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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无锡奥特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文件 

发行注册环节反馈意见落实函 

的专项说明 

 

立信中联专复字[2022]D-0143 号 

 

上海证券交易所： 

根据贵所 2022 年 5 月 26 日出具的《发行注册环节反馈意见落

实函》（以下简称“落实函”）的有关要求，立信中联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申报会计师”）作为无锡奥特维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奥特维”、“发行人”、“公司”）向特定对象发

行股票的申报会计师，对落实函中涉及申报会计师的相关问题逐项

回复如下：

立信中联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LixinZhonglian CPAs (SPECIAL GENERAL PARTNER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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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1：高端智能装备研发及产业化项目拟使用募集资金 29,000 万元，主

要资金构成为人员工资费用、样机及测试费用、差旅及其他费用和预备费，其中

差旅费和预备费 4,055.00万元认定为补流资金。 

请发行人补充说明项目研发投入资本化比例的合理性，相关资本化处理是否

符合会计准则规定。 

请保荐机构发表明确核查意见，请会计师出具专项核查报告。 

回复： 

一、 发行人说明 

1-1-1：补充说明项目研发投入资本化比例的合理性 

（一）高端智能装备研发及产业化项目投入资本化的测算过程 

公司高端智能装备研发及产业化项目预计投资规模 30,000 万元，其中拟使

用募集资金 29,000 万元。根据公司的会计核算政策，公司对于预计很可能最终

实现销售的研发验证阶段样机，其所发生材料、人工及制造费用，采用与正常生

产活动相同的方式，归集至存货，其成本能够可靠地计量。其销售产生的收入按

照《企业会计准则——收入》核算，经客户验收合格并取得验收单等单据后按照

销售合同约定金额确认为主营业务收入，同时结转主营业务成本。因此，高端智

能装备研发及产业化项目除“很可能最终实现销售的研发验证阶段样机”以外的

其他支出均费用化。 

1、公司与研发样机相关的支出 

公司高端智能装备研发及产业化项目形成样机的项目投入合计 9,885 万元，

均以募集资金投入；与样机生产不直接相关的项目投入合计 20,115 万元（其中

以募集资金投入 19,115 万元），直接计入研发费用或管理费用。具体投入安排如

下表所示： 

项目 具体明细类别 
投入金额

（万元） 

使用募集资金

金额（万元） 

是否与样机

生产有关 

人员工资

费用 

设备调试工程师、装配技师、

工艺工程师、质量工程师薪酬 
3,525.00 3,525.00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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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人员薪酬 12,070.00 12,070.00 否 

小计 15,595.00 15,595.00 - 

样机及测

试费用 

研发测试物料成本 3,960,00 3,310.00 否 

样机物料金额 6,040.00 6,040.00 是 

小计 10,000.00 9,350 - 

差旅及其

他费用 

材料及测试费用 320.00 320.00 是 

其余差旅费、专利申请、对外

技术合作等差旅及其他费用 
2,585.00 2,585.00 否 

小计 2,905.00 2,905.00 - 

预备费 预备费 1,500.00 1,150.00 否 

合计 30,000.00 29,000.00 - 

 

2、很可能最终实现销售的研发样机 

公司形成样机的项目投入合计 9,885 万元，均以募集资金投入，具体测算情

况如下表所示： 

项目 
TOPCo

n 设备 

半导体封装测试核心设备 锂电池电

芯核心工

艺设备 

合计 装片机

样机  

金铜线键合

机样机 

倒装键合机

样机 

直接材料 3,200.00   480.00   500.00   720.00   1,140.00  6,040.00  

直接人工  900.00  1,125.00  480.00  2,505.00  

制造费用  425.00  680.00  235.00  1,340.00  

合计 4,525.00  3,505.00  1,855.00  9,885.00  

拟研发总数量

（台/套） 
4 6 10 6 2 - 

其中专用于性能

测试数据的样机

数量（台/套） 

2 4 7 3 2 - 

拟费用化金额 2,262.50 648.18 924.32 606.14 1,855.00 6,296.14 

拟资本化金额 2,262.50 324.09 396.14 606.14 - 3,588.86 

合计 4,525.00  972.27  1,320.45  1,212.27  1,855.00  9,885.00  

注 1：直接人工及制造费用通过拟研发总台数平均分配至每台样机中。 

注 2：制造费用中只包括工艺工程师、质量工程师总薪酬、材料及测试费用。 

 

本次高端智能装备研发及产业化项目研发产品均属于核心工艺设备，对前沿

工艺技术的要求更高。根据公司判断：（1）TOPCon 设备拟预留 2 台设备厂内对

比测试，（2）装片机 4 台、金铜线键合机 7 台、倒装键合机 3 台用于部件的老化

测试、实验数据收集、核心功能验证等，用于测试样机数量较大主要是半导体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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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链对设备一致性、稳定性要求较高，（3）叠片机样机 2 台，均用于厂内验证，

主要是叠片机成本较高，存在一定风险，故未以募集资金大量投入。上述样机预

计不是很可能实现最终销售，因此预计计入研发费用。剩余部分样机预计很可能

最终实现销售，其所发生材料、人工及制造费用归集至存货，属于资本化投入。 

（二）项目研发投入资本化比例的合理性 

1、研发投入资本化比例的合理性 

根据公司高端智能装备研发及产业化项目安排，拟投资规模 30,000 万元，

其中 29,000 万元拟使用募集资金投入。根据公司初步测算，因生产样机拟资本

化的金额为 3,588.86 万元，全部为募集资金，占募集资金的 12.38%；费用化金

额 26,411.14 万元，其中募集资金 25,411.14 万元(第一次问询回复仅就“差旅及

其他费用和预备费”进行甄别，其中募集资金 4,055.00 万元视同为补充流动资

金)，占募集资金的 87.62%。 

公司高端智能装备研发及产业化项目中募集资金的资本化比例 12.38%，用

于生产客户现场调试、推广的样机，该等样机预计很可能最终实现销售，根据公

司会计核算计入“存货”资产。因此，公司高端智能装备研发及产业化项目研发

投入的资本化比例合理。 

2、本次补充流动资金规模的合理性 

根据《科创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上市审核问答》问题 4 等相关规定，公司本

次发行属于董事会确定发行对象的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可以全部用于

补充流动资金和偿还债务，因此公司补充流动资金比例符合监管要求。 

根据公司对营运资金缺口的测算，2024 年年末公司经营性营运资金占用额

为 372,386.18 万元，与 2021 年末营运资金占用相比，补充营运资金需求合计为

295,822.99 万元，减去公司报告期末持有的货币资金 57,992.43 万元后，存在

237,830.56 万元的运营资金缺口。本次募集资金拟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金额、科

技储备资金项目金额以及高端智能装备研发及产业化项目金额合计数 53,000.00

万元（当前预计计入存货金额 3,588.86 万元），远低于运营资金缺口。因此，公

司本次募集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规模具备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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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公司高端智能装备研发及产业化项目研发投入用于生产很可能最终实

现销售的研发样机金额为 3,588.86 万元，占募集资金的 12.38%，该资本化比例

合理；本次募集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规模符合监管要求，亦是补充公司运营

资金缺口所需，具有合理性。 

1-1-2：相关资本化处理是否符合会计准则规定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 号——存货》，存货同时满足下列条件的，才能予

以确认：（一）与该存货有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企业；（二）该存货的成本能

够可靠地计量。 

对预计很可能最终实现销售的研发样机，其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企业，其所

发生材料、人工及制造费用能够可靠地计量，因此归集至存货。相应地，该等研

发样机销售产生的收入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核算，经客户验

收合格并取得验收单等单据后按照销售合同约定金额确认为主营业务收入，同时

结转主营业务成本。因此，公司对研发项目中预计很可能最终实现销售的研发样

机资本化，计入存货，符合会计准则。 

二、 中介机构核查 

1-2-1：请保荐机构发表明确核查意见，请会计师出具专项核查报告。 

（一）核查程序 

申报会计师主要执行了以下核查程序： 

1、访谈发行人管理层，查阅《2021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

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以了解发行人高端智能装备研发及产业化项目的投入明

细、用途及成本费用归集过程。 

2、访谈发行人管理层，取得发行人出具的说明，以了解发行人研发样机的

会计处理方式以及发行人对本项目研发样机很可能最终实现销售的数量估计。对

发行人的测算过程、结果进行复核和分析。 

3、取得发行人高端智能装备研发及产业化项目资本化和费用化的测算结果，

分析其合理性，以及发行人本次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规模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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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查阅相关企业会计准则，分析发行人预计很可能最终实现销售的研发样

机计入存货的合规性。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申报会计师认为： 

1、发行人高端智能装备研发及产业化项目研发投入用于生产很可能最终实

现销售的研发样机金额为 3,588.86 万元，占募集资金的 12.38%，该资本化比例

合理；本次募集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规模符合监管要求，亦是发行人补充运

营资金缺口所需，具有合理性。 

2、发行人很可能最终实现销售的研发样机的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

相关规定。 

问题 2：根据注册申请文件，发行人参股无锡松煜和欧普泰，持股比例分别

为 8%和 2.54%。其中欧普泰属于新三板挂牌企业，发行人对欧普泰的投资发生在

董事会决议日前六个月内。 

请发行人详细说明无锡松煜和欧普泰与公司主营业务的相关性，上述股权投

资完成后发行人与标的公司在技术、客户关系等方面的具体合作情况以及交易往

来情况，结合上述内容以及相关持股比例、后续持有（或处置）安排等说明上述

股权列入交易性金融资产而未认定为财务性投资的原因及合理性，是否符合相关

规定。 

请保荐机构和会计师发表明确核查意见。 

回复： 

一、发行人说明 

2-1-1：请发行人详细说明无锡松煜和欧普泰与公司主营业务的相关性，上

述股权投资完成后发行人与标的公司在技术、客户关系等方面的具体合作情况以

及交易往来情况，结合上述内容以及相关持股比例、后续持有（或处置）安排等

说明上述股权列入交易性金融资产而未认定为财务性投资的原因及合理性，是否

符合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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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详细说明无锡松煜及欧普泰与公司主营业务的相关性，上述股权投资

完成后发行人与标的公司在技术、客户关系等方面的具体合作情况以及交易往

来情况 

1、无锡松煜 

无锡松煜主要从事 ALD（原子层沉积）、PECVD 设备等光伏电池片设备的

设计、研发、生产与销售。2020 年 10 月，公司为优化产业布局，提升综合竞争

力，以自有资金 1,080 万，购买无锡海迪持有的无锡松煜 8%股份，对无锡松煜

进行投资，其主营业务及投资后合作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项目 具体情况 

与公司主营业务的

相关性 

无锡松煜生产的 ALD 原子层沉积设备、PECVD 设备等电池片设备，

与公司生产的电池丝网印刷设备和光注入退火炉等电池片设备共

同服务于光伏电池制程的前后道制造工序，与公司现有产品存在互

补关系 

投资后与发行人技

术、客户合作关系

等方面的具体合作

情况 

1、技术方面：公司在如传动、检测等通用型技术方面各有特点，无

锡松煜在高温腔体设计、密封结构设计等方面具有优势，公司在机

器人应用和视觉检测方面有较深厚的研究与积累，通过技术交流，

促进了双方电池片设备技术水平的进步。 

2、客户关系合作方面：ALD 原子层沉积设备、PECVD 设备与公司

的丝网印刷设备属于电池片生产工序上的前后道关系，公司与无锡

松煜以产品组合的形式共同开拓客户，公司获取丝网印刷设备订单

含税金额约 6,394 万元（其中 1,134 万元订单对应的客户最终决定

同时向无锡松煜采购）。 

交易往来情况 2020 年，公司向无锡松煜提供设备安装服务，交易额 16.84 万元 

 

2、欧普泰 

欧普泰主要从事光伏组件端检测设备及缺陷检测 AI 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与公司现有主要产品串焊机产品有较好的协同效应。其产品电致发光（EL）检测

设备领域市场集中度较高，公司对欧普泰进行投资有助于保障供应链安全。 

鉴于公司与欧普泰在电致发光（EL）检测领域的合作关系，且加强电池串质

量检验是串焊机设备发展趋势之一，2020 年 11 月，公司管理层经讨论后，拟择

机参与欧普泰后续股权融资，以进一步加强双方合作。2021 年 10 月，公司对欧

普泰进行参股投资 1,400 万元，其主营业务及投资后合作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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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具体情况 

与公司主营业务的

相关性 

其电致发光（EL）检测设备用于公司串焊机设备的电池串质量检验

环节 

投资后与发行人技

术、客户合作关系

等方面的具体合作

情况 

1、公司采购其电致发光（EL）检测设备 

2、双方围绕客户实际需求，在电池串智能化检测等方向开展了深度

技术合作： 

（1）根据客户产品特点对缺陷检测 AI 自动判定机制进行软件升级，

提升检测效果； 

（2）实现数据的交互，检测结果同屏显示，从而提升客户使用体验； 

（3）根据客户需求，实现车间 MES 信息的交互，实现串检、串 EL

的数据共享。 

交易往来情况 
2021 年、2022 年初至 5 月 27 日，采购额分别为 883.36 万元、624.60

万元，占公司同类采购额 50.78%、71.05% 

 

（二）对无锡松煜、欧普泰投资列入交易性金融资产的原因及合理性，是否

符合相关规定 

1、基本情况 

公司对无锡松煜和欧普泰，持股比例分别为 8%和 2.54%，不参与被投资单

位的财务和经营政策，对被投资单位不达成控制且没有重大影响，该类权益工具

投资适用于《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根据准则规范，企

业应当根据其管理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和金融资产的合同现金流量特征，将金融

资产划分为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

收益的金融资产、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三类。 

类别 无锡松煜 欧普泰 

第十七条 金融资产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应

当分类为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 

（一）企业管理该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是以收

取合同现金流量为目标。 

（二）该金融资产的合同条款规定，在特定日

期产生的现金流量，仅为对本金和以未偿付本

金金额为基础的利息的支付。 

投资目的不以收取

合同现金流量为目

标 

投资目的不以收取

合同现金流量为目

标 

第十八条 金融资产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应

当分类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

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 

（一）企业管理该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既以收

取合同现金流量为目标又以出售该金融资产

为目标。 

不属于“既以收取

合同现金流量为目

标又以出售该金融

资产为目标” 

不属于“既以收取

合同现金流量为目

标又以出售该金融

资产为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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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该金融资产的合同条款规定，在特定日

期产生的现金流量，仅为对本金和以未偿付本

金金额为基础的利息的支付。 

第十九条 按照本准则第十七条分类为以摊余

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和按照本准则第十八条

分类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

合收益的金融资产之外的金融资产，企业应当

将其分类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

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在初始确认时，企业可以将非交易性权益工具

投资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

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并按照本准则第六十

五条规定确认股利收入。该指定一经做出，不

得撤销。 

（1）公司属于第一

款所列情况； 

（2）公司未将该投

资指定为以公允价

值计量且其变动计

入其他综合收益的

金融资产。 

因此，于交易性金

融资产科目列报 

（1）公司属于第一

款所列情况； 

（2）公司未将该投

资指定为以公允价

值计量且其变动计

入其他综合收益的

金融资产。 

因此，于交易性金

融资产科目列报 

 

截至 2021 年度报告公告日，公司对无锡松煜、欧普泰的股权投资处置没有

设定限制，存在被处置的可能性，因此公司将其归类为交易性金融资产核算。 

2、对无锡松煜、欧普泰投资的后续处置计划 

考虑到公司对无锡松煜、欧普泰的投资意图，公司已明确：公司对无锡松煜

的股权在未来 12 个月内无处置计划；公司承诺自本回复出具之日起，36 个月内

不出售持有的欧普泰股份，以保障与其进行中长期产业合作。 

综上，鉴于公司管理层已明确了对无锡松煜、欧普泰投资的后续处置计划，

公司将该等资产调整至“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核算。 

（三）对无锡松煜、欧普泰投资未认定为财务性投资的原因及合理性，是否

符合相关规定 

1、财务性投资的认定标准 

根据《科创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上市审核问答》及《再融资业务若干问题解

答的》（2020 年 6 月修订）的相关规定，财务性投资认定标准如下所述： 

（1）财务性投资的类型包括但不限于：类金融；投资产业基金、并购基金；

拆借资金；委托贷款；以超过集团持股比例向集团财务公司出资或增资；购买收

益波动大且风险较高的金融产品；非金融企业投资金融业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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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围绕产业链上下游以获取技术、原料或渠道为目的的产业投资，以收

购或整合为目的的并购投资，以拓展客户、渠道为目的的委托贷款，如符合公司

主营业务及战略发展方向，不界定为财务性投资。 

2、无锡松煜 

公司对无锡松煜的投资系围绕光伏产业链上下游进行，主要目的实现技术及

渠道的协同（详见本问题回复之“（一）”之“1、无锡松煜”）。公司已声明未来

12 个月内无处置无锡松煜股权的计划。 

公司的主要业务为光伏设备（包括光伏电池设备），无锡松煜主营光伏电池

设备，对无锡松煜的投资符合公司主营业务及战略发展方向。 

因此，公司对无锡松煜的投资不界定为财务性投资符合《科创板上市公司证

券发行上市审核问答》及《再融资业务若干问题解答》（2020 年 6 月修订）的相

关规定。 

3、欧普泰 

公司对欧普泰的投资系围绕光伏产业链上下游进行，主要目的是进行技术合

作以及保障原材料稳定供应，详见本问题回复之“（一）”之“2、欧普泰”。鉴于

欧普泰属于新三板挂牌企业，股权存在一定的流动性，公司承诺自本回复出具之

日起，36 个月内不出售持有的欧普泰股份，以保障与其进行中长期产业合作。 

公司的主要业务为光伏设备，欧普泰对公司主要光伏组件设备的供应商，对

欧普泰的投资符合公司主营业务及战略发展方向。 

因此，公司对欧普泰的投资不界定为财务性投资符合《科创板上市公司证券

发行上市审核问答》及《再融资业务若干问题解答》（2020 年 6 月修订）的相关

规定。 

（四）上述股权列入交易性金融资产而未认定为财务性投资是否符合相关

规定 

本次回复之前，公司对无锡松煜、欧普泰的股权投资处置没有设定限制，因

此将该等股权投资列入交易性金融资产；鉴于公司已明确未来 12 个月内无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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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松煜股权的计划，对欧普泰股权公司承诺自本回复出具之日起锁定 36 个月，

公司将该等资产调整至“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核算。因此，公司对无锡松煜、

欧普泰股权投资的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

的规定。 

如前所述，公司对无锡松煜、欧普泰的股权投资未认定为财务性投资符合《科

创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上市审核问答》及《再融资业务若干问题解答的规定》的

相关规定。 

如前所述，公司对无锡松煜、欧普泰的股权投资未认定为财务性投资符合《科

创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上市审核问答》及《再融资业务若干问题解答的规定》的

相关规定。 

当前亦存在列入交易性金融资产未认定为财务性投资的情形，如沪硅产业

（688126）、中微公司（688012）（见下表）： 

案例 案例情况 

沪硅产业 
对青岛聚源芯星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出资，该资产系中芯国际

的战略配售对象，列入交易性金融资产，未认定为财务性投资 

中微公司 
对青岛聚源芯星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出资，该资产系中芯国际

的战略配售对象，列入交易性金融资产，未认定为财务性投资 

 

因此，公司对无锡松煜、欧普泰的股权投资列入交易性金融资产而未认定为

财务性投资符合相关规定。公司已根据对无锡松煜、欧普泰的股权投资处置计划

将其从“交易性金融资产”重分类至“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一、 中介机构核查 

2-2-1请保荐机构和会计师发表明确核查意见。 

（一）申报会计师核查程序 

申报会计师主要执行了以下核查程序： 

1、对发行人管理层进行访谈，以了解公司与欧普泰、无锡松煜在主营业务、

技术及客户方面的合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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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取得公司与无锡松煜、欧普泰的交易统计表，并抽查大额交易订单。 

3、查阅《企业会计准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上市审

核问答》《发行监管问答——关于引导规范上市公司融资行为的监管要求》《企业

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等规定，并与公司对无锡松煜、欧普泰

投资情况进行对比分析。 

4、取得并查阅公司自愿锁定其所持欧普泰股权 36 个月的承诺，对无锡松煜

未来 12 个月内无处置计划的声明。 

（二）申报会计师核查意见 

经核查，申报会计师认为： 

1、发行人已按要求说明无锡松煜及欧普泰与发行人主营业务的相关性，上

述股权投资完成后发行人与标的公司在技术、客户关系等方面的具体合作情况以

及交易往来情况。 

2、发行人因对无锡松煜、欧普泰股权投资处置没有设定限制而将其列入交

易性金融资产核算，并已根据最新处置计划将其从“交易性金融资产”重分类至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

的相关规定。发行人对无锡松煜、欧普泰的投资系围绕光伏产业链上下游进行，

且符合公司主营业务及战略发展方向，不认定为财务投资符合《科创板上市公司

证券发行上市审核问答》及《再融资业务若干问题解答》（2020 年 6 月修订）等

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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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关于无锡奥特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

行股票申请文件的发行注册环节反馈意见落实函专项说明》之签字盖

章页） 

 

 

 

 

 

 

 

立信中联会计师事务所        中国注册会计师： 李春华 

（特殊普通合伙）            （项目合伙人） 

 

 

 

 

 

 

 

                              中国注册会计师： 曹宇辰 

 

 

 

 

 

 

 

中国天津市               2022 年 6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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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题1：高端智能装备研发及产业化项目拟使用募集资金29,000万元，主要资金构成为人员工资费用、样机及测试费用、差旅及其他费用和预备费，其中差旅费和预备费4,055.00万元认定为补流资金。
	1-1-1：补充说明项目研发投入资本化比例的合理性
	（一）高端智能装备研发及产业化项目投入资本化的测算过程

	1-1-2：相关资本化处理是否符合会计准则规定
	1-2-1：请保荐机构发表明确核查意见，请会计师出具专项核查报告。

	问题2：根据注册申请文件，发行人参股无锡松煜和欧普泰，持股比例分别为8%和2.54%。其中欧普泰属于新三板挂牌企业，发行人对欧普泰的投资发生在董事会决议日前六个月内。
	一、发行人说明
	2-1-1：请发行人详细说明无锡松煜和欧普泰与公司主营业务的相关性，上述股权投资完成后发行人与标的公司在技术、客户关系等方面的具体合作情况以及交易往来情况，结合上述内容以及相关持股比例、后续持有（或处置）安排等说明上述股权列入交易性金融资产而未认定为财务性投资的原因及合理性，是否符合相关规定
	2-2-1请保荐机构和会计师发表明确核查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