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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胜华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之 

发行保荐书 

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本保荐机构”）接受胜华

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公司”“胜华新材”）的委托，

担任其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 

本保荐机构及相关保荐代表人已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

“《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证券发行

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以下简称“《注册

办法》”）、《保荐人尽职调查工作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

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诚实守信，勤勉尽责，严格按照依法制定的业务规则、行

业执业规范和道德准则出具发行保荐书，并保证所出具文件的真实性、准确性和

完整性。 

除另有说明外，本发行保荐书所用简称与《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

公司关于胜华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之尽职调查报

告》中的释义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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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本次证券发行基本情况 

一、本次具体负责推荐的保荐代表人 

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作为胜华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

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以下简称“本项目”）的保荐机构，指派具体负责推

荐的保荐代表人为于冬梅和彭奕洪。 

保荐代表人于冬梅的保荐业务执业情况：2004 年保荐制实施以来，作为签

字保荐代表人完成的证券发行项目有中信海洋直升机股份有限公司（000099）深

交所主板非公开发行股票项目、武汉海特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300683）创业

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项目、塞力斯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603716）

上交所主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项目、安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603696）上

交所主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项目、深圳市实益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002137）深交所主板非公开发行股票项目、东莞宜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00328）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项目。作为协办人参与浙江华策影视

股份有限公司（300133）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项目。目前无其他作为

签字保荐代表人签署的已申报在审企业。 

保荐代表人彭奕洪的保荐业务执业情况：2004 年保荐制实施以来，无作为

签字保荐代表人完成的证券发行项目，作为项目协办人参与西藏奇正藏药股份有

限公司（002287）深交所主板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项目，作为项目成员参与

中国三峡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600905）上交所主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上市项目、北京东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300353）深交所创业板向特定对象发

行股票项目。目前无其他作为签字保荐代表人签署的已申报在审企业。 

二、本次证券发行项目协办人及其他项目组成员 

（一）项目协办人 

本次证券发行项目协办人为黄晓乐。 

项目协办人黄晓乐的保荐业务执业情况：2004 年保荐制实施以来，作为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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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组成员参与并完成的项目有北京声迅电子股份有限公司（003004）深交所主板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项目。目前无其他列名的已申报在审企业。 

（二）项目组其他成员 

本次证券发行项目组其他成员为：丁相堃、高维泽、李鑫、马闯、王珏、王

瑞。 

三、发行人情况 

（一）发行人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 胜华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Shinghwa Advanced Material Group Co., Ltd. 

股票上市地 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代码 603026.SH 

股票简称 胜华新材 

法定代表人 郭天明 

注册资本 202,680,000 人民币元 

成立日期 2002-12-31 

上市日期 2015-05-29 

注册地址 山东省东营市垦利区同兴路 198 号 

办公地址 山东省东营市垦利区同兴路 198 号 

联系人 吕俊奇，邵坤 

邮政编码 257503 

互联网网址 www.sinodmc.com 

电话 0546-2169536 

传真 0546-2169539 

电子邮箱 sdsh@sinodmc.com 

所属行业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新材料技术研发；新材料技术推广服务；化工产品销售（不

含许可类化工产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

主开展经营活动） 

本次证券发行类型 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二）发行人的最新股权结构 

截至 2022 年 9 月 30 日，发行人股权结构情况如下： 

股份类型 股数（万股）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 - 

其中：境内法人持股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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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类型 股数（万股） 比例 

境内自然人持股 - -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20,268 100% 

其中：人民币普通股 20,268 100% 

合计 20,268 100% 

（三）前十名股东情况 

截至 2022 年 9 月 30 日，发行人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

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持有有限

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股） 

1 北京哲厚 27,202,569 13.42% - 

2 石大控股 16,851,146 8.31% - 

3 融发集团 15,201,000 7.50% - 

4 开投集团 15,201,000 7.50% - 

5 栗建伟 5,676,259 2.80% - 

6 东营齐源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4,108,064 2.03% - 

7 北京托普瑞思能源贸易有限公司 3,245,337 1.60% - 

8 北京昕惟商贸有限公司 2,672,123 1.32% - 

9 北京铭哲恒达科技有限公司 2,626,591 1.30% - 

1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2,590,941 1.28% - 

合计 95,375,030 47.06% - 

（四）历次筹资、现金分红及净资产变化表 

自上市以来，公司未实施股权融资，历次筹资、现金分红及净资产变化情况

如下： 

首发前最近一期末净资产额 103,982.57 万元（2014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历次筹资

情况 

上市时间 发行类别 发行数量（股） 筹资净额（万元） 

2015-05-29 首发 50,680,000 29,160.07 

合计 - 50,680,000 29,160.07 

首发后累计派现金额 56,750.40 万元 

本次发行前最近一期末净资产额 443,325.51 万元（2022 年 9 月 30 日，未经审计） 

本次发行前最近一期末归属于母

公司股东的净资产额 
392,317.33 万元（2022 年 9 月 30 日，未经审计） 

（五）主要财务数据及财务指标 

1、最近三年及一期财务报表主要数据 

（1）合并资产负债表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9-30 2021-12-31 2020-12-31 2019-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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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22-9-30 2021-12-31 2020-12-31 2019-12-31 

流动资产 381,434.04 281,882.90 189,918.58 180,059.82 

非流动资产 253,585.96 187,078.02 138,080.26 143,945.83 

资产总额 635,020.00 468,960.92 327,998.84 324,005.65 

流动负债 165,553.60 96,790.70 91,178.07 118,425.70 

非流动负债 26,140.89 14,403.14 7,777.93 6,146.08 

负债总额 191,694.49 111,193.85 98,956.00 124,571.78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

益合计 

392,317.33 310,437.65 205,984.17 180,766.38 

所有者权益合计 443,325.51 357,767.08 229,042.84 199,433.87 

（2）合并利润表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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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收入 679,874.99 705,620.86 447,529.98 464,349.99 

营业利润 102,482.20 149,006.48 31,707.90 37,082.98 

利润总额 104,106.94 150,235.73 31,458.97 36,956.45 

净利润 87,698.83 129,873.78 26,036.25 33,281.90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86,188.59 117,840.59 25,979.19 30,845.31 

（3）合并现金流量表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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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9,940.00 95,962.65 79,338.03 -11,949.86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4,106.25 -37,146.44 8,670.30 -18,949.86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004.48 -26,303.95 -53,811.56 32,771.72 

汇率变动对现金的影响 4,949.17 -961.71 -940.19 262.70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88,787.40 31,550.55 33,256.58 2,134.70 

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82,311.81 50,761.26 17,504.68 15,369.98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171,099.21 82,311.81 50,761.26 17,504.68 

2、最近三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指标表 

项目 2022 年 9 月末

/2022 年 1-9 月 

2021 年末/度 2020 年末/度 2019 年末/度 

流动比率（倍） 2.30 2.91 2.08 1.52 

速动比率（倍） 2.07 2.65 1.65 1.18 

资产负债率（合并） 30.19% 23.71% 30.17% 38.45%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

年） 
8.68 11.28 11.31 13.83 

存货周转率（次/年） 17.14 14.99 9.34 10.63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的净利润（万元） 
86,188.59 117,840.59 25,979.19 30,845.31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的净利润（万元） 

84,474.14 116,468.21 25,281.30 30,44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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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22 年 9 月末

/2022 年 1-9 月 

2021 年末/度 2020 年末/度 2019 年末/度 

基本每股收益（元） 4.25 5.81 1.28 1.52 

稀释每股收益（元） 4.25 5.81 1.28 1.5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24.51% 45.83% 13.43% 18.23% 

四、保荐机构及其关联方与发行人及其关联方与之间的利害关系

及主要业务往来情况说明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本保荐机构控股股东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自营

账户及产品合计持有发行人股票 97,557 股，本保荐机构控股股东投资和持有上

述股份系自身业务需求，不存在利用非公开信息和内幕信息的情形，不存在利益

输送情形。除此之外，本保荐机构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不存

在持有发行人或其主要股东、重要关联方股份的情况。 

截至本发行保荐书签署日，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之间不存在如下情形： 

1、发行人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持有保荐机构或其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股份的情况； 

2、本保荐机构的保荐代表人及其配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拥有发

行人权益、在发行人任职等情况； 

3、本保荐机构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与发行人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相互提供担保或者融资等情况； 

4、本保荐机构及其关联方与发行人及其关联方之间的其他关联关系及主要

业务往来情况。 

五、保荐机构内部审核程序和内核意见 

（一）内部审核程序 

1、2023 年 1 月 13 日，公司质量评价委员会召开会议，审议通过本项目的

立项申请；2023 年 1 月 19 日，项目立项申请经业务分管领导、质控分管领导批

准同意，项目立项程序完成。 

2、2023 年 1 月 31 日至 2 月 4 日，质量控制部门协调质量评价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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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派出审核人员对本项目进行了现场核查。 

3、2023 年 2 月 8 日，项目组将制作完成的申请文件提交质量控制部门审核。

质量控制部门的审核人员根据中国证监会和上交所的有关规定，对申请文件进行

审查。经质量控制部门负责人批准，同意本项目报送风险管理部。 

4、2023 年 2 月 13 日，风险管理部对本项目履行了问核程序。 

5、2023 年 2 月 14 日，内核委员会召开会议，参会的内核委员共 7 人。会

议投票表决同意予以推荐，并出具了内核意见。 

6、项目组根据内核意见对申请文件进行了补充、修改、完善，并经内核负

责人确认。 

7、2023 年 3 月，本项目申报文件经质量控制部门、内核机构审核，项目组

在修改、完善申报文件后上报上海证券交易所。 

（二）内核结论意见 

内核机构经审核后同意项目组落实内核审核意见并修改、完善申报文件后将

发行申请文件上报上海证券交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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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保荐机构承诺事项 

一、本保荐机构已按照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规

定，对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进行了尽职调查、审慎核查，同意推荐

发行人本次证券发行上市，并据此出具本发行保荐书。 

二、本保荐机构就下列事项做出承诺： 

（一）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符合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

有关证券发行上市的相关规定； 

（二）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三）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及其董事在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中表达意

见的依据充分合理； 

（四）有充分理由确信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与证券服务机构发表的意见

不存在实质性差异； 

（五）保证所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及本保荐机构的相关人员已勤勉尽责，对发

行人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进行了尽职调查、审慎核查； 

（六）保证保荐书、与履行保荐职责有关的其他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七）保证对发行人提供的专业服务和出具的专业意见符合法律、行政法规、

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规定和行业规范； 

（八）自愿接受中国证监会依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采取的

监管措施，自愿接受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自律监管； 

（九）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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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对本次证券发行的推荐意见 

一、推荐结论 

本保荐机构经过全面的尽职调查和审慎核查，认为发行人的申请理由充分，

发行方案合理，募集资金投向可行，公司具有较好的发展前景，符合《公司法》

《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及其他规范性文件所规定的发行

上市条件。为此，本保荐机构同意推荐胜华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

发行 A 股股票并在主板上市。 

二、发行人就本次证券发行履行的《公司法》《证券法》及中国

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决策程序 

经核查，发行人已就本次证券发行履行了《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证

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及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决策程序，具体如

下： 

（一）2022 年 7 月 14 日，发行人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

本次发行 A 股股票预案及相关议案。 

（二）2022 年 7 月 14 日，发行人第七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本

次发行 A 股股票预案及相关议案。 

（三）2022 年 8 月 1 日，发行人 2022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

本次发行 A 股股票预案及相关议案。 

（四）2023 年 2 月 15 日，发行人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并通过

了《关于修订公司 2022 年度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的议案》，修订了本次发

行预案中公司名称、经营范围、股东大会审议情况、募投项目前期手续办理情况、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等相关内容。 

（五）2023 年 2 月 15 日，发行人第七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

《关于修订公司 2022 年度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的议案》。 

（六）2023 年 2 月 19 日，根据全面实行股票发行注册制的相关规定，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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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

案论证分析报告的议案》《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填补措

施及相关承诺（修订稿）的议案》等。 

（七）2023 年 2 月 19 日，发行人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

《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案论证分析报告的议案》《关于公司向特定对

象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填补措施及相关承诺（修订稿）的议案》。 

（八）2023 年 3 月 7 日，发行人 202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

《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案论证分析报告的议案》《关于公司向特定对

象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填补措施及相关承诺（修订稿）的议案》等。 

三、关于本次证券发行符合《证券法》规定的发行条件的说明 

发行人符合《证券法》规定的发行新股的条件：上市公司发行新股，应当符

合经国务院批准的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条件，具体管理办法由国务院

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规定。 

发行人本次证券发行未采用广告、公开劝诱和变相公开方式，符合《证券法》

第九条的规定。 

四、关于本次证券发行符合《注册办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

册管理办法〉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三条、第四十条、第

五十七条、第六十条有关规定的适用意见——证券期货法律适用意见

第 18 号》规定的发行条件的说明 

经核查，发行人的本次证券发行符合中国证监会《注册办法》《<上市公司证

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三条、第四十条、第五

十七条、第六十条有关规定的适用意见——证券期货法律适用意见第 18 号》的

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具体如下： 

1、本次发行不存在《注册办法》第十一条规定的情形 

（1）发行人不存在擅自改变前次募集资金用途未作纠正，或者未经股东大

会认可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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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发行人最近一年财务报表的编制和披露在重大方面符合企业会计准则

或者相关信息披露规则的规定；最近一年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

审计报告。 

（3）发行人现任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

政处罚，最近一年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 

（4）发行人及其现任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因涉嫌犯罪正被司

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正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 

（5）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最近三年不存在严重损害上市公司利

益或者投资者合法权益的重大违法行为。 

（6）发行人最近三年不存在严重损害投资者合法权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

重大违法行为。 

2、本次募集资金运用符合《注册办法》第十二条规定 

（1）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符合国家及地方产业

政策和环保要求，已取得相关部门出具的项目备案及环评批复文件。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募投项目中，年产 30 万吨电解液项目（东营）、

年产 10 万吨液态锂盐项目、年产 1.1 万吨添加剂项目、年产 5 万吨湿电子化学

品项目拟在发行人现有厂区内建设，发行人已取得相关用地的土地权属证书。年

产 20 万吨电解液项目（武汉）、22 万吨/年锂电材料生产研发一体化项目选址位

于武汉市化学工业园，项目建设用地通过购置取得，已取得相关用地的土地权属

证书。眉山年产 3 万吨硅基负极材料项目用地相关手续正在办理中。 

2022 年 9 月 8 日，眉山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管理委员会出具《关于年产 3 万

吨硅基负极材料项目用地取得进展的说明》，确认眉山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管理委

员会已与发行人签署了《石大胜华西南基地项目投资协议书》及《补充协议书》，

约定由眉山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管理委员会为眉山公司募投项目提供项目用地，该

募投项目的用地取得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或重大不确定性。同时，眉山高新技

术产业园区土地储备及用地指标充足，符合前述募投项目要求的地块较多，若因

当前地块审批时间较长或发行人/眉山公司未能竞得该地块等情形影响募投项目

建设的，眉山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管理委员会将积极协调其他适宜地块，确保 3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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吨硅基负极材料项目的实施进度不受影响。 

2022 年 9 月 19 日，眉山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高新区分局出具《关于 3 万吨

/年硅基负极材料项目用地情况说明》，确认根据园区相关规划及工作安排，拟将

位于金桥大道以南、兴业路以西、金茂路以北、工业环线以东的工业用地地块供

应给眉山公司用于工业项目建设。其中，168 亩作为 3 万吨/年硅基负极材料项目

的建设用地，用地性质为工业用地，符合园区相关规划。 

综上，发行人募集资金用途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有关环境保护、土地管理等

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符合《注册办法》第十二条第（一）项之规定。 

（2）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没有用于持有财务性投资，没

有直接或者间接投资于以买卖有价证券为主要业务的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的募集资金使用符合《注册办法》第十二条第（二）项之规定。 

（3）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后，不会与控股

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新增构成重大不利影响的同业竞争、显失

公平的关联交易，或者严重影响公司生产经营的独立性，符合《注册办法》第十

二条第（三）项之规定。 

3、董事会、股东会决议及信息披露符合《注册办法》第十六条、第十七条、

第十八条、第二十条、第四十一条和第四十二条的相关规定 

就本次发行，胜华新材召开了董事会会议及股东大会，独立董事发表了专项

意见。证券发行议案经董事会表决通过后，胜华新材在二个工作日内披露，并已

公告召开股东大会的通知。本次发行经发行人股东大会决议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

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中小投资者表决已单独计票，发行人在股东大会

通过本次发行议案之日起二个工作日内披露了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发行人董事会

会议、股东大会的召开、表决及信息披露情况符合《注册办法》第十六条、第十

七条、第十八条、第二十条、第四十一条、第四十二条之规定。 

4、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符合《注册办法》第五十五条的规定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的发行对象为不超过 35 名的特定投资者，包

括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的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证券公司、保险机构投资者、

信托公司、财务公司、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等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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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人或其他合格投资者。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证券公司、合格境外机构投

资者、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以其管理的二只以上产品认购的，视为一个发

行对象；信托公司作为发行对象的，只能以自有资金认购。若发行时法律、法规

或规范性文件对发行对象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符合《注册办法》第五十五条

规定。 

5、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符合《注册办法》第五十六条、第五十七

条、第五十八条规定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的定价基准日为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

票的发行期首日。 

发行价格为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80%（定

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

额/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 

若发行人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

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本次发行底价将按以下办法作相应调整。调整公式如下： 

派息：
DPP -01   

送股或转增股本：
)1(/01 NPP 

 

两项同时进行：
）（）（ NDPP  1/-01  

其中，P0 为调整前发行底价，P1 为调整后发行底价，N 为每股送股或转增

股本数，D 为每股派息或现金分红。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的最终发行价格将在公司取得中国证监会关

于本次发行的同意注册文件后，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监管部门的要求，

根据市场询价的情况，由公司董事会在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 

符合《注册办法》第五十六条、第五十七条、第五十八条的规定。 

6、股票上市流通条件符合《注册办法》第五十九条的规定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完成后，发行对象认购的本次发行的股票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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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结束之日起 6 个月内不得转让，法律法规对限售期另有规定的，依其规定。

本次发行对象所取得上市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的股份因上市公司分配

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等形式所衍生取得的股份亦应遵守上述股份锁定安排。限

售期结束后按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因此，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符合《注册办法》第五十九条的规定。 

7、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符合《证券期货法律适用意见第 18 号》

规定 

（1）经核查，截至 2022 年 9 月 30 日，发行人财务性投资为基金等，账面

价值 86.03 万元，形成原因系发行人 2022 年 5 月合并石大富华新材料时纳入合

并报表。该项财务性投资在交易性金融资产科目列示，占发行人合并报表归属于

母公司净资产的比例为 0.02%，未超过 30%，发行人最近一期末不存在金额较大

的财务性投资。 

（2）经核查，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严重损害上市公司

利益、投资者合法权益、社会公共利益的重大违法行为，发行人报告期内的行政

处罚不构成本次再融资的法律障碍。 

（3）经核查，发行人本次发行为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不适用《注册

办法》第十三条规定，上市公司发行可转债应当“具有合理的资产负债结构和正

常的现金流量”。 

（4）经核查，发行人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拟发行的股份数量不超

过本次发行前总股本的 30%；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董事会决议日距离

前次募集资金到位日已超过 18 个月；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人民币 450,000.00 万元（含本数），在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将用

于以下项目：年产 30 万吨电解液项目（东营）、年产 20 万吨电解液项目（武汉）、

22 万吨/年锂电材料生产研发一体化项目、年产 10 万吨液态锂盐项目、年产 1.1

万吨添加剂项目、年产 5 万吨湿电子化学品项目、年产 3 万吨硅基负极材料项目、

补充流动资金。上述项目投资总额为 705,751.57 万元。本次发行符合“理性融资，

合理确定融资规模”的要求。 

（5）经核查，发行人本次募集资金运用方案中，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和偿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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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的比例未超过募集资金总额的 30%；本次募集资金中的 55,000.00 万元将用

于补充流动资金，经测算，补充流动资金金额符合公司实际经营情况。本次补充

流动资金的原因及规模具备合理性。 

（6）经核查，发行人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不涉及引入境内外“战略投

资者”的情形，不适用《注册办法》第五十七条规定。 

（7）经核查，发行人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定价基准日为本次向特定

对象发行股票的发行期首日，不适用《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第六十

条的相关规定。 

综上所述，本保荐机构认为，发行人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

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注册办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第九

条、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三条、第四十条、第五十七条、第六十条有关规定

的适用意见——证券期货法律适用意见第 18 号》及其他规范性文件所规定的发

行上市条件。 

五、保荐机构对发行人主要风险及发展前景的简要评价 

（一）发行人存在的主要风险 

1、对公司核心竞争力、经营稳定性及未来发展可能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的因

素 

（1）宏观经济波动引致的业绩风险 

公司逐渐从传统化工业务向新能源、新材料业务转型，部分核心产品在国内

外同业领域处于行业领先地位，但在全球及我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行业周期性

调整尚未结束、跨国贸易摩擦频繁发生及新型冠状病毒全球蔓延的大背景下，如

公司下游所在行业增长不及预期甚至下滑，则可能影响该等行业及其客户对公司

产品的需求量和价格，公司业绩将可能受到不利影响。  

（2）新能源汽车行业政策变化的风险 

新能源汽车行业是公司当前核心产品碳酸酯类电解液溶剂和电解液等未来

规划产品的下游重要应用领域，国家关于新能源汽车的行业政策与公司的未来发



 

3-1-16 

展紧密相关。近年来，国家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支持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如《新

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2021-2035 年）》《2030 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等，上述

政策为新能源汽车产业的经营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发展机遇和空间，加快了新能源

汽车的推广和普及。但是，中央和地方对新能源汽车产业的支持政策存在调整的

风险，若未来相关产业支持政策发生重大不利变化，将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发展

造成不利影响。 

（3）市场竞争加剧的风险 

近年来，随着国家对新能源、新材料产业的支持，市场在快速发展的同时，

竞争也日趋激烈。公司所处行业在技术、资金及环保等方面均有一定的进入壁垒，

但未来仍将面临新进入市场者以及现有竞争对手的竞争。目前，公司产品以碳酸

酯系列锂离子电池电解液溶剂为核心，碳酸酯产品行业的竞争风险主要来源于行

业内企业的竞争，由于碳酸酯系列产品未来发展前景较好，近年来国内碳酸酯生

产企业产能扩张幅度较快。如未来市场需求的增速低于市场供应的增速，而公司

又未能及时调整产品结构，公司业务发展将面临一定的市场竞争加剧的风险，公

司产品价格可能受到供需结构变化的影响而下降，进而对公司的盈利水平产生不

利影响。 

（4）产品和原材料价格大幅波动的风险 

公司主要原材料有低压液化气、丙烯、环氧乙烷、环氧丙烷、甲醇、乙醇等，

公司原材料成本占营业成本比重较大，原材料供应和价格的波动对营业成本及毛

利率会有较大影响。受 2020 年以来市场环境影响，国内化工企业开工、物流运

输受到不同程度冲击，部分原材料供应受到影响，价格波动加剧。 

而公司产品价格又受到上游原材料价格以及下游市场需求的波动性的影响，

如果原材料价格短期出现大幅波动，而公司调整产品销售价格幅度有限或者存在

一定期间的滞后，短期内会造成公司产品毛利率水平波动，影响公司盈利水平。 

（5）安全生产风险 

公司生产过程中存在少许易燃、易爆、易污染环境的辅料，产品生产过程中

涉及高温、高压等工艺，对操作要求较高，存在着因设备及工艺不完善、物品保

管及操作不当等原因而造成意外安全事故的风险，公司可能因此被相关政府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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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以处罚、责令停产等，从而给公司的生产经营带来不利影响。 

（6）环境保护风险 

公司作为化工生产企业，主要生产原料、部分产品及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水、

废气及固体废弃物等“三废”对环境存在污染。随着国家不断提高环境保护的标

准或出台更严格的环保政策，可能会导致公司经营成本上升，对公司的盈利能力

构成不利影响。 

（7）技术更替的风险 

随着行业发展和技术迭代，氢燃料电池、固态锂离子电池等新型电池技术路

径的推广，存在对现有锂离子电池技术路线的冲击。若未来锂离子电池在性能、

技术指标和经济性等方面被其他技术路线的电池超越，其市场份额将被挤占，将

对公司收入和经营业绩产生较大的不利影响。 

（8）公司规模扩大导致的管理风险 

随着公司业务规模的不断扩大，公司经营呈现技术、业务模式及业务细分领

域多样化的特征，公司管理的广度和深度在逐步加大，对管理的要求也同步提高。

若公司在组织架构、人力资源及财务管理等方面不能适应规模迅速扩张的需要，

管理制度等未能得到及时调整和完善，将对公司的高效运营造成不利影响，使公

司面临一定的管理风险。 

（9）本次发行摊薄即期回报的风险 

本次发行后，公司的股本和净资产将有一定幅度的增长。由于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存在一定的实施周期，募集资金使用效益的显现需要一定时间，相关利润在

短期内难以全部释放，若公司净利润增长速度小于净资产、股本的增长速度，公

司的每股收益和净资产收益率等财务指标存在短期内下降的风险。因此本次发行

存在摊薄即期回报的风险。 

2、可能导致本次发行失败或募集资金不足的因素 

（1）审批风险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尚需经上交所审核通过并经中国证监会作出予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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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的决定，能否取得相关批准及取得批准文件的时间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2）发行风险和募集资金不足的风险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不超过 60,804,000 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450,000.00 万元（含本数）。本次发行采取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式，于董事会

决议时尚未确定发行对象。 

由于本次发行为向不超过 35 名符合条件的特定对象定向发行股票募集资

金，且发行结果将受到证券市场整体情况、公司股票价格走势、投资者对本次发

行方案的认可程度等多种内外部因素的影响。因此，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最

终能否成功发行及募集资金金额存在不确定性，存在发行失败或募集资金不足的

风险。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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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募投项目效益实现情况存在不达预期的风险，主要风险因素如下： 

（1）募投项目市场环境发生变化的风险 

本次募投项目达产后收益率测算建立在产能充分释放且当期产量全部实现

销售的基础上，按照历史价格对收入成本等进行预计测算得出。但是在募投项目

实施过程中或投入运营后，公司可能会受到产业政策变化、行业环境恶化、产品

和原材料价格变化等因素的负面影响而导致募投项目的实施进度或产品销售情

况和价格情况不及预期，从而导致募投项目无法实现预期效益的风险。 

（2）募投项目产能无法消化的风险 

公司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主要系新增锂电池电解液及其配套原材料溶质

液态锂盐、溶剂碳酸酯系列的产能，电解液是锂离子电池产业链的重要组成部分。 

近年来，新能源汽车产业的蓬勃发展带动了动力储能锂离子电池及其上游原

材料市场的快速增长。对于下游集中度较高的电池厂商来说，为保证其产品质量

和经营效率，需求会向出货量大、供货稳定的供应商倾斜。因此为抢占产业快速

发展的机遇，行业内企业不断加大产能规划。因目前行业整体扩产速度较快，如

未来市场需求的增速低于市场供应的增速，可能会在一定时期形成供过于求、产

能过剩的局面。公司的电解液产品进入市场后将与行业既有优势企业围绕产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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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成本控制、客户资源等展开竞争，产能如果过剩将导致行业竞争加剧。若未

来市场竞争环境发生重大不利变化，存在募投项目因产能利用率不足，产品单位

成本上升，或竞争激烈导致产品价格下降，从而无法实现预期效益的风险。 

（3）硅基负极项目的技术和市场风险 

硅基负极因拥有更高的理论比容量，可以有效提高电池能量密度，从而提升

电池的续航里程，被作为理想的新一代负极材料，并应用于大圆柱电池。但是硅

基负极作为前沿材料，仍处于产业发展前期。 

技术方面，硅基负极的研发具有较高的技术门槛，现阶段硅基负极材料的性

能、工艺还有待成熟，需要在研发方面持续投入。除自身工艺外，电池的制备流

程以及匹配的主、辅材对硅基材料的性能发挥影响很大，国内锂电企业在硅基负

极的应用技术上相比国外标杆企业尚存在差距，存在硅基负极在锂电池的应用导

入速度和效果不及预期的风险。 

市场方面，硅基负极在动力电池领域的放量短期依赖于大圆柱电池，若大圆

柱电池的市场渗透不及预期，也将影响未来硅基负极市场空间。另外硅基负极相

对于碳基负极材料的制备工艺复杂，且各家工艺均不同，产品目前未达到标准化，

导致价格偏高，也影响了硅基负极的渗透速度。 

综上所述，硅基负极项目作为前沿领域的投资项目，存在技术研发和产业发

展速度低于预期，导致募投项目无法实现预期效益的风险。 

（4）募投项目产品进入新市场的风险 

公司本次募投项目中的产品主要是电解液及其配套材料、硅基负极、湿电子

化学品。募投项目投产后，公司产品结构将从目前的以碳酸酯类溶剂产品为主过

渡到以电解液及其配套材料为主。公司电解液产品、硅基负极产品的客户群体主

要是下游锂电池厂商，湿电子化学品客户主要为半导体和光伏厂商，其中湿电子

化学品公司目前暂未有销售。 

目前公司客户主要为电解液厂商和石油化工企业。相对于目前的客户结构，

本次募投项目的客户结构在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上进一步向下延伸，另外拓宽至半

导体厂商、光伏厂商。因此，募投项目实施并达产后，公司产品和客户结构相较

目前将发生较大变化，公司需要在新市场领域进行开拓，在产品质量、营销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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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能力等方面适应新客户的需求，在产品推广的过程中面临一定的不确定性。

如果公司新产品、新市场开拓进展不达预期，募投项目可能无法实现预期效益。 

（二）对发行人发展前景的简要评价 

发行人自成立以来持续深耕以碳酸酯类产品为主的精细化工品行业，逐步形

成了以碳酸酯系列锂离子电池电解液溶剂为核心的新能源材料为主，以甲基叔丁

基醚等传统化工产品为辅的业务格局。 

近年来受益于锂电池技术的迅猛发展和新能源汽车产业的高速增长，碳酸酯

系列产品作为锂电池电解液溶剂，市场需求持续增长。凭借质量和品牌优势，目

前发行人已成为国内最大的碳酸酯系列产品生产商、电解液溶剂的龙头企业，盈

利水平不断提升。在此背景下，发行人制定了“聚焦新能源、新材料业务”的发

展战略，对部分传统化工装置进行了剥离，同时延伸建设电解液及液态锂盐、添

加剂等配套材料项目，瞄准新一代硅基负极材料发力，另外拓展湿电子化学品领

域业务，以延伸产业链、拓宽产业面，巩固和提升公司的行业地位和盈利能力。 

从行业发展情况来看，锂电池产业方面，新能源汽车为锂电池最主要的应用

市场，2020年 11月 2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2021-2035

年）》，提出到 2025 年，新能源汽车新车销售量达到汽车新车销售总量的 20%左

右，力争经过 15 年的持续努力，纯电动汽车成为新销售车辆的主流。近年来，

受动力电池技术突破和政策支持等影响，新能源汽车需求快速增长，带动锂电池

及其相关上游材料的需求量大幅增加，锂电池厂商近期亦纷纷宣布扩产计划，预

计将带动对相关原材料的持续需求。湿电子化学品产业方面，湿电子化学品作为

集成电路、光伏等产业所需的关键化学材料，在电子工业的重要性日益突出，同

时有较大国产替代空间。 

发行人作为国内最大的碳酸酯系列产品生产商、电解液溶剂的龙头企业，本

次募投项目围绕其发展战略，在现有产品和技术优势基础上，顺应产业趋势，通

过建设电解液及配套产品项目、硅基负极、湿电子化学品等新能源、新材料项目，

在锂电池材料产业深耕发展，顺应行业趋势，有助于公司巩固和提升竞争优势，

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为公司向“电解液+材料”综合平台服务商转型奠定基础，

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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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关于有偿聘请第三方机构和个人等相关行为的核查 

根据《关于加强证券公司在投资银行类业务中聘请第三方等廉洁从业风险防

控的意见》（证监会公告[2018]22 号）（以下简称“廉洁从业意见”）等规定，保

荐机构就在投资银行类业务中有偿聘请各类第三方机构和个人（以下简称“第三

方”）等相关行为进行核查。 

（一）保荐机构有偿聘请第三方等相关行为的核查 

保荐机构在本次保荐业务中不存在各类直接或间接有偿聘请第三方的行为，

不存在未披露的聘请第三方行为。 

（二）发行人有偿聘请第三方等相关行为的核查 

本保荐机构对发行人有偿聘请第三方等相关行为进行了专项核查。经核查，

发行人在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等该类项目依法需

聘请的证券服务机构之外，存在直接或间接有偿聘请其他第三方的行为。发行人

聘请了 Sakurada Hongo Law Firm（樱田本乡法律事务所）、唐汇栋律师行、

MOORE Legal CZ（大华国际捷克事务所法律事务所）为发行人境外子公司出具

法律意见书，聘请青岛雅博翻译咨询有限公司对境外律师出具文件进行翻译。 

1、聘请的必要性 

（1）青岛雅博翻译咨询有限公司：发行人与其就法律意见书由日文、韩文

翻译中文服务达成合作，由该公司提供翻译服务； 

（2）樱田本乡法律事务所：发行人与其就向石大胜华日本出具法律意见书

事宜达成合作； 

（3）大华国际捷克事务所法律事务所：发行人与其就向石大胜华捷克出具

法律意见书事宜达成合作； 

（4）唐汇栋律师行：发行人与其就向石大胜华香港出具法律意见书事宜达

成合作。 

2、第三方的基本情况、资格资质、具体服务内容 

（1）青岛雅博翻译咨询有限公司是一家注册在青岛的翻译公司，注册地址



 

3-1-22 

山东省青岛市市北区延安路 167 号 304 室，主营业务为翻译服务。服务内容为提

供日文翻译中文法律意见书、韩文翻译中文法律意见书各一份； 

（2）樱田本乡法律事务所是一家注册在日本的律师事务所，拥有律师相关

资格资质。服务内容为以石大胜华日本为标的出具法律意见书； 

（3）大华国际捷克事务所法律事务所是一家注册在捷克的律师事务所，拥

有律师相关资格资质。服务内容为以石大胜华捷克为标的出具法律意见书。 

（4）唐汇栋律师行是一家注册在中国香港的律师行，拥有律师相关资格资

质。服务内容为以石大胜华香港为标的出具法律意见书。 

3、定价方式、实际支付费用、支付方式和资金来源 

公司与第三方均按照友好协商的方式确定合同价格，资金来源均为自有资

金，支付方式为银行转账。 

（1）青岛雅博翻译咨询有限公司：总价为人民币 5,250 元，截至本发行保

荐书出具日已全部支付； 

（2）樱田本乡法律事务所：总价为 400,000 日元，截至本发行保荐书出具

日已全部支付； 

（3）大华国际捷克事务所法律事务所：总价为 134,400 克朗，截至本发行

保荐书出具日已全部支付； 

（4）唐汇栋律师行：总价为 39,000 港币，截至本发行保荐书出具日已全部

支付。 

经保荐机构核查，保荐机构在本次保荐业务中不存在各类直接或间接有偿聘

请第三方的行为，不存在未披露的聘请第三方行为，符合《关于加强证券公司在

投资银行类业务中聘请第三方等廉洁从业风险防控的意见》（证监会公告

[2018]22 号）的相关规定。上市公司在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律师事务所、会

计师事务所等该类项目依法需聘请的证券服务机构之外，有偿聘请其他第三方机

构的行为合法合规，符合《关于加强证券公司在投资银行类业务中聘请第三方等

廉洁从业风险防控的意见》（证监会公告[2018]22 号）的相关规定。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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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关于胜华新材料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之发行保荐书》之签字盖章页） 

 

项目协办人：                           

 黄晓乐  

   

保荐代表人：                                                   

 于冬梅 彭奕洪 

   

保荐业务部门负责人：                         

 王明希  

   

内核负责人：                         

 刘祥生  

   

保荐业务负责人：                         

 王明希  

   

法定代表人、董事长、总经理：                         

 张  剑  

   

 
  保荐机构（盖章）：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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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保荐代表人专项授权书 
 

上海证券交易所： 

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及有关文件的规定，本公司现授权

于冬梅、彭奕洪担任胜华新材（证券代码：603026）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

的保荐代表人，具体负责该公司发行上市的尽职推荐及持续督导等保荐工作。 

于冬梅熟练掌握保荐业务相关的法律、会计、财务管理、税务、审计等专业

知识，最近五年内具备三十六个月以上保荐相关业务经历、最近十二个月持续从

事保荐相关业务，最近十二个月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等自律组织的重大纪律处分

或者中国证监会的重大监管措施，最近三十六个月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

罚；最近 3 年内曾担任过已完成的中信海洋直升机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代码：

000099）主板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签字保荐代表人。目前，未签署已申报在审企业。 

彭奕洪熟练掌握保荐业务相关的法律、会计、财务管理、税务、审计等专业

知识，最近五年内具备三十六个月以上保荐相关业务经历、最近十二个月持续从

事保荐相关业务，最近十二个月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等自律组织的重大纪律处分

或者中国证监会的重大监管措施，最近三十六个月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

罚；最近 3 年内未曾担任过已完成项目的签字保荐代表人。目前，未签署已申报

在审企业。 

于冬梅、彭奕洪在担任胜华新材（证券代码：603026）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的保荐代表人后，符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第四条和《上

海证券交易所发行上市审核规则适用指引第 1 号——申请文件受理》第三条规定

的条件，具备签署该项目的资格。 

特此授权。 

（以下无正文） 



 

3-1-25 

（此页无正文，为《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关于胜华新材料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之保荐代表人专项授权书》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 

                                                           

于冬梅                    彭奕洪 

 

 

 

法定代表人： 

                                 

张  剑 

 

 

 

 

 

 

 

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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