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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海普欧泰克液压设备(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挂牌申请文件的第二次反馈意见》的回复 

根据贵司下发的《关于海普欧泰克液压设备(北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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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海普欧泰克液压设备

(北京)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普股份”、“公司”），已会同主办券商五

矿证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主办券商”）、北京市百瑞（哈尔滨）律师事务所

（以下简称“律师”）、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会

计师”）本着勤勉尽责，诚实守信的原则，就反馈意见所提问题逐条进行了认真

核查及讨论，现回复如下，请予审核。 

如无特别说明，本回复中的简称或名词的释义与公开转让说明书（申报稿）

相同。 

本回复的字体： 

仿宋 反馈意见所列问题 

宋体 对问题的回复 

楷体（加粗） 《公开转让说明书》修改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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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司特殊问题 

1.关于毛利率。报告期内，公司 2017 年、2018 年和 2019 年 1-8 月毛利率

分别为 11.30%、26.98%、32.64%，呈逐年递增趋势。根据一反回复，液压产品

的生产环节简单，仅为结构件的组装、调试、兼容性及集成优化，报告期内毛利

率分别为 11.27%、26.62%、32.34%；零配件产品毛利率分别为 11.45%、30.74%、

33.72%。请公司：（1）分析并补充披露 2018 年、2019 年 1-8 月相较于 2017 年

毛利率大幅上升的原因及合理性；（2）液压产品和零配件产品 2018年及 2019 年

1-8月毛利率较高的原因及合理性。请主办券商及申报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

见。 

【公司回复】  

（1）分析并补充披露 2018年、2019年 1-8月相较于 2017年毛利率大幅上

升的原因及合理性； 

公司已在《公开转让说明书》“第四节 公司财务”之“五、报告期利润形成

的有关情况”之“（三）毛利率分析”中补充披露如下： 

2019 年 1 月—8 月 

项目 收入 成本 毛利率（%） 

液压产品 23,413,017.82 15,840,123.42 32.34 

试验台 142,401.59 86,962.56 38.93 

零配件产品 5,466,675.48 3,623,073.84 33.72 

合计 29,022,094.89 19,550,159.82 32.64 

原因分析  

2018 年度 

项目 收入 成本 毛利率（%） 

液压产品 32,255,284.61 23,668,118.13 26.62 

试验台 385,666.69 345,669.38 10.37 

零配件产品 4,759,821.40 3,296,879.13 30.74 

合计 37,400,772.70 27,310,666.64 26.98 

原因分析  

2017 年度 

项目 收入 成本 毛利率（%） 

液压产品 26,112,085.01 23,168,248.40 11.27 

试验台 6,666.67 4,867.74 26.98 

零配件产品 3,403,038.12 3,013,509.44 11.45 

合计 29,521,789.80 26,186,625.58 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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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 2019 年 1-8 月、2018 年度、2017 年度毛利率分别为

32.64%、26.98%、11.30%，毛利率呈逐年递增趋势。报告期内毛利率大

幅上升的原因主要是：在 2018年 3月新股东加入前，公司的主要优势是

拥有较强的液压产品研发设计能力，但是销售渠道较为匮乏，销售方面

高度依赖经销商欧泰克，因此销售议价能力较弱，导致公司整体的销售

毛利率较低；2018 年 3 月，孙英杰、黄维坚、陶茂友成为公司新股东，

上述新加入股东均长期从事液压产品业务领域的相关工作，拥有较为丰

富的销售渠道资源，拓宽了公司的销售渠道，同时欧泰克股东耿术国亦

通过股权受让方式成为公司股东，欧泰克的终端客户逐渐转变为向公司

直接采购，上述两方面原因共同导致公司销售模式的转变（由经销为主

转变为以直销为主），并提升了公司对客户的销售议价能力，从而导致报

告期内销售毛利率大幅上升。报告期内毛利率上升原因具有合理性，符

合公司实际情况。 

（2）液压产品和零配件产品 2018 年及 2019 年 1-8 月毛利率较高的原因及

合理性。 

公司已在《公开转让说明书》“第四节 公司财务”之“五、报告期利润形成

的有关情况”之“（三）毛利率分析”中修订补充披露如下： 

2019 年 1 月—8 月 

项目 收入 成本 毛利率（%） 

液压产品 23,413,017.82 15,840,123.42 32.34 

试验台 142,401.59 86,962.56 38.93 

零配件产品 5,466,675.48 3,623,073.84 33.72 

合计 29,022,094.89 19,550,159.82 32.64 

原因分析  

2018 年度 

项目 收入 成本 毛利率（%） 

液压产品 32,255,284.61 23,668,118.13 26.62 

试验台 385,666.69 345,669.38 10.37 

零配件产品 4,759,821.40 3,296,879.13 30.74 

合计 37,400,772.70 27,310,666.64 26.98 

原因分析  

2017 年度 

项目 收入 成本 毛利率（%） 

液压产品 26,112,085.01 23,168,248.40 11.27 



 5 / 25 
 

试验台 6,666.67 4,867.74 26.98 

零配件产品 3,403,038.12 3,013,509.44 11.45 

合计 29,521,789.80 26,186,625.58 11.30 

原因分析 

按产品类别分析，2017年度、2018年度、2019年度 1-8月液压产品

的毛利率分别为 11.27%、26.62%、32.34%。（1）液压产品的毛利率在报

告期内呈现逐年增长趋势，具体变动原因与报告期内综合销售毛利率变

动原因一致；（2）2018 年度、2019年 1-8月公司液压产品毛利率维持在

较高水平，主要原因系：①公司拥有较强的成套液压产品设计能力，公

司管理层及主要技术人员均长期从事液压产品业务领域的相关工作，拥

有一支技术成熟的技术团队，可为客户定制化提供其配套使用的液压产

品，在客户提供具体需求的情况下，公司可为客户提供具体的技术图纸

设计并通过与客户沟通不断优化最终定型，产品定型并经客户确认后再

按客户订单量进行批量生产。报告期内公司定制化液压产品占比较高，

因可满足客户定制化需求，技术要求较高，产品毛利率较高；②公司液

压产品的核心零部件主要来源于境外（主要为意大利）知名零部件厂商，

且公司建立了严格的产品质量监管体系，产品质量优异、客户认可度较

高，加之公司众多客户与公司主要管理层任职或曾任职的公司合作多年，

建立了稳固的信任关系，上述因素共同导致公司液压产品毛利率较高。

公司 2018年度、2019 年 1-8月液压产品毛利率较高具有合理性，符合公

司实际情况。 

2017 年度、2018 年度、2019 年 1-8 月，公司试验台毛利率分别为

26.98%、10.37%、38.93%，毛利率波动较大，其原因主要为：（1）公司

试验台的销量较少，不同期间销售的试验台型号不尽相同，且试验台均

为按客户需求定制化产品，签署业务合同时其成本难以完全准确预计，

导致毛利率波动幅度较大；（2）因试验台销售数量较少，为促进业务开

展，定价策略也比成熟的液压类产品更为灵活，导致报告期内试验台毛

利率变动幅度较大。 

2017年度、2018 年度、2019年 1-8月，公司零配件产品毛利率分别

为 11.45%、30.74%、33.72%。（1）零配件产品的毛利率在报告期内呈现

逐年增长趋势，具体变动原因与报告期内综合销售毛利率变动原因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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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18年度、2019 年 1-8月公司零配件产品毛利率维持在较高水平，

其原因主要为：①公司销售的零配件主要为代理的境外知名液压零配件

生产厂商的产品，终端客户认可度高；②公司采取液压零配件高库存的

采购策略，备货较多且品类齐全，可满足客户对不同规格零配件和及时

供货的需求。上述因素共同导致公司零配件产品毛利率维持在较高水平。

公司 2018年度、2019 年 1-8月零配件产品毛利率较高具有合理性，符合

公司实际情况。 

【主办券商回复】  

（一）核查过程 

主办券商访谈了公司总经理，了解报告期内公司市场竞争情况、业务模式、

运营情况等；访谈了公司财务负责人，了解报告期内毛利率具体变动情况等；通

过核查合同、发票、增值税纳税申报表等资料，结合公司所处行业情况、客户结

构等多种因素，对收入构成及具体变动情况进行分析性复核；对营业收入实施实

质性测试，以确认收入的真实性与准确性；访谈报告期内公司前五大客户，以确

认收入的真实性；核查了应收账款的回款情况；对营业收入进行截止性测试，以

核查是否存在跨期确认收入的情形；核查了收入确认的方法，成本归集、分配方

法，并抽取了凭证进行测试核查，以确认收入、成本是否匹配；通过抽查相应的

合同、凭证、发票、付款回单等原始单据，核查成本的真实性、准确性以及以期

间费用的划分是否准确；查阅同行业可比挂牌公司业务、毛利率等相关信息，与

公司进行比较、分析，核查公司毛利率是否异常；咨询会计师。 

（二）分析过程 

1、2018 年、2019 年 1-8 月相较于 2017 年毛利率大幅上升的原因及合理性分

析 

报告期内，公司按产品类别列示的毛利率情况如下所示： 

2019 年 1 月—8 月 

项目 收入 成本 毛利率（%） 

液压产品 23,413,017.82 15,840,123.42 32.34 

试验台 142,401.59 86,962.56 38.93 

零配件产品 5,466,675.48 3,623,073.84 33.72 

合计 29,022,094.89 19,550,159.82 32.64 

2018 年度 



 7 / 25 
 

项目 收入 成本 毛利率（%） 

液压产品 32,255,284.61 23,668,118.13 26.62 

试验台 385,666.69 345,669.38 10.37 

零配件产品 4,759,821.40 3,296,879.13 30.74 

合计 37,400,772.70 27,310,666.64 26.98 

2017 年度 

项目 收入 成本 毛利率（%） 

液压产品 26,112,085.01 23,168,248.40 11.27 

试验台 6,666.67 4,867.74 26.98 

零配件产品 3,403,038.12 3,013,509.44 11.45 

合计 29,521,789.80 26,186,625.58 11.30 

报告期内，公司 2019 年 1-8 月、2018 年度、2017 年度毛利率分别为 32.64%、

26.98%、11.30%，毛利率呈逐年递增趋势。报告期内毛利率大幅上升的原因主要

是：在 2018 年 3 月新股东加入前，公司的主要优势是拥有较强的液压产品研发

设计能力，但是销售渠道较为匮乏，销售方面高度依赖经销商欧泰克，因此销售

议价能力较弱，导致公司整体的销售毛利率较低；2018 年 3 月，孙英杰、黄维

坚、陶茂友成为公司新股东，上述新加入股东均长期从事液压产品业务领域的相

关工作，拥有较为丰富的销售渠道资源，拓宽了公司的销售渠道，同时欧泰克股

东耿术国亦通过股权受让方式成为公司股东，欧泰克的终端客户逐渐转变为向公

司直接采购，上述两方面原因共同导致公司销售模式的转变（由经销为主转变为

以直销为主），并提升了公司对客户的销售议价能力，从而导致报告期内销售毛

利率大幅上升。报告期内毛利率上升原因具有合理性，符合公司实际情况。 

2、液压产品和零配件产品 2018 年及 2019 年 1-8 月毛利率较高的原因及合

理性。 

按产品类别分析，2017 年度、2018 年度、2019 年度 1-8 月液压产品的毛利

率分别为 11.27%、26.62%、32.34%。2018 年度、2019 年 1-8 月公司液压产品毛

利率维持在较高水平，主要原因系：①公司拥有较强的成套液压产品设计能力，

公司管理层及主要技术人员均长期从事液压产品业务领域的相关工作，拥有一支

技术成熟的技术团队，可为客户定制化提供其配套使用的液压产品，在客户提供

具体需求的情况下，公司可为客户提供具体的技术图纸设计并通过与客户沟通不

断优化最终定型，产品定型并经客户确认后再按客户订单量进行批量生产。报告

期内公司定制化液压产品占比较高，因可满足客户定制化需求，技术要求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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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毛利率较高；②公司液压产品的核心零部件主要来源于境外（主要为意大利）

知名零部件厂商，且公司建立了严格的产品质量监管体系，产品质量优异、客户

认可度较高，加之公司众多客户与公司主要管理层任职或曾任职的公司合作多

年，建立了稳固的信任关系，上述因素共同导致公司液压产品毛利率较高。公司

2018 年度、2019 年 1-8 月液压产品毛利率较高具有合理性，符合公司实际情况。 

2017 年度、2018 年度、2019 年 1-8 月，公司零配件产品毛利率分别为 11.45%、

30.74%、33.72%。2018 年度、2019 年 1-8 月公司零配件产品毛利率维持在较高

水平，其原因主要为：①公司销售的零配件主要为代理的境外知名液压零配件生

产厂商的产品，终端客户认可度高；②公司采取液压零配件高库存的采购策略，

备货较多且品类齐全，可满足客户对不同规格零配件和及时供货的需求。上述因

素共同导致公司零配件产品毛利率维持在较高水平。公司 2018 年度、2019 年 1-8

月零配件产品毛利率较高具有合理性，符合公司实际情况。 

（三）核查结论 

经核查，主办券商认为：（1）公司披露的 2018 年、2019 年 1-8 月相较于 2017

年毛利率大幅上升的原因具有合理性，符合公司实际情况；（2）公司披露的液压

产品和零配件产品 2018 年及 2019 年 1-8 月毛利率较高的原因具有合理性，符合

公司实际情况。 

【申报会计师回复】  

申报会计师回复详见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关于海普欧泰克

液压设备（北京）股份有限公司挂牌申请文件第二次反馈意见的回复说明。 

2.关于收入。2017年、2018年、2019年 1-8月公司收入分别为 2952.18 万

元、3740.08万元和 2902.21万元，呈增长趋势。根据一反回复，公司向欧泰克、

海普意中、凯卓泰克销售时，直接发货至终端客户。请公司：（1）结合各类产品

销售数量和单价的变化情况及原因，详细分析报告期内营业收入增加的原因；（2）

分析并补充披露公司通过上述关联方经销商向终端客户销售的原因及必要性、真

实性；是否存在通过关联交易调节公司收入利润或成本费用的情形、是否存在利

益输送的情形。请主办券商及申报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公司回复】  

（1）结合各类产品销售数量和单价的变化情况及原因，详细分析报告期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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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收入增加的原因； 

公司的市场定位主要为大中型或行业前列公司提供高质量、高可靠性的产

品，公司为客户提供的成套液压产品多数情况下均为定制产品，因此不同年度销

售的成套液压产品的种类、规格差异较大，无法通过相同产品的销售数量和单价

的变化情况分析营业收入大幅增加的原因。公司营业收入的增长主要是因公司销

售渠道拓宽带来了新的客户所致。 

（2）分析并补充披露公司通过上述关联方经销商向终端客户销售的原因及

必要性、真实性；是否存在通过关联交易调节公司收入利润或成本费用的情形、

是否存在利益输送的情形。 

对于公司关联经销商欧泰克、海普意中、凯卓泰克销售时，直接将货物发给

终端客户的原因及必要性、真实性，公司已在《公开转让说明书》“第四节 公司

财务”之“五、报告期利润形成的有关情况”之“（一）营业收入分析”中补充

披露如下： 

公司向关联经销商欧泰克、海普意中、凯卓泰克销售时，直接将货物发给

终端客户，主要是因为：（1）欧泰克、海普意中、凯卓泰克均为公司关联方，

其终端客户名单对上述关联方而言并不属于需要禁止公司知晓的信息；（2）欧

泰克、海普意中、凯卓泰克只有在已接到终端客户的订单时方会与公司签署采

购合同，因此公司销售给欧泰克、海普意中、凯卓泰克的产品直接发给终端客

户具有可行性；（3）由公司直接发货至终端客户，可降低欧泰克、海普意中、

凯卓泰克的采购仓储成本及运费，具有经济性。公司向关联经销商欧泰克、海

普意中、凯卓泰克销售时，直接将货物发给终端客户具有真实性及一定的必要

性。公司不存在通过关联交易调节公司收入利润或成本费用的情形，不存在利

益输送的情形。 

对于公司向关联方欧泰克、海普意中、凯卓泰克销售的原因、必要性、公允

性，公司已在《公开转让说明书》“第四节 公司财务”之“九、关联方、关联关

系及关联交易”之“（三）关联交易及其对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之“（2）

销售商品/服务”中披露如下： 

关联方名

称 

2019 年 1 月—8 月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金额（元） 
占同类交

易金额比
金额（元） 

占同类交

易金额比
金额（元） 

占同类交

易金额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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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例（%） 例（%） 

凯卓泰克

智能技术

(北京 )有

限公司 

3,389,561.31 11.68     

欧泰克液

压 设 备

（北京）

有限公司 

2,196,488.79 7.57 13,626,275.70 36.43 28,208,996.05 95.55 

北京海普

意中科技

发展有限

公司 

  147,025.65 0.39 944,248.16 3.20 

小计 5,586,050.10 19.25 13,773,301.35 36.82 29,153,244.21 98.75 

交 易 内

容、关联

交易必要

性及公允

性分析 

公司设立于 2015 年 2 月，设立初期，公司的人员较少，公司的优势主要集

中在液压成套产品的设计及生产能力方面，而欧泰克、海普意中拥有较为良好

的销售渠道，因此 2017 年度、2018 年公司通过欧泰克、海普意中等关联方进行

销售的占比较高。深圳市凯卓立液压设备股份有限公司拥有优质的销售渠道资

源，张彪为深圳市凯卓立液压设备股份有限公司的员工，海普欧泰克拥有液压

产品生产的厂房、设计、研发、生产能力，并拥有国外大品牌零部件原材料的

进口渠道，为了使各方的资源互补，因此三方共同设立了凯卓泰克。公司与关

联方之间的交易定价一般是基于市场规则并结合终端客户的销售定价情况进行

定价，价格公允。 

报告期内，公司关联方与非关联方的订单获取方式均为通过商业谈判获取，

公司不存在通过招投标方式获取订单的情形；在定价策略方面，关联方与非关

联方执行同样的定价策略：采取成本加成的方式定价，具体加成比例需视客户

订单量、历史合作情况、终端客户销售价格等因素与客户谈判确认。公司与关

联方之间的交易定价遵循上述定价原则，价格公允。 

公司与欧泰克、海普意中的合作关系较为稳定。2017 年度、2018 年度公司

来源于关联方的销售收入占比较高，公司对关联方存在重大依赖。但随着欧泰

克、海普意中的注销，公司向关联方销售金额占营业收入总额的比重已大幅降

低，公司已不存在对关联方的重大依赖。公司目前已具备完整的研发、生产、

销售能力，公司关联销售业务对公司业务完整性及持续经营能力已无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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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券商回复】  

（一）核查过程 

主办券商与公司管理层进行了沟通，了解公司的生产销售模式、关联方发货

情况、公司参股设立凯卓泰克的原因以及向关联方销售的定价原则等；获取关联

方销售的明细账，并追查至发票、合同、销售发货单、销售回款单据等，并关注

销售发货单备注栏中的内容；了解公司与关联方欧泰克、海普意中、凯卓泰克的

运费结算方式并抽查部分业务发货时的装箱单、运单等。 

（二）分析过程 

（1）结合各类产品销售数量和单价的变化情况及原因，详细分析报告期内

营业收入增加的原因： 

公司的市场定位主要为大中型或行业前列公司提供高质量、高可靠性的产

品，公司为客户提供的成套液压产品多数情况下均为定制产品，因此不同年度销

售的成套液压产品的种类、规格差异较大，无法通过相同产品的销售数量和单价

的变化情况分析营业收入大幅增加的原因。公司营业收入的增长主要是因公司销

售渠道拓宽带来了新的客户所致。 

经核查，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增长合理，与公司的实际经营情况相符。 

（2）分析公司通过上述关联方经销商向终端客户销售的原因及必要性、真

实性；是否存在通过关联交易调节公司收入利润或成本费用的情形、是否存在利

益输送的情形： 

经核查，公司设立于 2015 年 2 月，设立初期，公司的人员较少，公司的优

势主要集中在液压成套产品的设计及生产能力方面，而欧泰克、海普意中拥有较

为良好的销售渠道，因此 2017 年度、2018 年公司通过欧泰克、海普意中等关联

方进行销售的占比较高。深圳市凯卓立液压设备股份有限公司拥有优质的销售渠

道资源，张彪为深圳市凯卓立液压设备股份有限公司的员工，海普欧泰克拥有液

压产品生产的厂房、设计、研发、生产能力，并拥有国外大品牌零部件原材料的

进口渠道，为了使各方的资源互补，因此三方共同设立了凯卓泰克。公司与关联

方之间的交易定价一般是基于市场规则并结合终端客户的销售定价情况进行定

价，价格公允。 

经核查，公司向关联经销商欧泰克、海普意中、凯卓泰克销售时，直接将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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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发给终端客户，主要是因为：（1）欧泰克、海普意中、凯卓泰克均为公司关联

方，其终端客户名单对上述关联方而言并不属于需要禁止公司知晓的信息；（2）

欧泰克、海普意中、凯卓泰克只有在已接到终端客户的订单时方会与公司签署采

购合同，因此公司销售给欧泰克、海普意中、凯卓泰克的产品直接发给终端客户

具有可行性；（3）由公司直接发货至终端客户，可降低欧泰克、海普意中、凯卓

泰克的采购仓储成本及运费，具有经济性。 

经核查，公司向关联方欧泰克、海普意中销售货物时，公司直接将货物发至

终端客户，但是运费由欧泰克、海普意中结算。主办券商从关联销售明细账追查

至销售业务记账凭证、销售合同，并进一步追查至欧泰克与终端客户签订的销售

合同、装箱单、运单等，单据核对一致，未发现异常，可以确认与欧泰克关联交

易的真实性；海普意中于 2018 年 10 月已注销，海普意中与终端客户的销售合同、

装箱单、运单等资料已无法获取，但公司与海普意中的交易金额相对较小，通过

核查公司与海普意中的合同、记账凭证、销售出库单、发票、回款单据等予以确

认交易的真实性；公司与凯卓泰克销售运费由公司负责结算，项目组从公司的关

联销售明细账追查至销售合同、发票、销售发货单、装箱单及运输单据，单据核

对一致，可以确认与凯卓泰克关联交易的真实性。 

综上，公司向关联经销商欧泰克、海普意中、凯卓泰克销售时，直接将货物

发给终端客户具有真实性及一定的必要性。 

公司针对关联方的销售定价执行与非关联方同样的定价策略：采取成本加成

的方式定价，具体加成比例需视客户订单量、历史合作情况、终端客户销售价格

等因素与客户谈判确认。 

公司与欧泰克、海普意中的关联交易主要集中在 2017 年和 2018 年，2019

年公司为了规范销售定价，运费一般都由公司承担，因此与关联方凯卓泰克的销

售中，由公司承担运费。 

经核查，公司不存在通过关联交易调节公司收入利润或成本费用的情形、不

存在利益输送的情形。 

（三）核查结论 

经核查，主办券商认为：（1）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增长合理，与公司的实

际经营情况相符；（2）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销售业务真实、具有一定的必要性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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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性；公司向关联经销商欧泰克、海普意中、凯卓泰克销售时，直接将货物发

给终端客户具有真实性及一定的必要性；（3）公司与关联方的销售交易真实，不

存在通过关联交易调节公司收入利润或成本费用的情形，不存在利益输送的情

形。 

【申报会计师回复】  

申报会计师回复详见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关于海普欧泰克

液压设备（北京）股份有限公司挂牌申请文件第二次反馈意见的回复说明。 

3.关于固定资产。公司作为生产型企业，固定资产规模较小。请公司分析并

补充披露公司固定资产规模与公司生产经营匹配性，是否与同行业公司存在显著

差异。 

【公司回复】  

公司已在《公开转让说明书》“第二节 公司业务”之“三、与业务相关的关

键资源要素”之“（五）主要固定资产”中补充披露如下： 

公司虽属于生产类企业，但固定资产规模较小，系因公司生产环节简单，

不使用大型机器设备，仅为结构件的组装、调试、兼容性及集成优化，公司的

核心竞争力体现于根据客户需求，进行相应产品的定型设计以及对产品质量的

把控，相关的生产设备只是辅助于生产，对上述固定资产的依赖度不高，公司

目前固定资产可以满足公司生产需求，公司固定资产规模与公司生产经营具有

匹配性。 

公司与可比挂牌公司 2018年度营业收入、2018年末机器设备账面原值、2018

年末机器设备账面价值、2018 年末固定资产账面价值对比情况如下所示： 

单位：元 

具体项目 
威博液压

（871245） 

维克液压 

（831807） 
海普股份 

2018年度营业收入 162,213,433.64 205,008,919.11 37,400,772.70 

2018年末机器设备账面原值 51,751,055.55 85,421,471.60 445,536.60 

2018年末机器设备账面价值 38,724,214.56 25,232,546.02 274,512.47 

2018年末固定资产账面价值 49,155,768.86 33,009,551.21 343,022.46 

从上表可以看出，公司固定资产规模远低于上述同行业可比挂牌公司，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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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原因如下： 

（1）公司营业收入规模较小，公司规模远低于上述同行业可比挂牌公司。 

（2）公司生产的液压产品的零配件全部来源于外部采购，公司生产环节简

单，不使用大型机器设备，仅为结构件的组装、调试、兼容测试及集成优化。

公司的核心竞争力体现于根据客户需求，进行相应产品的定型设计以及对产品

质量的把控，相关的生产设备只是辅助于生产，因此导致公司需要的机器设备

规模较小；而可比挂牌公司生产过程涉及到生产液压系统的全部或部分零配件，

生产工序远较公司复杂，生产过程中需用到数控机床、钻孔攻丝中心、磨床等

大型机器加工设备，因此导致上述可比挂牌公司的机器设备规模较大。 

（3）公司无自有房屋建筑物，导致公司房屋建筑物账面金额为 0元，而可

比挂牌公司均拥有自有房屋建筑物。 

（4）公司人员远少于上述同行业可比挂牌公司，相应的电子设备等其他固

定资产规模亦小于可比挂牌公司。 

综上，虽然公司固定资产规模与同行业可比挂牌公司存在较为显著差异，

但公司的固定资产规模与公司自有的生产业务模式、营业收入规模、人员规模

等相匹配。 

4.关于从境外供应商采购原材料。各报告期内，公司存在境外采购的情况，

且第一大供应商为境外公司。请公司：（1）结合采购原材料的特点、市场竞争程

度、采购产品的可替代性等分析说明并补充披露公司是否对主要境外供应商存在

依赖；（2）说明并补充披露公司与境外主要供应商的合同签订及续签情况，如采

购合同无法续签，是否会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造成重大不利影响。请主办券商及

申报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公司回复】 

（1）结合采购原材料的特点、市场竞争程度、采购产品的可替代性等分析

说明并补充披露公司是否对主要境外供应商存在依赖 

公司已在《公开转让说明书》之“第二节 公司业务”之“四、公司主营业

务相关的情况”之“三、供应商情况”部分补充披露如下： 

公司从境外采购的原材料主要为各种阀类、密封类、泵类、附件类、手泵

类等，此类原材料均属于液压行业的常规零配件，与此类零配件相关的生产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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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已比较成熟，市场竞争较为激烈，国内及境外的液压零配件知名企业较多，

国内的有诸如杭州萧山东方液压件有限公司、无锡德利华机电有限公司、江苏

威博液压股份有限公司、宁波万尔福液压有限公司等，境外的则有诸如美国伊

顿、美国 Parker、德国力士乐、瑞典 HALDEX、法国 HPI 等，且国内外有大量的

中小型液压零配件生产厂商，公司采购的原材料的供应商可替代性较强。报告

期内，2019 年 1-8 月、2018 年度、2017 年度公司境外采购占比分别为 47.20%、

36.22%、21.35%，虽然公司境外采购占比不断增加，但报告期内单一境外供应

商采购金额占采购总额的比重均不超过 30%，且公司合作的境外公司较多，供应

商可替代性较强，公司不存在对单一境外供应商的重大依赖。 

（2）说明并补充披露公司与境外主要供应商的合同签订及续签情况，如采

购合同无法续签，是否会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公司已在《公开转让说明书》之“第二节 公司业务”之“四、公司主营业

务相关的情况”之“三、供应商情况”部分补充披露如下： 

公司与境外主要供应商未签订框架采购合同，每次采购时单独签订合同，

目前尚未出现无法续签合同的情形。公司实际控制人孙英杰与境外主要供应商

长期保持合作关系，且公司信誉良好，因此公司与境外主要供应商的合作较为

稳定，无法续签的风险较小。公司从境外采购的原材料主要为各种阀类、密封

类、泵类、附件类、手泵类，此类原材料均属于液压行业的常规零配件，不属

于受限制的产品类别，可提供该类高品质原材料的国家、厂家也较多，若公司

与部分境外供应商无法续签合同，公司可以通过及时更换境外供应商来降低对

生产经营的影响，不会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主办券商回复】 

（一）核查过程 

访谈公司管理层，了解采购原材料的可替代性、合同签订及续签情况等；查

阅报告期内及报告期后公司与境外主要供应商合同的签订及续签情况；对液压产

品零部件供应商情况进行网络检索。 

（二）分析过程 

1、公司对主要境外供应商的依赖情况 

经主办券商核查，公司从境外采购的原材料主要为各种阀类、密封类、泵类、



 16 / 25 
 

附件类、手泵类等，此类原材料均属于液压行业的常规零配件，与此类零配件相

关的生产技术已比较成熟，市场竞争较为激烈，国内及境外的液压零配件知名企

业较多，国内的有诸如杭州萧山东方液压件有限公司、无锡德利华机电有限公司、

江苏威博液压股份有限公司、宁波万尔福液压有限公司等，境外的则有诸如美国

伊顿、美国 Parker、德国力士乐、瑞典 HALDEX、法国 HPI 等，且国内外有大

量的中小型液压零配件生产厂商，公司采购的原材料的供应商可替代性较强。报

告期内，2019 年 1-8 月、2018 年度、2017 年度公司境外采购占比分别为 47.20%、

36.22%、21.35%，虽然公司境外采购占比不断增加，但报告期内单一境外供应

商采购金额占采购总额的比重均不超过 30%，且公司合作的境外公司较多，供应

商可替代性较强，公司不存在对单一境外供应商的重大依赖。 

2、公司与境外主要供应商的合同签订及续签情况，如采购合同无法续签，

是否会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经主办券商核查，公司与境外主要供应商未签订框架采购合同，每次采购时

单独签订合同，目前尚未出现无法续签合同的情形。公司实际控制人孙英杰与境

外主要供应商长期保持合作关系，且公司信誉良好，因此公司与境外主要供应商

的合作较为稳定，无法续签的风险较小。公司从境外采购的原材料主要为各种阀

类、密封类、泵类、附件类、手泵类，此类原材料均属于液压行业的常规零配件，

不属于受限制的产品类别，可提供该类高品质原材料的国家、厂家也较多，若公

司与部分境外供应商无法续签合同，公司可以通过及时更换境外供应商来降低对

生产经营的影响，不会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三）核查结论 

经核查，主办券商认为：（1）报告期内单一境外供应商采购金额占采购总额

的比重均不超过 30%，且公司合作的境外公司较多，供应商可替代性较强，公司

不存在对单一境外供应商的重大依赖；（2）公司与境外主要供应商的合作较为稳

定，无法续签的风险较小；若公司与部分境外供应商无法续签合同，公司可以通

过及时更换境外供应商来降低对生产经营的影响，不会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造成

重大不利影响。 

【申报会计师回复】  

申报会计师回复详见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关于海普欧泰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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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压设备（北京）股份有限公司挂牌申请文件第二次反馈意见的回复说明。 

5.关于公司业务开展情况。请公司结合自身业务实际开展情况披露公司的具

体业务、具有的竞争优势、核心资产以及具体的生产（制造）模式。请主办券商

及律师结合上述披露情况解释说明公转书中“公司从欧泰克、海普意中和深圳瑞

托克主要采购液压产品零配件，而销售给欧泰克、海普意中和深圳瑞托克的主要

是根据下游客户要求，进行设计、生产后的成套液压产成品。”的具体情况，并

核查分析公司供应商与客户重合的必要性、合理性。 

【公司回复】 

一、关于公司具体业务，公司已在《公开转让说明书》之“第二节 公司业

务”之“一、主要业务和产品”中进行了充分披露。 

公司具体业务如下： 

公司主营业务为液压系统的研发、生产及销售；试验台的研发、生产及销售

以及零部件产品的销售。 

① 液压系统 

公司接受客户委托，为客户提供液压系统的设计、制造、集成等一系列服务，

以实现客户的装备配套。公司液压系统产品广泛应用于船舶、冶金机械、石油机

械、医药等众多领域。 

② 试验台 

试验台是公司自主研发设计的产品，主要对液压阀、油缸、泵、马达等配件

进行测试而量身定制的产品，试验台主要用于对产品的入厂测试、生产测试、出

厂测试。主要由液压动力源、测试系统及操作台三部分构成。 

③ 零配件销售 

公司与多家世界著名的意大利液压零部件生产商建立了合作关系，包括

duplomatic 、 SLANZI 、 MARZOCCHIPOMPE 、 B&CHYDRAULICS 、 HV 

HYDRAULIC S.R.L、GAPI、MISELLI 等公司，并取得了销售代理权，主要产品

为液压阀、泵、密封件、液压附件、继电器等。 

二、关于公司具有的竞争优势，公司已在《公开转让说明书》“第二节 公司

业务”之“七、所处行业、市场规模及基本风险特征”之“（四）公司面临的主

要竞争状况”中披露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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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司竞争优势： 

①技术优势 

液压产品具有设计难度大，技术含量高的特点，公司自成立一直专注于液压

产品的生产、研发，拥有多项专利，经历了数年的技术沉淀和市场积累，公司拥

有一支技术成熟的研发团队，公司在为客户提供产品和服务过程中不断进行技术

更新，形成了具有竞争力的核心技术。 

②客户优势 

公司经过多年的市场开拓和业务发展，积累了丰富的客户资源，与许多国际

知名品牌建立了长期良好的合作关系。公司拥有完善的运营体系和可靠的技术研

发能力，具备快速响应能力，满足客户的定制化需求并可以提供高质量的服务。

这些客户在行业中都拥有较高的品牌知名度和市场竞争力，既为公司产品的销售

提供了比较稳定的市场空间，又提高了公司的市场知名度和美誉度。优质的客户

资源是公司持续创造价值的基础，不仅有利于公司保持现有的客户资源，同时能

帮助公司以更低成本争取新用户、推广新产品、提供增值服务和进入新的市场领

域。 

③产品质量优势 

公司自成立以来，高度重视对生产过程和产品质量的检测和控制，公司对整

个生产环节建立了完善的质量监管体系。公司对产品进行全面的质量检查测试，

对于发现的不合格产品及时处理，并查找不合格的原因，及时完善生产工艺，从

而确保公司产品质量。 

三、关于核心资产，公司已在《公开转让说明书》之“第二节 公司业务”

之“三、与业务相关的关键资源要素”中予以披露。 

四、关于公司具体的生产模式，公司已在《公开转让说明书》之“第二节 公

司业务”之“六、商业模式”中修订补充披露如下： 

公司采取“以销定产”的生产模式。公司销售部在获取订单后，确定相应的

液压产品、试验台产品是否已有符合客户要求的技术图纸。若无有关的技术图

纸，公司技术部需按客户需求出具技术图纸，待技术图纸得到客户认可确认后

形成产品的物料清单再交由生产部开展后续生产工作；若已有符合客户要求的

技术图纸，则生产部直接根据现有的技术图纸确定的物料清单，领取相应的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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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件，并根据订单情况、交货时间等综合因素安排生产计划并组织生产实施，质

量部负责产品生产过程及完工后的产品质量检测。在公司具体生产环节方面，生

产环节较为简单，零配件全部来源于外部采购，生产过程仅为结构件的组装、

调试、兼容性及集成优化。 

【主办券商回复】 

（一）核查过程 

访谈公司管理层，了解公司客户与供应商重合的具体原因；查阅了客户与供

应商重合的合作单位的采购合同、销售合同，以核查其具体交易内容、价格等；

访谈公司主要客户与供应商重合的合作单位有关负责人员。 

（二）分析过程 

1、从公司业务构成和所属行业来说，公司属于制造业企业，公司主营业务

为液压系统的研发、生产及销售；试验台的研发、生产及销售以及零部件产品的

销售，其中零部件销售收入占营业收入的比重较低；而欧泰克、海普意中和深圳

瑞托克均属于液压成套产品及零配件的贸易商，不具备研发、生产液压成套产品

的能力，但均拥有较为成熟的液压成套产品及零配件的销售或采购渠道。 

2、从公司采购和生产特点来看，在公司具体生产环节方面，生产环节较为

简单，仅为结构件的组装、调试、兼容性及集成优化，生产所需的零配件全部来

源于外部采购，且公司生产所需的零配件种类繁多，且对零配件质量要求较高。

而公司成立初期（尤其是 2018 年 3 月新股东加入前），公司虽然已具有国外进口

采购权，但是供应商渠道尚未完全建立，而上述贸易经销商具有较为成熟的零部

件供应来源，可及时为公司提供满足公司质量需求的零配件。因此，报告期内，

公司存在从欧泰克、海普意中和深圳瑞托克采购产品的情形，采购的主要为生产

液压成套产品所需的零配件。 

3、从竞争优势方面来看，公司自成立一直专注于液压产品的生产、研发，

拥有多项专利，经历了数年的技术沉淀和市场积累，公司拥有一支技术成熟的研

发团队，具备较强的设计能力，可为客户提供定制化的成套液压产品；另外，公

司自成立起即高度重视对生产过程和产品质量的检测和控制，可为客户提供高质

量、可靠的成套液压产品。而欧泰克、海普意中和深圳瑞托克作为贸易商，亦拥

有着液压成套产品的销售渠道，因此报告期内公司存在向欧泰克、海普意中和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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圳瑞托克销售产品的情形，销售的主要为成套液压产品。 

4、随着 2018 年 3 月孙英杰、黄维坚、陶茂友、耿术国的加入，公司供应商

渠道逐渐完善，加之欧泰克、海普意中的注销，公司主要供应商与主要客户重合

的情形已消除。 

综上，公司存在主要供应商与主要客户重合的情形具有相应的必要性、合理

性。 

（三）核查结论 

经核查，主办券商认为：公司供应商与客户重合具有必要性、合理性。 

 【申报律师回复】  

申报律师回复详见《北京市百瑞（哈尔滨）律师事务所关于海普欧泰克液压

设备（北京）股份有限公司申请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

让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6.关于历史沿革股权变动及实际控制人认定。公司创始人吴广林转让了部分

股权，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请主办券商核查分析：（1）公司股权变

动的情况，是否存在代持行为，是否股权清晰并不存在纠纷；（2）公司股东孙英

杰、黄维坚在受让公司股权前是否已参与公司治理、经营，公司创始人吴广林在

转让股权后在公司治理、经营方面的作用。 

【主办券商回复】 

（1）公司股权变动的情况，是否存在代持行为，是否股权清晰并不存在纠

纷； 

（一）核查过程 

主办券商核查了公司工商档案；查阅了股东出具的声明；查阅了公司历次验

资报告；查阅了股东的出资凭证；访谈了公司实际控制人。 

（二）分析过程 

经核查，公司成立时股权情况及后续股权变动情况如下： 

（1）2015年2月，有限公司设立 

有限公司由自然人吴广林、庞平平于2015年2月10日认缴出资设立，成立时

注册资本1,000,000.00元人民币，未实缴出资。 

2014年11月18日，北京市工商局顺义分局下发（京顺）名称预核（内）字[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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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0267222号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核准企业名称为“北京创纳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 

2014年12月24日，吴广林、庞平平签署有限公司章程，共同出资设立有限公

司，注册资本1,000,000.00元，其中吴广林出资990,000.00元，庞平平出资10,000.00

元。 

2015 年 2 月 10 日，北京市工商局顺义分局核发注册号为 110113018647603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为吴广林；注册资本 1,000,000.00 元。 

有限公司设立时，股权结构如下表：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元） 实缴出资额（元） 持股比例（%） 出资方式 

1 吴广林 990,000.00 0.00 99.00 货币资金 

2 庞平平 10,000.00 0.00 1.00 货币资金 

合计 1,000,000.00 0.00 100.00 - 

（2）2018年3月，有限公司第一次股权转让 

2018年2月15日，有限公司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增加新股东耿术国、黄维坚、

孙英杰、陶茂友；原股东庞平平退出股东会，股东庞平平将其持有的出资1.00万

元转让给黄维坚，股东吴广林将其持有的出资12.25万元转让给耿术国，股东吴

广林将其持有的出资18.375万元转让给陶茂友，股东吴广林将其持有的出资24.50

万元转让给黄维坚，股东吴广林将其持有的出资25.50万元转让给孙英杰；同意

修改公司章程。 

同日，有限公司临时股东会决议审议通过由耿术国、黄维坚、孙英杰、陶茂

友、吴广林组成新的股东会；同意修改公司章程。 

2018年2月15日，转让方吴广林、庞平平分别与受让方陶茂友、耿术国、黄

维坚、孙英杰签署转让协议。 

2018 年 3 月 12 日，有限公司就上述事项在北京市工商局顺义分局办理了工

商变更登记手续，取得工商局换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本次股权转让后，有限公司股权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元） 实缴出资额（元） 
持股比例

（%） 
出资方式 

1 孙英杰 255,000.00 0.00 25.500 货币资金 

2 黄维坚 255,000.00 0.00 25.500 货币资金 

3 吴广林 183,750.00 0.00 18.375 货币资金 



 22 / 25 
 

4 陶茂友 183,750.00 0.00 18.375 货币资金 

5 耿术国 122,500.00 0.00 12.250 货币资金 

合计 1,000,000.00 0.00 100.000 - 

（3）2019年6月，有限公司第一次增加注册资本 

2019年6月24日，有限公司股东作出如下决定：1、同意注册资本变更为500

万元，变更后的出资情况为：股东耿术国出资61.25万元，股东黄维坚出资127.50

万元，股东孙英杰出资127.50万元，股东陶茂友出资91.875万元，股东吴广林出

资91.875万元；同意修改公司章程。 

2019年7月2日，北京中乐成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验资报告》（中乐

成验字（2019）第3002号），验证：截至2019年6月24日，公司已收到全体股东缴

纳的注册资本合计500.00万元（人民币伍佰万元整），实收资本占注册资本的

100.00%。 

2019年6月24日，有限公司就上述事项在北京市工商局顺义分局办理了工商

变更登记手续，取得工商局换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本次工商变更登记完成后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 认缴出资额（元） 实缴出资额（元） 股权比例（%） 出资方式 

1 孙英杰 1,275,000.00 1,275,000.00 25.500 货币 

2 黄维坚 1,275,000.00 1,275,000.00 25.500 货币 

3 吴广林 918,750.00 918,750.00 18.375 货币 

4 陶茂友 918,750.00 918,750.00 18.375 货币 

5 耿术国 612,500.00 612,500.00 12.250 货币 

合计 5,000,000.00 5,000,000.00 100.000 - 

经核查公司工商档案、验资报告、股东出资凭证、公司股东出具的声明并对

公司实际控制人进行访谈，可以确认：公司股东不存在股权代持情形，公司股权

清晰且不存在纠纷。 

（三）核查结论 

经核查，主办券商认为：公司股东不存在股权代持情形，公司股权清晰且不

存在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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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司股东孙英杰、黄维坚在受让公司股权前是否已参与公司治理、经

营，公司创始人吴广林在转让股权后在公司治理、经营方面的作用。 

（一）核查过程 

主办券商核查了公司工商档案；查阅了公司章程及修正案；查阅了报告期内

公司相关会议文件；抽查了公司日常业务合同、财务报销、付款审批单据的审批

人员等信息；对上述股东进行访谈；查阅了股东出具的有关声明。 

（二）分析过程 

通过查阅公司工商档案；查阅 2018 年 3 月前后公司的会议文件；对吴广林、

孙英杰、黄维坚进行访谈；查阅公司日常费用报销、付款审批单据的审批人员等

信息，可以确认：（1）公司股东孙英杰、黄维坚在受让公司股权前未参与公司治

理及日常经营；（2）在公司治理方面，公司创始人吴广林在转让股权后仍担任了

一段时期的总经理、法定代表人，股份公司设立后则担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核心技术人员，吴广林在担任上述职务期间尽职尽责，参与了公司治理体系的建

设、完善；在公司经营方面，吴广林主要负责公司的产品生产以及产品研发等重

要工作并取得了多项研究成果，对公司治理、经营方面均起到了较为重要、积极

的作用。 

（三）核查结论 

经核查，主办券商认为：（1）公司股东孙英杰、黄维坚在受让公司股权前未

参与公司治理、经营；（2）公司创始人吴广林在转让股权后在公司治理、经营方

面起到了较为重要、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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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系“五矿证券有限公司关于《海普欧泰克液压设备(北京)股份有限

公司挂牌申请文件的第二次反馈意见》的回复”之盖章页） 

 

 

 

项目组成员： 

                                                             

姬志杰                 夏珊珊                 郑玉珠 

 

 

 

 

 

 

五矿证券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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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系“海普欧泰克液压设备(北京)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海普欧泰克液

压设备(北京)股份有限公司挂牌申请文件的第二次反馈意见》的回复”之签章页） 

 

 

 

 

 

 

 

 

 

 

 

海普欧泰克液压设备(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