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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我公司于 2017 年 11 月 30 日收到贵司《关于辽宁华日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

司挂牌申请文件的第二次反馈意见》（以下简称“反馈意见”）。我公司作为辽宁

华日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华日新材”）在全国中小企业

股份转让系统推荐挂牌的主办券商，会同公司、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以下简称“会计师”）、辽宁双护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律师”），本着

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的原则对反馈意见所提问题，进行了认真核查、分析讨论和

说明。现将有关问题的核查情况和意见做出如下回复，请贵司予以审核。涉及对

《辽宁华日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公开转让说明书》等文件进行修改或补充披露

的部分，已按照反馈意见要求进行了修改和补充，并以楷体加粗予以标明。 

如无特别说明，本回复中的简称或名词释义与公开转让说明书相同。 

反馈意见答复财务数据均保留两位小数，若出现总数和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

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本回复中的字体代表以下含义： 

字体 代表含义 

宋体（加粗） 反馈意见所列问题 

宋体（不加粗） 对反馈意见所列问题的回复 

楷体（加粗） 对公开转让说明书等申报文件的修改或补充披露部分 

现就反馈意见中提及的问题逐项说明如下： 

 

 

 

 

 

 



2 

1、公司报告期内营业收入大幅增长。（1）请公司结合订单量变化、定价

变化、经营模式、产品特点、定价政策，补充披露收入大幅上升的具体原因及

合理性。（2）请主办券商及申报会计师补充说明针对公司销售收入的真实性及

完整性执行的具体尽调及审计程序，确认的金额占总金额的比重，说明取得的

相关的内外部证据，销售与收款相关内部控制及其有效性，并发表意见。（3）

请主办券商及申报会计师分别对收入真实性、收入来源的稳定性、业绩波动的

合理性，发表意见。 

回复： 

（1）请公司结合订单量变化、定价变化、经营模式、产品特点、定价政策，

补充披露收入大幅上升的具体原因及合理性。 

公司已于《公开转让说明书》之“第四节”之“七”之“（四）收入、成本

及毛利率情况”进行了补充披露。具体情况如下： 

2015 年度、2016 年度、2017 年 1-5 月，公司营业收入分别为 380.40 万元、

880.16 万元、426.40 万元，销售规模总体呈上升趋势，具体原因如下： 

①产品特点 

公司生产的聚四氟乙烯系列产品主要用于替代传统的橡胶密封件，相比传

统的橡胶密封件具有更为优异的化学稳定性及结构强度，具有良好的密闭性，

同时又能有效保护对磨金属，目前广泛应用于石油石化、航空航天、轨道交通、

通用机械、高端装备制造等行业。 

公司的核心技术团队长期从事氟塑料行业领域的研究，通过对生产工艺和

技术进行改良和创新，形成了多项独创发明，因此公司产品具有较高的技术优

势，不易被其他企业模仿，与进口产品相比，性价比优势突出，正逐步取代进

口产品，具有较强的市场竞争力。 

公司拥有受电弓绝缘软管的独家专利，受电弓绝缘软管是专用于铁路电力

驱动机车的受电弓起落架与车体电气连接用的绝缘软管，为高铁、动车组的重

要零部件之一。公司是该产品目前在国内企业中的唯一供应商，正逐步替代高

价进口产品。该产品市场需求稳定，将为公司持续创造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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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经营模式 

报告期内，公司的采购、生产、研发模式较为稳定，但为扩大市场份额对

销售模式进行了调整。公司成立初期主要通过业内推荐、展会推销和线上平台

等方式宣传公司产品，开发新客户，客户群体有限，业务规模相对较小。近来

随着公司规模逐步扩张，公司开始采用投标、经销等方式开拓市场，同时加大

人员推销力度，先后开拓了北京中车赛德铁道电气科技有限公司、株洲市美力

迪实业有限公司（南车主机厂的代理商）、本钢集团、四川日机密封件股份有限

公司（300470，以下简称“日机密封”）等大型客户。 

③定价政策 

公司的产品多为定制化产品，主要根据材料、配方、加工难易程度等与客

户协商定价。公司的聚四氟乙烯复合材料类制品价格相对稳定；聚四氟乙烯大

型异型密封制品产量较小、配方差异较大，因此其销售价格存在一定波动。 

轨道绝缘软管制品为公司的独家专利产品，具有较高的技术含量，因此进

入市场初期定价较高。随着产品技术、工艺日益成熟，为获取更大的市场份额，

公司适当调整产品价格，从而在市场中获得更大的竞争优势，并成功开发出多

家优质新客户。 

报告期内公司各项产品的平均销售价格列示如下： 

类别 2017 年 1-5 月 2016 年度 2015 年度 

聚四氟乙烯复合材料类制品（元/kg） 81.53 80.61 83.30 

聚四氟乙烯大型异型密封制品（元/kg） 91.45 136.43 107.29 

轨道交通绝缘软管制品（元/根） 451.86 429.49 564.10 

④订单量变化 

报告期内公司各项产品的订单量列示如下： 

类别 2017 年 1-5 月 2016 年度 2015 年度 

聚四氟乙烯复合材料类制品（kg） 37,819.65  69,150.06  37,839.55 

聚四氟乙烯大型异型密封制品（kg） 999.63  1,230.59  2,425.36  

轨道交通绝缘软管制品（根） 2,351.00  6,413.00 40.00 

鉴于公司产品的优异性能，以及定价政策的调整，近年来公司的聚四氟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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烯复合材料类制品和轨道绝缘软管的订单量持续增长。聚四氟乙烯复合材料类

制品 2016 年实现订单量 69.15 吨，同比增长 82.75%，2017 年 1-5 月订单量 37.82

吨，同比增长 47.61%。 

2015 年的轨道绝缘软管投入市场初期，销量较少，2016 年公司进入北京中

车赛德铁道电气科技有限公司（中国北车）的供应商体系，销量快速增长至

6,413.00 根；2017 年 1-5 月实现销量 2,351 根；2017 年 6 月，公司的受电弓绝缘

软管成功中标中国南车主机厂的城轨通用项目，同年 8 月底开始供货，2017 年

6-10 月公司绝缘软管合计实现销量 4,165 根，较 1-5 月份增长 77.16%。预期后

续年度对南车主机厂的供货量将持续增长，成为公司新的利润增长点。 

综上，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大幅上升的主要原因为聚四氟乙烯复合材料

类制品和轨道绝缘软管制品销量的大幅增长，公司业务处于发展阶段，公司收

入大幅上升具有合理性。 

（2）请主办券商及申报会计师补充说明针对公司销售收入的真实性及完整

性执行的具体尽调及审计程序，确认的金额占总金额的比重，说明取得的相关

的内外部证据，销售与收款相关内部控制及其有效性，并发表意见 

公司的主营业务为聚四氟乙烯复合材料类制品、聚四氟乙烯大型异型密封制

品和轨道绝缘软管的生产及销售。 

1) 真实性及完整性核查 

主办券商和会计师针对收入真实性和完整性执行的核查程序如下： 

a.选取应收款余额较大的主要客户执行函证程序，函证的内容包括两年及一

期的应收账款余额，并对未回函的客户执行替代测试程序。  

报告期内，主办券商和会计师合计回函情况如下： 

单位：元                                  

函证项目 2017 年 5 月 31 日 2016 年 12 月 31 日 2015 年 12 月 31 日 

应收账款余额 2,709,848.20 1,670,516.27 639,427.21 

应收账款余额函证金额 2,067,232.63 1,475,796.14     445,889.29  

样本比例（%） 76.29 88.34 69.73 

回函比例（%） 100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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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发函金额占报告期各期应收账款余额达 60%以上，回函情况良好，函证

结果与公司审计报告及公开转让说明书的披露数据一致，不存在跨期现象。  

b.取得公司报告期内的收入明细表，抽查对应的销售合同、记账凭证、销售

发票、出库单、物流信息、客户签收单及银行回单，对公司收入真实性进行核查；

经核对一致。 

c.收入截止性测试：抽取公司报告期内各期截止日前后若干笔金额较大的交

易，检查其记账凭证及相应的合同、发票、出库单、验收单等原始资料，重点核

查验收单、发票等影响收入确认的凭证，以验证收入计入了正确的区间。 

d.取得公司销售合同台账，从公司签订的合同追查到公司的收入台账，未发

现应该入账而未入账的项目；取得公司申报期内出库单、验收单、销售发票、银

行收款回单与账面收入、收款情况进行核对，未见未入账的收入；确认销售收入

的完整性。  

通过上述测试可以合理确认的收入金额及占总金额的比重如下表所示： 

项目 2017 年 1-5 月 2016 年度 2015 年 

营业收入测试金额 3,475,160.58 7,185,046.54 3,116,331.14 

营业务收入发生额 4,264,018.87 8,801,558.74 3,803,988.51 

样本比例（%） 81.50 81.63 81.92 

2）收入真实性核查取得的相关内外部证据  

通过以上审计程序取得的主要的相关内外部证据：行业通讯报告；公司高管

访谈记录；收入明细表、销售台账、销售合同、销售发票及客户签收单；入库单、

出库单及物流信息；银行回单、银行对账单、银行询证函；客户询证函回函；内

控测试记录；收入截止测试表、纳税申报表。 

3）销售与收款相关内部控制及其有效性  

针对公司销售与收款相关的内控制度有效性及执行情况，主办券商和会计师

执行了如下核查程序：查阅公司各职能部门与内控管理制度等相关文件，了解公

司销售与收款等循环相关的内控制度；执行了内部控制测试和穿行测试，核查《企

业内部控制规章制度》、《财务管理制度》等相关制度是否得到有效执行；访谈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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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总经理关键人员等，了解公司内控制度的制定及执行情况。 

对销售与收款循环相关内部控制及其有效性进行控制测试结果如下： 

项目 2017 年 1-5 月 2016 年度 2015 年 

控制测试抽取样本量 25 25 25 

控制测试抽取样本金额 395,156.94 753,492.07 291,109.10 

主营业务收入发生额 4,237,224.01 8,572,059.74 3,434,838.15 

抽取样本比例（%） 9.33 8.79 8.48 

主办券商通过查阅内部控制制度文件、结合控制测试和穿行测试结果，确认

公司职责分离、授权审批、内部凭证记录等相关内控制度充分合理且有效执行。  

综上所述，主办券商及申报会计师认为：公司收入真实、完整，公司销售与

收款相关的内部控制设计合理且得到有效地执行。 

（3）请主办券商及申报会计师分别对收入真实性、收入来源的稳定性、业

绩波动的合理性，发表意见 

主办券商通过了解公司主要经营模式和业务收入确认原则；访谈了公司关键

管理人员，了解了公司的经营业绩波动的原因；同时，根据相关规定对收入进行

了核查；了解公司所处行业，分析行业发展前景；询问管理层业绩波动原因，结

合公司所处阶段分析其合理性；查阅审计报告，并与会计师沟通。 

收入真实性。如前所述主办券商和会计师通过取得公司报告期内的收入明细

表，抽查对应的销售合同、记账凭证、销售发票、出库单、物流信息、客户签收

单及银行回单，对公司收入真实性进行核查，经核对一致。此外，主办券商和会

计师还通过函证、访谈及分析程序核实公司收入的真实性；查阅了审计报告，并

与会计师进行了沟通，了解了其在审计过程中未发现收入确认存在异常的情形。 

收入来源稳定性。报告期内公司收入主要来源于聚四氟乙烯复合材料类制品

和轨道绝缘软管制品，客户主要由大型机械密封件生产商和铁路配件生产商构成，

客户资质良好，业务稳定。 

业绩波动合理性。报告期各期，公司分别实现收入为 380.40 万元、880.16

万元和 426.40 万元，随着公司市场的拓展和业务的扩张，尤其是聚四氟乙烯复

合材料类制品和轨道绝缘软管订单量的持续增长，公司收入持续增长。公司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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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各期的净利润分别为-6.01万元、146.16万元和60.60万元，公司业绩增长合理。 

经核查，主办券商和会计师认为公司收入与所获取的相关交易合同、凭证、

银行回单等信息一致，收入来源稳定，业绩增长合理。 

2、公司整体营业收入规模不大，毛利率下降，关于持续经营能力核查。（1）

请公司结合期后重大业务合同、期后业务收入、期后盈利能力等说明公司的期

后经营情况，在此基础上分析公司业务的持续性与稳定性；（2）请公司结合公

司营运记录、行业发展、市场竞争情况、公司核心优势、主要客户及供应商情

况等综合评估公司的可持续经营能力；（3）请主办券商及会计师对公司的可持

续经营能力进一步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1）请公司结合期后重大业务合同、期后业务收入、期后盈利能力等说明

公司的期后经营情况，在此基础上分析公司业务的持续性与稳定性 

1、 期后重大业务合同 

报告期后，公司签订的重大销售合同如下： 

序号 客户名称 合同分类 合同标的 
合同金额/当

期实现收入 

合同签订日期/合

同期限 
履行状态 

1 
邢台四通铁路配件

有限公司 
单项服务协议 受电弓绝缘软管 235,000.00 2017 年 6 月 5 日 履行完毕 

2 
北京中车赛德铁道

电器科技有限公司 
单项服务协议 受电弓绝缘软管 201,050.00 2017 年 7 月 4 日 履行完毕 

3 
北京中车赛德铁道

电器科技有限公司 
单项服务协议 

受电弓绝缘软

管、绝缘软管 
501,170.00 2017 年 7 月 26 日 履行完毕 

4 
北京中车赛德铁道

电器科技有限公司 
单项服务协议 

受电弓绝缘软

管、纯四氟膜 
212,805.00 2017 年 8 月 23 日 履行完毕 

5 
北京中车赛德铁道

电器科技有限公司 
单项服务协议 

受电弓绝缘软

管、纯四氟膜 
212,805.00 2017 年 8 月 1 日 履行完毕 

6 
北京中车赛德铁道

电器科技有限公司 
单项服务协议 

受电弓绝缘软

管、纯四氟膜、

弹簧盒支撑、 

296,200.00 2017 年 9 月 22 日 履行完毕 

7 

株洲市美力迪实业

有限公司（南车主

机厂代理商） 

单项服务协议 受电弓绝缘软管 118,496.00 2017 年 8 月 31 日 履行完毕 

8 北京中车赛德铁道 单项服务协议 受电弓绝缘软 126,105.00 2017 年 10 月 23 履行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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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客户名称 合同分类 合同标的 
合同金额/当

期实现收入 

合同签订日期/合

同期限 
履行状态 

电器科技有限公司 管、弹簧盒支撑 日 

9 本钢集团 框架合同 
聚四氟乙烯垫

圈、板材等 
17,684.09 

2017 年 8 月 2 日

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 

正在履行 

10 

株洲市美力迪实业

有限公司（南车主

机厂代理商） 

委托代理协议 绝缘软管 
 

256,270.00 

2017 年 8 月 7 日

至 2018 年 8 月 6

日 

正在履行 

11 
四川日机密封件有

限公司 
框架合同 

超大尺寸低温密

封件 
100,000.00 2017 年 8 月 28 日 正在履行 

报告期后，公司除了与现有客户北京中车赛德铁道电气科技有限公司等继续

维持了稳定的合作关系，同时又新增了邢台四通铁路配件有限公司、株洲市美力

迪实业有限公司、四川日机密封件股份有限公司、本钢集团等大型客户，并与其

签订了长期稳定的合作协议，订单量持续增长。 

2、 期后业务收入 

2017 年 6-10 月的收入情况统计表： 

单位：元 

项目 2017 年 6-10 月 2017 年 1-5 月 增幅（%） 

聚四氟乙烯复合材料类制品 3,034,421.95 3,083,491.78  -1.59% 

大型异型聚四氟乙烯密封制品 102,975.93 91,411.73  12.65% 

轨道交通绝缘软管制品 1,818,938.47 1,062,320.50  71.22% 

合计 4,956,336.35 4,237,224.01  16.97% 

2017 年 6-10 月公司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495.63 万元，较 1-5 月增长 16.97%。

其中轨道绝缘软管制品收入 181.89 万元，增长 71.22%，轨道绝缘软管业务占主

营业务收入的比重进一步提高。 

3、期后盈利情况 

项目 2017 年 6-10 月 

营业收入 5,037,654.81 

净利润 548,551.26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539,721.46 

主营业务综合毛利率（%） 48.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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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公司 2017 年 6-10 月数据未经审计 

2017 年 6-10 月，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503.77 万元，实现净利润 54.86 万元；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 53.97 万元；综合毛利率为 48.77%。 

2015 年度、2016 年度、2017 年 1-5 月，公司主营业务综合毛利率分别为

52.20%、49.44%、47.37%。报告期内，毛利率有所下降主要由模具摊销、原材

料价格上涨等因素导致，但目前原材料价格已维持稳定，工艺也得到优化，相关

不利因素已消除或得到有效控制，报告期后毛利率已逐步回升。2017 年 1-10 月

产品综合毛利率已回升至 48.77%，与 2016 年的毛利率水平相近。 

综上所述，从公司期后签订的合同及期后收入、盈利情况来看，公司业务具

有持续性和稳定性。 

（2）请公司结合公司营运记录、行业发展、市场竞争情况、公司核心优势、

主要客户及供应商情况等综合评估公司的可持续经营能力 

1、营运记录 

经过几年的积累和发展，公司高端、精品战略的效果逐渐显现，报告期内公

司业务规模和盈利能力均呈快速发展趋势。 

报告期内公司收入主要来源于聚四氟乙烯复合材料类制品和轨道绝缘软管

制品，客户主要由大型机械密封件生产商和铁路配件生产商构成，客户资质良好，

业务稳定。2015 年度、2016 年度、2017 年 1-5 月，公司收入分别为 380.40 万元、

880.16 万元和 426.40 万元，呈现增长趋势。 

报告期后公司又新拓展了四川日机密封件股份有限公司、本钢集团、株洲美

力迪实业有限公司（南车主机厂的代理商）等大型客户，2017 年 1-10 月实现收

入 930.17 万元，同比增长 29.26%，随着公司市场的拓展和业务的扩张，期后公

司收入保持持续增长。 

报告期内，公司净利润分别为-6.01 万元、146.16 万元、60.60 万元。报告期

初现金流量存在小额短缺，但随着公司的逐步发展，现金回笼的能力提高，2017

年 1-5 月份剔除股东支持资金收支净额后的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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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65 万元，与同期净利润基本一致。2017 年 1-10 月，公司实现净利润 115.46

万元，发展趋势良好，成长性突出。 

2017 年 5 月 31 日应收账款余额为 270.98 元，截至 2017 年 10 月 31 日，回

款金额为 256.47 元，回款比例为 94.64%，期后回款情况良好。 

公司自设立以来，便制定了“高端制造、精品制造”的发展战略，不断加大

技术研发力度，提升工艺水平。报告期内，公司研发支出分别为 68.68 万元、72.22

万元，34.53 万元，随着业务规模的扩大而持续增长。 

报告期内公司具有持续的营运记录，交易客户、现金流量、研发支出等方面

均与业务规模的发展相匹配，期后公司继续保持增长态势，具备持续盈利能力。 

2、行业发展 

公司所处的行业为氟塑料行业，是塑料零件制造（C2928）的细分行业。公

司生产的聚四氟乙烯复合材料类制品和大型异型聚四氟乙烯密封制品主要应用

于石化、冶金、电力等专业领域的机械密封；轨道绝缘软管则应用于高铁、动车

组车顶与铁路网连结的升降弓。聚四氟乙烯材料相比传统的橡胶材质的产品，具

有更优良的化学稳定性、更高的结构强度，使用寿命更长。公司产品属于《战略

性新兴产业重点产品和服务指导目录》（2016 版）定义的“高性能密封材料”

和“工程塑料及合成树脂”范畴。 

新材料的发展目前受国家产业政策的大力支持。2015 年发布的《中国制造

2025》以及 2017 年颁布的《“十三五”全民节能行动计划》都十分强调新材料的

生产与应用，以特种金属功能材料、高性能结构材料、功能性高分子材料、特种

无机非金属材料和先进复合材料为发展重点。随着国家保护环境、节约资源和可

持续发展等一系列政策的出台，可持续发展的观念普及程度日益提高，塑料管材

等新材料以其节能、节水、节地、节材的环保优点得到了广泛应用。推广应用氟

塑料制品，淘汰耗能高、污染严重的传统材料是不可抗拒的必然趋势。同时在国

家节能、环保等政策的指引下，一大批新技术得到大力推广，拓宽了氟塑料的应

用范围，推动了氟塑料行业的发展。 

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氟塑料制品的应用领域不断拓宽，用户对国产氟

塑料制品需求日益增长，这将促使氟塑料行业进一步转型升级。公司所处行业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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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良好，市场空间广阔，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 

3、市场竞争情况 

我国氟塑料行业经过多年的高速发展，已经逐步由单纯追求数量、规模的发

展阶段过渡到以品质和性能为核心目标的全面产业升级阶段。 

目前，国内多数企业均可生产小尺寸（直径在 10mm-500mm 之间）的聚四

氟乙烯复合材料类制品。但小尺寸聚四氟乙烯复合材料类制品的附加值低、行业

进入门槛低、市场竞争极其激烈。 

据氟塑料行业统计，国内大尺寸聚四氟乙烯复合材料类制品的生产企业数量

不超过 30 家，这是由于该类产品的成型压力大、烧结炉的尺寸要求大，工艺要

求较高，模具投资也相对较高，质量管控标准高，进入门槛较高，所以该细分市

场竞争较为缓和。 

公司主营的聚四氟乙烯复合材料类制品和聚四氟乙烯大型异型密封制品主

要为大尺寸产品，市场竞争较为缓和；轨道绝缘软管制品属于氟塑料领域的轨道

专用零部件，技术含量高，在国内企业中几乎不存在竞争。 

4、公司核心优势 

（1）专利技术优势。公司的核心技术团队长期从事氟塑料行业领域的研究，

拥有丰富的研发和生产经验，通过对生产工艺和技术进行改良和创新，形成了多

项专利成果，技术优势显著。公司拥有受电弓绝缘软管的独家专利，是该产品目

前在国内的唯一供应商。 

（2）合作研发优势。2016 年 6 月 5 日，公司与中国科学院院士、大连理工

大学博士生导师蹇锡高签订了院士工作站合作协议，进一步增强了公司的研发能

力。2017 年 8 月，公司与四川日机密封件股份有限公司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合作研发生产国际领先的超大型低温容器。 

（3）产品优势。公司的独家专利产品受电弓绝缘软管相比进口产品具有更

高的性价比，市场份额不断提升；新研发的与受电弓绝缘软管配套的避震支撑座

也已开始投产供应，客户反映良好。公司向日机密封提供的小型配套件样本已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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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中科院北京理化研究所的测试，目前已进入全比例实体部件的生产环节。预期

该项目的顺利投产可为公司带来至少 500 万的业务收入，并给密封件产业带来突

破性发展。 

未来公司将继续坚持创新引领发展的理念、注重自主创新、不断加快前瞻性

工艺技术的研发储备、形成对市场需求的引导能力。 

4、主要客户及供应商 

①主要客户介绍 

报告期内，公司前五大客户如下： 

序号 客户名称 含税金额（元） 占当期收入比(%) 

2017 年 1-5 月 

1 北京中车赛德铁道电气科技有限公司 1,090,265.00 25.57% 

2 西安航天新宇机电设备厂 227,844.75 5.34% 

3 江门市格雷亚特流体密封技术有限公司 183,206.45 4.30% 

4 上海江升密封材料有限公司 208,850.00 4.90% 

5 北京裕泰行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185,524.65 4.35% 

合计 1,895,690.85 44.46% 

2016 年度 

1 北京中车赛德铁道电气科技有限公司 2,709,439.00 30.78% 

2 本溪市氟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503,449.14 5.72% 

3 北京裕泰行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473,621.60 5.38% 

4 江门市格雷亚特流体密封技术有限公司 452,763.82 5.14% 

5 唐山利骅机车车辆配件有限公司 441,000.00 5.01% 

合计 4,580,273.56 52.04% 

2015 年度 

1 本溪安泰机械技术有限公司 305,986.80 8.04% 

2 本溪市氟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212,325.00 5.58% 

3 佛山市格雷亚特实业有限公司 211,646.26 5.56% 

4 斯密特（青岛）密封技术有限公司 202,374.80 5.32% 

5 沈阳通用密封成套有限公司 170,807.60 4.49% 

合计 1,103,140.46 29.00% 

北京中车赛德铁道电气科技有限公司是中国北车的全资子公司，专为中国北

车提供和谐号动车组专用的受电弓。公司生产的绝缘软管是受电弓的重要组成部

件，凭借产品良好的质量和价格优势，目前公司已成功取代国外供应商，成为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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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中车赛德铁道电气科技有限公司受电弓绝缘软管的唯一指定供应商。中车赛德

也因此成为公司的第一大客户。 

2017 年 6 月 26 日公司的受电弓绝缘软管中标中国南车下辖主机厂的城轨通

用项目，通过经销商进入南车主机厂的供应体系。 

2017 年 8 月 28 日，公司与四川日机密封件股份有限公司签订战略合作框架

协议。日机密封是中国流体密封行业的领军企业，与日机密封的战略合作关系将

推动公司聚四氟乙烯大型异型密封制品业务的持续增长。 

2017 年 8 月 2 日，公司与本溪钢铁（集团）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本钢板材

股份有限公司、本溪北营钢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同时签订框架协议，向上述

公司持续供应聚四氟乙烯垫圈、聚四氟乙烯板等 22 项材料。 

②主要供应商介绍 

报告期内，公司前五大供应商如下： 

序号 供应商名称 金额 占当期采购总额的比例

(%) 2017 年 1-5 月 

1 山东东岳高分子材料有限公司 411,000.00 29.91% 

2 济南赛诺富隆新材料有限公司 215,435.50 15.68% 

3 石家庄京元粉末材料有限责任公司 175,000.00 12.74% 

4 沈阳新保利物资有限公司 151,050.00 10.99% 

5 江苏星火特钢有限公司 128,668.30 9.36% 

合计 1,081,153.80  78.69% 

2016 年度 

1 山东东岳高分子材料有限公司 1,047,700.00 24.57% 

2 沈阳新保利物资有限公司 565,500.00 13.26% 

3 沈阳市金切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458,300.00 10.75% 

4 中昊晨光化工研究院有限公司沈阳分公司

司 

356,700.00 8.36% 

5 长兴惠中氟塑料有限公司 260,494.00 6.11% 

合计 2,688,694.00  63.05% 

2015 年度 

1 沈阳新保利物资有限公司 652,500.00 31.13% 

2 浙江巨圣氟化学有限公司 510,000.00 24.33% 

3 浙江巨化股份有限公司 340,000.00 16.22% 

4 沈阳北氟橡塑设备有限公司 114,248.30 5.45% 

5 济南赛诺富隆新材料有限公司 93,125.00 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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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1,709,873.30 81.59% 

报告期内，公司与山东东岳高分子材料有限公司、沈阳新保利物资有限公司

等主要供应商均保持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向其采购聚四氟乙烯分散树脂、聚四

氟乙烯悬浮树脂等主料，碳纤维、铜粉、玻璃纤维等辅料以及金属配料。 

综上，公司营业记录正常、行业发展前景良好，产品具备较强的市场竞争优

势，客户资质优良，原材料供应稳定，产品市场不断扩大，具备持续盈利能力。 

（3）请主办券商及会计师对公司的可持续经营能力进一步核查并发表明确

意见 

主办券商和会计师通过与公司总经理和财务负责人访谈，了解公司的核心竞

争优势、发展前景以及最新业务和财务状况，查阅期后营运记录，同时结合产业

政策、行业通讯报告等外部文件了解行业发展情况，对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进行

分析。 

经核查，主办券商和会计师认为：公司具有较强的研发实力，产品符合国家

产业政策，市场前景良好，具有广阔的市场空间。报告期内，公司销售收入、利

润快速增长；报告期后订单持续增加，盈利能力持续稳定。公司客户主要为国有

大中型企业，资质良好，公司供应商未发生重大变化，主要原材料供应稳定，营

业记录正常，盈利能力持续增强，具备可持续经营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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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中国民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与辽宁华日高新材料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关于辽宁华日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挂牌申请文件的第二次反馈意

见>之挂牌公司签字盖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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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中国民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与辽宁华日高新材料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关于辽宁华日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挂牌申请文件的第二次反馈意

见>之主办券商签字盖章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