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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券交易所文件  
 

 

上证科审（再融资）〔2023〕73 号 

─────────────── 

 
 
关于苏州绿的谐波传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

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文件的审核问询函 

 

苏州绿的谐波传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上市审核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

及本所有关规定等，本所审核机构对苏州绿的谐波传动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发行人）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文

件进行了审核，并形成了首轮问询问题。 

1.关于本次募投项目 

根据申报材料：（1）公司“新一代精密传动装置智能制造项

目”达成后，将新增年产新一代谐波减速器 100 万台、机电一体

化产品 20 万台的产能，公司前次募投项目为年产 50 万台精密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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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减速器；本次募投项目产品是基于公司前募谐波减速器产品多

轮迭代积累后，通过精进工艺设计和技术路径生产的新一代产品；

（2）报告期内，公司产能利用率分别为 98.25%、74.81%、78.66%

和 74.15%，整体呈下降趋势；（3）截至 2022 年 9 月 30 日，发

行人前次募投项目的募集资金投入比例 24.65%；（4）公司前次

募投项目年产 50 万台精密谐波减速器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

告表》，已于 2017 年获得得苏州市吴中区环境保护局批复；发

行人认为本次募投项目无需办理环境影响评价手续。 

请发行人说明：（1）本次募投项目产品与现有产品、前次

募投项目产品的区别与联系，本次较前次募投项目产品在工艺设

计、技术路径、性能指标等方面的提升情况，是否属于重复建设；

并结合前次募集资金的使用进度，说明实施本次募投项目的必要

性、合理性，是否过度融资；（2）以表格列示本次募投项目实

施前后公司产能的变化情况，并结合产品的市场空间、竞争格局、

在手订单、产能利用率、可比公司产能扩张情况等，充分说明在

报告期内产能利用率下降的情况下，本次募投项目产能规划的合

理性，与下游市场趋势变化的匹配度，是否存在产能消化风险及

公司的应对措施；（3）是否存在使用本次募集资金置换董事会

前投入的情形；（4）本次募投项目无需办理环境影响评价手续

的依据是否充分，本次募投项目是否已取得相关审批或备案。 

请发行人律师对（3）（4）进行核查，请保荐机构对上述事

项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2.关于前次募投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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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申报材料：（1）根据前次募集资金使用鉴证报告，截

至 2022 年 9 月 30 日，发行人前次募集资金总额 96,229.78 万元，

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23,717.65 万元，其中研发中心升级项

目资金投入进度仅为 4.56%；（2）发行人前次募投包含超募资

金 22,000.00万元，截至 2022年 9 月 30 日累计永久补流 10,000.00

万元。 

请发行人说明：（1）前次募集资金截至目前的使用进度情

况及后续安排，说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比例较低，尤其是研发中

心升级项目资金使用比例较低的原因及主要考虑，并结合研发中

心升级项目的募集资金具体构成、建设内容、建设进展及后续安

排，说明是否存在相关募投项目的实施障碍；（2）前次募投超

募资金在各年用于永久补流的比例，发行人对于超募资金的使用

是否符合相关规范要求。 

请保荐机构、申报会计师对上述事项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

见。 

3.关于融资规模与效益测算 

根据申报材料：（1）发行人本次募集资金共 202,653.38 万

元，用于新一代精密传动装置智能制造项目，将新增年产新一代

谐波减速器 100 万台、机电一体化产品 20 万台的产能；（2）截

至 2022 年 9 月 30 日，发行人持有货币资金 59,031.29 万元，交

易性金融资产 55,569.83 万元，债权投资 7,629.42 万元，资产负

债率 17.14%；（3）本次募投项目税后内部收益率为 35.02%。 

请发行人说明：（1）本次募投项目融资规模的具体测算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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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及主要依据，设备购置及安装的具体金额及用途，本次募投项

目单位产能投资额与前次募投的比较情况；（2）结合发行人现

有资金及资金安排、资产负债率、资金缺口情况、非资本性支出

的认定及相关比例是否超过募集资金总额的 30%等情况，进一步

说明本次融资规模的合理性；（3）结合发行人现有业务情况，

进一步说明本次融资效益测算中单价、销量、毛利率等主要指标

的测算依据。 

请保荐机构、申报会计师对上述事项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

见。 

4.关于财务性投资 

根据申报材料：截至 2022 年 9 月 30 日，发行人持有其他权

益工具投资 3,360.00 万元，包括对苏州科爱家自动化科技有限公

司、苏州瑞步康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广东省机器人创新中心有限

公司、上海图漾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的投资；长期股权投资主要包

括对张家港市国泰智达特种设备有限公司、上海赛威德机器人有

限公司的投资，发行人均未认定为财务性投资。 

请发行人说明：（1）结合上述公司与发行人主营业务及战

略发展方向的关系以及业务合作情况，进一步说明发行人通过上

述投资获取技术、原料或渠道的主要途径，未将其认定为财务性

投资的依据是否充分；（2）最近一期末公司是否存在金额较大

的财务性投资，董事会前六个月至今实施或拟实施的财务性投资

情况。 

请保荐机构、申报会计师按照《<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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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办法>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三条、第四十条、第

五十七条、第六十条有关规定的适用意见——证券期货法律适用

意见第 18 号》第 1 条的要求，对上述事项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

意见。 

5.关于收入及毛利率 

根据申报材料：（1）报告期内发行人主营业务收入分别为

18,396.74 万元、21,183.01 万元、44,013.40 万元、34,233.79 万元，

产能利用率分别为 98.25%、74.81%、78.66%、74.15%；（2）发

行人销售模式分为直销和经销模式，其中经销收入分别为

4,207.89 万元、6,042.98 万元、10,698.40 万元、6,253.23 万元，

发行人存在部分直销客户与经销客户重叠的情况；（3）发行人

外销收入金额报告期内分别为 5,748.02 万元、3,800.75 万元、

7,687.38 万元和 5,032.94 万元，收入波动主要系 Universal Robots 

A/S 的采购金额变动影响；（4）报告期内发行人毛利率分别为

49.42%、47.07%、52.30%、50.93%，同行业可比公司综合毛利

率分别为 46.82%、43.17%、42.93%、23.61%，发行人毛利率高

于同行业可比公司；（5）报告期各期，发行人扣非后归母净利

润分别为 3,973.84 万元、4,671.58 万元、14,690.83 万元、10,516.93

万元。 

请发行人说明：（1）结合报告期内谐波减速器、机电一体

化的单价及销量波动情况、下游主要客户需求及在手订单情况等，

进一步说明报告期内发行人收入持续增长的原因及可持续性，收

入波动与产能利用率变动趋势不一致的原因；（2）报告期内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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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人经销收入持续上升的原因及对应的主要客户来源，并结合直

销与经销模式下重叠的具体客户名称、相关销售产品类型、毛利

率差异情况等，说明发行人对部分客户同时存在直销与经销模式

的原因及合理性，并说明发行人对上述客户各年内直销及经销销

售额的金额及占比情况，主要经销商是否与发行人存在关联关系

或其他利益关系；（3）结合发行人对主要外销客户 Universal 

Robots A/S 报告期内的销售模式、销售金额及主要产品类型、在

手订单情况、Universal Robots A/S 的收入及经营业绩变动情况，

以及该公司向除发行人外其他公司采购同类产品的情况，进一步

说明 2022 年 1-9 月发行人对该客户收入下降的原因，未来是否

存在相关销售产品被替代的风险；（4）结合发行人主要产品结

构、技术、应用领域等与同行业可比公司的差异情况，进一步说

明同行业可比公司的选择是否合理，报告期内发行人毛利率高于

同行业可比公司且差异逐年拉大的原因及合理性；（5）结合报

告期内发行人产品的单价、单位成本、期间费用变动等情况，量

化分析报告期内发行人净利润波动的原因，是否与同行业可比公

司变化趋势一致。 

请保荐机构、申报会计师对上述事项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

见。 

6.关于存货 

根据申报材料：报告期各期末，发行人存货账面价值分别为

13,744.99 万元、12,729.85 万元、17,921.86 万元和 24,327.43 万

元；其中半成品金额分别为 3,325.79 万元、3,151.52 万元、8,19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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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10,700.12 万元，逐年增加。 

请发行人说明：（1）发行人半成品中用于生产谐波减速器

及精密零部件、机电一体化产品的结构情况，自制半成品与委托

加工半成品的结构情况；（2）结合报告期内各类别半成品金额

占比的结构变化、相关半成品的加工过程及平均周转天数，进一

步说明最近一年及最近一期末发行人半成品金额增加幅度较快

的原因；（3）结合发行人存货的库龄、订单覆盖、期后销售实

现情况、原材料及产成品价格波动情况等，进一步说明发行人存

货跌价准备计提情况及计提的充分性。 

请保荐机构、申报会计师对上述事项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

见。 

7.关于国泰智达 

根据申报材料：（1）国泰智达设立于 2020 年 5 月 27 日，

设立时的股东为江苏国泰紫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公司总经理张

雨文的父亲张子燕担任法定代表人）和公司时任项目经理归来，

出资比例分别为 50%、50%，拟参与竞拍“张地 2020G27 号”地块

的土地使用权及后续建设投资；（2）2020 年 9 月 23 日，公司

以 200 万元受让归来持有的 50%国泰智达股份，拟将相关地块用

于发行人子公司特种设备研发制造、气压和液压动力机械及元件

研发制造、机电一体化产品的研发制造等项目的土地储备。 

请发行人说明：（1）国泰智达的主营业务、经营情况及主

要财务指标，是否与发行人、控股股东、实控人及其关联方存在

资金或业务往来，是否存在其他利益安排；（2）发行人通过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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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国泰智达股权获取土地使用权而非直接参与土地竞拍的主要

考虑，是否存在相关障碍；（3）国泰智达土地款项的出资进度、

取得土地使用权后的建设情况，是否会涉及募投项目建设；（4）

结合江苏国泰紫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与发行人的具体关系、国泰

智达的组织架构、决策机制、关键管理人员安排、发行人是否享

有可变回报等，进一步说明发行人是否能够控制国泰智达，目前

未将国泰智达纳入合并范围的主要考虑。 

请发行人律师对事项（1）（2）（3），请申报会计师对事

项（1）（3）（4）进行核查，请保荐机构对上述事项进行核查

并发表明确意见。 

8.关于其他 

根据申报材料，发行人本次发行的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设置

自动延期条款，请予以规范。 

请保荐机构和发行人律师对上述事项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

意见。 

 

请公司区分“披露”及“说明”事项，披露内容除申请豁免

外，应增加至募集说明书中，说明内容是问询回复的内容，不用

增加在募集说明书中；涉及修改募集说明书等申请文件的，以楷

体加粗标明更新处，一并提交修改说明及差异对照表；请保荐机

构对公司的回复内容逐项进行认真核查把关，并在公司回复之后

写明“对本回复材料中的公司回复，本机构均已进行核查，确认

并保证其真实、完整、准确”的总体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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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券交易所 

二〇二三年三月三十日 
 
 
 
 
 
 
 
 
 
 
 
 
 
 
 
 
 
 
 
主题词：科创板  再融资  问询函 
 
上海证券交易所                   2023年 03月 30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