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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Choice金融终端发审委结果一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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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卓精科、影石创

新、海和药物暂缓

表决

国泰环保取消审核

01 IPO审核情况

7月，A股IPO上会数量较6月略有增加，但过会率再度下降，为85.11%，

8月，主板上会企业数量大幅减少，但过会率增加，创业板和科创板审核速度

较上月无较大波动，但科创板过会率有所提升而创业板过会率下滑。

主营业务持续经营能力、财务数据真实性等依然是审核关注的重点。而对

于科创板、创业板而言，拟上市公司与板块定位的契合度也较多地出现在审核

意见中。

7-8月审核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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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IPO审核情况

垦丰种业
垦丰种业主要从事玉米、水稻、大豆等农作物种子的研发、生产、加工、销售和

服务，是一家多作物经营的现代化大型国有控股种业公司。

问题一：持续盈利能

力存在疑问

发行人主要收入来源于KWS授权种子的销售收入，主要利

润来源于发行人与KWS合资设立的垦丰科沃施公司。发行人向

KWS支付特许权使用费的定价是否公允，是否存在通过特许权

使用费调节发行人利润的情况存疑。发行人是否存在与KWS

合作中断的风险，发行人持续经营及盈利能力是否存在重大不

确定性存疑。

报告期内，发行人经营业绩大幅下降，2018-2020年公司

归母净利润分别为1.56亿元、1.06亿元、0.49亿元，2020年

时的归母净利润已经不到2018年的三分之一。

问题二：存在较高关

联交易

发行人报告期存在通过实际控制人下属农场代收农户销

售种子款且占营业收入比例较高的情形。

发行人未直接收取而是通过关联方农场代收货款的原因

及商业合理性，发行人直接收取农户货款是否存在经营上的实

质性障碍存疑。代收比例逐年增加的原因及合理性无法给出合

理解释，发行人经营独立性是否存在严重依赖关联方的情形，

是否存在利益输送行为存疑。

问题三：存货周转率

低于同行业

发行人存货净额较大，占当期末总资产的比例较高，报

告期内2年以上库龄存货占比增长明显，发行人未能就存货周

转率低于同行业可比平均水平的合理性做出合理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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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铺黄金
老铺黄金是集中国古法手工金器研发设计、生产加工、多渠道零售于一体的专业

运营商。老铺黄金产品按古法手工金器工艺分为花丝类、镶嵌类、錾刻类和素面类金

器。

问题一：企业经营独

立性存在问题

2016年12月，实际控制人将金色宝藏旗下“老铺黄金”

品牌黄金类业务从金色宝藏剥离注入发行人作为主要上市资

产，即在2016年之前，其经营主体是金色宝藏。关联方金色

宝藏和文房文化于2017-2018年期间仍经营黄金类业务。

金色宝藏和文房文化在剔除资产处置损失后，报告期内

仍持续大幅亏损的原因未能得到解释。

2017-2018年发行人仍与金色宝藏发生较大金额关联采

购的原因未能解释；是否影响发行人独立性，是否存在利益

输送，金色宝藏将相关黄金制品销售给发行人后又对外采购

黄金的海因及合理性存疑。

问题二：业绩真实性

存在疑问

报告期内老铺黄金收入增长较快，毛利率显著高于同行业

可比公司。产品售价、单位成本、产品结构的变动趋势，其产

品毛利率远高于同行业可比公司的原因及合理性存疑。

发行方存在同 一 消 费 者 线 上 线 下 同 时 消 费 和 同 一 消 费

者 在 不 同 城 市 线 下 店 铺 消 费 的 具 体 情 形 ， 上 述 消 费 行 为 的

合 理 性 存 疑 。

问题三：委外加工使

得业绩真实性存疑

报告期内老铺黄金部分产品委托外协供应商进行加工。

实际控制人、个别管理人员、关联方文房文化与委外加工商

均存在较大金额资金往来，是否存在账外支付委外商加工费

用的情形，是否存在主要委外加工商资金流向发行人客户、

实际控制人或相关关联方虚增收入的情形等问题存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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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点儿食品
四川丁点儿是一家以川味复合调味料、川味特色花椒油为主导产品的川味特色调

味料企业。主营业务是川味特色调味料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问题一：持续经营能

力

公司2020年上半年扣非净利润存在大幅下滑情况，2017

年至2019年分别实现扣非归母净利润3628万元、3268万元

及4400万元，而2020年上半年仅407万元，持续盈利能力堪

忧。

发行方未能就存货周转率显著低于同行业可比公司的原

因进行合理说明。

问题二：过度依赖经

销商经营

公司经销商模式收入占比93%以上，证监会发审委要求公

司说明经销商与公司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是否存在向经销商压

货、虚增收入的情况。

问题三：食品安全问

题信息披露不足

监管层要求公司说明是否存在因产品质量问题或食品安

全事故而受到行政处罚、媒体报道、消费者投诉举报的情况，

是否构成重大违法违规行为，相关信息是否充分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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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赫智能
赛赫智能属于智能制造装备行业，主营业务为汽车车身成型系统、总装系统的研

发、生产、销售。目前主要销售车身成型系统、车轮装配与检测系统、其他整车总装

与整车下线检测系统等三大产品。

问题一：持续盈利能

力问题

公司是否面临丧失对爱斯伯特控制权的风险被重点问

询，若丧失对爱斯伯特控制权是否对发行人的经营业绩构成

重大不利影响存在疑问。

如果发行人无法获得兴业银行授信贷款及相应财政补

贴，发行人是否会面临重大偿债风险，是否影响发行人的持

续经营能力存疑。

发行人是否勋在丧失对相关境外子公司控制权的风险，

进而对发行人的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不利影响存疑。

问题二：信息披露问

题

监管层要求发行人说明在《招股说明书》中，对相关子公

司股份质押及其风险未在“重大事项提示”、“风险因素”、

“重大合同”章节进行披露的原因，并说明是否符合《公开发

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41号——科创板公

司招股说明书》的信息披露要求。

问题三：研发投入问

题

监管层要求代表人说明对发行人研发费用归集方面的核

查情况，发行人研发投入占比是否符合科创板上市条件，相

关信息披露事项是否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发行

上市审核规则》的要求存在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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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事主体 类型 主要事件

*ST金刚 退市

公司于8月13日收到中国证监会下
发的《行政处罚及市场禁入事先告
知书》，2019年末虚增净资产18.56
亿元，追溯调整后的财务报表可能
触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重
大违法强制退市实施办法》重大违
法强制退市情形，公司股票可能被
实施重大违法强制退市。

恒大财富 无法兑付

截至6月30日，恒大的流动负债合计
1.57万亿元，流动资产合计1.95万
亿元，资产负债率高达82.71%。9月
9日晚，恒大财富暴雷的消息引起诸
多关注，大批投资者表示到期的理
财产品无法兑付。

永辉超市 业绩暴雷

8月27日，永辉超市发布了2021年上
半年业绩报告，报告期内，永辉超
市总营收468.27亿元，同比下降
7.30%；归母净利亏损了10.83亿元，
较去年同期下降158.41%。营收净利
双双下滑。这是永辉在遭遇上市11
年来首次业绩亏损。

宏达新材 立案调查

8月13日晚，宏达新材发布公告，称
其实际控制人、董事长杨鑫已被桂
林市公安局立案调查。8月12日，宏
达新材公告称，杨鑫作为实控人的
公司控股股东所持公司全部股份已
被冻结、轮候冻结。市场普遍认为，
或涉“专网通信大骗局”。

02 风险案例库

风险案例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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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风险案例库

9月7日，海通证券签收了中国证监会的《立案告知书》和《调

查通知书》，因公司在开展西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现奥瑞德光

电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顾问业务的持续督导工作期间未勤勉尽责，

涉嫌违法违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法律法规，中

国证监会决定对公司进行立案并调查相关情况。

一、案例背景

奥瑞德（ST瑞德，600666.SH）的前身西南药业曾经主营西药业务。2015

年，西南药业进行了重大资产重组，交易完成后公司持有奥瑞德100%股权，

主营业务将转变为蓝宝石晶体材料、单晶炉、蓝宝石制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此次重组带有业绩承诺。据公开信息，西南药业与奥瑞德（除哈工大实业

外）所有股东2015年需实现实际净利润数不低于2.79亿元，2015年与2016年

需实现累积实际净利润数不低于6.92亿元；2015年、2016年与2017年需实现

的累积实际净利润数不低于12.2亿元。

重组完成变身奥瑞德后，2015年、2016年两年公司净利润几何倍数上升，

分别为3亿元、3.27亿元。与承诺额相比，2015年达标，2015与2016年业绩

总额离达标已经相差“一小步”。2017年底，公司净利润在重组后第一次亏损

1911.42万元，同比下跌104.1%。情况到了2018年变得更糟，年底净利润亏

损竟然高达17.42亿元，同比下跌901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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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海通证券履职过程

海通证券出具的2017年度持续督导意见显示，奥瑞德2017年度公司整体

运作相对规范，公司业绩下降主要受到蓝宝石行业周期低迷以及市场竞争日

趋激烈的不利影响。除业绩承诺方尚未兑现业绩补偿义务及近三年来上市公

司未按承诺进行现金分红外，承诺方履行了本次重组的其他相关承诺。

然而，在2018年度持续督导意见中，海通证券却突然表示，公司第一顺

位补偿义务人需履行共计2.98亿股的股份赔偿义务尚未履行，且补偿期已超

期。同时，公司存在前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的追溯事项，导致公司2016年净

利润追溯调减1.4亿元，2017年净利润追溯调减7913.16万元。

前后断崖式的业绩差、业绩承诺失效、补偿义务人的重大违约风险等等

都引起了监管的注意。海通证券作为该起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也进入了监管的视野。

三、上交所界定

上交所认为，财务顾问海通证券项目主办人未能审慎履行应有职责，未

能为评估意见提供相应的依据，也未能为此次交易审慎估值、设计合理方案

并出具可靠的专业意见，直接影响了交易双方对奥瑞德有限未来收入、盈利

情况的预测，并据此确定了增值率达 531.53%的评估值和交易价格，严重影

响其投资决策，对投资者构成重大误导。

此外，在业绩未达标后，未能采取有效措施，督促并购重组当事人依照

约定切实履行业绩补偿和回购义务，致使上市公司和投资者利益迟迟得不到

有效保护。

参考来源：张苑柯 . 海通证券被立案调查！市值一日蒸发超150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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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行业政策
政策方面，中国新能源汽车政策已到退坡期，加速从政策驱动变为

供给驱动，政策周期领先于美、欧、日。各国政策周期对比见下表：
国家 政策周期

中国

具备连续性，补贴政策转向双积分。
政策初期：以建立良好产业生态环境、技术开发、验证为主；
政策推广期：通过大规模推广补贴，扩大公共服务领域新能源汽车应用规模，

加大对新能源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支持力度，加大城市公交、出租、环卫等公共服
务领域新能源汽车更新置换力度；

政策后期：新能源技术开始具备竞争力，补贴政策开始退坡，让市场发挥作
用，自由竞争、优胜劣汰。到2021年，技术奇点达到，新能源汽车行业进入快速
发展时期，渗透率加速提升。

美国

连续性差，但近期政策补贴力度极大，新能源行业迎繁荣期。
政策初期：美国能源部宣布250亿美元贷款项目，支持混动、插电混动汽车以

及开始充电站建设；政策平稳期，发布新能源政策目标，但没有具体补贴；
政策后退期：特朗普上台，大力开发页岩油，政策对新能源汽车的支持变小；
政策大力补贴期：开始布局新能源基金，未来投资规模可达1,740亿美元。最

新政策显示，8月5日美国总统拜登签署行政命令，提出到2030年，零排放汽车将
占美国乘用车和轻卡新车销量的50%，结合2020年美国新能源渗透率仅为2.2%，
2021-2025年CAGR可达50%左右。

欧洲

逐步加码，政策周期落后于中国，随着大量补贴政策发布，2020年新能源汽
车销量猛增。

政策初期：力度较小，挪威成立交通能源局，推广电动车和基础设施建设；
政策平稳期：以英法德为代表的国家通过直接首购、免税补贴和相关法律建

设促进新能源行业发展；
加码补贴期：2020年开始加大补贴力度，法国推出80亿欧元汽车补助计划、

德国降低购置税，且2021年前豁免新能源汽车税费，2020年9月欧委会提议2030
年减排目标提升至55%。

日本
发展新能源政策最早，且政策补贴力度逐步扩大，但新能源渗透率仍较低，

效果不明显。
数据来源：华西证券研报

03 新能源汽车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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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行业技术趋势
新能源汽车目前有纯电动、增程式、插电式3种主流技术路径，其中增程式和插

电式均为混动技术。在便捷性、经济型、驾驶体验、技术难度方面三种方案各有优势。
三种技术特点对比见下表：

项目 纯电动车 增程式电动车 插电式混动

里程问题 有里程焦虑 无里程焦虑 无里程焦虑

限行问题 无限行的忧虑 无限行的忧虑(除北京外)
部分限行的忧虑(某些城

市会被限行）

充电设施问题 配套不完善 不依赖充电桩 不依赖充电桩

技术问题
三元锂电池和磷酸铁锂
电池的能量密度已接近
理论值,提升空间有限

高效的增程器需要成熟的
发动机与发电机，发动机
技术难以突破,增程器总

体效率插混差一些

机械部件多(发动机、电
机、齿轮机构),研发难度
大,且现有的技术堡垒/专

利较多,难以突破

成本问题
购置成本高：补贴取消
后,纯电动车购置成本比
传统燃油车贵 38%以上

购置成本高：电池大幅减
少,降低购置成本,不依赖

补贴

购置成本较低：电池大幅
减少,降低了电池成本,但
因机械部件较多,会增加

部分机械成本

能源问题

优化：纯电动汽车不使用
燃油,可以减少国家对石
油的依赖,增加多种可使
用的能源,使国家能源结

构多元化

部分优化：增程式汽车相
比纯电动汽车,可以减少
国家对石油的依赖,增加
多种可使用的能源,使国

家能源结构多元化

部分优化：大量使用新能
源汽车,可以减少国家对
石油依赖,增加可使用的
能源,使国家能源结构多

元化
【小编说】

1、纯电动汽车基于专用纯电平台优势明显。优势包括：乘坐、储物空间更充裕；续
驶里程更长；动力性能更好；新能源汽车放量后生产成本更低。
2、政策指引体现混动技术大有可为。中国汽车工程学会牵头修订编制的《节能与新
能源汽车技术路线图2.0》明确了阶段性发展目标：到2025、2030、2035年，新能源
汽车销量（插混+纯电）占比分别达到 20%、40%、50%，混动汽车在传统能源乘用车
中销量占比分别达到50%、75%、100%。

03 新能源汽车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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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特尔将投资高达800

亿欧元提升欧盟芯片

产能

宝马汽车订购价值

240亿美元电池

风华高科拟投资75亿元

规划建设祥和工业园高

端电容基地

风华高科成立于1984
年，是国内老牌被动元件
领导者，目前业务覆盖片
容、片阻、片感等无源器
件，产品主要应用于家电
领域、电光源领域、通信
领域、数码产品、消费电
子和功能材料。
MLCC 方面，公司拟投资
75 亿元规划建设祥和工
业园高端电容基地，预计
新增月产450亿只高端
MLCC；在片式电阻方面，
公司拟投资10亿元用于
“新增月产280 亿只片
式电阻器技改扩产项
目”，一系列扩产规划有
望提升公司市场份额和
竞争优势。

为了满足加速增长的电动
汽车需求，宝马公司增加了
电池订购。宝马公司首席执
行官 Oliver Zipse 表示，
宝马公司签订了高达 200
多亿欧元（约238亿美元）
的电池合同，高于此前的
120亿欧元，订购的电池将
用于宝马i4轿车、iX SUV
和其他宝马将于2024年前
生产的车型。该公司计划从
2022 年开始更换使用新一
代电池。宝马增加的电池订
单由中国的宁德时代公司
和亿纬锂能公司、韩国的三
星 SDI 公司和瑞典的
Northvolt AB 公司提供。

据外媒报道，英特尔首席执行
官Pat Gelsinger透露，英特尔
计划在欧洲至少建设两座新的
半导体工厂，其未来10年中的
投资金额可能达到800亿欧元。
当前，大多数汽车芯片都是通
过传统工艺制造的。随着汽车
开始越来越多地依赖更高性能
的处理器，芯片也开始向更先
进的工艺技术迁移。英特尔正
在与领先的汽车企业合作，并
在欧洲投入大量资源，在未来
将推动全球范围内的技术转
移。英特尔于今年3月推出了英

特尔代工服务，目前该服务正

在积极地与欧洲的潜在客户进
行接洽，其中包括汽车企业及
汽车供应商。

三、重大投融资案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