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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德林海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科创板上市公告书
特别提示

无锡德林海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林海”、“发行人”、“公司”、
“本公司”） 股票将于２０２０年７月２２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本公司提醒投资者
应充分了解股票市场风险及本公司披露的风险因素， 在新股上市初期切忌盲目
跟风“炒新”，应当审慎决策、理性投资。

第一节 重要声明与提示
一、重要声明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上市公告书所披露信息的真

实、准确、完整，承诺上市公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依
法承担法律责任。

上海证券交易所、有关政府机关对本公司股票上市及有关事项的意见，均不
表明对本公司的任何保证。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认真阅读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ｓｓｅ．ｃｏｍ．ｃｎ）的本公司招股说明书“风险因素”章节的内容，注意风险，审慎决策，理
性投资。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凡本上市公告书未涉及的有关内容，请投资者
查阅本公司招股说明书全文。

如无特别说明， 本上市公告书中的简称或名词的释义与本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招股说明书中的相同。

下文“报告期”是指２０１７年、２０１８年、２０１９年。
二、投资风险提示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以下简称“新股”）上市初期

的投资风险，提醒投资者充分了解交易风险、理性参与新股交易。
具体而言，上市初期的风险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几种：
（一）涨跌幅限制放宽带来的股票交易风险
上海证券交易所主板、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中小板、创业板新股上市首日

涨幅限制比例为４４％、 跌幅限制比例为３６％， 次交易日开始涨跌幅限制比例为
１０％。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交易特别规定》，科创板股票竞价交易的
涨跌幅比例为２０％， 首次公开发行上市的股票上市后的前５个交易日不设价格涨
跌幅限制。 科创板股票存在股价波动幅度较上海证券交易所主板、深圳证券交易
所主板、中小板、创业板更加剧烈的风险。

（二）流通股数量较少的风险
上市初期，原始股股东的股份锁定期为３６个月或１２个月，保荐机构跟投股份

锁定期为２４个月，网下限售股锁定期为６个月。本公司发行后总股本为５９，４７０，０００
股，其中本次新股上市初期的无限售流通股数量为１３，６３６，５２７股，占本次发行后
总股本的比例为２２．９３％。 公司上市初期流通股数量较少， 存在流动性不足的风
险。

（三）市盈率处于同行业较高水平的风险
公司所处行业属于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业 （Ｎ７７），截至２０２０年７月８日 （Ｔ－

３），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行业最近一个月平均静态市盈率为２３．６１倍。公司本
次发行市盈率为：

１、３１．７７倍 （每股收益按照经会计师事务所遵照中国会计准则审计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２０１９年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前总股本计算）；

２、２９．８４倍 （每股收益按照经会计师事务所遵照中国会计准则审计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前的２０１９年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前总股本计算）；

３、４２．３６倍 （每股收益按照经会计师事务所遵照中国会计准则审计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２０１９年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４、３９．８０倍 （每股收益按照经会计师事务所遵照中国会计准则审计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前的２０１９年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公司本次发行市盈率高于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行业最近一个月平均静
态市盈率。 未来可能存在股价下跌给投资者带来损失的风险。

（四）股票上市首日即可作为融资融券标的的风险
科创板股票上市首日即可作为融资融券标的， 有可能会产生一定的价格波

动风险、市场风险、保证金追加风险和流动性风险。 价格波动风险是指，融资融券
会加剧标的股票的价格波动；市场风险是指，投资者在将股票作为担保品进行融
资时，不仅需要承担原有的股票价格变化带来的风险，还得承担新投资股票价格
变化带来的风险，并支付相应的利息；保证金追加风险是指，投资者在交易过程
中需要全程监控担保比率水平， 以保证其不低于融资融券要求的维持保证金比
例；流动性风险是指，标的股票发生剧烈价格波动时，融资购券或卖券还款、融券
卖出或买券还券可能会受阻，产生较大的流动性风险。

三、特别风险提示
（一）技术升级迭代的风险
公司所处蓝藻治理行业是典型的技术密集型行业， 技术创新是驱动行业发

展的核心因素之一。 随着国家对环境保护的日益重视，对蓝藻治理的要求不断提
高，客户对蓝藻治理技术装备的性能、应用领域等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促使
蓝藻治理企业不断技术创新，推动了新技术研发和技术装备升级。 如果公司在新
型技术研发方向上出现重大误判，未能及时跟进更为有效的新的技术路线，或者
研发成果产业化严重未达到预期， 则在技术上可能出现被同行业其他竞争对手
追赶并超越的情形，进而导致公司面临较大的技术升级迭代风险，对未来保持持
续稳定的盈利能力产生不利影响。

（二）客户集中度较高的风险
报告期内， 公司来源于前五大客户的营业收入占当期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

为９２．３５％、８９．７６％和７１．４３％。 客户集中度较高的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公司蓝藻治理
业务主要集中于蓝藻水华灾情较为严重、治理任务较为迫切的湖库，如“老三湖”
以及洱海等。 就短期而言，鉴于公司目前已在国内蓝藻灾情较为严重的大型湖库
搭建起蓝藻治理平台，对单个客户并不构成依赖关系。 但因客户集中度高，主要
客户年份之间需求波动对发行人生产经营可能产生重大影响， 并导致短期内发
行人主营业务收入、利润出现较大幅度波动的风险仍无法排除。

（三）业绩季节性波动风险
２０１７年、２０１８年和２０１９年， 公司下半年实现的营业收入占全年的比例分别达

到８３．７３％、８３．４７％及６３．７７％，公司所处蓝藻治理行业存在典型的季节性特征。 公司
主要客户以政府部门和国有企事业单位为主。 通常而言，该类客户在上半年确定
项目投资计划并进行预算审批，然后通过严格的招投标程序或内部决策程序，确
定合适的蓝藻治理整装技术装备供应商，并根据合同约定，按照项目实施阶段支
付账款。 公司通常上半年按照客户要求参与政府招投标程序，项目中标后签订业
务合同，并按照业务合同组织采购，于下半年在整装技术装备交付给客户并经过
验收后确认收入。 因此，公司营业收入主要集中于下半年实现，而费用在各季度
内较为均衡发生，从而公司一季度、半年度可能出现季节性亏损或盈利较低的情
形，经营业绩季节性波动较为明显。

（四）单个湖泊蓝藻治理业务收入波动风险
我国重要湖泊水库面临富营养化程度高、蓝藻水华灾害频发的问题，且随着

经济社会的发展短期内还可能加重，治理任务繁重。 我国出台了一系列水污染治
理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政策，确定了水污染治理产业的战略性地位，助推了产业总
体规模持续扩大，水污染治理的市场需求增长和市场化程度不断提升，使得公司
获得更广阔的市场空间。 但就具体单个湖泊而言，以藻水分离站为主的蓝藻治理
业务拓展因涉及地方政府相关政策、当地政府部门的财政资金预算、用地报批审
批程序，在一定情况下，受客观条件限制可能出现阶段性投入下降的风险，进而
引起公司在单个湖泊收入波动风险， 如２０１７年公司在太湖流域的收入出现了暂
时性下滑，未来无法排除单个湖泊蓝藻治理业务收入波动的风险。

（五）主要零部件、设备依赖外采或定制的风险
公司是以技术研发为核心的高科技企业，核心技术主要体现在系统设计、选

型、确定工艺参数等生产前端环节以及在蓝藻打捞、脱气、沉降和气浮分离等核
心环节开发、集成成套化技术装备。 公司优先将资源配置在技术装备研发、整装
集成等对技术和保密要求高的环节。 因系统集成所需的零部件、配套设备市场供
应充足、生产企业众多，为提高效率、优化资源配置、降低成本，系统集成需要的
通用零部件、标准设备直接对外采购，非标准设备、核心设备（主要依托公司创新
的工艺技术并向第三方定制生产的设备）则通过定制的模式采购。 公司岸上站点
藻水分离系统的集成工作在客户指定的项目交付地点进行， 由公司项目经理统
筹组织， 移动式技术装备如车载式藻水分离装置和加压控藻船的组装工作在主
要载体供应商处进行，由公司技术人员负责组织。 尽管发行人与主要供应商合作
关系稳定，且不存在依赖供应商的情形，但如果主要供应商，特别是非标准设备、
核心设备的供应商不能继续为公司提供定制采购服务， 公司将需要临时更换供
应商，可能短时间内会对生产供应及时性、产品质量稳定性产生不利影响。

（六）毛利率可能存在下降的风险
报告期，公司主营业务毛利率分别为５７．１０％、５７．３８％和５１．６８％，毛利率一直维

持在较高水平。 “问题导向＋技术驱动”是发行人生产经营一贯秉承的核心理念，
也是主营业务毛利率维持较高水平的根本原因。 毛利率较高，具体原因则集中在
两个方面，一是因发行人自主研发并掌握了原创性专有、专利技术，基于自主、原
创的核心技术开发的各类技术装备具有显著的技术先进性，技术附加值高；二是
公司的业务运行实质上形成集技术研发、解决方案、系统设计、整装成套、运行维
护、监测预警于一体的运行模式，针对不同湖泊藻情、政府治理目标，提出解决方
案，开发新技术，进行系统设计、技术装备集成，以及投入运行后的技术支持。 出
售整装技术装备仅是收入的实现形式， 整装技术装备实现的毛利率实质上是公
司蓝藻治理一体化运行模式的综合体现。

未来，随着具有蓝藻治理需求的湖库数量增加，业务规模明显提升，发行人
不排除通过实施适当的降价策略加快市场推广的可能， 也可能因面临同行业其
他竞争者竞争压力加大，而采取适当的降价策略提升整装技术装备竞争力，进而
导致主营业务毛利率有所下降。

（七）应收账款回收风险
发行人主要客户系承担太湖、巢湖、滇池、洱海等重要湖库蓝藻治理重任的政

府部门或国有企事业单位，重大蓝藻治理项目均列入财政专项资金计划，资金可
收回性具有保障。 公司设立至今，未产生任何大额坏账损失，形成呆坏账的风险极
小。 ２０１７年末、２０１８年末和２０１９年末， 公司应收账款账面余额分别为１１，３８３．３４万
元、１２，９１９．５１万元和２０，４１７．５９万元，占同期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９５．９５％、６２．２４％
和６８．７７％。 ２０１７年、２０１８年、２０１９年应收账款周转率分别为１．５２、１．７７、１．８５，应收账
款周转率较低。 公司报告期各期末应收账款余额较高，主要原因在于，一是公司
主要客户通常在上半年制定采购蓝藻治理技术装备集成项目计划， 在下半年根
据装备集成交付过程验收、结算部分款项，导致下半年收入确认较为集中；二是
一般根据合同约定，客户于专项决算审计后对合同尾款进行结算，因主要客户为
政府相关部门和国有企事业单位，需历经严格的验收、专项决算审计及资金审批
流程，并待相应专项资金到位后才能支付款项，导致公司跨年的应收账款较多。
未来，随着公司业务规模的不断扩大，应收账款余额有可能继续上升，面临的应
收账款回收压力相应有所增加，存在不能及时回收的风险。

（八）星云湖整湖治理项目前期资金投入大，存在收入确认及款项回收不确
定以及资产可能减值，项目投资收益率较预期有所下降，对发行人未来开拓同类
业务具有一定不利影响的风险

发行人子公司（乙方）与玉溪市江川区水利局（甲方）签署了关于云南省玉溪
市江川区星云湖的 《星云湖原位控藻及水质提升设备采购及运行项目合同》，该
合同主要包含星云湖原位控藻及水质提升设备采购集成及运行两部分， 建设工
期１２０日历天，运行期为五年，合同累计采购金额为４２，３５０．００万元，其中设备采购
１７，３２０．２３万元、运行费２５，０２９．７７万元。因该项目要求与水质目标及出水目标挂钩
考核付费，甲方在建设期间及阶段运行期间暂不支付设备建设费用，待阶段考核
合格后支付相应费用。 合同约定，乙方在项目运行期限届满后，若未能达到合同
规定的总磷脱劣任务，乙方不再向甲方收取任何费用。 该合同要求运行期自２０２０
年１月１５日至２０２５年１月１４日，项目完工验收合格投入运行后１．５年届满之际、２．５年
届满之际、３．５年届满之际、４．５年届满之际、５年届满之际，根据星云湖监测点位总
磷指标脱劣（达到Ｖ类）及进一步改善达标的情况，分阶段支付累计采购总额的
２５％、１５％、１５％、１５％、３０％。

该项目的业务模式与以往项目差异较大， 项目完工验收合格投入运行后１．５
年并达到水质改善目标开始收取第一阶段款项，收入确认与水质挂钩，各个阶段
的水质检测结果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出于谨慎性原则，对于该项目产生的治理服
务收入，在总收入和总成本能够可靠计量、相关治理服务结果能够可靠确定且得
到客户确认、公司拥有现时收款权利时对收入进行确认，投入项目的技术装备集
成计入合同履约成本， 采用与该资产相关的治理服务收入确认相同的基础在合
同服务期限（５年）内进行摊销并计入各阶段收入确认当期的营业成本。

如果出现项目水质检测未如期达标的情形， 发行人可通过增加投入技术装

备、延长运行时间等方式加大蓝藻处理能力，从而相应增加建设资金投入或运行
成本，在合同总金额已确定情形下，项目投资收益率可能较预期有所下降。 若出
现最终无法达到水质指标的极端情形， 对发行人未来开拓同类业务具有一定的
不利影响。

综上，因前期资金投入大、回款周期长以及项目运行能否达到设定脱磷目标
存在不确定性，该项目面临因资金紧张而无法按计划实施、不能满足全部或部分
回款条件的可能， 也面临因地方政府资金不到位无法及时回款以及项目投入的
技术装备集成及其他合同履约成本存在减值的风险， 也有可能产生项目投资收
益率较预期有所下降、对发行人未来开拓同类业务具有一定不利影响的风险。

（九）“加压灭活、原位控藻”技术路线大规模推广应用未达预期的风险
针对政府蓝藻治理需求和湖库藻情，发行人先后提出的“打捞上岸、藻水分

离”和“加压灭活、原位控藻”两条技术路线以及相应的技术方案，各有优势和局
限性。 “打捞上岸、藻水分离”技术路线具有占用岸边土地、产生藻泥等局限，但可
直接减少内源性营养负荷，减轻湖库水体富营养化程度；“加压灭活、原位控藻”
技术路线则具有大通量、低能耗 、不占地、运行成本低、无需进行藻泥处置的优
势，但不直接减少内源性营养负荷。 藻水分离系统集成装备系公司主导产品、主
营业务收入的主要来源，报告期内，公司提供的岸上站点藻水分离系统集成、车
载式及组合式藻水分离装置等藻水分离成套技术装备的收入分别为８，２２１．１１万
元、１４，２５８．４２万元和１６，００４．７７万元，占蓝藻治理技术装备集成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８３．００％、９１．９８％和７９．４５％。

随着上述超大型湖库应急处置要求日渐提高以及太湖等湖库蓝藻治理目标
开始由应急处置向应急处置与预防控制相结合升级，“打捞上岸、藻水分离”技术
路线的局限性逐渐显现。 发行人自２０１６年开始提出“加压灭活、原位控藻”技术路
线，并相继开发推广加压控藻船、深井加压控藻平台等新型技术装备。 报告期内，
水动力控（灭）藻器、蓝藻加压控藻船等加压控藻整装成套技术相关技术装备的
收入分别为１，６２２．１２万元、８７３．９６万元和２，８０６．５３万元， 占蓝藻治理技术装备集成
收入的比例分别为１６．３８％、５．６４％和１３．９３％。 其中，深井加压控藻平台于２０１９年上
半年在巢湖流域首次实现商业化应用，现已在玉溪市星云湖整湖治理中应用５套
深井加压控藻平台。 与藻水分离系统集成装备长时间广泛应用相比，以深井加压
控藻平台为核心的“加压灭活、原位控藻”技术路线推广应用时间较短，深井加压
控藻平台等新型技术装备未来大规模推广应用速度、深度、广度能否达到预期目
标尚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十）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对公司经营造成不利影响的风险
公司主要客户多为承担国内大型湖泊治理任务的政府部门或国有企事业单

位。 目前，本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对公司生产经营活动的主要影响为部分销
售和采购订单有所延后，相关影响不构成较大或重大影响，仅为暂时性，但不能
排除后续疫情变化及相关产业传导等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另外，公司
客户及目标客户可能受到整体经济形势或行业政策的影响， 未来可能对公司款
项的收回、业务拓展等造成影响。

第二节 股票上市情况
一、股票注册及上市审核情况
（一）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的决定及其主要内容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注册申请于２０２０年７月１日经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２０２０］１３１９号
《关于同意无锡德林海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

具体内容如下：
“一、同意你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注册申请。
二、你公司本次发行股票应严格按照报送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招股说明书和发

行承销方案实施。
三、本批复自同意注册之日起１２个月内有效。
四、自同意注册之日起至本次股票发行结束前，你公司如发生重大事项，应

及时报告上海证券交易所并按有关规定处理。 ”
（二）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股票上市的决定及其主要内容
本公司股票上市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 《关于无锡德林海环保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人民币普通股股票科创板上市交易的通知》［２０２０］２１１号批准。 本公司发行
的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证券简称“德林海”，证券代码“６８８０６９”；其
中１３，６３６，５２７股股票将于２０２０年７月２２日起上市交易。

二、股票上市相关信息
（一）上市地点及上市板块：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
（二）上市时间：２０２０年７月２２日
（三）股票简称：德林海
（四）股票代码：６８８０６９
（五）本次公开发行后的总股本：５９，４７０，０００股
（六）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数量：１４，８７０，０００股
（七）本次上市的无流通限制及限售安排的股票数量：１３，６３６，５２７股
（八）本次上市的有流通限制或限售安排的股票数量：４５，８３３，４７３股
（九）战略投资者在首次公开发行中获得配售的股票数量：５９５，２３８股
（十）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及期限：胡明明限售期３６个月，陈虹、

孙阳、马建华、胡航宇、丁锡清、胡云海、顾伟、周新颖限售期１２个月，金控源悦、中
科光荣、金源融信、安丰盈元、李伟、吴震宇、田三红限售期为增资的工商变更登
记手续完成之日（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１９日）起３６个月内且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１２个月，
具体参见本上市公告书之“第八节 重要承诺事项”

（十一）发行前股东对所持股份自愿锁定的承诺：参见本上市公告书之“第八
节 重要承诺事项”

（十二）本次上市股份的其他限售安排：（１）申港证券投资（北京）有限公司所
持５９５，２３８股股份限售期２４个月；（２）网下发行部分，公募产品、社保基金、养老金、
企业年金基金、 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金等配售对象中，１０％的最终
获配账户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持有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
日起６个月，本次发行承诺限售６个月的投资者所持股份为６３８，２３５股。

（十三）股票登记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十四）上市保荐机构：申港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三、上市标准
（一）具体上市标准
发行人选择的上市标准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第二十四

条第一款上市标准：预计市值不低于人民币１０亿元，最近一年净利润为正且营业
收入不低于人民币１亿元。

本次发行价格为６７．２０元 ／股，发行人上市时市值约为３９．９６亿元；发行人２０１９
年度经审计的营业收入为２９，６８７．９６万元， 高于１亿元；２０１９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９，４３４．９０万元。 符合“预计市值不低于人民
币１０亿元，最近一年净利润为正且营业收入不低于人民币１亿元”的上市标准。

第三节 发行人、实际控制人及股东持股情况
一、发行人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无锡德林海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Ｗｕｘｉ Ｄｅｌｉｎｈａｉ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Ｃｏ．，Ｌｔｄ．
发行前注册资本 ４，４６０万元

法定代表人 胡明明

有限公司成立日期 ２００９年１２月１０日
股份公司成立日期 ２０１６年８月５日
住所 江苏省无锡市滨湖区梅梁路８８号
邮政编码 ２１４０９２
电话号码 ０５１０－８５５０５１７７
传真号码 ０５１０－８５５０５１７７
互联网地址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ｗｘｄｌｈ．ｃｏｍ ／
电子信箱 ｗｘｄｌｈ＠ｗｘｄｌｈ．ｃｏｍ
负责信息披露和投资者关
系的部门和电话号码 证券与资本市场部、０５１０－８５５１０６９７

董事会秘书 丁锡清

所属行业 Ｎ７７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业

主营业务

公司主要从事以湖库蓝藻水华灾害应急处置以及蓝藻水华的预防和控制
为重点的蓝藻治理业务， 具体包括根据湖库蓝藻治理的政府二元公共需
求，开发、销售一体化、成套化蓝藻治理先进整装技术装备以及提供藻水分
离站等蓝藻治理技术装备的专业化运行维护服务。

经营范围
蓝藻治理技术系统集成；蓝藻治理成套设备、环境保护专用设备的研发、设
计、制造、销售、安装、调试、运行维护；水污染治理。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情况
公司的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为胡明明先生。 胡明明先生持有公司股份２，

３００．００万股，占公司发行前总股本５１．５７％。 胡明明一直担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职
务且为公司第一大股东。

胡明明先生：男，５８岁，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临床医学专
业。 １９８５年８月至１９９６年９月担任成都军区第５７医院传染病中心医师，１９９６年１０月
至２００２年１月担任兰州金海湾房地产有限公司总经理，２００２年２月至２０１８年９月担
任云南德林海医疗投资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２００９年１２月至今担任德林
海董事长兼总经理。

公司成立以来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
本次发行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股权结构控制关系图如下：

三、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情况
（一）董事
本公司董事会由７名董事组成，其中独立董事３名，本届董事会任期情况如下：

姓名 公司职务 提名人 选聘情况 本届任期

胡明明 董事长、总经理 德林海 ２０１９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２０１９年７月１日起至２０２２年６月３０日
马建华 董事、副总经理 德林海 ２０１９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２０１９年７月１日起至２０２２年６月３０日
孙阳 董事、副总经理 德林海 ２０１９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２０１９年７月１日起至２０２２年６月３０日
陈虹 董事 德林海 ２０１９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２０１９年７月１日起至２０２２年６月３０日
洪亮 独立董事 德林海 ２０１９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２０１９年７月１日起至２０２２年６月３０日

宋立荣 独立董事 德林海 ２０１９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２０１９年７月１日起至２０２２年６月３０日
陈凯 独立董事 德林海 ２０１９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２０１９年７月１日起至２０２２年６月３０日

董事由股东大会选举产生，各董事简历如下：
（１）胡明明：男，５８岁，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临床医学专

业。 １９８５年８月至１９９６年９月担任成都军区第５７医院传染病中心医师，１９９６年１０月
至２００２年１月担任兰州金海湾房地产有限公司总经理，２００２年２月至２０１８年９月担
任云南德林海医疗投资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２００９年１２月至今担任德林
海董事长兼总经理。

胡明明先生作为主要发明人参与设计、研发了“一体化二级强化气浮分离浓
藻浆的方法”、“一种蓝藻囊团破壁方法”、“蓝藻打捞方法及其装置”、“一种水体
超饱和溶解氧增氧方法及超饱和溶解氧增氧系统”、“一种水生植物压榨装置”等
５项发明专利；主持多项国家重大科技专项子课题，并作为“太湖湖泛成因及防控
关键技术与工程示范”项目主要完成人之一，被江苏省人民政府授予“江苏省科
学技术奖（二等）”（２０１３年）；先后在《水资源保护》、《江苏水利》、《环境科学导刊》
等专业期刊上发表了《巢湖水环境综合治理思路和措施》、《太湖蓝藻爆发现状及
继续治理措施》、《滇池蓝藻暴发治理思路与措施》、《蓝藻藻华规模化清除技术应
用研究》等学术文章，并参与编撰了《中国淡水湖泊蓝藻暴发治理与预防》一书。

（２）马建华：男，５７岁，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临床医学专
业， 主治医师。 １９８５年８月至１９９７年８月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５１３医院麻醉科医
生、 主任，１９９７年９月至２００３年２月担任中船重工７０５所昆明分部后勤管理处职员，
２００３年３月至２０１３年９月担任云南德林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２０１３年１０月
至今担任德林海董事兼副总经理，２０１５年４月至今担任合肥德林海执行董事兼总
经理。

（３）孙阳：男，５７岁，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临床医学专业，
副研究员。 １９８６年１月至１９９２年５月担任成都军区卫生防疫大队流行病科医师 ，
１９９２年６月至１９９５年３月担任成都军区军事医学研究所第三研究室助理研究员 ，
１９９５年４月至１９９７年７月担任赞比亚三军总医院中国第六批援助赞比亚共和国军
医组专家，１９９７年８月至２００４年４月担任成都军区军事医学研究所第三研究室主任
兼副研究员，２００４年５月至２００９年１１月担任云南德林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技术总
监。 ２００９年１２月至２０１６年６月担任德林海有限技术总监，２０１６年７月至今担任德林
海董事、 副总经理、 技术总监，２０１７年４月至今担任大理德林海执行董事兼总经
理，２０１９年４月至今担任昆明德林海执行董事兼总经理，２０１９年８月至今担任玉溪
德林海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孙阳先生作为主要发明人参与设计、研发了“一体化二级强化气浮分离浓藻
浆的方法”、“一种蓝藻囊团破壁方法”、“蓝藻打捞方法及其装置”、“一种水体超
饱和溶解氧增氧方法及超饱和溶解氧增氧系统”、“一种水生植物压榨装置”、“一
种蓝藻打捞及加压控藻船”等７项发明专利，参与多项国家重大科技专项子课题，
先后在《水环境保护》、《环境科学导刊》等专业期刊上发表了《星云湖蓝藻现状及
处理技术研究》、《蓝藻藻华规模化清除技术应用研究》等学术文章，并参与编撰
了《中国淡水湖泊蓝藻暴发治理与预防》一书。

（４）陈虹：男，６３岁，中国国籍，大专学历，经济师、物业管理师。 １９７４年４月至
１９７７年１月担任国营广东省东海岸林场工区副厂长，１９７８年１２月至１９９２年８月担任
国营汕头无线电专用设备厂生产科长、 厂长，１９９２年９月至１９９４年１月担任汕头市
金园中兴贸易公司经理，１９９４年１月至２００３年９月担任兰州金海湾房地产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总经理，２００３年９月至２０１９年１２月担任兰州宏茂商贸服务有限公司法定
代表人及兰州新港城房产代理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 １９９４年１月起至今担任兰州
金海湾房地产有限公司监事、２００３年９月至今担任兰州金房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法
定代表人、董事长兼总经理，香港金房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董事，并同时担任北京
广通联合置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及经理， 北京金成浩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兼经理，北京正达联合投资有限公司董事。 ２０１６年７月至今
担任德林海董事。

（５）洪亮：男 ，４９岁，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本科学历 ，高级会计师 。
２０１１年至２０１５年曾担任奥特佳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１９９９年１２月至
今担任南通中天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副所长，２０１８年４月至今担任南通通联资
产评估事务所（有限合伙）执行合伙人，２０１９年１月至今担任德林海独立董事。

（６）宋立荣 ：男，５９岁 ，中国国籍 ，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研究生学历 ，研究员 。
２０１３年至今担任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研究员，２０１９年１月至今担任德林海
独立董事。

（７）陈凯：男，４３岁，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研究生学历，律师。 ２００３年
起担任万商天勤（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合伙人、主任，目前还担任宣城市华菱
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山西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雅仕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
司等三家企业独立董事，２０１９年１月起担任德林海独立董事。

（二）监事
公司监事会由３名监事组成，其中职工代表监事１名，本届监事会任期如下：

姓名 公司职务 提名人 选聘情况 本届任期

戴快富 监事会主席 德林海 职工大会选举 ２０１９年７月１日起至２０２２年６月３０日
胡航宇 监事 德林海 ２０１９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２０１９年７月１日起至２０２２年６月３０日
刘燕芬 职工监事 德林海 ２０１９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２０１９年７月１日起至２０２２年６月３０日

各监事简历如下：
（１）戴快富：男，５８岁，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专科学历。 ２０１４年至今，

先后担任德林海有限、德林海安全主管，２０１９年１月至今担任德林海监事会主席、
审计部部长。

（２）胡航宇：男，３５岁，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国防动员与
国防教育专业。 ２０１０年７月至今，先后担任德林海有限、德林海运营部部长一职，
２０１６年７月起担任德林海监事，２０１７年１２月至今担任德林海生态执行董事兼总经
理。

（３）刘燕芬 ：女，４８岁 ，中国国籍 ，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专科学历，行政专业 。
１９８９年１２月至１９９４年１２月就职于中国江海木业有限公司文员，２０１０年６月至今先
后担任德林海有限、 德林海办公室主任，２０１６年７月至今担任德林海职工监事，
２０１８年１０月至今担任合肥德林海监事，２０１７年１２月至今担任德林海生态监事。

（三）高级管理人员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包括公司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和董事会秘书，

基本情况如下：
姓名 公司职务 本届任期

胡明明 董事长、总经理 ２０１９年７月１日起至２０２２年６月３０日
马建华 董事、副总经理 ２０１９年７月１日起至２０２２年６月３０日
孙阳 董事、副总经理 ２０１９年７月１日起至２０２２年６月３０日

胡云海 副总经理 ２０１９年７月１日起至２０２２年６月３０日
丁锡清 董事会秘书、财务负责人 ２０１９年７月１日起至２０２２年６月３０日

高级管理人员由董事会聘任或解聘，各高级管理人员简历如下：
（１）胡明明：详见本节“（一）董事”部分。
（２）马建华：详见本节“（一）董事”部分。
（３）孙阳：详见本节“（一）董事”部分。
（４）胡云海：男，５２岁，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价格学专业，

高级经济师职称。 １９９０年８月至２００５年６月任职于云南省第一监狱，２００５年６月至
２０１１年３月担任云南金马动力机械总厂副厂长，２０１１年３月至２０１７年７月任职于云
南省第一监狱。 ２０１７年９月至今担任德林海副总经理。

（５）丁锡清：男，４２岁，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会计学专业，
注册会计师，高级会计师职称。 １９９７年１０月至２００２年１２月担任南通永峰建筑安装
工程有限公司财务部会计，２００３年１月至２００５年９月担任南通益圣建设工程有限公
司财务部会计，２００５年１０月至２０１１年１２月担任南通伟业联合会计师事务所业务部
部长，２０１２年１月至２０１５月９月担任江苏力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财务负责人。 ２０１５
年１０月至今担任德林海董事会秘书、财务负责人。

（四）核心技术人员
公司核心技术人员主要为公司研发中心主要成员、 主要专利技术的发明人

或设计人、重大科研项目的主要承担者，对公司持续的技术创新、研发水平的提
升和研发成果产业化应用作出重要贡献。 公司核心技术人员具体如下：

（１）胡明明：详见本节“（一）董事”部分。
（２）孙阳：详见本节“（一）董事”部分。
（３）曹泽磊：男，３９岁，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学专科学历，环境工

程专业，一级注册建造师（市政）。 ２００４年９月至２００８年１２月担任中粮生物化学（安
徽）股份有限公司环保分厂副厂长，２００８年１２月至２０１４年３月担任中粮生化泰国有
限公司环保分厂厂长，２０１４年３月至２０１６年６月担任康达 （东营） 环保水务有限公
司 ／康达环保（宿州）水务有限公司生产副厂长，２０１６年７月至今担任德林海研发
中心工艺主管。

曹泽磊先生作为发明人参与设计、研发了“一种蓝藻打捞及加压控藻船”１项
发明专利以及 “一种黑臭水体透析净化装置”、“一种河道快装截污装置”、“大通
量旋流式藻水分离装置”、“蓝藻深井处理设备”、“一种Ｕ型蓝藻深井处理设备”、
“一种蓝藻深井处理设备 ”、“一种蓝藻深井灭藻设备 ”、“一种深井水体改良设
备”、“一种新型蓝藻深井处理设备”等９项实用新型专利。

（４）韩曙光：男，２９岁，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学本科学历，工商管
理专业。 ２０１２年５月至２０１４年７月担任昆山科市茂包装材料有限公司研发工程师，
２０１４年９月至今担任德林海研发中心产品主管。

韩曙光先生作为主要发明人参与设计、研发了“一种水体超饱和溶解氧增氧
方法及超饱和溶解氧增氧系统”１项发明专利及“垂直型水动力灭藻器”、“黑臭水
一体化净化装置”、“可升降式蓝藻防控浮坝 ”、“可自动巡航的水体净化装置”、
“水平型水动力灭藻器”等１７项实用新型专利，；参与了“十三五 ”水专项子课题
“表层水体藻源性颗粒有机物高效分离与处置技术研究与工程示范”、“无锡市蓝
藻打捞与处置管理信息化软件与硬件平台构建”专项课题、无锡市社会发展科技
示范工程项目“压力控藻整装成套技术研发与示范”等科研项目。

（５）朱霖毅：男，３０岁，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学本科学历，化学工
程与工艺专业。 ２０１４年５月至２０１５年３月担任无锡木佳新材料有限公司销售助理、
实验员，２０１５年４月至２０１７年８月担任伟泰科技（无锡）有限公司处理工程师，２０１７
年９月至今担任德林海研发中心产品经理。

朱霖毅先生参与了“十三五”水专项子课题“表层水体藻源性颗粒有机物高
效分离与处置技术研究与工程示范”、“无锡市蓝藻打捞与处置管理信息化软件
与硬件平台构建”专项课题、无锡市社会发展科技示范工程项目“压力控藻整装
成套技术研发与示范”；作为技术负责人主持、参与了泵式加压控藻技术装备的
开发。

（６）潘正国：男，３３岁，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研究生学历，应用化学
专业。 ２０１３年７月至２０１６年４月担任无锡中天固废处置有限公司研发部主管，２０１６
年５月至２０１７年６月担任无锡易水元资源循环科技有限公司技术经理，２０１７年７月
起担任德林海研发中心科技主管。

潘正国先生入选为２０１８年滨湖之光高层次领军人才，并荣获２０１９年“滨湖区
科技之星”称号。 潘正国先生参与了“十三五”水专项子课题“表层水体藻源性颗
粒有机物高效分离与处置技术研究与工程示范”、“无锡市蓝藻打捞与处置管理
信息化软件与硬件平台构建”专项课题、无锡市社会发展科技示范工程项目“压
力控藻整装成套技术研发与示范”、滨湖区重点产业创新人才项目“原位加压控
藻技术与装备研究”等科研项目。

（７）陶玮：男，３９岁，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学本科学历，环境科学
专业。 ２００４年７月至２００７年６月担任秦山第三核电有限公司化验员，２００７年９月至
２００９年７月担任苏州泓冠大宗商品贸易有限公司客户经理，２０１３年５月至今先后担
任德林海有限、德林海项目经理。

陶玮先生作为主要发明人参与设计、研发了“一种水体超饱和溶解氧增氧方
法及超饱和溶解氧增氧系统”１项发明专利以及“垂直型水动力灭藻器”、“水平型
水动力灭藻器”、“黑臭水一体化净化装置”、“可自动巡航的水体净化装置”、“一
种超饱和溶解氧增氧系统”、“一种微纳米气泡发生装置”等６项实用新型专利。

（五）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直接或者间接持有公司
股票情况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签署之日，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
在发行后直接或者间接持有本公司股权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公司职务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限售期
股数（万股） 股数（％） 股数（万股） 比例（％）

胡明明 董事长、总经理、核心技术人员 ２，３００．００ ５１．５７ ２，３００．００ ３８．６７ ３６个月

陈虹 董事 ６００．００ １３．４５ ６００．００ １０．０９ １２个月

孙阳 董事、副总经理、核心技术人员 １００．００ ２．２４ １００．００ １．６８ １２个月

胡云海 副总经理 ８０．００ １．７９ ８０．００ １．３５ １２个月

马建华 董事、副总经理 ４０．００ ０．９０ ４０．００ ０．６７ １２个月

丁锡清 董事会秘书、财务负责人 ４０．００ ０．９０ ４０．００ ０．６７ １２个月

胡航宇 监事 ４０．００ ０．９０ ４０．００ ０．６７ １２个月

合计 ３，２００．００ ７１．７５ ３，２００．００ ５３．８１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签署日，除上述已披露的情况外，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不存在其他直接或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的情况。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签署日，本公司尚未发行过债券，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不存在持有本公司债券的情况。
四、发行人已制定或实施的股权激励及相关安排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签署日， 公司不存在已制定或实施的股权激励及相关安

排。
五、发行人已制定或实施的员工持股计划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签署日，公司不存在已制定或实施的员工持股计划。

六、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前，公司的总股本为４４，６００，０００股，本次发行１４，８７０，０００股Ａ股，占

发行后公司总股本的２５．００％。 本次发行后总股本为５９，４７０，０００股。 本次发行前后
的股本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发行前 发行后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 锁定期

一、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胡明明 ２３，０００，０００ ５１．５７ ２３，０００，０００ ３８．６７ ３６个月

陈虹 ６，０００，０００ １３．４５ ６，０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９ １２个月

顾 伟 ４，４００，０００ ９．８７ ４，４００，０００ ７．４０ １２个月

周新颖 ２，４００，０００ ５．３８ ２，４００，０００ ４．０４ １２个月

吴广胜 １，２００，０００ ２．６９ １，２００，０００ ２．０２ １２个月

孙阳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２．２４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１．６８ １２个月

胡云海 ８００，０００ １．７９ ８００，０００ １．３５ １２个月

金控源悦 ８００，０００ １．７９ ８００，０００ １．３５

增资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完
成之日（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１９日）起
３６个月内且自公司股票上市

之日起１２个月

中科光荣 ８００，０００ １．７９ ８００，０００ １．３５

增资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完
成之日（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１９日）起
３６个月内且自公司股票上市

之日起１２个月

吴震宇 ８００，０００ １．７９ ８００，０００ １．３５

增资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完
成之日（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１９日）起
３６个月内且自公司股票上市

之日起１２个月

李伟 ８００，０００ １．７９ ８００，０００ １．３５

增资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完
成之日（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１９日）起
３６个月内且自公司股票上市

之日起１２个月

金源融信 ６００，０００ １．３５ ６００，０００ １．０１

增资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完
成之日（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１９日）起
３６个月内且自公司股票上市

之日起１２个月

田三红 ６００，０００ １．３５ ６００，０００ １．０１

增资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完
成之日（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１９日）起
３６个月内且自公司股票上市

之日起１２个月

马建华 ４００，０００ ０．９ ４００，０００ ０．６７ １２个月

丁锡清 ４００，０００ ０．９ ４００，０００ ０．６７ １２个月

胡航宇 ４００，０００ ０．９ ４００，０００ ０．６７ １２个月

安丰盈元 ２００，０００ ０．４５ ２００，０００ ０．３４

增资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完
成之日（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１９日）起
３６个月内且自公司股票上市

之日起１２个月

申港证券投资 （北
京）有限公司 － － ５９５，２３８ １．００ ２４个月

部分网下配售对象 － － ６３８，２３５ １．０７ ６个月

小计 ４４，６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４５，８３３，４７３ ７７．０７ －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本次发行流通股 － － １３，６３６，５２７ ２２．９３ －
小计 － － １３，６３６，５２７ ２２．９３ －
合计 ４４，６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５９，４７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

七、本次发行后持股数量前十名股东
本次发行后、上市前，公司持股数量前十名的股东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 名称 持股数量
（万股）

持股比例
（％） 锁定期

１ 胡明明 ２，３００．００ ３８．６７ 股票上市之日起３６个月

２ 陈虹 ６００．００ １０．０９ 股票上市之日起１２个月

３ 顾伟 ４４０．００ ７．４０ 股票上市之日起１２个月

４ 周新颖 ２４０．００ ４．０４ 股票上市之日起１２个月

５ 吴广胜 １２０．００ ２．０２ 股票上市之日起１２个月

６ 孙阳 １００．００ １．６８ 股票上市之日起１２个月

７ 胡云海 ８０．００ １．３５ 股票上市之日起１２个月

８ 金控源悦 ８０．００ １．３５ 增资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完成之日（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１９
日）起３６个月内且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１２个月

９ 中科光荣 ８０．００ １．３５ 增资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完成之日（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１９
日）起３６个月内且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１２个月

１０ 吴震宇 ８０．００ １．３５ 增资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完成之日（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１９
日）起３６个月内且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１２个月

１１ 李伟 ８０．００ １．３５ 增资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完成之日（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１９
日）起３６个月内且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１２个月

合计 ４，２００．００ ７０．６２ —

八、保荐机构子公司跟投情况
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由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跟投组成， 跟投机构为申港证

券投资（北京）有限公司，无发行人及高管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及其他战
略投资者安排。

保荐机构跟投的具体情况如下：
１、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名称：申港证券投资（北京）有限公司。
２、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与保荐机构的关系：申港证券投资（北京）有限公司

为申港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３、获配股数：５９．５２３８万股。
４、占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比例：４．００％。
５、限售安排：限售期２４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之

日起开始计算。

第四节 股票发行情况
一、发行数量
本次公开发行数量为１，４８７万股，占本次发行后总股本的２５％，全部为公司公

开发行新股。
二、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价格为６７．２０元 ／股。
三、每股面值
每股面值为１．００元。
四、发行市盈率
４２．３６倍 （每股收益按照２０１９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归

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五、发行市净率
３．２１倍（按照询价后确定的每股发行价格除以发行后每股净资产计算）。
六、发行后每股收益
发行后每股收益为１．５９元 ／股 （按照２０１９年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

孰低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除以发行后总股本算）。
七、发行后每股净资产
发行后每股净资产为２０．９１元 ／股（截至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３１日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

司所有者权益与募集资金净额之和除以发行后的总股本）。
八、募集资金总额及注册会计师对资金到位的验证情况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９９，９２６．４０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９２，９７４．２９万元。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本次公开发行新
股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于２０２０年７月１７日出具了《验资报告》（ＸＹＺＨ ／
２０２０ＳＨＡ１０２０３）。 经审验，截至２０２０年７月１７日，变更后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５９，
４７０，０００元，累计实收资本（股本）为人民币５９，４７０，０００元。

九、发行费用总额及明细构成
本次发行费用总额为６，９５２．１１万元（相关费用均为不含税金额），发行费用主

要包括：

序号 项目 公司公开发行新股发行费用金额
（万元）

１ 保荐及承销费用 ５，１９６．３２
２ 审计及验资费用 ５５６．６０
３ 律师费用 ６０８．４９
４ 与本次发行相关的信息披露费用 ５２１．７０
５ 发行手续费等其他费用 ６９．００

发行费用合计 ６，９５２．１１
十、募集资金净额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为９２，９７４．２９万元。
十一、发行后股东户数
本次发行没有采取超额配售选择权，本次发行后股东户数为１５，７５６户。
十二、发行方式与认购情况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 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

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Ａ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
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股数５９５，２３８股，占本次
发行数量的４％。 网上有效申购数量为１７，４１４，６８２，０００股，对应的网上初步有效申
购倍数约为４，１０９．６６倍。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５，６６５，０００股，网上定价发行的中签
率为０．０３２５３００２％， 其中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５，６５７，９２０股， 放弃认购数量７，０８０
股。 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８，６０９，７６２股，其中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８，６０９，７６２股，放
弃认购数量０股。 本次发行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
销商）包销，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７，０８０股。

第五节 财务会计信息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依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规

定审计了公司财务报表， 包括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３１日、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３１日、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３１日
的合并及母公司资产负债表，２０１７年度、２０１８年度、２０１９年度合并及母公司利润表、
合并及母公司现金流量表、合并及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变动表和财务报表附注。 信
永中和会计师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ＸＹＺＨ ／ ２０２０ＳＨＡ１０００８）。 相
关财务会计信息已在招股说明书中详细披露， 投资者欲了解相关情况请详细阅
读招股说明书“第八节财务会计信息与管理层分析”内容。

公司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为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３１日，信永中和会计师对公司２０２０年
１－３月财务报表进行了审阅并出具了《审阅报告》（ＸＹＺＨ ／ ２０２０ＳＨＡ１０１８８）。 投资
者欲了解相关情况， 请详细阅读招股说明书 “第八节财务会计信息与管理层分
析”之“十四、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后公司经营情况”。 公司上市后不再另行披露
２０２０年一季度报表，敬请投资者注意。

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至本上市公告书签署之日期间，公司经营状况正常，经
营业绩情况良好。 公司经营模式，主要原材料的采购规模及采购价格，主要产品
的生产、销售规模及销售价格，主要客户及供应商的构成，税收政策以及其他可
能影响投资者判断的重大事项方面均未发生重大变化。

第六节 其他重要事项
一、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的安排
（一）募集资金专户开设情况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本公司已与保荐机构

申港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分别签订了 《募集资金专户
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对发行人、保荐机构及
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的相关责任和义务进行了详细约定。 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开户银行 募集资金专户账号

１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分行 ８１１０５０１０１４００１４５３８１０
２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太湖新城支行 ５２６１７４９１４４９６
３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河埒支行 ２８０１０１８８０００２４２０４８

二、其他事项
本公司在招股意向书披露日至上市公告书刊登前，未发生《证券法》、《上市

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规定的重大事件，具体如下：
１、本公司主营业务发展目标进展情况正常，经营状况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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