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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 

腾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发行人”或“腾景科

技”）收到贵单位于 2020 年 12 月 8 日出具的关于腾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注册

环节反馈问题（以下简称“意见落实函”），公司已会同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兴业证券”、“保荐机构”）、福建至理律师事务所（以下简

称“律师”）、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会计师”）

对意见落实函进行了认真研究和落实，现回复如下，请予审核。 

除非文义另有所指，本回复中的简称与《腾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说明书》（以下简称“招股书”）中的释义具有

相同涵义。 

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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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回复报告的字体： 

意见落实函所列问题 黑体加粗 

意见落实函所列问题答复、引用原招股说明书内容 宋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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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1 

关于主要客户。申报文件披露，公司未经华为认证成为直接供应商之前，

无法直接向其供应产品，因此公司 2018 年度、2019 年度通过亚美斯通向华为

技术有限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海思光电子有限公司供应产品。 

请发行人说明：（1）通过贸易类客户亚美斯通向华为及海思光电子供应产

品的证据；华为及亚美斯通对发行人产品的认证情况；（2）主要客户在审阅截

止日后的期后回款情况。 

请保荐机构、申报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发行人说明】 

一、通过贸易类客户亚美斯通向华为及海思光电子供应产品的证据；华为

及亚美斯通对发行人产品的认证情况 

1、通过贸易类客户亚美斯通向华为及海思光电子供应产品的证据 

发行人自2018年开始与华为接洽并进行商务谈判，根据华为的供应商管理

要求，在未经华为认证成为直接供应商之前，无法直接向其供应产品，而直接

供应商的认证周期较长，因此，经双方友好协商后确定，发行人在成为华为的

直接供应商之前，将通过其集采供应商亚美斯通向其提供产品，具体业务流程

如下：发行人向华为销售的产品通过华为认证且可批量供应时，华为将根据自

身采购安排，将具体产品的采购需求通过邮件方式向发行人提出预报价申请，

发行人的预报价经双方协商一致后，华为将委托亚美斯通以邮件方式向发行人

提出正式的报价申请，发行人则通过邮件将与华为协商好的报价情况回复亚美

斯通，亚美斯通收到发行人的报价后告知华为，华为将再次通过亚美斯通向发

行人下达正式的采购订单，发行人与亚美斯通签订正式合同后即着手安排生

产，产品生产完成后直接发往亚美斯通仓库所在地，后续由其转交给华为。 

亚美斯通作为A股上市公司深圳市新亚电子制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新亚制程”）的全资子公司，主要为全球知名的电子制造企业提供专业供应链

服务。根据新亚制程2018年及2019年的年度报告可知，华为为其第一大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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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结合保荐机构及会计师对亚美斯通的访谈以及发行人与华为、亚美斯通

的往来邮件可知，亚美斯通向发行人采购的产品将直接向华为供货。 

因此，综上可知，发行人通过贸易类客户亚美斯通向华为及海思光电子供

应产品的证据充分，具备合理性。 

2、华为及亚美斯通对发行人产品的认证情况 

亚美斯通作为华为的集采供应商，该公司不负责向腾景科技所采购产品的

认证，相关产品的认证过程由华为负责，发行人产品经华为认证通过后，再通

过亚美斯通向华为供应，产品的具体认证过程如下：华为向发行人提出定制化

需求，发行人研发设计后提供样品供华为测试。样品测试通过后，发行人小批

量供应产品予华为，进行产品验证，待小批量产品指标、性能等稳定后，华为

将通知发行人已通过小批量验证，后续发行人则通过亚美斯通向华为批量供应

该类产品。 

二、主要客户在审阅截止日后的期后回款情况 

发行人主要客户在2020年第4季度的回款情况及审阅截止日后的期后回款情

况列示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客户名称 

2020 年 9 月 30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应收账款 

余额 

第 4 季度 

回款金额 

回款 

占比 

应收账款 

余额 

期后 

回款金额 

回款 

占比 

1 

海思光电子有限公司 4,124.56 2,833.44 68.70 3,475.11 1,131.87 32.57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203.63 173.99 85.44 121.72 29.64 24.35 

华为小计 4,328.18 3,007.43 69.48 3,596.83 1,161.51 32.29 

2 

武汉锐科光纤激光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897.89 466.36 51.94 1,191.16 596.31 50.06 

无锡锐科光纤激光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83.26 83.26 100.00 30.09 3.30 10.97 

国神光电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 - - 1.84 1.84 100.00 

锐科激光小计 981.15 549.62 56.02 1,223.09 601.45 49.17 

3 深圳市星汉激光科技有限公司 1,251.65 655.40 52.36 1,342.60 600.00 44.69 

4 Fabrinet Co.,Ltd 470.06 470.06 100.00 258.11 246.83 95.63 

5 

Finisar 346.17 346.17 100.00 334.17 99.10 29.66 

科纳技术（苏州）有限公司 18.81 18.81 100.00 1.99 1.23 61.81 

福州高意通讯有限公司 - - - 0.10 0.1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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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客户名称 

2020 年 9 月 30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应收账款 

余额 

第 4 季度 

回款金额 

回款 

占比 

应收账款 

余额 

期后 

回款金额 

回款 

占比 

Ⅱ-Ⅵ集团小计 364.98 364.98 100.00 336.26 100.43 29.87 

合计 7,396.02 5,047.48 68.25 6,756.89 2,710.22 40.11 

发行人前五大客户2020年9月30日的应收账款余额在四季度的回款比例为

68.25%，回款情况良好；部分应收账款暂未回款主要原因系该等应收账款的信

用期暂未到期引起。 

截至2021年2月18日，发行人前五大客户的期后回款比例为40.11%，回款比

例相对较低，主要是因为数据统计期间相对较短，大部分款项的信用期暂未到

期引起。 

【保荐机构、会计师核查】 

一、核查过程 

保荐机构及申报会计师针对上述事项进行了以下核查： 

1、对公司核心技术人员、销售人员进行访谈，了解公司与华为及亚美斯通

的合作情况及产品认证情况； 

2、对亚美斯通实施访谈程序，查阅新亚制程的年度报告，了解其与华为的

业务往来情况； 

3、取得公司与华为、亚美斯通关于产品报价的往来邮件，确认三方的具体

业务流程； 

4、取得主要客户期后回款依据，分析主要客户期后回款情况。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及申报会计师认为： 

1、公司通过贸易类客户亚美斯通向华为及海思光电子供应产品的证据充

分，具备合理性； 

2、发行人销售给亚美斯通及华为的相关产品的认证过程均由华为负责； 

3、主要客户的回款情况良好，部分应收账款暂未回款的原因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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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2 

请发行人：（1）结合适用的科创属性标准，说明发行人具体产品的关键性

是否已在国家主管部门政策文件中列示，前述文件列示的相关产品与发行人具

体产品是否相同；（2）发行人相关产品出现前，国内该项产品的具体来源，是

否因发行人产品出现打破外国产品的垄断地位。发行人的产品与原进口垄断产

品的性能或效用差异情况，在国内相同产品中是否处于领先地位，对整体市场

竞争格局、产品定价权等产生影响情况；（3）说明符合前述要求具体产品在营

业收入占比。 

请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进行核查，说明具体核查过程、依据，并就发行

人是否具备科创属性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发行人说明】 

一、结合适用的科创属性标准，说明发行人具体产品的关键性是否已在国

家主管部门政策文件中列示，前述文件列示的相关产品与发行人具体产品是否

相同 

发行人适用的科创属性标准为《科创属性评价指引（试行）》《上海证券

交易所科创板企业发行上市申报及推荐暂行规定》中的“（四）依靠核心技术

形成的主要产品（服务），属于国家鼓励、支持和推动的关键设备、关键产

品、关键零部件、关键材料等，并实现了进口替代”；截至本回复出具之日，

发行人也已符合中国证监会《科创属性评价指引（试行）》第一条和《上海证

券交易所科创板企业发行上市申报及推荐暂行规定》第四条规定的3项科创属性

指标。 

发行人是专业从事精密光学元件、光纤器件研发、生产和销售的企业。发

行人主要产品为光学元器件产品，实现进口替代的产品为CWDM滤光片、偏振

分束器（PBS）、消偏振分束器（NPBS）、模压玻璃非球面透镜、特种保偏准

直器等相关产品，上述产品是光通信系统、激光系统、量子信息科研相关的核

心部件的关键组成部分，对光通信系统、激光设备、量子信息系统的可靠运

行、技术创新升级等起到了关键作用，属于国家鼓励、支持和推动的关键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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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关键零部件。上述产品在国家主管部门政策文件中列示情况及对应关系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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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数据中心CWDM滤光片 

产品名称 
产品的关键性在国家主管部门政策文件中的列示情况 

相关产品的对应关系及关键性 
文件名称 列示内容 

数 据 中 心

CWDM 滤光片 

2017 年 12 月工业和信息化部电

子信息司、中国电子元件行业协

会发布的《中国光电子器件产业

技术发展路线图（2018-2022）》 

依据未来发展趋势，我国光通信器件

企业应重点加强 100Gb/s 光收发模

块、„„的研发投入与市场突破，并

争取尽快扩大生产规模、早日摆脱对

国外供应商的依赖。并且争取在下一

代 400Gb/s 光收发模块产品、„„加

大投入、加快研发速度，争取跟国际

一级厂商处于并跑状态 

发行人的 CWDM 滤光片是 100 Gb/s 光收发模块、400Gb/s

光收发模块产品的关键组成部分。光收发模块实现的光传输

速率是其重要的技术参数。发行人的 CWDM（即粗分波分

复用）滤光片可将每个低速率的激光束复合成高速率的激光

束，从而提高整个光收发模块的光传输速率。通常 1 个光收

发模块需要 8 个 CWDM 滤光片，对其生产技术和成本要求

都很高，具有一定技术和工艺难度壁垒。因此，CWDM 滤

光片是光收发模块实现其功能的关键元件。 

2、偏振分束器（PBS）（包括多层/超多层干涉堆和高功率偏振分束器） 

产品名称 
产品的关键性在国家主管部门政策文件中的列示情况 

相关产品的对应关系及关键性 
文件名称 列示内容 

多层/超多层干

涉堆 

2019 年 6 月科技部印发的《“量

子调控与量子信息”重点专项

2019 年度定向项目申报指南》 

将量子计算与模拟等列入国家重点专项，瞄

准我国未来信息技术和社会发展的重大需求 

发行人的多层/超多层干涉堆应用于量子科研多个重

点项目。近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与相关科研院所

合作，构建了 76 个光子的量子计算原型机“九

章”，实现了具有实用前景的“高斯玻色取样”任

务的快速求解，使得我国成功达到了量子计算研究

的第一个里程碑：量子计算优越性（国外称“量子

霸权”）。发行人的多层/超多层干涉堆直接提供予

该项目，是用于产生多路并行量子态，从而实现量

子多路并行计算，对于量子计算原型机的运算速度

具有重要影响，是量子计算等科研领域最关键组件

之一 

2017 年 5 月科学技术部、教育

部、中国科学院、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委员会印发的《“十三五”

国家基础研究专项规划》 

将量子计算机列为“十三五”期间“事关我

国未来发展的重大科技战略任务”的首位 

中共中央政治局 2020 年 10 月 16 日下午就量子科技研究和应用前景举行第二十四

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基础研究突破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

快推进量子科技重大项目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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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功率偏振分

束器 

2016 年 10 月工业和信息化部印

发的《产业技术创新能力发展规

划（2016-2020 年）》 

明确要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抢占科技

创新制高点，在电子信息制造业重点发展光

学光电子领域相关技术，包括高功率、高光

束质量、高可靠性、高智能化、固态化和低

成本的激光器件等光电器件，以及激光用光

纤，高性能光学薄膜镀膜设备 

光纤激光器的输出功率水平是光纤激光器产品的重

要技术参数。偏振分束器可将每个低功率的激光束

复合成高功率的激光束，从而提高光纤激光器的输

出功率。发行人的高功率偏振分束器具备更高的激

光损伤阈值，可合成更高功率的激光束，具有一定

技术和工艺难度壁垒，是“高功率、高光束质量、

高可靠性的光纤激光器”的关键组成部分 

2017 年 4 月科技部印发的《“十

三五”先进制造技术领域科技创

新专项规划》 

明确要重点发展激光器与核心功能部件，重

点研究掌握激光晶体/光学晶体等激光器关键

功能部件的国产化 

发行人的高功率偏振分束器属于前述规划中要重点

研究掌握的光学晶体 

3、消偏振分束器（NPBS） 

产品名称 
产品的关键性在国家主管部门政策文件中的列示情况 

相关产品的对应关系及关键性 
文件名称 列示内容 

消偏振分束器

（NPBS） 

2017 年 12 月工业和信

息化部电子信息司、中

国电子元件行业协会发

布的《中国光电子器件

产业技术发展路线图

（2018-2022）》 

国产光通信设备厂家在全球光通信设备市场份额中占

据第一的位置，但是光通信器件产业与国际领先水平

还有较大差距，目前国内核心的光通信芯片及器件仍

然严重依赖于进口，高端光通信芯片与器件的国产化

率不超过 10%，“大而不强”的问题突出。光通信器

件按照物理形态的不同，可分为：芯片、光有源器

件、光无源器件、光模块与子系统等四大类。光滤波

器（合波器/分波器）等属于光无源器件的典型产品 

发行人的消偏振分束器（NPBS）是光无源器件中

分波器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作用是用于产生高密度

分波，是实现分波器的主要功能的关键部件。 

从成本构成来说，该组件物料成本占整个分波器模

块物料成本的 50%以上，是分波器模块主要元件。 

该组件技术难度大，目前国内只有发行人可以批量

生产符合光通讯要求的该产品 

4、模压玻璃非球面透镜 

产品名称 

产品的关键性在国家主管部门政策文件中的列示

情况 相关产品的对应关系及关键性 

文件名称 列示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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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压玻璃非球面透镜

（包括直径 1.0mm 模

压玻璃非球面透镜、

阵列非球面透镜、方

形非球面透镜、非球

管帽） 

2017 年 12 月工业和信息化

部电子信息司、中国电子元

件行业协会发布的《中国光

电子器件产业技术发展路线

图（2018-2022）》 

明确光通信器件产

业重点发展产品包

括 10G PON OLT

与下一代 PON 光

收发模块 

10G PON OLT 与下一代 PON 光收发模块的激光芯片发射光的准直性及损耗

性是光收发模块功效的重要指标，是整个光收发模块实现基本功能的基

础。发行人模压玻璃非球面透镜是目前光芯片发出的光进行准直同时保证

损耗小的最佳选择，是高速光模块关键元件之一，发行人量产之前只有日

本、美国少数公司掌握该技术批量提供。 

5、特种保偏准直器 

产品名称 
产品的关键性在国家主管部门政策文件中的列示情况 

相关产品的对应关系及关键性 
文件名称 列示内容 

特种保偏准

直器 

2017 年 12 月工业和信息化部

电子信息司、中国电子元件行

业协会发布的《中国光电子器

件 产 业 技 术 发 展 路 线 图

（2018-2022）》 

明确光通信器件产业重点

发 展 产 品 包 括

100G/200G、400G/600G、

1T+速率 CFP2-DCO/OBO 

DCO 相干光收发模块 

发行人的特种保偏准直器应用于各类相干光收发模块。保证有用信号能安

全传输和接收，是整个相干光收发模块的基本功能，发行人的特种保偏准

直器用于保证光信号输入输出偏振消光比不变差，以确保有用信号能安全

传输和接收，是整个相干光收发模块指标是否可以达到应用标准关键器

件。发行人是目前国内公司能达到客户要求标准的主要供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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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发行人相关产品出现前，国内该项产品的具体来源，是否因发行人产

品出现打破外国产品的垄断地位。发行人的产品与原进口垄断产品的性能或效

用差异情况，在国内相同产品中是否处于领先地位，对整体市场竞争格局、产

品定价权等产生影响情况 

（一）发行人实现进口替代相关产品打破境外产品垄断的情况及对整体市

场竞争格局、产品定价权的影响 

光电子元器件是下游各应用领域设备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光学元件、光

芯片是产业链的基石。公司实现进口替代产品应用于光通信、光纤激光、量子

信息科研等领域，其中光通信领域的产品最为集中（2020 年 1-6 月，公司实现

进口替代产品收入中，光通信领域产品占全部进口替代产品收入的比例为

94.31%）。以光通信为例，产业链包括系统、模块、组件、芯片等部分，对外

依赖程度呈现依次提高的情形。在系统设备领域，中国企业如华为、中兴、烽

火已经成长为产业引领者，而元器件厂商则以民营中小企业为主，规模普遍较

小，主要集中在中低端产品，核心基础光通信器件研发制造能力薄弱。目前应

用于数据中心、电信网络的高端光通信元器件产品几乎由国外企业主导，国内

企业处在追赶阶段，部分重要元器件仍依赖进口，比如模压玻璃非球面微透

镜、非球柱面透镜、磁光材料、特种光纤等，产业链供应链的自主可控能力存

在一定短板。 

公司建立的四大类核心技术涵盖了光电子元器件制造的主要环节，具备了

各类精密光学元件和光纤器件的开发、制造能力，与全球主要的光模块厂商、

光纤激光器厂商均保持着合作关系，研发技术和产品制造能力在行业内具有较

强竞争力。因此，公司在具体产品的发展策略上会尽可能选择技术难度较大、

竞争程度较低的方向，在国内相关产业链强化国产化趋势的背景下，进口替代

产品无论在市场空间或产品附加值上也更具有较强的商业可行性。公司进口替

代产品销售的下游客户包括苏州旭创、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深圳市星汉激光科

技有限公司、北京凯普林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光迅科技等，上述客户均为

各自细分行业领域的主流企业或研究机构，即公司的下游客户在所处领域中的

市场占有率或者市场地位较高，应用产品能够充分代表市场的主流方案和发展

方向，其供应链的竞争格局转化也具有市场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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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司实现进口替代产品进入客户供应链体系之前，国内客户主要向境外

供应商或境外供应商的中国子公司采购相关产品。公司通过自主研发，部分产

品的技术性能指标达到或超过了境外供应商的水平，进入了客户的供应链体

系，随着产品逐步实现稳定量产，市场份额逐渐提高，从而打破了境外供应商

的垄断局面。同时，公司下游客户对供应商的选择一般会综合考虑产品性能、

量产能力、交付能力、价格水平等各项因素，并确保同类产品保持稳定的 2-3

家供应商以保障供应链的稳定性，虽然价格水平并非是客户选择供应商的核心

考虑因素，但公司产品的进入也一定程度上平抑了国外厂商的报价水平。因

此，公司产品的进入有助于相关产业形成更为稳定、有序的市场竞争格局，并

实现定价体系的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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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实现进口替代相关产品打破境外产品垄断的具体情况及对产品定价权的影响如下： 

产品类别 具体产品 应用领域 客户 客户的市场地位及代表性 
原进口产品及供

应商 
打破境外产品垄断情况1 对产品定价权的影响2 

滤光片 

数据中心

CWDM滤光

片 

光通信领

域 

苏州旭创

及其供应

商 

苏 州 旭 创 是 中 际 旭 创

（300308.SZ）的全资子公司，是

高端光通信收发模块的行业领先

厂商，100Gb/s光收发模块产品的

出货量为全球第一3，公司数据中

心CWDM滤光片应用于其光收发

模块产品中 

A公司（美

国）、B公司

（中国台湾）的

滤光片产品 

原供应商均为境外厂商，公司

产品2017年进入市场，逐步替

代份额，2020年公司供应给苏

州旭创及其供应商的主要型号

数据中心CWDM滤光片产品，

占其相应型号光收发模块所采

购的CWDM滤光片的比例约为
75% 

公司数据中心CWDM滤光片

实现进口替代后，单次镀膜有

效面积可超过境外厂商，使滤

光片镀膜工序的生产成本有效

降低，提高了生产效率，使产

品均价较实现进口替代前降低

约70% 

偏振分束器

（PBS） 

多层/超多层

干涉堆 

量子信息

科研领域 

中国科学

技术大学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研团队在量

子信息和量子科技创新方面取得

了重大的科研成果，是世界量子

信息科研领域的引领者；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构建的量子计

算原型机“九章”中所应用的多

层/超多层干涉堆产品，仅由公司

一家供应4 

C公司（美国）

的偏振分束器

（PBS）产品 

原供应商为国外厂商，公司产

品2017年进入市场，根据目前

公开资料，没有国内外其他企

业可生产键合面积在900mm2

（30mm*30mm）以上或键合

层数5层以上的多层/超多层干

涉堆，因此公司部分多层/超多

层干涉堆产品，仅由公司一家

向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供应，份

额占比为100%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早期用于量

子信息科研领域的干涉堆主要

向境外厂商采购，随着客户对

于键合面积及键合层数的要求

越来越高，目前键合面积在

900mm2（30mm*30mm）以上

或键合层数5层以上的多层/超

多层干涉堆仅由公司一家向中

国科学技术大学供应，价格由

公司与客户协商形成，公司对

于多层/超多层干涉堆产品具

有产品定价权 

                            
1
 数据来源：公司实现进口替代产品打破境外产品垄断情况的相关资料及数据，来源于公司产品订单图纸、检测报告，同行业主要企业的产品手册及官方网站；部分客户、专家学

者、福建省光学学会出具的相关证明文件；客户产品招投标相关文件中关于产品采购份额占比数据 

2
 公司实现进口替代产品在实现进口替代后，对于产品定价权的影响情况，来源于对公司相关产品销售负责人的访谈 

3
 资料来源：中信证券研究部，中际旭创（300308）投资价值分析报告《IDC/5G双驱动，高端光模块龙头持续领先》，2020.4.12 

4
 资料来源：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陆朝阳教授邮件确认的证明文件、《里程碑式突破！我国量子计算原型机“九章”问世》（人民日报，2020.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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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类别 具体产品 应用领域 客户 客户的市场地位及代表性 
原进口产品及供

应商 
打破境外产品垄断情况1 对产品定价权的影响2 

高功率偏振

分束器 

光纤激光

领域 

深圳市星

汉激光科

技有限公

司、北京

凯普林光

电科技股

份有限公

司 

深圳市星汉激光科技有限公司专

注于半导体激光元件、器件封装

及工业高功率激光模块/系统研发

及制造，其半导体激光器件具有

高功率、高亮度、高可靠性、高

性价比特性，在光纤耦合半导体

激光器领域处于行业先进水平； 

北京凯普林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是专注于高功率激光器件、激

光系统研发及产业化，致力于高

性能光纤耦合半导体激光器、光

纤激光器、超快激光器等产品的

开发与市场应用的企业，2018年

销售额突破3亿元，跻身全球具有

影响力的激光器供应商行列 

A公司（美

国）、D公司

（美国公司的中

国子公司）、E

公司（美国）的

高功率偏振分束

器产品 

原供应商均为国外厂商或其中

国境内子公司，公司产品2016

年进入市场，逐步替代份额，

2020年主要型号高功率偏振分

束器产品占客户所采购相应型

号高功率偏振分束器的份额占

比约为60% 

公司实现了对境外供应商产品

份额的替代后，打破了其对产

品的垄断及其定价权，使产品

均价较实现进口替代前降低约
35% 

消偏振分束

器

（NPBS） 

消偏振分束

器

（NPBS） 

光通信领

域、量子

信息科研

领域 

光迅科技 

光迅科技（002281.SZ）为全球领

先的光电子器件、子系统解决方

案供应商，根据咨询机构Ovum数

据，2018第四季度至2019第三季

度光迅科技占全球市场份额约

8%，行业排名第三5 

A公司（美

国）、F公司

（美国）的消偏

振分束器

（NPBS）产品 

原供应商均为国外厂商，公司

产品2017年进入市场，逐步替

代份额，2020年主要型号消偏

振分束器（NPBS）产品占客户

所采购相应型号消偏振分束器

（NPBS）的份额占比约为90% 

公司实现了对境外供应商产品

份额的替代后，打破了其对产

品的垄断及其定价权，使产品

均价较实现进口替代前降低约
60% 

模压玻璃非

球面透镜 

直径1.0mm

模压玻璃非

球面透镜、

阵列非球面

透镜、方形

非球面透

镜、非球管

帽 

光通信领

域 

苏州旭

创、A客户 

苏州旭创情况详见上文“数据中

心CWDM滤光片”中相关内容； 

A客户是全球领先的ICT（信息与

通信）基础设施和智能终端提供

商，在光通信的系统设备方面处

于全球领先地位，公司实现进口

替代的特种保偏准直器，应用于

光通信领域相干光模块及其迭代

G公司（日

本）、H公司

（日本）、I公司

（韩国）的模压

玻璃非球面透镜 

原供应商均为国外厂商，近年

来公司产品逐步进入市场，开

始替代国外厂商份额，2020年

非球管帽主要型号模压玻璃非

球面透镜产品占客户所采购相

应型号模压玻璃非球面透镜的

份额占比约为80% 

公司实现了对境外供应商产品

份额的替代后，打破了其对产

品的垄断及其定价权，使产品

均价较实现进口替代前降低约
15% 

                            
5
 数据来源：光迅科技2019年年度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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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类别 具体产品 应用领域 客户 客户的市场地位及代表性 
原进口产品及供

应商 
打破境外产品垄断情况1 对产品定价权的影响2 

准直器 
特种保偏准

直器 

光通信领

域 
A客户 

升级产品中，目前国内可自主量

产相干光模块的主要企业为A客户 
J公司（美国）、

K公司（美国）

的特种保偏准直

器产品 

原供应商均为国外厂商，公司

2020年主要型号特种保偏准直

器产品占客户所采购相应型号

特种保偏准直器的份额占比约

为70% 

公司实现了对境外供应商产品

份额的替代后，打破了其对产

品的垄断及其定价权，使产品

均价较实现进口替代前降低约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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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发行人的产品与进口垄断产品的性能或效用差异情况 

公司相关产品可实现进口替代，一方面是由于技术性能指标达到或超过了

境外供应商的水平，但技术性能指标主要用于衡量产品功能实现要求和工艺技

术难度的标准，并不是所有决定因素；另一方面是由于客户对供应商评判除通

行技术指标需符合要求以外，还会综合考虑供应商的各项因素，如综合量产、

交付能力、产品定价等各方面。 

除了用于量子信息科研领域的“多层/超多层干涉堆”产品，公司是基于技

术的先进性实现了对进口产品的完全替代以外；其余几款产品，在与进口产品

均能够达到客户的技术指标要求的情况下，逐步实现市场份额的进口替代。公

司实现进口替代产品与原进口产品之间的性能或效用对比情况以及选取指标的

合理性说明如下： 

产品类别 具体产品 应用领域 与原进口产品之间的性能或效用对比情况6 

滤光片 

数据中心

CWDM滤光

片 

光通信领域 

行业内对数据中心CWDM滤光片（包括原进口产品）基本指标

要求为：带宽±7.0nm、插损（透过率）0.3dB、相邻通道隔离

度30dB； 

公司与原进口滤光片产品厂商均能达到前述技术指标，但公司

窄带滤光片单次镀膜有效面积为60,000mm2-90,000mm2，有效

提高了生产效率、降低了生产成本，公司数据中心CWDM滤光

片在产品指标符合客户技术指标要求的基础上，能够实现规模

化、低成本供应，具有一定成本优势 

偏振分束

器

（PBS） 

多层/超多层

干涉堆 

量子信息科

研领域 

原进口产品企业生产的偏振分束器（PBS）产品，在键合面积

和键合层数方面，没有键合面积在900mm2（30mm*30mm）以

上或键合层数5层以上； 

公司偏振分束器（PBS）、干涉堆等产品的键合面积可达到

2,500mm2（50mm*50mm），在键合层数方面，公司目前能够

实现16层键合 

高功率偏振

分束器 

光纤激光领

域 

原进口产品的激光损伤阈值多数不高于15j/cm2@1064nm, 20ns, 

20Hz； 

公司高功率偏振分束器产品的激光损伤阈值能够达到
20j/cm2@1064nm, 20ns, 20Hz 

消偏振分

束器

（NPBS

） 

消偏振分束

器（NPBS） 

光通信领

域、量子信

息科研领域 

原进口产品的分光比精度多数为Rs=Rp=Ts=Tp＝50+/-1%； 

公司消偏振分束器（NPBS）产品的分光比精度能够实现

Rs=Rp=Ts=Tp＝50+/-0.5% 

模压玻璃

非球面透

镜 

直径1.0mm模

压玻璃非球

面透镜 

光通信领域 

原进口产品的非球面耦合透镜产品直径可实现1.0mm； 

公司可同样实现直径1.0mm模压玻璃非球面透镜的量产，达到

了原进口产品的技术水平 

阵列非球面

透镜、方形

非球面透镜 

光通信领域 

原进口产品的有效焦距（EFL）多数可达到0.34mm@1310nm； 

公司阵列非球面透镜产品的有效焦距（EFL）及相关技术性能

指标达到了日本企业技术水平 

                            
6
 数据来源：公司实现进口替代产品与原进口产品之间的性能或效用对比情况，相关资料及数据来源于公

司产品订单图纸、检测报告，同行业主要企业的产品手册及官方网站；部分客户、专家学者、福建省光学

学会出具的相关证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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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类别 具体产品 应用领域 与原进口产品之间的性能或效用对比情况6 

非球管帽 光通信领域 

光通信领域客户对于非球管帽（包括原进口产品）的性能指标

通常要求为：漏气率小于1.0E-9pa.m3/s，面形精度PV值小于

0.8μm； 

公司非球管帽产品与原进口产品均能达到前述技术指标 

准直器 
特种保偏准

直器 
光通信领域 

客户对于特种保偏准直器要求的性能指标通常为：插损小于

0.6dB（典型值0.45dB），消光比大于20 dB（消光比为保偏准

直器特有的重要指标，消光比越大表示光的偏振态越纯），点

精度小于1.5度，原进口产品也处于该性能指标范围； 

公司在插损、消光比、点精度等性能指标满足或超过上述技术

性能指标要求基础上，进行了生产技术突破创新（例如开发了

自动化设备可自动调节偏振轴），使产品良品率和可靠性更高 

公司进口替代产品种类较多，各类产品的技术指标由于下游应用领域不

同、实现功能不同而存在较大差异。公司产品的精密度较高、工艺难度较大，

每款产品通常需要对十余个指标进行检测，而对比技术水平时一般选取能够体

现产品工艺难度或者性能水平的一项或几项指标。公司进口替代产品指标对比

主要分为两方面：一方面为通行技术指标对比，通行技术指标指依据产品大类

而言，细分类别产品均可通用的技术指标；另外一方面为特定技术指标对比，

特定技术指标指部分细分类别产品特有的技术指标，部分产品如数据中心

CWDM滤光片、特种保偏准直器未采用通行技术指标或仅采用部分通行技术指

标，而是重点选取了特定技术指标，可以更好的衡量特定产品的技术水平及工

艺难度。各款产品的具体指标选取说明如下： 

1、数据中心CWDM滤光片 

滤光片的通行技术指标包括入射角、通带、截止带（反射带），属于产品

的基础规格指标，而数据中心CWDM滤光片较一般的滤光片，工艺难度大、膜

系结构复杂，因此还会使用带宽、插损（透过率）、相邻通道隔离度等指标满

足特定要求，上述指标可体现数据中心CWDM滤光片产品的技术水平及工艺难

度。 

带宽，指通过波段的宽度，单位为nm或GHz；插损，指插入系统引起的损

耗，单位是%或dB，插损值（dB）越小表示光传输功率损失越小，光通信传输

效率越高；相邻通道隔离度，指相邻通道的通带之间的隔离程度，表示本通道

的功率与相邻通道串扰到本通道的功率之差，30dB相当于0.1%。“单次镀膜有

效面积”并非产品技术指标，而是用于衡量数据中心CWDM滤光片制造工艺水

平和生产效率的一项标准，有效面积越大，镀膜效率越高，该工序的单位生产

成本越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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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多层/超多层干涉堆 

键合，指依靠分子间的吸引力，使两个光学元件的抛光表面紧密贴合，将

不同的光学元件结合在一起。键合面积和键合层数是多层/超多层干涉堆的特定

技术指标，用于衡量键合工艺难度，面积越大、层数越高，体现的工艺难度越

大。 

3、高功率偏振分束器 

高功率偏振分束器主要应用于高功率光纤激光器中，高功率光纤激光器对

于光电子元器件的抗激光损伤阈值要求较高。激光损伤阈值，指介质在单位面

积上所能承受的最大激光功率，是被激光辐照的介质抗激光损伤能力的重要参

量。因此，激光损伤阈值是高功率偏振分束器的特定技术指标，激光损伤阈值

的衡量指标为j/cm
2
@1064nm, 20ns, 20Hz，表示在测试条件（如1064nm, 20ns, 

20Hz）下每平方厘米（cm
2）可承受的极限激光能量（j），该值越高，表示产

品可承受越高的激光能量，体现了产品技术水平及工艺难度。 

4、消偏振分束器 

消偏振分束器产品主要应用于光通信、量子信息科研领域，是光交叉波分

复用器（Interleaver）的主要元件之一，用于实现消偏振分光的功能。分光比精

度是行业客户认为可直观体现消偏振分束器的技术难点和水平的特定技术性能

指标。分光比精度，指实际值与目标值的差异程度，分光比精度是行业客户认

为可直观体现消偏振分束器（NPBS）技术难点和水平的特定技术性能指标，例

如公司的分光比精度可实现Rs=Rp=Ts=Tp＝50+/-0.5%，优于分光比精度

Rs=Rp=Ts=Tp＝50+/-1%，体现了公司更高的工艺技术水平。 

5、直径1.0mm模压玻璃非球面透镜 

光通信领域所需的非球面透镜尺寸较小、技术难度大，此前国内企业开发

的主要为大尺寸透镜，无法量产直径1.0mm模压玻璃非球面透镜产品。模压玻

璃非球面透镜的直径，是可直观体现技术难点和水平的特定技术性能指标。因

此公司模压玻璃非球面透镜产品选取直径作为技术性能指标。 

6、阵列非球面透镜、方形非球面透镜 

通行技术指标包括有效焦距（EFL）和数值孔径，上述指标均可以衡量阵

列非球面透镜、方形非球面透镜的工艺水平。有效焦距（EFL），指主平面到

焦点之间的距离，以mm表示，有效焦距越短，相应产品的尺寸越小，精密度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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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越高；数值孔径，是衡量元件能够收集的光的角度范围，数值孔径越大，能

收的光的发散角越大。 

7、非球管帽 

非球管帽的通行技术指标通常包括漏气率和面形精度PV值等，上述指标分

别衡量产品密封性能和面形精密加工的精度，均可体现技术难度和工艺水平。

漏气率，指在常温25摄氏度及一定压差下，产品的漏气流量，单位为Pa.m
3
/s；

面形精度PV值，即Peak to Valley值，指峰值与谷值的差值，是精密抛光表面与

理想平面的偏差量。 

8、特种保偏准直器 

准直器的通行技术指标包括工作距离、外径、插损，属于产品的基础规格

指标，而光通信使用的特种保偏准直器需要保持光的偏振态，需要消光比、点

精度等指标满足特定要求，因而选择上述特定技术指标可以体现特种保偏准直

器产品的技术水平。插损，指即插入损耗，表示光信号通过准直器后，输出光

功率相对于输入光功率的比率，以dB表示，插损值越小表示光传输功率损失越

小，光通信传输效率越高；消光比，指二个正交偏振分量的比值，以%或dB表

示；点精度，指器件的光束方向与机械轴心方向的差异。 

综上所述，公司进口替代产品所选取的技术性能指标，符合行业惯例、产

品特点、应用领域和客户要求，能够体现特定产品的技术性能和工艺水平。 

（三）发行人的产品与国内相同产品的比较情况 

公司实现进口替代产品的客户包括苏州旭创、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深圳市

星汉激光科技有限公司、北京凯普林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光迅科技等，上

述客户均为各自细分行业领域的主流企业或研究机构，进口替代产品的下游客

户集中度较高。根据对公开信息的检索、查询，部分产品的国内竞争对手也同

样实现了进口替代，并向上述主流客户提供少量产品，公司在技术、成本及市

场份额上具有相对优势；而另外部分产品仅公司可实现稳定量产，国内竞争对

手尚未稳定量产，无法实现进口替代。因而公司产品在国内相同产品中处于领

先地位。 

具体列举及说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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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类别 具体产品 应用领域 相对于国内竞争对手的比较优势7 

滤光片 

数据中心

CWDM滤光

片 

光通信领域 

国内竞争对手中，数据中心CWDM滤光片产品也实现进口替

代的厂商有L公司、M公司； 

相对于国内竞争对手，公司依托窄带滤光片制备技术，数据

中心 CWDM 滤光片单次镀膜有效面积可达 60,000mm2-

90,000mm2，国内竞争对手的单次镀膜有效面积为20,000mm2-

40,000mm2，相较于国内竞争对手公司具备更高的生产效率和

更低的生产成本，具有技术和成本优势，并率先实现对于主

流光模块厂商的批量供应 

偏振分束

器（PBS） 

多层/超多层

干涉堆 

量子信息科

研领域 

在键合面积、键合层数等技术性能指标方面，公司依托高精

度、超多层、大面积的键合技术，可提供多达 16层或

2,500mm2（50mm*50mm）键合的产品，目前国内没有同行

业企业生产键合面积在900mm2（30mm*30mm）以上或键合

层数5层以上的多层/超多层干涉堆 

高功率偏振

分束器 

光纤激光领

域 

国内竞争对手中，高功率偏振分束器产品也实现进口替代的

厂商有N公司； 

根据N公司的公开产品信息，其高功率偏振分束器产品的激

光损伤阈值不高于15j/cm2@1064nm, 20ns, 20Hz；而公司的高

功 率 偏 振 分 束 器 产 品 的 激 光 损 伤 阈 值 能 够 达 到

20j/cm2@1064nm, 20ns, 20Hz，相对于国内竞争对手，公司实

现进口替代的高功率偏振分束器产品具有技术优势 

消偏振分

束器

（NPBS） 

消偏振分束

器（NPBS） 

光通信领

域、量子信

息科研领域 

国内竞争对手中，消偏振分束器产品也实现进口替代的厂商

有O公司； 

根据O公司的公开产品信息，其消偏振分束器产品的分光比

精度不超过Rs=Rp=Ts=Tp＝50+/-1%；公司采用复合膜料工

艺，可实现膜料配比的最佳组合，使消偏振分束器产品的分

光比精度能够实现Rs=Rp=Ts=Tp＝50+/-0.5%，相对于国内竞

争对手，公司实现进口替代的消偏振分束器产品具有技术优

势 

模压玻璃

非球面透

镜 

直径1.0mm模

压玻璃非球

面透镜 

光通信领域 

直径1.0mm模压玻璃非球面透镜产品源于日本，光通信领域

所需的非球面透镜要求尺寸小、技术难度大，由于模具设计

和制造工艺难度较大，目前国内其他同行业企业均无法量产

直径小于1.5mm的模压玻璃非球面透镜 

阵列非球面

透镜、方形

非球面透镜 

光通信领域 

阵列非球面透镜、方形非球面透镜产品原先仅少数国外供应

商能够量产，由于产品生产对于模具设计和制造、模压工艺

的要求高，目前国内其他同行业企业均无法量产应用于光通

信领域的阵列非球面透镜、方形非球面透镜产品 

非球管帽 光通信领域 

非球管帽产品此前国内客户主要向国外供应商采购，国内其

他同行业企业在产品的密封性能、技术性能指标稳定性无法

满足客户要求并实现稳定量产，根据目前公开资料，国内没

有竞争对手可稳定量产光通信领域非球管帽产品 

准直器 
特种保偏准

直器 
光通信领域 

公司的特种保偏准直器应用于光通信领域相干光模块及其迭

代升级产品中。根据目前公开资料，国内可自主量产相干光

模块的主要企业为A客户。由于相干光模块对于特种保偏准

直器的技术性能指标、良品率、可靠性要求高，目前国内没

有同行业其他企业向A客户供应此款用于相干光模块的特种

保偏准直器，因此国内竞争对手尚未实现进口替代 

1、国内竞争对手同类产品也实现进口替代的情况 

公司实现进口替代的产品中，部分国内竞争对手也实现进口替代的有数据

中心 CWDM 滤光片、高功率偏振分束器、消偏振分束器。 

                            
7
 数据来源：公司实现进口替代产品相对于国内竞争对手的比较优势情况，相关资料及数据来源于访谈发

行人，公司产品订单图纸、检测报告，同行业主要企业的产品手册及官方网站；部分客户、福建省光学学

会出具的相关证明文件 

http://www.baidu.com/link?url=DqcEXZz0oheF3rj3U7yWNqcMqaHIyoYgFw8g1T9icWyrs3pENjHHPkC3L4cxPlwjYu8c7QudO8kk2gnSmd2N6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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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数据中心 CWDM 滤光片 

近年来，由于5G通信建设推进及数据中心建设规模持续增长，高性能光模

块的需求不断扩大，国内光电子元器件厂商也开始研发生产用于高性能光模块

的滤光片产品。在国内竞争对手中，L公司、M公司于2019年实现量产，并开始

向苏州旭创及其相关供应商小份额供货。 

相对于国内竞争对手，公司依托窄带滤光片制备技术，数据中心CWDM滤

光片单次镀膜有效面积可达60,000mm
2
-90,000mm

2，国内竞争对手的单次镀膜有

效面积为20,000mm
2
-40,000mm

2，相较于国内竞争对手公司具备更高的生产效率

和更低的生产成本，具有技术和成本优势。 

此外，公司于2017年起即与国内主流光模块厂商开始合作，率先实现对于

主流光模块厂商的批量供应，2020年主要型号产品的份额占比约为75%，显著

高于国内竞争对手。 

（2）高功率偏振分束器 

高功率偏振分束器产品也实现进口替代的厂商有N公司，其于2009年起即

以高功率产品为主要方向，目前其高功率偏振分束器产品达到了一定的技术性

能指标，实现了进口替代。 

根据N公司的公开产品信息，其高功率偏振分束器产品的激光损伤阈值不

高于15j/cm
2
@1064nm, 20ns, 20Hz；而公司的高功率偏振分束器产品的激光损伤

阈值能够达到20j/cm
2
@1064nm, 20ns, 20Hz。相对于国内竞争对手，公司实现进

口替代的高功率偏振分束器产品具有技术优势。 

此外，公司高功率偏振分束器产品实现进口替代后，产品份额持续增长，

2020年主要型号产品的份额占比约为60%，显著高于国内竞争对手。 

（3）消偏振分束器 

在国内竞争对手中，消偏振分束器产品也实现进口替代的厂商为 O 公司，

O 公司是全球知名的光通信器件和模块供应商，具备较强的整体研发和生产能

力，其产品也满足行业主流客户的技术性能指标并实现了进口替代。 

根据O公司的公开产品信息，其消偏振分束器产品的分光比精度不超过

Rs=Rp=Ts=Tp＝50+/-1%；公司采用复合膜料工艺，可实现膜料配比的最佳组

合，使消偏振分束器产品的分光比精度能够实现Rs=Rp=Ts=Tp＝50+/-0.5%。相

http://www.baidu.com/link?url=DqcEXZz0oheF3rj3U7yWNqcMqaHIyoYgFw8g1T9icWyrs3pENjHHPkC3L4cxPlwjYu8c7QudO8kk2gnSmd2N6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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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国内竞争对手，公司实现进口替代的消偏振分束器产品具有技术优势。 

此外，公司消偏振分束器产品实现进口替代后，产品份额持续增长，2020

年主要型号产品的份额占比约为90%，显著高于国内竞争对手。 

2、国内竞争对手尚未实现进口替代的情况 

公司实现进口替代的产品中，多层/超多层干涉堆、直径 1.0mm 模压玻璃非

球面透镜、阵列非球面透镜、方形非球面透镜、非球管帽以及特种保偏准直

器，国内尚未有竞争对手可实现稳定量产，具体情况如下： 

（1）多层/超多层干涉堆 

公司的多层/超多层干涉堆产品用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在量子信息科研领域

的相关研究项目，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量子信息科研处于世界前列，随着科研

的不断深入，其所需定制产品的各项技术指标要求逐步提高。在键合面积、键

合层数等技术性能指标方面，公司依托高精度、超多层、大面积的键合技术，

可提供多达16层或2,500mm
2（50mm*50mm）键合的产品，目前国内没有同行

业企业生产键合面积在900mm
2（30mm*30mm）以上或键合层数5层以上的多层

/超多层干涉堆。 

（2）直径 1.0mm 模压玻璃非球面透镜、阵列非球面透镜、方形非球面透

镜、非球管帽 

公司实现进口替代的模压玻璃非球面透镜产品为直径1.0mm模压玻璃非球

面透镜、阵列非球面透镜、方形非球面透镜、非球管帽产品，上述产品目前没

有国内同行业企业可实现稳定量产。 

直径1.0mm模压玻璃非球面透镜产品源于日本，光通信领域所需的非球面

透镜要求尺寸小、技术难度大。由于模具设计和制造工艺难度较大，目前国内

其他同行业企业均无法量产直径小于1.5mm的模压玻璃非球面透镜。 

阵列非球面透镜、方形非球面透镜产品原先仅少数国外供应商能够量产，

由于产品生产对于模具设计和制造、模压工艺的要求高，目前国内其他同行业

企业均无法量产应用于光通信领域的阵列非球面透镜、方形非球面透镜产品。 

非球管帽产品此前国内客户主要向国外供应商采购，国内其他同行业企业

在产品的密封性能、技术性能指标稳定性无法满足客户要求并实现稳定量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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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特种保偏准直器 

公司的特种保偏准直器应用于光通信领域相干光模块及其迭代升级产品

中。根据目前公开资料，国内可自主量产相干光模块的主要企业为 A 客户。由

于相干光模块对于特种保偏准直器的技术性能指标、良品率、可靠性要求高，

目前国内没有同行业其他企业向 A 客户供应此款用于相干光模块的特种保偏准

直器，因此国内竞争对手尚未实现进口替代。 

综上所述，公司一部分实现进口替代的产品，国内尚未有竞争对手实现量

产；另一部分国内竞争对手也实现了进口替代的产品，公司在技术、成本、市

场份额等方面具有一定比较优势。因而公司产品在国内相同产品中处于领先地

位。 

三、说明符合前述要求具体产品在营业收入占比 

公司实现进口替代产品均符合前述要求，2017-2019 年度及 2020 年 1-6

月，公司实现进口替代产品的销售收入金额及在营业收入占比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产品类别 具体产品 

2020年1-6月 2019年度 2018年度 2017年度 

收入金额 占比 收入金额 占比 收入金额 占比 收入金额 占比 

滤光片 
数据中心

CWDM滤光片 
1,090.76 8.82% 1,330.05 7.43% 1,186.68 9.39% 1,293.73 15.58% 

偏振分束

器

（PBS） 

多层/超多层干

涉堆、高功率偏

振分束器 

223.63 1.81% 539.89 3.02% 179.87 1.42% 159.88 1.93% 

消偏振分

束器

（NPBS） 

消偏振分束器

（NPBS） 
174.94 1.41% 131.44 0.73% 81.20 0.64% 82.12 0.99% 

模压玻璃

非球面透

镜 

直径1.0mm模压

玻璃非球面透

镜、阵列非球面

透镜、方形非球

面透镜、非球管

帽 

1,117.06 9.03% 269.33 1.50% 4.02 0.03% - - 

准直器 特种保偏准直器 1,324.39 10.70% 901.38 5.03% 3.86 0.03% - - 

合计 3,930.78 31.77% 3,172.09 17.71% 1,455.63 11.51% 1,535.73 18.50% 

注：收入金额仅包含相关产品中达到进口替代性能指标且在境内销售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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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发行人同时符合中国证监会《科创属性评价指引（试行）》第一条和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企业发行上市申报及推荐暂行规定》第四条规定的 3

项科创属性指标的说明 

发行人对照中国证监会《科创属性评价指引（试行）》、《上海证券交易

所科创板企业发行上市申报及推荐暂行规定》关于“科创属性评价标准一”3

项指标的具体情况如下： 

1、研发投入及占营业收入比例情况 

2017-2019 年度及 2020 年 1-6 月，发行人累计研发投入情况，以及最近三

年（2017-2019 年度）累计研发投入占最近三年（2017-2019 年度）累计营业收

入的比例情况如下： 

项目 2020年1-6月 2019年度 2018年度 2017年度 最近三年累计 

研发费用（万元） 785.66 1,166.99 726.25 649.29 2,542.53 

营业收入（万元） 12,373.14 17,902.59 12,632.82 8,301.13 38,836.54 

研发费用占营业收

入比例 
6.35% 6.52% 5.75% 7.82% 6.55% 

发行人最近三年（2017-2019 年度）累计研发费用为 2,542.53 万元，最近三

年累计研发投入占最近三年累计营业收入比例为 6.55%，占比超过 5%，符合中

国证监会《科创属性评价指引（试行）》第一条第（1）项及《上海证券交易所

科创板企业发行上市申报及推荐暂行规定》第四条第（一）款的要求。 

2、形成主营业务收入的发明专利情况 

截至本回复出具之日，发行人已有 5 项发明专利取得了专利权证书，具体

情况如下： 

发明专利名称 专利证书号 专利号 授权公告日 专利权期限 

一种单纤双向收发模块

组件 
第2255941号 ZL201410708949.7 2016.10.05 

2014.12.01- 

2034.11.30 

一种光纤包层高功率剥

除组合装置和剥除方法 
第3741684号 ZL201710875079.6 2020.04.03 

2017.09.25- 

2037.09.24 

一种超快声光调制器 第4192246号 ZL201910645279.1 2021.01.05 
2019.07.17- 

2039.07.16 

一种激光全内反合色棱

镜 
第4230164号 ZL202010337972.5 2021.02.02 

2020.04.26- 

2040.04.25 

一种双峰超窄带陡峭光

学干涉滤波器及其制作

方法 

第4245332号 ZL202010337492.9 2021.02.09 
2020.04.26- 

2040.0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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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发行人已取得的发明专利均形成了主营业务收入，具体情况如

下： 

发明专利 对应的核心技术 对应的主要产品 
是否形成主

营业务收入 

一种激光全内反合色

棱镜 

高激光损伤阈值薄膜

设计和制备技术 

平面光学产品：部分的偏振分束器

（ PBS ） 和 消 偏 振 分 束 器

（NPBS）、波片、棱镜 

是 

45度陡峭分色片技术 平面光学产品：滤光片 是 

一种单纤双向收发模

块组件 

高激光损伤阈值薄膜

设计和制备技术 

平 面 光 学 产 品 ： 偏 振 分 束 器

（PBS）、反射镜、波片 
是 

45度陡峭分色片技术 平面光学产品：滤光片 是 

一种双峰超窄带陡峭

光学干涉滤波器及其

制作方法 

键合技术 
平面光学产品：部分的偏振分束器

（PBS）和消偏振分束器（NPBS） 
是 

窄带滤光片制备技术 
平面光学产品：数据中心CWDM滤

光片、生物滤光片等 
是 

一种光纤包层高功率

剥除组合装置和剥除

方法 

高功率镀膜光纤线制

作技术 
高功率镀膜光纤线 是 

一种超快声光调制器 

键合技术 

偏振分束器（PBS）、多层/超多层

键合干涉堆等涉及键合工艺的精密

光学元件 

是 

声光器件制作技术 声光器件产品 是 

准直器制作技术 准直器产品 是 

根据发明专利与主要产品的对应关系，发行人上述产品在报告期内（2017-

2019 年度及 2020 年 1-6 月）实现的销售收入分别为 5,062.56 万元、7,001.75 万

元、10,889.17 万元和 7,261.83 万元，占各期营业收入比例分别为 60.99%、

55.43%、60.82%和 58.69%。 

综上，发行人已取得形成主营业务收入的发明专利 5 项，符合中国证监会

《科创属性评价指引（试行）》第一条第（2）项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企

业发行上市申报及推荐暂行规定》第四条第（二）款的要求。 

3、发行人营业收入增长情况 

2017-2019 年度及 2020 年 1-6 月，发行人营业收入分别为 8,301.13 万元、

12,632.82 万元、17,902.59 万元、12,373.14 万元，最近三年（2017-2019 年度）

营业收入复合增长率为 46.86%。发行人最近三年营业收入复合增长率超过

20%，符合中国证监会《科创属性评价指引（试行）》第一条第（3）项及《上

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企业发行上市申报及推荐暂行规定》第四条第（三）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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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 

综上所述，发行人已符合中国证监会《科创属性评价指引（试行）》第一

条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企业发行上市申报及推荐暂行规定》第四条规定

的 3 项科创属性指标。 

【保荐机构、律师核查】 

一、核查过程 

保荐机构及发行人律师就发行人具体产品的关键性情况、进口替代产品打

破境外垄断情况、与原进口产品的对比、以及进口替代产品的收入真实性等情

况执行了如下核查程序： 

1、结合适用的科创属性标准的核查 

（1）查阅对照《科创属性评价指引（试行）》、《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

企业发行上市申报及推荐暂行规定》，确定发行人所适用的科创属性标准； 

（2）查阅发行人进口替代产品关键性相关的国家主管部门政策文件，核查

产品关键性在国家主管部门政策文件中的列示情况； 

（3）访谈发行人董事长、分管技术的高级副总经理、分管生产的副总经

理、分管销售的副总经理，查阅发行人主要客户出具的说明文件或往来邮件，

查阅福建省光学学会出具的说明文件，核查发行人进口替代具体产品关键性与

国家主管部门政策文件中列示内容的相关性。 

（4）了解发行人关于研发费用的核算方法与会计处理；检查发行人报告期

内的研发支出的相关明细账户及凭证资料，复核人员工资、材料费、折旧费用

列支的准确性和真实性；复核公司经税务师事务所专项审核的研发加计扣除专

项报告，与公司账面的研发支出明细进行对比分析。 

（5）保荐机构检索了中国裁判文书网、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全国法院被

执行人信息查询网、中国专利及多国专利审查信息查询，核查发行人发明专利

的权利归属、有效期限、有无权利受限及诉讼纠纷的情况。保荐机构获取了销

售收入明细、销售台账记录，对发行人的研发人员、销售人员进行访谈，了解

发明专利在产品中的应用情况，并对发行人专利代理机构进行了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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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保荐机构查阅了发行人会计师出具的申报报告期《审计报告》及发行

人报告期财务报表，并对发行人的收入真实性及增长情况进行了核查。 

2、核查相关产品实现进口替代之前的情况 

（1）访谈发行人董事长、分管技术的高级副总经理、分管生产的副总经

理、分管销售的副总经理，了解公司产品市场竞争情况； 

（2）查阅公司所在行业及下游应用领域研究报告，了解相关产业的国产化

情况； 

（3）与发行人实现进口替代产品所销售的客户沟通，取得部分客户的相关

证明文件，证明客户采购原进口产品的情况； 

（4）针对无法取得客户证明的部分产品，取得发行人的说明文件，说明客

户采购原进口产品的情况，取得外部行业协会福建省光学学会出具的相关文

件，证明公司该部分产品的国际竞争对手和国内竞争对手情况，获取了同行业

主要企业（包括被替代企业和其他主流企业）的产品介绍，验证原进口产品的

市场状况； 

（5）核查范围已覆盖全部进口替代产品的品种。 

3、核查公司相关产品与原进口产品的对比情况 

（1）访谈发行人董事长、分管技术的高级副总经理，了解各类产品的行业

内通行技术指标及特定技术指标的选取标准； 

（2）取得进口替代相关产品同行业主要企业（包括客户原进口产品的供应

商）的产品介绍； 

（3）抽取发行人每一类进口替代产品的订单图纸、检测报告，与同行业主

要企业的产品进行比对；  

（4）与发行人实现进口替代产品所销售的客户沟通，就公司产品能够符合

客户要求并实现替代原进口产品的情况取得部分客户的相关证明文件； 

（5）针对无法取得客户证明的部分产品，取得发行人的说明文件，说明发

行人的产品生产工艺水平、与原进口产品的对比情况，取得外部行业协会福建

省光学学会出具的相关文件及同行业主要企业的产品介绍，验证相关产品目前



 

8-1-29 

仅发行人和原进口企业可以生产该类型产品； 

（6）核查范围已覆盖全部进口替代产品的品种。 

4、核查相关产品实现进口替代的过程 

（1）访谈发行人董事长、分管销售的副总经理，了解发行人相关产品实现

进口替代的过程； 

（2）与发行人实现进口替代产品所销售的客户沟通，取得部分客户的相关

证明文件，说明了公司与客户的合作过程、认可公司产品的原因以及替代原进

口产品的实现情况； 

（3）针对无法取得客户证明的部分产品，取得发行人的说明文件，说明发

行人与客户接洽的情况、该部分产品的进口替代过程，取得福建省光学学会出

具的相关文件，说明相关产品目前国内仅公司能够实现稳定量产，取得相关客

户的订单和中标确认文件，验证产品实现销售的情况； 

（4）核查范围已覆盖全部进口替代产品的品种。 

5、核查相关产品实现进口替代后的市场份额 

（1）与发行人实现进口替代产品所销售的客户沟通，取得部分客户的相关

证明文件，说明了公司相关产品实现进口替代后占该客户的采购份额； 

（2）针对无法取得客户证明的部分产品，获取了客户该类产品招投标中的

相关文件，验证发行人目前出货金额及数量较大型号的产品占该类产品的采购

份额情况； 

（3）核查范围已覆盖全部进口替代产品的品种。 

6、关于进口替代相关产品收入真实性的核查 

对进口替代产品的收入实现情况，执行真实性核查程序。取得发行人报告

期内进口替代相关产品清单，对客户实施了函证程序，同时对进口替代相关产

品的收入真实性情况抽取相应凭证、核对至发票、银行回单、提货单、运输单

等文件，核对交易真实性。 

收入真实性核查比例情况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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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真实性 2020 年 1-6 月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函证核查比例 99.17% 99.19% 97.77% 98.27% 

抽凭核查比例 86.65% 66.80% 72.78% 94.71%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及发行人律师认为：（1）发行人进口替代产品的关键性

已在国家主管部门政策文件中列示，发行人具体产品均为文件列示的相关产品

的关键组成部分；（2）发行人相关产品出现前，国内该项产品主要来源于境外

供应商。发行人产品出现打破了境外产品的垄断地位，对整体市场竞争格局、

产品定价权等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发行人的产品达到或超过了原进口垄断产品

的性能或效用，在国内相同产品中处于领先地位；（3）发行人实现进口替代产

品的收入真实，在营业收入的占比提高；（4）发行人具备科创属性，符合“依

靠核心技术形成的主要产品（服务），属于国家鼓励、支持和推动的关键设

备、关键产品、关键零部件、关键材料等，并实现了进口替代”的科创属性标

准；同时，发行人已符合中国证监会《科创属性评价指引（试行）》第一条和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企业发行上市申报及推荐暂行规定》第四条规定的 3

项科创属性指标。 

 

 

保荐机构总体意见： 

对本回复材料中的发行人回复（包括补充披露和说明的事项），本保荐机

构均已进行核查，确认并保证其真实、完整、准确。 

（以下无正文）  



 

8-1-31 

（本页无正文，为腾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腾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申请文件的发行注册环节反馈意见落实函的回复》

的盖章页） 

 

 

 

 

 

 

 

 

 

 

 

 

 

 

 

 

 

腾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8-1-32 

 

发行人董事长声明 

本人承诺本回复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

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法律责任。 

 

 

 

董事长：                                                

余洪瑞 

 

 

 

 

 

 

 

 

腾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8-1-33 

（本页无正文，为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腾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申请文件的发行注册环节反馈意见落实函的回复》

的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吕泉鑫                             詹立方 

 

 

 

保荐机构：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8-1-34 

 

声明 

本人已认真阅读腾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本回复报告的全部内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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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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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华辉 

 

 

 

 

 

 

保荐机构：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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