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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苏州瀚川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半年度持续督导跟踪报告 

 

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持续督导工作指

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安信证券”、“保荐机构”）作为苏州瀚川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瀚川智能”、“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保荐机

构，负责瀚川智能上市后的持续督导工作。 

2020年半年度，安信证券对瀚川智能的持续督导情况如下： 

一、持续督导工作情况 

工作内容 实施情况 

1、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持续督导工作制度，并针对

具体的持续督导工作制定相应的工作计划。 

安信证券已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了持

续督导制度，已根据公司的具体情况

制定了相应的工作计划。 

2、根据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在持续督导工作开始

前，与上市公司或相关当事人签署持续督导协议，

明确双方在持续督导期间的权利义务，并报上海证

券交易所备案。 

安信证券已与瀚川智能签订了保荐协

议，该协议已明确了双方在持续督导

期间的权利义务。 

3、通过日常沟通、定期回访、现场检查、尽职调查

等方式开展持续督导工作。 

2020年半年度持续督导期间，安信证

券通过日常沟通、定期或不定期回访、

现场办公等方式，在瀚川智能开展了

持续督导工作。 

4、持续督导期间，按照有关规定对上市公司违法违

规事项公开发表声明的，应于披露前向上海证券交

易所报告，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后在指定媒体

上公告。  

2020年半年度持续督导期间，瀚川智

能不存在须按照有关规定需保荐机构

公开发表声明的违法违规事项。 

5、持续督导期间，上市公司或相关当事人出现违法

违规、违背承诺等事项的，应自发现或应当发现之

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报告内

容包括上市公司或相关当事人出现违法违规、违背

承诺等事项的具体情况，保荐人采取的督导措施等。 

2020年半年度持续督导期间，瀚川智

能及相关当事人未出现违法违规、违

背承诺等情况。 

6、督导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遵守法

律、法规、部门规章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的业务

规则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并切实履行其所做出的各

项承诺。 

安信证券督导瀚川智能及其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遵守法律、法规、

部门规章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的业

务规则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切实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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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所做出的各项承诺；经核查，瀚川

智能及现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无违法违规和违背承诺的情况发

生。 

7、督导上市公司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公司治理制

度，包括但不限于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议事

规则以及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行为规范等。 

安信证券督促公司依照最新要求健全

完善公司治理制度，并严格执行公司

治理制度。 

8、督导上市公司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内控制度，包

括但不限于财务管理制度、会计核算制度和内部审

计制度，以及募集资金使用、关联交易、对外担保、

对外投资、衍生品交易、对子公司的控制等重大经

营决策的程序与规则等。 

安信证券对公司的内控制度的设计、

实施和有效性进行了核查，该等内控

制度符合相关法规要求并得到了有效

执行，可以保证公司的规范运行。 

9、督导公司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信息披露制度，审

阅信息披露文件及其他相关文件并有充分理由确信

上市公司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交的文件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安信证券督促瀚川智能严格执行信息

披露制度，审阅信息披露文件及其他

相关文件。 

10、对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文件及向中国证监会、

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交的其他文件进行事前审阅，对

存在问题的信息披露文件及时督促公司予以更正或

补充，公司不予更正或补充的，应及时向上海证券

交易所报告；对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文件未进行事

前审阅的，应在上市公司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后五个

交易日内，完成对有关文件的审阅工作，对存在问

题的信息披露文件应及时督促上市公司更正或补

充，上市公司不予更正或补充的，应及时向上海证

券交易所报告 

安信证券对瀚川智能的信息披露文件

进行了审阅，不存在应及时向上海证

券交易所报告的情况。 

11、关注上市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上海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或者被上海证券交易所出

具监管关注函的情况，并督促其完善内部控制制度，

采取措施予以纠正。  

经核查，2020年半年度持续督导期间，

瀚川智能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自公司上

市以来未发生该等情况。 

12、持续关注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等履行承诺的情况，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等未履行承诺事项的，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

所报告。  

经核查，2020年半年度持续督导期间，

瀚川智能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等无应向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报的未履

行承诺的事项发生。 

13、关注公共传媒关于公司的报道，及时针对市场

传闻进行核查。经核查后发现上市公司存在应披露

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已披露的信息与事实不符的，

及时督促上市公司如实披露或予以澄清；上市公司

不予披露或澄清的，应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 

经核查，2020年半年度持续督导期间，

瀚川智能未发生该等情况。 

14、发现以下情形之一的，保荐人应督促上市公司

做出说明并限期改正，同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  

（一）上市公司涉嫌违反《上市规则》等上海证券

交易所相关业务规则； 

经核查，2020年半年度持续督导期间，

公司未发生该等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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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证券服务机构及其签名人员出具的专业意见

可能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等违法

违规情形或其他不当情形； 

（三）上市公司出现《保荐办法》第七十一条、第

七十二条规定的情形； 

（四）上市公司不配合保荐人持续督导工作； 

（五）上海证券交易所或保荐人认为需要报告的其

他情形。 

15、上市公司出现以下情形之一的，保荐人应自知

道或应当知道之日起十五日内或上海证券交易所要

求的期限内，对上市公司进行专项现场检查： 

（一）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方非经营

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 

（二）违规为他人提供担保； 

（三）违规使用募集资金； 

（四）违规进行证券投资、套期保值业务等； 

（五）关联交易显失公允或未履行审批程序和信息

披露义务； 

（六）业绩出现亏损或营业利润比上年同期下降

50%以上； 

（七）上海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情形。 

经核查，2020 年半年度持续督导期间，

瀚川智能未发生该等情况。 

二、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发现的问题及整改情况 

2020 年上半年，瀚川智能不存在需要整改的情况。 

三、重大风险事项 

（一）核心竞争力风险 

1、科技创新能力持续发展的风险 

公司属于智能制造装备领域的细分行业，现阶段智能制造装备技术正处于快

速发展中，能否及时研发并推出符合市场需求的技术和产品是智能制造装备领域

企业能否保持持续竞争力的关键。虽然公司高度重视研发投入，并建立了完善的

研发制度，但如果公司的技术开发和产品升级不能及时跟上市场需求的变化，或

者公司对相关产品的市场发展趋势、研发方向判断失误，将对公司保持市场领先

地位产生不利影响，并进一步影响公司的盈利能力及可持续发展能力。 

2、技术泄密的风险 

公司主营产品科技含量较高，并拥有大量的核心技术，现阶段主要通过技术

秘密方式保护。尽管公司采取了建立健全了保密制度、加大技术投入等措施对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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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予以保密。但上述措施并不能完全保证技术不外泄，如果出现技术外泄的情况，

可能给公司生产经营造成不利影响。 

（二）经营风险 

1、核心客户收入占比较大的风险 

公司客户集中度较高，这与下游行业的竞争格局及公司采取的发展战略、所

处的发展阶段有一定的关系。如果核心客户出现较大经营风险导致其减少向公司

采购或公司未来不能持续进入核心客户的供应商体系，将对公司的销售收入产生

较大影响，短期内公司将面临销售收入减少的风险。 

2、人力成本以及主要原材料价格波动的风险 

随着经济发展以及通货膨胀等因素，未来公司员工平均工资可能会逐步提

高，公司人力成本将相应上升。如果人均产出不能相应增长，则人力成本的上升

可能会对公司的经营业绩带来不利影响。同时，公司生产使用的主要原材料为机

械零部件、电气元器件等，若未来主要原材料价格出现短期内大幅上涨，也将对

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不利影响。 

3、海外经营风险 

2020 年上半年，公司主营业务收入中源自境外的比例为 20.45%，主要来源

于菲律宾、美国、墨西哥、匈牙利、立陶宛等国家。公司的业务模式决定了智能

制造项目需要在海外客户的生产现场进行安装调试，未来如果出现汇兑限制、东

道国政府限制、战争及政治暴乱等情形，可能会影响公司智能制造项目的安装调

试及验收进度，并将给公司境外项目及时进行收入确认、款项收回等带来一定程

度的风险，给公司带来投资损失。同时，由于公司主要在境内经营，境外经营管

理实践经验相对不足，海外经营人才尚需进一步补充，因此公司也面临因公司海

外经营经验及人才储备不足的经营风险。 

（三）行业风险 

1、宏观经济周期性波动影响的风险 

公司所处的行业属于智能装备制造业，行业供需状况与下游行业的固定资产

投资规模和增速紧密相关，受到国家宏观经济发展变化和产业政策的影响，公司

下游行业的固定资产投资需求有一定的波动性，从而可能对公司的汽车电子、医

疗健康、新能源电池及工业互联等智能制造装备应用产品的需求造成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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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新行业市场开拓的风险 

依托在汽车电子智能制造设备领域的先发优势及多年积累的产品设计、研

发、生产及技术服务经验，公司向医疗健康、新能源电池和工业互联等业务领域

拓展，为开拓市场，应对国内外的竞争，公司需要投入更多的资金、技术、人力

资金等以迅速扩大新行业市场的占有率。若新的行业拓展策略、营销服务等不能

很好适应并引导客户需求，公司将面临新行业市场开拓风险。 

（四）宏观环境风险 

1、贸易摩擦风险 

近年来，国际贸易环境日趋复杂，贸易摩擦争端愈演愈烈。尤其近年来中美

贸易摩擦不断升级，美国政府不断加大对中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范围和关税征收

力度。如果未来国际贸易摩擦进一步加剧，对外资客户在国内的智能制造需求以

及公司产品外销会产生不利影响。 

2、汇率波动风险 

公司境外收入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较高，境外销售主要以美元结算为主，

若未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发生较大的波动，则会对公司的业绩产生影响，如果人

民币出现短期内大幅升值，公司产品出口以及经营业绩可能受到不利影响。 

3、全球疫情长期性和反复性风险 

新冠肺炎疫情在海外持续发展，海外国家加强了对人口的入境限制和货物物

流的运输限制，将对公司海外市场业务产生一定不利影响。此外疫情可能导致全

球经济发展停滞，消费紧缩、投资下降，对公司经营业绩造成不利影响。 

四、重大违规事项 

2020 年上半年，瀚川智能不存在重大违规事项。 

五、主要财务指标的变动原因及合理性 

2020 年半年度，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主要会计数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

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173,481,653.89 158,781,174.85 9.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583,569.14  8,082,773.07 4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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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9,213,176.41 7,559,180.4 21.8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5,229,238.43 -67,605,287.46 47.89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

上年度末增减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858,654,347.95  875,279,015.50 -1.90 

总资产 1,362,215,325.07  1,140,851,571.58 19.40 

 

2020 年半年度，公司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元 

主要财务指标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1 0.10 1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1 0.10 10.00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

益（元／股） 
0.09 0.09 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32 4.32 减少3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

资产收益率（%） 
1.05 4.04 减少2.99个百分点 

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 11.39 7.67 增加3.72个百分点 

2020 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73,481,653.89 元，同比上升 9.26%，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583,569.14 元，同比上升 43.31%。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的增长幅度超过同期营业收入的增长幅度主要是由于，公司本期

因募集资金到账产生的利息收入较多。 

2020 年上半年，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增加 47.89%，主要

是由于公司本期的收款情况良好，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同比增加

128,120,895.31 元。 

综上，2020 年半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及财务指标变动具有合理性。 

六、核心竞争力的变化情况 

公司在汽车电子智能制造装备领域具有显著的市场地位。全球前十大汽车零

部件厂商中，有七家为公司客户（大陆集团、博世、电装、麦格纳、爱信精机、

李尔及法雷奥）；在连接器细分领域，全球前两大厂商（泰科电子、莫仕）均为

公司重要客户。另外，在医疗健康行业，公司拥有美敦力（医疗器械排名全球第

一）、百特（医疗器械全球排名第十五）、3M（医疗器械全球排名第十八）等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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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在新能源电池行业，公司拥有亿纬锂能（国内动力锂电池装机量排名前十）、

欣旺达（电池行业国内第六）等优质客户。公司主要收入来自于上述优质客户，

主要服务于客户核心生产线。 

公司的核心竞争力主要体现在：（1）技术优势、（2）客户优势、（3）人才团

队优势、（4）客户服务优势、（5）项目实施及管理经验优势、（6）国际化运营优

势等方面。 

经过多年发展，公司已经形成了较强的核心竞争力，并通过 2019 年在科创

板上市进一步提升了公司的品牌影响力和资金实力。2020 年上半年公司核心竞

争力未发生重大不利变化。 

七、研发支出变化及研发进展 

（一）研发支出 

2020 年半年度，公司持续加大各项新产品研发投入，公司研发投入为

1,975.15 万元，研发投入总额占营业收入比例为 11.39%。 

（二）研发进展 

2020 年上半年，公司完成了 PCB 插针机高端版的控制平台升级，结合自动

化控制领域 PC-Base 创新控制技术，为下一步的设备软件功能扩展提供了良好的

硬件条件。目前，工程样机已经进入最后的调试阶段。 

2020 年上半年，结合市场战略与项目交付策略，公司拓展了 PCB 设备产品

系列，推出 PCB 插针机基础版、PCB 分板机基础版、PCB 在线测试机的工程样

机。目前，三种工程样机方案评审已经通过。 

2020 年上半年，公司在水滴互联产品线研发的 OPENLINK Edge 产品基础上

应市场需求，研发出 OPENLINK Server V1.0 产品。OPENLINK Server 是用于大

批量数据采集和分发的中心网关，主要是面向集团型企业大规模设备互联的集中

式服务器 IOT 平台，该产品主要实现了西门子、三菱等众多品牌 PLC、发那科

等 CNC 设备的远程互联，同时可通过 MQTT 等协议转发，实现了现场设备与第

三方系统的互联互通。 

2020 年上半年，公司在水滴智造产品线研发的水滴 MOS 平台基础上不断加

大研发投入，研发出水滴 MOSV1.1，通过吸收国际标准 ISO/IEC 62264 将制造

性企业的生产要素进行标准化，开发出组织架构、生产资源、产品资料等生产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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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应用，同时进行技术驱动研发设计出最新的中台的架构和运维平台，满足企业

内部及外部的业务系统整合及运维。 

2020 年上半年，公司研发了基于 ZigBee 网络的无线模块化锂电池管理系统

（WLBMS）。本产品采用模块化、无线化设计，分为三大功能模块：系统控制

功能模块、回路保护功能模块和 ZigBee 无线通讯功能模块。每个电池模块自我

监控，自成系统，只通过无线信号进行数据交互。降低了不同电压平台模块的数

据监测的硬件设计复杂度及系统安全风险。采用本设计电池模块，在一定电压范

围内任意数量的电池模块可以自由组合，只需要对电池模块进行串行连接，无需

关心复杂的通信线路。 

2020 年上半年，公司研发了适用于电池测试系统的低成本高精度 5V3A 化

成电源。本产品基于 Buck/Boost 拓扑结构，摒弃了传统的大电流大电压使用集

成芯片控制电源的方式，在适用于小电压小电流范围内，使用灵活便捷的分立元

件方案以纯硬件方式实现 PWM 控制。 

2020 年上半年度，公司获得授权发明专利 1 项，新申请发明专利 3 项，获

得认证的软件著作权 3 项，报告期内获得专利授权共计 27 项。 

八、新增业务进展是否与前期信息披露一致 

不适用。 

九、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及是否合规 

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明细如下表： 

单位：万元 

项  目 金  额 

1、募集资金总金额 620,726,255.85 

2、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2019 年 12 月 31 日账户余额 109,928,804.55 

3、募集资金本期支出总额（-） 20,531,442.64 

其中：募投项目投入资金 20,531,079.64 

募集资金专项账户本期手续费支出 363.00 

4、本期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 

5、本期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 

6、本期使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 

7、募集资金本期收入总额（+） 8,766,917.31 

其中：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利息收入 998,58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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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金  额 

     暂时闲置资金用于现金管理实现的收益 7,768,333.33 

8、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2020 年 6 月 30 日账户余额 98,164,279.22 

公司 2020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

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修订》

等法律法规和制度文件的规定，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和专项使用，并及时

履行了相关信息披露义务，募集资金具体使用情况与公司已披露情况一致，不存

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

形。 

十、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持股、 质押、

冻结及减持情况 

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瀚川智能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和高

级管理人员持有的瀚川智能股份均不存在质押、冻结及减持的情形。 

十一、上海证券交易所或保荐机构认为应当发表意见的其他事项 

截至本持续督导跟踪报告出具之日，不存在保荐机构认为应当发表意见的其

他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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