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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券交易所文件  
 

 

上证科审（再融资）〔2022〕187 号 

─────────────── 

 

 

关于上海派能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文件的审核问询函 

 

上海派能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证券法》《科创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试

行）》《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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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审核机构对上海派能

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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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根据申报材料及招股说明书，1）“派能科技 10GWh 锂电池

研发制造基地项目”建成后形成年产 10GWh 电芯及系统的产能

规模，“派能科技总部及产业化基地项目”建成后形成年产 4GWh

高压储能电池系统二次开发及集成能力。2）公司的储能电池系

统基于磷酸铁锂电池，销售主要集中在家用储能和通信备电两个

领域。3）截至 2021 年末，公司具备年产 3GWh 软包电芯的生产

能力；前次募投项目建成后形成年产 4GWh 电芯及 3GWh 系统

的产能规模，以及年产 2GWh 锂电池高效储能系统的生产能力。

4）募集资金全部用于工程费用、工程建设其他费用、预备费和

铺底流动资金。5）“派能科技 10GWh 锂电池研发制造基地项目”

相关用地、环评审批、排污许可证等尚未取得。 

请发行人说明：（1）本次募投项目产品与现有、前次募投

的关系，是否已具备项目实施所需的核心技术及工艺；（2）结

合募投项目产品技术水平、公司产能规划及利用率、下游市场空

间、客户开拓及在手订单等情况，说明本次募投新增产能的合理

性和产能消化措施；（3）募集资金未包含设备购置的原因及合

理性，本次募集资金投向是否属于科技创新领域；（4）“派能科

技 10GWh 锂电池研发制造基地项目”购地、环评批复、排污许可

证的进展，预计完成的时间，是否具有重大不确定性，对募投项

目实施的影响。 

请保荐机构对（1）-（3）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请保

荐机构、发行人律师对（4）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2.关于安徽派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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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申报材料，1）根据公司与肥西县人民政府签订的《投

资协议》，公司将与肥西县人民政府或其所属平台公司共同出资

设立一家子公司作为锂电池研发制造基地项目的实施主体，其中

肥西县人民政府或其所属平台公司拟出资 4 亿元。2）项目实施

主体为安徽派能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22 年 7 月 5 日，

发行人持股比例 86.67%，肥西县产城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持股比例 13.33%。3）项目计划投资总额为 500,000 万元，其

中拟投入募集资金 300,000 万元，资金缺口将通过自筹方式解决。 

请发行人说明：（1）肥西县产城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是否属于公司关联方，与其合作的原因，结合安徽派能公司章

程及其他安排，说明其股东出资价格及决策、利益分享、风险承

担、退出等机制情况；（2）募集资金的注入方式，项目资金缺

口的资金来源、筹措进展、预计到账时间，其他股东是否同比例

增资或提供贷款，相关增资价格和借款的主要条款（贷款利率）；

（3）结合上述情况论证是否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请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结合《再融资业务若干问题解答》

中募投项目实施方式相关要求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3.关于前次募集资金 

根据申报材料，1）2020 年 12 月，公司首发募集资金净额

201,396.85 万元，截至 2022 年 3 月 31 日募集资金整体投入进度

为 44.27%，其中“锂离子电池及系统生产基地项目”、“2GWh 锂

电池高效储能生产项目”投入进度分别为 34.73%、19.18%，均处

于建设期。2）截至 2022 年 3 月 31 日，“锂离子电池及系统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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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项目”产能利用率为 99.24%，主要为已投软包电芯生产线的

产能利用率。3）2021 年 10 月，公司增加全资子公司昆山派能

作为“锂离子电池及系统生产基地项目”的新增实施主体，新增江

苏昆山作为该项目实施地点，昆山派能主要承担电池模组生产及

系统产品组装环节。 

请发行人说明：公司新增“锂离子电池及系统生产基地项目”

实施主体及实施地点的具体原因；“锂离子电池及系统生产基地

项目”及“2GWh锂电池高效储能生产项目”分批建设及投产情况、

实施进度是否符合预期、募集资金是否按计划投入、项目实施是

否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请保荐机构和申报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4.关于融资规模及收益测算 

根据申报材料，1）“派能科技 10GWh 锂电池研发制造基地

项目”投资总额 500,000.00 万元，拟使用募集资金 300,000.00 万

元，其中工程费用、工程建设其他费用分别拟使用募集资金

295,754.00 万元、4,246.00 万元。2）“派能科技总部及产业化基

地项目”拟使用募集资金 73,889.29 万元，其中工程费用、工程建

设其他费用、预备费、铺底流动资金分别拟使用募集资金

46,090.29 万元、8,008.25 万元、1,622.96 万元、18,167.79 万元。

3）截至 2022 年 3 月 31 日，公司货币资金余额为 129,010.63 万

元，本次募投项目补充流动资金为 126,110.71 万元。4）经测算，

“派能科技 10GWh 锂电池研发制造基地项目”、派能科技总部及

产业化基地项目”的税后内部收益率为分别为 17.49%、1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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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发行人说明：（1）相关工程费、工程建设其他费用等具

体内容及测算依据，工程建设的建筑面积、单位造价情况，单位

产能固定资产投资成本与公司现行水平及同行业可比公司的对

比情况；（2）结合公司生产经营中现有设备及前次募投项目设

备购置情况，说明本次募投项目的设备购置安排及资金来源，设

备数量与新增产能的匹配性；（3）结合本次募投项目非资本性

支出情况及补流资金具体用途，说明本次募投实质上用于补流的

规模、必要性及合理性，相关比例是否超过本次募集资金总额的

30%；（4）结合发行人现有资金余额、资金用途和资金缺口，

说明本次融资规模的必要性及规模合理性；（5）收益测算的数

据明细和计算过程，单价、销量、销售收入、成本费用、毛利率

等关键测算指标的确定依据，与现有类似产品及同行业可比公司

的对比情况；（6）分析本次募投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后，

相关折旧、摊销等对公司财务状况、资产结构的影响。 

请保荐机构和申报会计师：（1）对本次募投项目投资数额

的测算依据、过程、结果的合理性，发表明确意见；（2）根据

《科创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上市审核问答》第 4 问进行核查并发

表明确意见；（3）根据《再融资业务若干问题解答》第 22 问进

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5.公司业务及经营情况 

5.1 关于境内外经营及采购情况 

根据申报材料，1）报告期内，公司实现主营业收入分别为

81,716.98 万元、111,727.22 万元、205,260.83 万元、81,339.74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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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其中电芯业务实现营业收入分别为 7,264.50 万元、7,264.48

万元、6,468.31 万元、606.89 万元，呈下降趋势。2）报告期内，

公司主营业务毛利率分别为 36.88%、43.38%、29.69%和 27.43%，

呈下降趋势。3）2020 年以来，公司主要原材料磷酸铁锂、石墨、

粘结剂的采购价格出现不同程度上涨。4）报告期内，公司境外

业务收入占比分别为 71.22%、84.42%、81.31%、90.56%，呈上

升趋势；公司采购的 IC 芯片等部分电子元件来自境外市场，存

在依赖进口的风险。5）各报告期末，公司商业承兑汇票余额分

别为 4,536.80 万元、620.81 万元、8,635.87 万元、6,676.41 万元，

占应收票据比例分别为 95.25%、36.30%、91.94%、95.10%，主

要来自关联方中兴康讯。6）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活动现金流量

净额分别为 12,452.87 万元、28,067.68 万元、-33,011.98 万元、

12,987.53 万元。 

请发行人说明：（1）结合产品结构、产品价格及成本、汇

率等影响因素的变化情况，分析说明毛利率是否存在持续下滑风

险，与同行业可比公司是否一致，以及公司应对措施；（2）公

司采购价格变动情况与同行业可比公司是否一致，原材料价格变

动对公司未来经营业绩的具体影响；（3）公司境外业务收入占

比上升原因，未来占比是否将持续上升，分析当前国内外贸易环

境变化对公司业务销售及采购的具体影响，说明报告期内报关数

据、出口退税金额、投保费用与境外业务规模的匹配性，并量化

分析差异原因；（4）结合电芯产品的使用及销售情况，说明该

产品报告期内收入下降的原因及合理性；（5）公司与中兴康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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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背景，收取商业承兑汇票的回款情况，是否存在已到期但尚

未收回款项情形，减值计提是否充分；（6）量化分析报告期内

经营活动现金流净额的变动原因，与净利润变动趋势差异原因，

2022 年度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是否将继续为负。 

5.2 关于预付账款 

根据申报材料，1）各报告期末，公司预付账款分别为 882.55

万元、664.46 万元、17,740.14 万元、18,265.35 万元。2）报告期

内，公司预付账款主要系预付货物采购款，2021 年末增加较多，

主要系上游原材料采购价格持续上涨，增加原材料的预采购量所

致。 

请发行人说明：（1）预付采购原材料的金额、数量，结合

采购内容说明报告期内预付账款余额大幅增长的原因；（2）报

告期内预付采购规模与生产经营规模的匹配性，报告期内公司采

购环节信用政策、预付账款大幅增长是否与同行业可比公司一致。 

请保荐机构、申报会计师对 5.1-5.2 问题进行核查并发表明

确意见，说明核查过程、核查依据及核查结论。 

6.关于财务性投资 

根据申报材料，1）报告期末，公司交易性金融资产余额为

25,033.53 万元。2）公司持有 Hycube Technologies GmbH 3.39%

股份。3）报告期内，公司投资收益分别为 0 万元、0 万元、756.92

万元、260.69 万元；公允价值变动收益分别为 0 万元、0 万元、

77.28 万元、-43.75 万元。 

请发行人说明：（1）公司投资 Hycube Technologies Gmb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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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具体背景及投资情况，是否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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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情形，是否属于财务性投资；（2）

投资收益、公允价值变动收益的具体构成；（3）本次发行董事

会决议日前六个月至本次发行前新投入的和拟投入的财务性投

资情况，是否从本次募集资金总额中扣除，结合相关投资情况分

析公司是否满足最近一期不存在金额较大财务性投资的要求。 

请申报会计师结合《科创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上市审核问答》

第 5 问，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7.关于其他 

7.1 关于关联交易 

根据申报材料，1）报告期内，公司向关联方销售的金额为

10,797.37 万元、3,996.29 万元、13,577.83 万元、476.80 万元，

内容主要为通信备电系统，同时也包含少量家用储能电池系统、

电芯及其他，客户包括中兴康讯等。2）报告期内，公司向关联

方采购的金额为 1,932.70 万元、6,125.83 万元、17,852.00 万元、

10,316.69，主要内容为磷酸铁锂，同时也包含少量隔膜、机壳及

结构件和电子元件等，其中融通高科先进材料自 2020 年后为发

行人第一大供应商。 

请发行人说明：（1）关联交易增加的原因及必要性，相关

定价机制及价格的公允性，发行人的销售及采购是否对关联方存

在依赖；（2）募投项目实施后是否将新增关联交易，新增关联

交易的性质、定价原则及其公允性。 

请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申报会计师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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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说明核查过程、核查依据及核查结论。 

7.2 关于使用权资产 

根据申报材料：报告期内，公司使用权资产余额分别为 0 万

元、0 万元、19,106.03 万元、28,671.97 万元，2021 年末使用权

资产增加主要系公司开始执行新租赁准则，将公司及各子公司租

赁的长期资产计入使用权资产科目所致，相应的应付租赁款计入

租赁负债。 

请发行人说明：租赁资产的内容、期限、金额、对应生产经

营内容，报告期内使用权资产余额增长的具体原因；公司选择租

赁的主要考虑，未来续租是否存在不确定性，是否将对公司生产

经营及本次募投项目实施产生影响。 

请保荐机构、申报会计师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7.3 关于房地产业务 

请发行人说明：发行人及控股、参股子公司是否从事房地产

业务。 

请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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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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证券交易所 

 二〇二二年八月五日 
 
 
 
 
 
 
主题词：科创板  再融资  问询函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审核中心       2022 年 08 月 05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