 190,327.11 

1.1 建筑工程费 35,100.00 35,220.00 

1.2 设备购置 63,725.00 104,100.00 

1.3 安装工程费 20,475.00 35,535.00 

1.4 其他费用 17,243.50 15,472.11 

2 建设期利息 3,552.50 3,998.40 

3 流动资金 45,804.00 44,500.00 

4 项目总投资 185,900.00 238,825.51 

综上，本次发行披露的项目投资总金额调整原因系由于生产设备采购成本和

安装工程费用等增加所致，不涉及调整项目建设内容，是根据实际建设情况作出

的审慎调整。 

2、相关变动是否需履行项目备案、环评、安全审查、监控化学品设施审批

等审批备案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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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核查，邵武永和新型环保制冷剂及含氟聚合物等氟化工生产基地项目投资

总额变动已履行项目备案变更程序，无需履行环评、安全审查、监控化学品设施

审批、节能审查等审批备案程序。具体情况说明如下： 

序

号 

审批

程序 
变更前已履行的审批程序或取得的相关批复 

是否需

要履行

变更程

序 

无需重新履行的

具体原因 

1 
项 目

备案 

福建省企业投资项目备案证明（内资企业）（闽

发改备[2018]H02012 号） 
是 - 

2 
环 评

批复 

《南平市环保局关于批复邵武永和金塘新材料有

限公司氟化工生产基地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

函》（南环保审函[2018]77 号） 

《南平市生态环境局关于邵武永和金塘新材料有

限公司新型环保制冷剂及含氟聚合物等氟化工生

产基地项目投资总额调整情况的复函》 

《南平市生态环境局关于批复邵武永和金塘新材

料有限公司新型环保制冷剂及含氟聚合物等氟化

工生产基地项目变更环境影响报告书的函》（南环

保审函[2020]33 号） 

《南平市生态环境局关于邵武市永和金塘新材料

有限公司调整项目投资总额有关情况的函》 

否 

建设项目投资总

额变更不属于重

大变动，无需重新

报批环评手续 

3 
安 全

审查 

《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条件审查意见书》（闽

应急危化项目安条审字﹝2018﹞2 号） 

《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条件审查意见书》（闽

应急危化项目安条审字﹝2020﹞1 号） 

《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审查意见

书》（闽应急危化项目安设审字﹝2019﹞3 号） 

《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审查意见

书》（闽应急危化项目安设审字﹝2021﹞1 号） 

否 

本次投资总金额

调整事宜不涉及

《危险化学品建

设项目安全监督

管理办法》第十四

条和第二十条规

定的应重新进行

安全审查的情形 

4 

监 控

化 学

品 设

施 

《国家禁化武办关于邵武永和金塘新材料有限公

司建设监控化学品生产设施的批复》（禁化武办

发﹝2020﹞64 号） 

否 

本次仅调整投资

金额，各类监控化

学品的生产设施、

工艺、设备、产能

等均未发生变化，

不涉及项目扩建

或改建，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监

控化学品管理条

例》，无需重新履

行审批程序 

5 
节 能

审查 

《福建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新型环保制冷剂

及含氟聚合物等氟化工生产基地项目（一期）节
否 

该募投项目本次

仅调整投资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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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审查意见》（闽发改网审生态函[2021]194 号） 

《福建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关于邵武永和金塘新材

料有限公司新型环保制冷剂及含氟聚合物等氟化

工生产基地项目（二期）节能报告的审查意见》

（闽工信行政服务[2022]36 号） 

建设内容、用能工

艺、能效水平、年

综合能源消费量

等均未发生重大

变动 

（1）该募投项目投资总金额调整已履行备案变更程序 

邵武永和于 2018 年 1 月 12 日取得邵武市发展改革和科技局下发的《福建省

企业投资项目备案证明（内资企业）》（闽发改备[2018]H02012 号），同意邵武永

和新型环保制冷剂及含氟聚合物等氟化工生产基地项目备案，备案日期为 2018

年 1 月 12 日。因该项目投资总额变更，邵武市发展改革和科技局于 2022 年 4

月 25 日向邵武永和下发了更新后的备案证明，更新后的投资总额为 238,825.51

万元。 

（2）该募投项目本次投资总金额调整无需履行环评批复程序 

根据《生态环境部办公厅关于印发<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试

行）>的通知》（环办环评函〔2020〕688 号），建设项目投资总额变更不属于重

大变动。2022 年 4 月 22 日，南平市生态环境局出具《关于邵武永和金塘新材料

有限公司调整项目投资总额有关情况的函》，认为本项目投资总额增加至 23.88

亿不属于重大变动，无需重新报批环评手续。 

（3）该募投项目本次投资总金额调整无需履行安全审查程序 

《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第十四条规定：“已经通过安全

条件审查的建设项目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建设单位应当重新进行安全评价，并申

请审查：（一）建设项目周边条件发生重大变化的；（二）变更建设地址的；（三）

主要技术、工艺路线、产品方案或者装置规模发生重大变化的；（四）建设项目

在安全条件审查意见书有效期内未开工建设，期限届满后需要开工建设的。”第

二十条规定：“已经审查通过的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建设

单位应当向原审查部门申请建设项目安全设施变更设计的审查：（一）改变安全

设施设计且可能降低安全性能的；（二）在施工期间重新设计的。” 

本次投资总金额调整事宜不涉及《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监督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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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条和第二十条规定的应重新进行安全审查的情形。邵武市应急管理局于

2022 年 7 月 28 日出具书面复函，确认本次投资总金额调整无需重新履行安全审

查。 

（4）该募投项目本次投资总金额调整无需履行监控化学品设施审批程序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控化学品管理条例》相关规定，新建、扩建或者改

建用于生产第二类、第三类监控化学品和第四类监控化学品中含磷、硫、氟的特

定有机化学品的设施，应当向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化学工业主管

部门提出申请，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化学工业主管部门审查签署意见，

报国务院化学工业主管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工建设；工程竣工后，经所在地省、

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化学工业主管部门验收合格，并报国务院化学工业主管

部门批准后，方可投产使用。 

本次投资总金额调整后，该募投项目中第二类监控化学品和第四类监控化学

品中含磷、硫、氟的特定有机化学品的生产设施、工艺、设备、产能等均未发生

变化，不涉及项目扩建或改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控化学品管理条例》及

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无需重新履行监控化学品生产设施审批程序。经电话咨

询工业和信息化部，同时邵武市工业信息化和商务局于 2022 年 7 月 29 日出具书

面复函，均确认本次投资金额调整无需重新履行监控化学品生产设施建设审批。 

（5）该募投项目本次投资总金额调整无需履行节能审查程序 

根据《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办法》第九条，“通过节能审查的固定资

产投资项目，建设内容、能效水平等发生重大变动的，建设单位应向节能审查机

关提出变更申请。”经核查，该募投项目本次仅调整投资金额，建设内容、用能

工艺、能效水平、年综合能源消费量等均未发生重大变动。邵武市工业信息化和

商务局于 2022 年 7 月 29 日出具书面复函，确认本次投资金额调整无需重新履行

节能审查程序。 

综上，邵武永和新型环保制冷剂及含氟聚合物等氟化工生产基地项目投资总

额变动已履行项目备案变更程序，无需履行环评、安全审查、监控化学品设施审

批、节能审查等审批备案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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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邵武永和金塘新材料有限公司新型环保制冷剂及含氟聚合物等氟化

工生产基地项目建设进度是否与前期披露计划一致，是否存在延期，相关披露

是否及时、完整 

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邵武新型环保制冷剂及含氟聚合物等氟化工生产基

地项目建设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预计竣工时

点 

建设投资预

算金额 

实际投资金

额 

累计转固

金额 

项目实际

进度 

项目所

处建设

阶段 

邵武永和

新型环保

制冷剂及

含氟聚合

物等氟化

工生产基

地项目 

本 项 目 于

2018 年 12 月

起开工建设，

其中，一期建

设期不超过

42 个月；二期

项目建设期

不超过 30 个

月 

190,327.11 95,753.99 12,120.85 50.31% 

一期设

施已逐

步开始

试生产

工作 

注 1：项目进度=实际投资金额/预算投资金额，下同。 

注 2：建设投资预算金额不包含铺底流动资金及建设期利息等非资本性支出。 

如上表所述，邵武永和金塘新材料有限公司新型环保制冷剂及含氟聚合物等

氟化工生产基地项目分为两期建设。据该项目施工单位出具的《开工报告》《工

程开工审批表》等资料，邵武永和金塘新材料有限公司新型环保制冷剂及含氟聚

合物等氟化工生产基地一期项目已于 2018 年 12 月正式开工建设，预计一期项目

建设期不超过 42 个月，二期项目建设期不超过 30 个月。截止 2022 年 6 月 30

日，本公司实际投入金额 95,753.99 万元（其中，前次募集资金 41,832.06 万元已

全部使用完毕），占该项目预算投资总金额的比例为 50.31%。截至本回复报告出

具日，该项目一期建设工程处于陆续收尾阶段，主要生产工序装置已经基本完成

建设，已逐步开始设施的试生产工作。 

整体来看，虽然该募投项目整体建设过程中受到新冠疫情叠加行业波动等因

素一定影响，但公司仍然全力保障项目的建设进度，把握行业未来发展机遇。项

目投入进度及建设进度符合预期，与前期披露计划一致，不存在进度严重延迟或

滞后等重大不利变化，公司信息披露及时、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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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一）核查程序 

保荐机构和申请人律师履行了以下核查程序： 

1、查阅招股说明书； 

2、查阅发行人《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及其鉴证报告； 

3、查阅发行人关于募投项目投资总额变更的相关公告； 

4、查阅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和独董意见； 

5、查阅募投项目立项、环评、安评、监控化学品、节能等相关法律法规； 

6、查验募投项目立项、环评、安评、监控化学品、节能等备案和批准文件； 

7、查验相关主管机关就募投项目环评、安评、监控化学品、节能等出具的

书面说明，同时对相关监管部门进行电话咨询； 

8、查阅募投项目《开工报告》《工程开工审批表》，查看募投项目建设情况，

查阅募投项目建设生产资料，并查看项目实际建设进度。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申请人律师认为： 

1、本次发行披露的项目投资总金额调整原因系由于生产设备采购成本和安

装工程费用等增加所致，不涉及调整项目建设内容，是根据实际建设情况作出的

审慎调整。邵武永和新型环保制冷剂及含氟聚合物等氟化工生产基地项目投资总

额变动已履行项目备案变更程序，无需履行环评、安全审查、监控化学品设施审

批、节能审查等审批备案程序。 

2、该项目一期建设工程处于陆续收尾阶段，主要生产工序装置已经基本完

成建设，已逐步开始设施的试生产工作。项目投入进度及建设进度符合预期，与

前期披露计划一致，不存在进度严重延迟或滞后等重大不利变化，公司信息披露

及时、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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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补充披露情况 

发行人已在《募集说明书》之“第八章 本次募集资金运用”之“二、本次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之“（一）新建产能项目”之“2、邵武永和新型环保制

冷剂及含氟聚合物等氟化工生产基地项目具体情况”就上述事项进行了补充披

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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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浙江永和制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请做好浙江永和制冷股份

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债发审委会议准备工作的函>之回复报告》签署页） 

 

 

 

 

浙江永和制冷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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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浙江永和制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请做好浙江永和制冷股份

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债发审委会议准备工作的函>之回复报告》签署页） 

 

 

 

 

保荐代表人： 

     

 王  洋  王珺珑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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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机构董事长声明 

 

本人已认真阅读《浙江永和制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请做好浙江永和制冷股

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债发审委会议准备工作的函>之回复报告》，了解报告

涉及问题的核查过程、本公司的内核和风险控制流程，确认本公司按照勤勉尽责

原则履行核查程序，反馈意见回复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上述文件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及时性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董事长： 

   

 张佑君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