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碳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工作函回复的核查意见 

 

 

上海证券交易所： 

根据贵所《关于碳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工

作函》（上证公函【2022】0444号，以下简称“监管工作函”）的要求，民生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或“民生证券”）作为碳元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发行人”或“碳元科技”）的保荐机构，会同发行人

及相关中介机构，对监管工作函所提及的事项进行了逐项落实，现将监管工作函

所涉及问题回复如下： 

 

 

4.年报及前期公告显示，公司 IPO 募集资金净额 3.5 亿元，拟以 2.9 亿元

和 6000万元分别投建搬迁扩建项目和研发中心项目。其中，搬迁扩建项目于 2020 

年 7月结项，研发中心项目于 2021 年 5月终止，公司将剩余募集资金及利息收

入合计 6724.8 万元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请公司补充披露：（1）结合招股说明书披露的项目建设前景及必要性等，说

明研发中心项目涉及的市场环境、行业发展趋势及与主要客户供应商的合作关

系是否发生重大变化，终止该募投项目的原因及合理性，前期关于项目内容、所

需资金规模的确定是否审慎；（2）前述剩余募集资金在终止募投项目前后的存放

和使用情况，是否存在流向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的情形。请保荐

机构发表意见，请年审会计师就问题（2）发表意见。 

回复： 

一、结合招股说明书披露的项目建设前景及必要性等，说明研发中心项目涉

及的市场环境、行业发展趋势及与主要客户供应商的合作关系是否发生重大变

化，终止该募投项目的原因及合理性，前期关于项目内容、所需资金规模的确定



是否审慎； 

（一）招股说明书披露的项目建设前景及必要性 

根据招股说明书，公司 IPO募投项目“研发中心项目”原计划对现有高导热

石墨产品的规格扩充和性能提升、生产工艺改进及新产品的研发。 

根据招股说明书，“研发中心项目”的项目建设前景及必要性如下： 

高导热石墨膜应用于消费电子领域还是近几年的新兴应用，材料本身的特性

还有一定提升空间，消费电子产品的推陈出新也对散热解决方案提出了更多样更

复杂的需求。国际老牌碳材料企业如 Graftech、松下等在该领域积累了数十年

的研发成果，不仅是材料应用方面有较深的研究，在材料基础特性上的创新和突

破也有较多的积累。国内厂家大多处于模仿生产阶段，对材料应用和材料基础特

性上的研究还很薄弱。 

公司拟通过实施研发中心项目，引进一批先进的研发设计、生产、检测设备

和专业技术人才，建设一个专注于新材料领域研发设计的高起点、高水平的综合

平台。新的平台将大大增强公司的人才储备和技术储备，全面提高公司的研发设

计能力，进一步加快新产品、新材料、新工艺的研发或改进速度，使公司在市场

竞争中保持技术上的领先优势，从而使本公司获得直接或间接的经济效益。此外，

公司将依托新的平台，进一步深化公司现有新材料产品领域外延产品的研发设计，

增加公司新产品技术储备，延伸公司产品线，为公司未来带来新的增长点。 

（二）2019 年 5 月变更为“3D玻璃背板、陶瓷背板及石墨散热膜研发中心

项目”的建设前景及必要性 

2019 年 5月，公司发布《关于变更部分募投项目的公告》，公司拟由石墨散

热膜的生产研发业务切入同属于智能手机产业链的 3D 玻璃背板及陶瓷背板业务，

因此拟将“研发中心项目”变更为“3D玻璃背板、陶瓷背板及石墨散热膜研发中

心项目”。 

根据《关于变更部分募投项目的公告》，变更后的“3D玻璃背板、陶瓷背板

及石墨散热膜研发中心项目”的建设前景及必要性如下： 

2012 年开始，金属逐步成为主流旗舰机型的主要外观件材质，但随着 5G时

代的逐渐到来以及无线充电等新型传输方式的不断发展，消费电子产品的无线频

段愈加复杂，对信号和传输的屏蔽已成为金属机壳的重大劣势。近年来，智能手



机外观件去金属化的趋势已越发明显，玻璃和陶瓷在各品牌新发布的主流机中应

用比例逐渐增加，以该等材质制作背板亦成为手机行业未来的发展方向。 

公司自设立以来致力于高导热石墨散热材料的开发、制造与销售，是国内消

费电子产品散热领域的领先企业，长期以来与众多智能终端厂商建立了良好的合

作关系，公司生产的高导热石墨散热材料广泛用于华为、三星、OPPO、VIVO 等品

牌手机。基于多年运营下对行业的深入理解，公司充分利用多年来在消费电子产

业链中积淀的优势和经营，于 2018 年在江苏中关村科技产业园出资人民币 6 亿

元设立全资子公司碳元光电科技有限公司（2020 年 12月更名为“海程光电科技

有限公司”）以实施 3D 玻璃背板及陶瓷背板产业化项目，旨在进一步开拓消费电

子市场，发掘新利润增长点并与现有业务形成协同效应。目前，碳元光电科技有

限公司已完成厂房基建和设备购置。 

（三）研发中心项目涉及的市场环境、行业发展趋势及与主要客户供应商的

合作关系是否发生重大变化 

公司“研发中心项目”、“3D 玻璃背板、陶瓷背板及石墨散热膜研发中心项

目”的实施主要为了提升公司高导热石墨散热材料、3D 玻璃背板、陶瓷背板等

产品的性能及工艺水平等，公司此类产品主要应用于智能手机产品。 

自公司公告招股书以来，智能手机市场呈现稳定增长态势。国际数据公司

IDC的一项研究显示，2021年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预计将达到 13.8亿部，较 2020

年增长 7.7％，实现 2015 年以来的最高增幅。这种增长趋势预计将持续到 2022

年，届时出货量将达到 14.3亿部。同时，IDC 预计 2021年国内智能手机出货量

将同比增长 4.6%，市场容量约 3.4 亿台。国内外智能手机市场的蓬勃发展给各

类手机元器件产品带来了广阔的市场空间，因此“研发中心项目”、“3D 玻璃背

板、陶瓷背板及石墨散热膜研发中心项目”涉及的市场环境、行业发展趋势未发

生重大变化。 

2015 年至 2020年，国内知名手机厂商为公司的第一大客户，然而，2019年

至 2020 年间，其先后被美国有关部门实施了包括限制采购外国制造商使用美国

技术制造的芯片在内的多项制裁措施，导致其手机出货量出现持续下降，进而导

致公司与其之间的业务量不断萎缩，2021 年度国内知名手机厂商已不再属于公

司前五大客户范围。此外，国外知名手机厂商于 2016-2019年间为公司的前五大



客户，但由于中美贸易冲突，国外知名手机厂商担心其手机原材料供应商中含有

贸易冲突的公司可能会对其销售产生影响，故大额削减了与公司之间的交易往来。

综上所述，近年来，受中美贸易冲突的影响，公司与原国内外知名手机厂商的合

作关系发生重大变化，公司已积极采取开拓 OPPO、VIVO 等其他国内外知名手机

厂商客户等方式应对上述重大客户变更给公司经营造成的不利影响。 

（四）终止该募投项目的原因及合理性 

2021 年 5月 28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临时会议和第三届监事

会第十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终止部分募投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

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终止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中的“3D 玻璃背板、陶瓷背

板及石墨散热膜研发中心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用于海程

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程光电”）的日常生产经营。 

公司终止“3D 玻璃背板、陶瓷背板及石墨散热膜研发中心项目”并将剩余

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主要基于以下原因： 

1、3D玻璃背板、陶瓷背板业务的开展未达预期 

公司分别于 2019 年 5 月 28 日、6 月 17 日召开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前述将原募投项目“研发中心项目”变更为“3D 玻璃背板、陶瓷背板及石墨散

热膜研发中心项目”事项后，海程光电于 2019 年下半年组织对 3D玻璃背板、陶

瓷背板产品进行了小规模试生产，结果由于公司在 3D 玻璃背板、陶瓷背板产品

领域的经验与技术积累仍存在不足，导致海程光电试生产的 3D 玻璃背板、陶瓷

背板产品的产品质量未能达到公司预期。为降低公司的投资风险、提升公司资金

运用的安全性，公司决定在 3D玻璃背板、陶瓷背板业务成熟前暂时搁置对于“3D

玻璃背板、陶瓷背板及石墨散热膜研发中心项目”的投资。 

2020 年之后，随着公司相关工艺技术的成熟，公司 3D玻璃背板、陶瓷背板

的产品质量已能达到客户要求，销售规模明显上升，但受突发的新冠疫情以及中

美贸易冲突等因素影响，该项业务的开展始终未能达到预期规模，因而持续亏损。

2021 年 5 月，鉴于海程光电业绩显著低于预期，并且在中美贸易冲突的大背景

下短期内难以得到有效好转，因此公司计划退出 3D 玻璃背板、陶瓷背板业务，

并且决定先行终止作为该项业务配套项目的“3D 玻璃背板、陶瓷背板及石墨散

热膜研发中心项目”的实施。2021年 7月 12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



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全资子公司海程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停产的议案》，决

定对海程光电实施停产。 

2、有利于支持公司的日常生产经营 

近年来，公司受行业竞争加剧、新冠疫情、中美贸易冲突、原第一大客户国

内知名手机终端出货量大幅下降等因素叠加影响，主要业务在短时间内受到较大

冲击，综合毛利率与净利润均呈现下降趋势，流动资金日益紧张。截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公司短期借款余额为 2.07 亿元，长期借款余额为 1.91 亿元，资产

负债率为 49.12%，远超行业平均水平，公司的流动资金已难以维持公司的日常

生产经营。 

在这一经营现状下，由于“3D玻璃背板、陶瓷背板及石墨散热膜研发中心项

目”并不直接产生效益，即使继续实施该项目依然无法在短期内改善公司的经营

状况，而通过终止该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将有效改善公

司流动资金不足的局面，节约公司的财务费用支出，为公司的日常生产经营活动

提供资金支持，有利于公司的长期稳定发展。 

综上所述，公司 2021年 5月终止“3D 玻璃背板、陶瓷背板及石墨散热膜研

发中心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具有合理性与谨慎性。 

（五）前期关于项目内容、所需资金规模的确定是否审慎 

2018 年 9月，“3D 玻璃背板、陶瓷背板及石墨散热膜研发中心项目”的实施

主体碳元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委托无关联第三方咨询机构南京佳文企业管理有限

公司（营业范围包含工程技术咨询）就“3D玻璃背板、陶瓷背板及石墨散热膜研

发中心项目”出具《可行性研究报告》。南京佳文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依据《建设

项目经济评价方法与参数》（第三版）、国家发展改革委和建设部发布的有关投资

估算规定、地方有关取费标准，并根据“3D玻璃背板、陶瓷背板及石墨散热膜研

发中心项目”具体情况在《可行性研究报告》中对该项目的建设工程费、设备购

置费等各项费用进行了估算。 

2019 年 5月 28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临时会议、第二届监

事会第十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投项目的议案》，同意公司

将原募投项目“研发中心项目”变更为“3D玻璃背板、陶瓷背板及石墨散热膜研

发中心项目”，公司独立董事及时任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均就上述募



投项目变更事项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2019 年 6 月 17 日，公司召开 2019 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述募投项目变更事项。 

综上所述，公司“3D玻璃背板、陶瓷背板及石墨散热膜研发中心项目”建设

内容已由无关联第三方咨询机构出具《可行性研究报告》，项目所需资金规模已

在《可行性研究报告》中依据国家、地方的相关规定及标准进行测算。并且公司

上述募投项目变更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独立

董事及时任保荐机构均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履行了必要的审议程序。因此，

公司前期项目内容、所需资金规模的确定具有审慎性。 

二、前述剩余募集资金在终止募投项目前后的存放和使用情况，是否存在流

向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的情形。 

（一）募集资金专户开立情况 

公司于 2017 年 3 月 15 日分别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武进开发

区支行、花旗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

邱墅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其中花

旗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用于存放“研发中心项目”募集资金。 

因“研发中心项目”后续已于 2019年 5月变更为“3D玻璃背板、陶瓷背板

及石墨散热膜研发中心项目”,公司于 2019 年 7 月 10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

十七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增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签订募集资金四方监管

协议的议案》，公司与碳元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溧阳

支行、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订完成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

开立了“3D 玻璃背板、陶瓷背板及石墨散热膜研发中心项目”募集资金专户。 

（二）研发中心终止前募集资金存放及使用情况 

1、募集资金存放情况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募集资金存放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银行名称 银行账号 
2017-

12-31 

2018-

12-31 

2019- 

12-31 

2020-

12-31 

2021-

12-31 
备注 

交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溧阳支行 

32400610001

8150691647 
-  -  505.43 66.30 79.82 

存放“3D 玻璃

背板、陶瓷背

板及石墨散热

膜研发中心项

目”募集资金 



花旗银行（中

国）有限公司

上海分行 

1784120216 17.36 375.44 0.99 -  -  

存放“研发中

心项目”募集

资 金 ， 已 于

2020年 5月 22

日销户 

中国建设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常州武

进开发区支

行 

32050162960

000000063 
100.86 18.21 2,191.77 -  -  

存放“搬迁扩

建项目”募集

资 金 ， 已 于

2020 年 12 月

25日销户 

中国农业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常州邱

墅支行 

10605701040

011209 
502.33 145.78 151.80 -  -  

存放“搬迁扩

建项目”募集

资 金 ， 已 于

2020 年 12 月

24日销户 

合计  620.55 539.43 2,849.99 66.30 79.82   

注 1：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结余募集资金余额为 17,274.55 万元，其中募集资金

专户存储余额 620.55万元，用于现金管理的募集资金余额合计为 16,654.00万元； 

注 2：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募集资金余额为 14,839.43 万元，其中募集资金

专户存储余额 539.43万元，用于现金管理的募集资金余额合计为 14,300.00万元； 

注 3：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 10,750.00 万元，其中募集

资金专户存储余额为 2,849.99万元，用于现金管理的金额合计为 7,900.00万元； 

注 4：截至 2020年 12月 31日，公司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 6,626.30万元，其中募集资

金专户存储余额为 66.30万元，用于现金管理的金额合计为 6,560.00万元； 

注 5：截至 2021年 12月 31日，公司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 79.82万元。 

2、使用情况 

公司“研发中心项目”及“3D 玻璃背板、陶瓷背板及石墨散热膜研发中心项

目”历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期间 支付金额 用途 

研发中心项目 

2017 0.73 构建长期资产 

2018 7.90 构建长期资产 

2019 36.21 构建长期资产 

3D玻璃背板、陶瓷背板及石

墨散热膜研发中心项目 
2020 24.62 

构建长期资产 

  69.46  

综上所述， “研发中心项目”及“3D 玻璃背板、陶瓷背板及石墨散热膜研

发中心项目”终止前募集基金主要用于购买与项目相关的仪器设备，并将暂时闲

置资金购买理财产品进行现金管理，不存在临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形，未与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发生大额往来及交易，不存在流向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的情形。 

（三）研发中心终止后流动资金存放及使用情况 

公司于 2021 年 5 月 28 日分别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临时会议和第

三届监事会第十次临时会议，于 2021 年 6 月 16 日召开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部分募投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的议案》，同意公司终止募集资金投资项目“3D 玻璃背板、陶瓷背板及石墨散热

膜研发中心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转入海程光电公司自有资金账户，用于公

司生产经营活动。“3D 玻璃背板、陶瓷背板及石墨散热膜研发中心项目”终止

后实际结余集资金 6,724.79 万元，结余资金的后续存放与使用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年 月 日 
凭证

号 
资金流向 摘要 转入 转出 余额 交易账号 

结余募集资金初始余额 - - 6,724.79 - 

2021 6 24 
记-

163 

海程光电科技有

限公司（建设银

行：

32050162633600

000434） 

银行

账户

划转 

- 3,000.00 3,724.79 

交通银行：

3240061000181506

91647 

2021 7 22 记-90 

海程光电科技有

限公司（建设银

行：

32050162633600

000434） 

银行

账户

划转 

- 3,644.97 79.82 

交通银行：

3240061000181506

91647 

截至 2021年 12月 31日结余募集资金余额 - - 79.82 - 

“3D 玻璃背板、陶瓷背板及石墨散热膜研发中心项目”募集资金专户结余

募集资金初始余额为 6,724.79万元，截至 2021 年 12月 31日合计转入海程光电

建设银行 32050162633600000434 账户 6,644.97 万元，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

结余募集资金余额为 79.82万元。 

（2）海程光电建设银行账号资金使用情况 

单位：万元 

用途 支付金额 

转入碳元科技 6,000.00 

支付工程款 350.00 

支付货款 190.34 

支付设备款 60.75 



用途 支付金额 

支付税金 21.54 

支付费用 15.40 

支付工资 6.94 

总计 6,646.91 

募集资金专户转入海程光电建设银行账户的 6,644.97 万元分别用于支付碳

元科技往来款 6,000.00 万元、支付中国电子系统工程第二建设有限公司基建款

350.00万元以及支付其他非关联方零星付款 294.97 万元。 

海程光电使用上述结余募集资金向碳元科技转入的 6,000.00 万元往来款的

后续流向主要为偿还银行贷款，具体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年 月 日 凭证号 摘要 转入金额 转出金额 

2021 6 25 记-164 转入碳元科技用于归还银行贷款 2,500.00 - 

2021 7 30 记-87 转入碳元科技用于归还银行贷款 3,500.00 - 

2021 7 31 记-516 归还兴业银行贷款本金及利息 - 274.81  

2021 7 31 记-516 归还兴业银行贷款本金及利息 - 238.80  

2021 7 21 记-810 
归还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借款本金及

利息 
- 663.02  

2021 8 31 记-594 归还兴业银行贷款本金及利息 - 2,200.00  

2022 1 11 记-459 支付中国农业银行还贷 - 2,623.37 

合计 6,000.00 6,000.00 

综上所述，“3D玻璃背板、陶瓷背板及石墨散热膜研发中心项目”终止后的

结余募集资金主要用于偿还银行贷款以及向供应商支付货款、工程款等，未与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发生大额往来及交易，不存在流向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的情形。 

三、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保荐机构履行了如下核查程序： 

1、查阅公司招股说明书； 

2、查阅公司将“研发中心项目”变更为“3D玻璃背板、陶瓷背板及石墨散

热膜研发中心项目”，以及终止“3D玻璃背板、陶瓷背板及石墨散热膜研发中心

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事项相关的“三会”决议、独立董事

出具的意见、时任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发表的核查意见等信息披露文



件； 

3、查阅历年公司年审会计师出具的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鉴证报告以

及时任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核查意见； 

4、查阅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以及其他相关账户明细； 

5、对公司主要负责人进行访谈，了解公司“研发中心项目”涉及的市场环

境、行业发展趋势及与主要客户供应商的合作关系等是否发生了重大变化。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1、近年来，公司募投项目“研发中心项目”涉及的市场环境、行业发展趋

势未发生重大变化，但受中美贸易冲突的影响，公司与原主要客户国内外知名手

机厂商之间的合作关系发生重大变化，其 2021 年度已不再属于公司前五大客户

范围； 

2、公司终止“3D 玻璃背板、陶瓷背板及石墨散热膜研发中心项目”主要由

于受中美贸易冲突的影响，公司 3D 玻璃背板、陶瓷背板业务的开展未达预期，

公司主营的石墨散热材料业务的开展也面临困境，终止该项目将有效改善公司流

动资金不足的局面，节约公司的财务费用支出，为公司的日常生产经营活动提供

资金支持，有利于公司的长期稳定发展，具有合理性； 

3、公司“研发中心项目”及“3D 玻璃背板、陶瓷背板及石墨散热膜研发中

心项目”终止前募集资金主要用于购买与项目相关的仪器设备，未与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发生大额往来及交易，不存在流向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及其他关联方的情形； 

4、“3D 玻璃背板、陶瓷背板及石墨散热膜研发中心项目”终止后的结余募

集资金转入海程光电账户后，主要用于支付碳元科技往来款 6,000.00 万元、支

付中国电子系统工程第二建设有限公司基建款 350.00 万元以及支付其他非关联

方零星付款 294.97万元；向碳元科技支付的 6,000.00 万元往来款后续流向主要

用于偿还银行贷款，未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发生大额往来及交

易，不存在流向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的情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