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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州海川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滨州海川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定向发行申请的第一次反馈意见的回复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贵公司审查《关于滨州海川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定向发行申请的第一次

反馈意见》（以下简称“反馈意见”）已收悉。感谢贵公司对滨州海川生物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定向发行说明书等信披文件的审核。 

滨州海川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川生物”或“公司”）、中泰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主办券商”）对贵公司提出的反馈意见进行了认真核查，

并逐项落实，涉及需要相关中介机构核查及发表意见的部分，已由中介机构出具了

核查意见，涉及对《定向发行说明书》进行修改或补充披露的部分，已按照反馈意

见要求进行了修改和补充，并已在《定向发行说明书》中以楷体加粗标明。 

本回复报告中的字体代表以下含义： 

黑体（不加粗）： 反馈意见所列问题 

宋体（不加粗）： 对反馈意见所列问题的回复 

楷体（加粗）： 对定向发行说明书等申报文件的修改或补充披露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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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申请文件显示：（1）本次发行募集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具体为购买原

材料和支付职工工资；（2）申请人主要产品偶氮二异丁腈（简称“V60”）属于《“高

污染、高环境风险”产品名录（2017 年版）》中的高环境风险类产品。 

请申请人补充披露：（1）V60产品是否被列入《环境保护综合名录（2021 年版）》

中；（2）挂牌以来 V60 产品压产承诺执行情况；（3）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具体用途是

否与 V60 产品相关，是否能与 V60产品完全隔离。 

二、请主办券商针对以下问题补充出具专项意见： 

（1）挂牌公司是否属于“两高”企业；（2）V60 产品是否被列入《环境保护

综合名录（2021年版）》中；（3）挂牌以来 V60 产品压产承诺执行情况；（4）本次

发行募集资金具体用途是否与 V60产品相关，是否能与 V60产品完全隔离。 

【公司回复】： 

1、偶氮二异丁腈（简称“V60”）产品已被列入《环境保护综合名录（2021年

版）》中，其被列入“高环境风险”产品类（特征“GHF”），未列入“高污染”产品

类（特征“GHW”）。 

2、公司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时间为 2021 年 11 月 25 日，其

挂牌以来 V60产品压产承诺执行情况如下： 

公司挂牌时公开转让说明书中承诺如下： 

（1）2022年 V60 实际产量较 2021年实际产量压产 10%； 

（2）至 2025年，公司 V60 产品实际销量较公司 2021年销量压产不低于 30%； 

（3）2025年以后，由于公司新的产品结构已初步建立，且 V60产品在公司整

体收入的比重较小，对公司整体业绩的影响有限，公司将会进一步启动 V60 的主动

压产，直至完全自用，不再对外销售。 

上述承诺和具体规划，可以确保公司一方面满足 V60压产的规划，另一方面不

会对公司现有业绩产生不利影响，并推动实现公司业绩的持续提升，满足公司发展

绿色化工、环保生产的战略目标，以降低公司的环境风险和经营风险。 

受公司主动压降及全国新冠疫情影响，公司 2022 年 1-5 月份 v60 产品的生产

及销售同比 2021年同期都有较大幅度的下降。具体数据对比如下： 

2022年1-5月份生产v60产品573.10吨，比2021年同期910.78吨下降37.08%；

2022 年 1-5 月份销售 v60 产品 408.30 吨，比 2021 年同期 743.46 吨下降 4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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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1-5 月份 v60 产品销售收入为 1,842.64 万元，占总收入的比率为 42.16%，

该产品上年同期销售收入为 4,214.06万元，占总收入比率为 82.53%（以上财务数

据未经审计）。公司新建设的 1 万吨锂电池电解液和 5,000 吨醋酸钠项目前期手续

已基本完善，预计在 2022年 7月份投入生产。 

综上，公司本年 v60产品产量、销量、收入占比都较同期有了明显的下降，符

合公司挂牌时的公开承诺，可以确保公司一方面满足 V60压产的规划，另一方面加

大新产品项目建设，积极推动实现公司业绩的持续提升，满足公司发展绿色化工、

环保生产的战略目标，以降低公司的环境风险和经营风险。 

针对上述回复 1、2，公司已在《定向发行说明书（自办发行）（修订稿）》“五、

其他重要事项（如有）之（六）”中补充披露如下内容（楷体加粗字显示）： 

（六）公司属于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主要产品为偶氮二异丁腈、偶氮

二异丁酸二甲酯。 

（1）环保名录“两高”企业的说明：《环境保护综合名录（2021 年版）》中，

将偶氮二异丁腈（简称“V60”）仅列入“高环境风险”产品类（特征“GHF”），未

列入“高污染”产品类（特征“GHW”）。公司挂牌期间已对此做出如下承诺： 

公司承诺：2022 年 V60 实际产量较 2021 年实际产量压产 10%；至 2025 年，

公司 V60 产品实际销量较公司 2021 年销量压产不低于 30%；2025 年以后，由于公

司新的产品结构已初步建立，且 V60 产品在公司整体收入的比重较小，对公司整体

业绩的影响有限，公司将会进一步启动 V60 的主动压产，直至完全自用，不再对外

销售。 

公司 2022 年 1-5 月份 v60 产品产量、销量、收入占比都较同期有了明显的下

降，公司严格执行了 V60 产品压产承诺。 

（2）山东省内规定的“两高”名录的说明：根据 2022 年 3 月份发布的《山

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两高”项目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以及《山东省“两

高”项目管理目录（2022 年版）》，公司现有产品不在上述政策规定的限制发展范

围之内。 

综上，公司目前在产的 V60 产品虽然属于《环境保护综合名录（2021 年版）》

中“高环境风险”类，但不属于“高污染”类，公司已建及在建的生产项目也不属

于《山东省“两高”项目管理目录（2022 年版）》中的高耗能、高排放的“两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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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公司不属于“两高”企业。 

3、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具体将用于锂电池电解液及醋酸钠等与 V60无关的产品，

锂电池电解液及醋酸钠产品是公司向绿色化工战略转型的主要产品，也是公司近期

发展的重点产品，其未列入《环境保护综合名录（2021年版）》中，且可与 v60产

品明确区分及完全隔离，具体情况如下： 

锂电池电解液和醋酸钠项目是独立的生产线，有独立的生产车间，不存在与

v60产品共用生产线和生产车间的情况；该项目与 v60项目因生产工艺不同，产品

对应上下游客户群体不同，人员的管理和职能的划分有明显的区分；该项目产品的

主要原材料有碳酸二甲酯、碳酸乙烯酯、醋酸等，都有独立的储存设备，与 V60

产品的原材料有明显的区别，不存在与 v60产品混用原材料无法区分的情况。故募

集资金的使用可在原料采购、职工薪酬、产品生产等方面与 v60产品完全隔离。 

公司在建的 1 万吨锂电池电解液和 5000 吨醋酸钠项目前期手续已基本完成，

预计在 2022年 7月份投入生产。根据《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年本）》，本

项目的产业政策适用于鼓励类第十九条“轻工”第 14款的规定：“锂离子电池用三

元和多元、磷酸铁锂等正极材料、中间相炭微球和硅碳等负极材料、单层与三层复

合锂离子电池隔膜、氟代碳酸乙烯酯（FEC）等电解质与添加剂；废旧电池资源化

和绿色循环生产工艺及其装备制造”。该项目产品属于国家鼓励类，符合国家和地

方产业政策。 

根据黑龙江龙维化学工程设计有限公司出具的《滨州海川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年产 1万吨锂电池电解液及 5000吨醋酸钠项目申请报告》（以下简称“锂电池电

解液及 5000吨醋酸钠项目申请报告”）载明产品综合能耗折和标准煤为 960.06吨

/年（含电能耗为 310 万千瓦时/年）。根据国家和发展改革委员会发布的《固定资

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办法》（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令第 44 号）第六条规定，年

综合能源消费量不满 1,000 吨标准煤，且年电力消费量不满 500 万千瓦时的固定

资产投资项目，以及用能工艺简单、节能潜力小的行业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应按照

相关节能标准、规范建设，不再单独进行节能审查。该项目符合年综合能源消费量

不满 1,000 吨标准煤，且年电力消费量不满 500 万千瓦时的标准，无需进行节能

审查。 

2022 年 4 月 1 日，滨州市行政审批服务局出具《关于滨州海川生物科技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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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年产 1 万吨锂电池电解液及 5000 吨醋酸钠技术改造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

的批复》（滨审批四[2022]380500018 号），载明“《滨州海川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年产 1 万吨锂电池电解液及 5000 吨醋酸钠技术改造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由山

东青科环境科技有限公司编制，项目建设基本可行”。 

该项目已完成项目备案、施工许可、环评等手续，工程建设处于收尾阶段。锂

电池电解液及 5000 吨醋酸钠项目申请报告中载明该项目完成后年均销售额为

58,000万元，年均税款利润总额 3,691.02万元。本项目的建设对公司整体业务战

略规划的实现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为公司实现跨越式发展带来更多的机遇；同时

也符合国家围绕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从源头坚决遏制高耗能、高排放项目盲

目发展，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战略决策。 

公司已在《定向发行说明书（自办发行）（修订稿）》“（八）本次募集资金用

途及募集资金的必要性、合理性之“募集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如有）””中补充

披露如下内容（楷体加粗字显示）： 

公司在建的 1 万吨锂电池电解液和 5000 吨醋酸钠项目主要生产的产品是锂电

池电解液及醋酸钠，预计 2022 年下半年正式投产使用，锂电池电解液及醋酸钠产

品是公司向绿色化工战略转型的主要产品，也是公司近期发展的重点产品。公司

计划将上述募集资金具体用于锂电池电解液及醋酸钠等与 V60 无关的产品，并与

V60 产品完全隔离。随着公司业务发展以及经营规模进一步扩大，公司保持持续发

展所需的营运资金也不断增加。此次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将有助于缓解公司现有

业务规模扩张带来的资金压力，促进公司快速、持续、稳健发展，与公司现阶段营

运资金需求量是匹配的。 

【主办券商核查意见】 

1、核查程序： 

（1）查阅《环境保护综合名录（2021 年版）》、《山东省“两高”项目管理目录

（2022 年版）》、《滨州海川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年产 1万吨锂电池电解液及 5000

吨醋酸钠项目申请报告》、《关于滨州海川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年产 1万吨锂电池

电解液及 5000 吨醋酸钠技术改造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滨审批四

[2022]380500018号）、查阅公司财务核算资料、政府出具的相关文件等； 

（2）查阅公司出具的书面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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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事实依据 

公司取得的资质文件、《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办法》、《环境保护综合名

录（2021 年版）》、《山东省“两高”项目管理目录（2022 年版）》、公司环境影响评

价报告书、政府证明文件、财务核算资料、公司出具的说明等文件。 

3、结论意见 

（1）2021 年 9 月 13 日，滨州市沾化区发展和改革局出具《证明》，载明： 

根据《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两高”项目管理的通知》（鲁政办字

[2021]57 号）以及《关于印发山东省“两高”项目管理目录的通知》（鲁发改工业

[2021]487 号），同时参照《关于加强高耗能、高排放项目生态环境源头防控的指导

意见（征求意见稿）》（环办便函[2021]140 号），滨州海川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不

属于上述文件中的高耗能、高排放的“两高”行业，该公司已建及在建的生产项目

也不属于高耗能、高排放“两高”项目，该公司未被列入滨州市“两高”企业重点

监管名单。 

经查询 2022 年 3 月份发布的《山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两高”项目管

理有关事项的通知》以及《山东省“两高”项目管理目录（2022 年版）》，公司已

建及在建的生产项目不属于高耗能、高排放“两高”项目。 

因此，公司不属于“两高”企业。 

（2）经核查，偶氮二异丁腈（简称“V60”）产品已被列入《环境保护综合名

录（2021 年版）》中，其被列入“高环境风险”产品类（特征“GHF”），未列入“高

污染”产品类（特征“GHW”）。 

（3）经核查，如公司所述，公司 2022年 1-5月份 v60产品产量、销量、收入

占比都较同期有了明显的下降，执行了 V60产品压产承诺。 

（4）经核查，公司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具体将用于锂电池电解液及醋酸钠等与

V60无关的产品，且能与 V60产品完全隔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