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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浙江威星智能仪表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保荐书 

深圳证券交易所： 

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7】155号”文核准，浙江威星智能仪表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威星智能”、“公司”或“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新股不

超过 2,166.67 万股。本次发行已于 2017 年 1 月 23 日刊登招股意向书。威星智能

已承诺在发行完成后三个月内将尽快办理工商登记变更手续。东吴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东吴证券”或“我公司”）认为浙江威星智能仪表股份有限公

司申请其股票上市完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特推荐其股票在贵所上市交易。

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发行人简介 

（一）概况 

发行人名称： 浙江威星智能仪表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Zhejiang Viewshine Intelligent Meter Co.,Ltd 

法定代表人： 黄文谦 

有限公司成立日期：  2005年8月29日 

股份公司成立日期：  2009年10月22日 

注册资本（发行前）： 人民币6,500万元 

公司住所：    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莫干山路1418-41号6号楼 

经营范围：    生产、加工：电子系统软件及终端产品，智能化机电产品；

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成果转让：燃气行业管理系统软件及智能终端

技术，电子系统软件及终端系列产品，智能化机电产品；销售：企业自产产品；

货物进出口（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经营的项目除外，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经营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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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二）设立情况 

公司系由成立于2005年8月的浙江威星仪表系统集成有限公司整体变更设

立。 

20109年9月25日，经威星有限股东会决议，以截至2009年7月31日经浙江天

健东方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的净资产人民币36,007,913.06元为基准，按照

1.44：1的比例折合为2,500万股，其余部分计入资本公积，整体变更设立浙江威

星智能仪表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9月25日，公司召开创立大会暨第一次股东大

会，全体股东一致同意发起设立浙江威星智能仪表股份有限公司。 

（三）业务概况 

本公司自成立以来，专业致力于为城市燃气行业提供智能计量终端及燃气管

理系统平台的研发、生产和销售，经过多年的发展，已经成为国内领先的城市燃

气行业智能燃气表和系统平台供应商之一，在超声波计量技术、燃气物联网应用

技术和阶梯气价解决方案应用等领域处于行业领先水平。 

本公司研发能力较强，技术实力突出，拥有 8 项发明专利、24 项实用新型

专利、25 项软件著作权，被浙江省科技厅、财政厅、国家税务局和地方税务局

联合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是省级高新技术研究开发中心，同时也是浙江省地方

税务局、国家税务局、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财政厅和海关联合认定的浙江省企

业技术中心。本公司燃气智能计量仪表工程实验室被浙江省发改委认定为省级工

程实验室（工程研究中心），威星“燃气云”企业研究院被浙江省政府认定为省

级重点企业研究院。本公司积极参与国家标准及行业标准的制订工作，如膜式燃

气表、IC 卡燃气流量计等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为本行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本公司主要产品包括 IC 卡智能燃气表及其智能装置、远传燃气表（包括有

线远传燃气表、无线远传燃气表和物联网远传燃气表）、电子式燃气表（包括超

声波表和音频表）以及相应的软件、数据服务和结算系统，品种覆盖齐全，其中

超声波燃气表被浙江省科技厅登记为浙江省科学技术成果。本公司质量控制已达

到国内先进水平，通过了 ISO 9001:2008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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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产品获得了港华燃气、华润燃气、昆仑燃气和中国燃气等主要燃气集

团的认可，广泛应用于广州、深圳、杭州、济南、苏州、佛山、常州等数百个城

市燃气运营商，并出口至俄罗斯等国家，建立了良好的信誉和品牌形象。 

（四）主要财务数据及财务指标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及财务指标如下： 

1、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6-12-31 2015-12-31 2014-12-31 

流动资产总额 36,943.93 34,275.19 25,189.17 

非流动资产总额 9,835.73 6,539.49 4,497.76 

资产总额 46,779.66 40,814.68 29,686.93 

流动负债总额 18,794.73 16,985.22 9,341.97 

非流动负债总额 223.55 478.43 543.32 

负债总额 19,018.27 17,463.65 9,885.28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27,761.39 23,351.03 19,801.65 

股东权益合计 27,761.39 23,351.03 19,801.65 

2、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6 年度 2015 年度 2014 年度 

营业收入 38,994.22 26,955.06 21,777.65 

营业利润 4,119.46 2,795.64 2,531.01 

利润总额 6,108.78 4,180.69 3,570.56 

净利润 5,222.86 3,549.38 3,056.51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5,222.86 3,549.38 3,056.51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4,554.32 3,036.70 2,840.73 

3、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6 年度 2015 年度 2014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111.60 2,438.24 2,12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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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182.13 -2,233.21 -1,754.99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60.71 -39.47 5,748.19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568.76 165.56 6,117.59 

4、发行人主要财务指标 

财务指标 2016-12-31 2015-12-31 2014-12-31 

流动比率（倍） 1.97 2.02 2.70 

速动比率（倍） 1.41 1.50 2.33 

母公司资产负债率（%） 40.45 42.50 32.86 

无形资产（扣除土地使用权后）

占净资产的比例（%） 
0.31 0.50 0.26 

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元/股） 
4.27 3.59 3.05 

财务指标 2016 年度 2015 年度 2014 年度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年） 3.03 2.82 3.32 

存货周转率（次/年） 2.75 2.41 3.02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万元） 6,672.77 4,687.72 3,780.65 

利息保障倍数（倍） 125.74 108.28 68.84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元/股） 
0.63 0.38 0.33 

每股净现金流量（元/股） 0.09 0.03 0.94 

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净利润（万

元） 
5,222.86 3,549.38 3,056.51 

归属于发行人股东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万元） 
4,554.32 3,036.70 2,840.73  

二、申请上市股票的发行情况 

（一）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A 股） 

（二）每股面值：1.00 元 

（三）发行股数：本次发行新股 2,166.67 万股，占发行后总股本比例 25.00%，

不进行老股转让。其中，网下向配售对象询价配售股票数量为 216.62 万股，占

本次发行总量的 2.50%；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股票数量为 1,950.05 万

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22.50%。 

（四）每股发行价格：本次公开发行的价格为 12.08 元/股，对应的市盈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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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99 倍（每股收益按 2016 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净利润

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五）发行方式：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询价对象配售与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

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其中，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14,896,612 户，

有效申购股数为 83,370,962,000 股。由于网上初步有效认购倍数 10,217.02966 倍，

高于 150 倍，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

为 216.62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1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1,950.05 万股，

占本次发行总量 90%。回拨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中签率 0.0233900384%，有效

申购倍数为 4,275.32433 倍。 

（六）发行对象：符合资格的询价对象和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户的境内自然

人、法人投资者（国家法律、法规禁止购买的除外）或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对

象。 

（七）承销方式：余额包销 

（八）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及自愿锁定的承诺：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黄文谦承诺：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在本次发行前已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也不由发行人回购本人所持有的上述股份。前述锁定期满后，在本人担任发行人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所直接或者间接持

有的发行人股份总数的25%；申报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所直接或者间接持有

的发行人股份；申报离职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发

行人股票数量占其所持有发行人股票总数的比例不得超过50%。发行人上市后6

个月内，如发行人股票价格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

6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如前述期间内发行人股票发生过除权除息等事项

的，发行价格应相应调整），本人持有发行人股份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6个月。 

公司董事、总经理、股东范慧群承诺：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在本次发行前已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也不由发行人回购本人所持有的上述股份。其中，本人通过 2014 年 12 月增资取

得的发行人股份自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也不由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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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人回购上述股份。前述锁定期满后，在本人担任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所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总数的

25%；申报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所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申报离

职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发行人股票数量占其所

持有发行人股票总数的比例不得超过 50%。发行人上市后 6 个月内，如发行人股

票价格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 6 个月期末收盘价

低于发行价（如前述期间内发行人股票发生过除权除息等事项的，发行价格应相

应调整），本人持有发行人股份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 6 个月。 

公司股东深圳市中燃科技有限公司承诺：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36个月

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企业在本次发行前已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发行人

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本企业所持有的上述股份。 

公司股东杭州颐丰睿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承诺：自发行人股票上

市之日起12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企业在本次发行前已直接或者间

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本企业所持有的上述股份。 

公司股东董事马善炳、高管张妍承诺：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在本次发行前已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也不由发行人回购本人所持有的上述股份。前述锁定期满后，在本人担任发行人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所直接或者间接持

有发行人股份总数的25%；申报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所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

发行人股份；申报离职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发行

人股票数量占其所持有发行人股票总数的比例不得超过50%。发行人上市后6个

月内，如发行人股票价格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6

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如前述期间内发行人股票发生过除权除息等事项

的，发行价格应相应调整），本人持有发行人股份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6个月。 

公司其他高管股东陈智园、胡良传、李祖光、顾劲松、周斌超承诺：自发行

人股票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在本次发行前已直接

或者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本人所持有的上述股份。前述锁

定期满后，在本人担任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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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超过本人所直接或者间接持有发行人股份总数的25%；申报离职后半年内不转

让本人所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申报离职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

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发行人股票数量占其所持有发行人股票总数的比例不

得超过50%。发行人上市后6个月内，如发行人股票价格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

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6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如前述期间内发行

人股票发生过除权除息等事项的，发行价格应相应调整），本人持有发行人股份

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6个月。 

公司监事股东徐光华承诺：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不转让或者

委托他人管理本人在本次发行前已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

人回购本人所持有的上述股份。前述锁定期满后，在本人担任发行人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所直接或者间接持有发行人股份

总数的25%；申报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所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申报离职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发行人股票数量

占其所持有发行人股票总数的比例不得超过50%。 

公司监事股东赵彦华承诺：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不转让或者

委托他人管理本人在本次发行前已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

人回购本人所持有的上述股份。前述锁定期满后，在本人担任发行人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所直接或者间接持有发行人股份

总数的25%；申报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所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申报离职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发行人股票数量

占其所持有发行人股票总数的比例不得超过50%。 

公司其他股东许国寅、胡国忠、郭亚翔、范慧珍、俞东敏、蓝献琴、卢迪、

钱维钧、余庆竹、俞纲、莫春强、田伟、王震承诺：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12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在本次发行前已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发行

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本人所持有的上述股份。 

公司其他股东韦航、吴正祥、方炯承诺：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在本次发行前已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也不由发行人回购本人所持有的上述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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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发行价指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如果公司上市后因派发现

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则按照证券交易

所的有关规定作除权除息处理。 

三、保荐机构对公司是否符合上市条件的说明 

威星智能股票上市符合《证券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

的上市条件： 

（一）本次股票发行申请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7]155 号”文核准，

并已公开发行； 

（二）本次发行后苏试试验股本总额为 8,666.67 万元，不少于人民币 3,000

万元； 

（三）本次公开发行新股 2,166.67 万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 25.00%，不低

于 25%； 

（四）发行后威星智能股东人数不少于 200 人； 

（五）威星智能最近三年无重大违法行为，财务会计报告无虚假记载； 

（六）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条件。 

四、保荐机构是否存在可能影响公正履行保荐职责情形的说明 

本保荐机构核查下列情况后，认定保荐机构不存在可能影响公正履行保荐职

责的情形。 

1、本保荐机构或本保荐机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均不存在持有发行人或

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股份的情况。 

2、发行人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均不存在持有本保荐机

构或本保荐机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5%以上股份的情况； 

3、本保荐机构的保荐代表人及其配偶，本保荐机构的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均不存在拥有发行人权益、在发行人任职等情况； 

4、本保荐机构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与发行人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不存在相互提供担保或者融资等情况； 

五、保荐机构按照有关规定应当承诺的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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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作为威星智能的保荐机构，东吴证券已在发行保荐书中做出如下承诺： 

1、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符合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有关证券发行上市的

相关规定； 

2、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3、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及其董事在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中表达意见

的依据充分合理； 

4、有充分理由确信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与证券服务机构发表的意见不

存在实质性差异； 

5、保证所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及本保荐机构的相关人员已勤勉尽责，对发行

人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进行了尽职调查、审慎核查； 

6、保证发行保荐书、与履行保荐职责有关的其他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7、保证对发行人提供的专业服务和出具的专业意见符合法律、行政法规、

中国证监会的规定和行业规范； 

8、自愿接受中国证监会依照《保荐业务管理办法》采取的监管措施。 

（二）本保荐机构承诺，自愿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的规

定，自证券上市之日起持续督导发行人履行规范运作、信守承诺、信息披露等义

务。 

（三）本保荐机构承诺，将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对推荐证券上

市的规定，接受证券交易所的自律管理。 

六、对公司持续督导期间的工作安排 

事  项 安  排 

（一）持续督导事项 
在本次发行结束当年的剩余时间及以后2个 

完整会计年度内对发行人进行持续督导 

1、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完善防止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其他关联方违规占用发行人资源

根据《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 

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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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制度 协助发行人制订、执行有关制度 

2、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完善防止其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利用职务之便损害发行 

人利益的内控制度 

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协助发行人制定有关 

制度并实施 

3、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完善保障关联交易 

公允性和合规性的制度，并对关联交易发表 

意见 

督导发行人的关联交易按照《公司章程》、 

《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等规定执行，针对重

大的关联交易，本保荐机构将按照公平、独

立的原则发表意见 

4、持续关注发行人募集资金的专户存储、投 

资项目的实施等承诺事项 

定期跟踪了解项目进展情况，通过列席发行 

人董事会、股东大会，对发行人募集资金项 

目的实施、变更发表意见 

5、持续关注发行人为他人提供担保等事项， 

并发表意见 

督导发行人遵守《公司章程》及《关于上市 

公司为他人提供担保有关问题的通知》的规 

定 

6、督导发行人履行信息披露的义务 

审阅信息披露文件及向中国证监会、证券交 

易所提交的其他文件，关注并审阅发行人的 

定期或不定期报告，关注新闻媒体涉及公司 

的报道，督导发行人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保荐协议对保荐机构的权利、履行持 

续督导职责的其他主要约定 

对发行人拥有知情权，可要求其提供一切与 

保荐业务有关的资料，有权对发行人信息披 

露和规范运作义务的履行情况进行质疑，必 

要时可以发表声明并向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 

易所报告 

（三）发行人和其他中介机构配合保荐机构 

履行保荐职责的相关约定 

有权对发行人聘请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 

所、资产评估机构等中介机构相关事宜提出 

意见；对中介机构出具的专业意见存有疑义

的，中介机构应做出解释或出具依据。 

（四）其他安排 无 

七、保荐机构和相关保荐代表人的联系地址、电话 

保荐人（主承销商）：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代表人：冯洪锋、张帅 

联系地址：江苏省苏州工业园区星阳街 5 号 

邮编：215028 

电话：（0512）6293 8558 

传真：（0512）6293 8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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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保荐机构认为应当说明的其他事项 

无其他应当说明的事项。 

九、保荐机构对本次股票上市的推荐结论。 

东吴证券认为威星智能申请其股票上市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威星智

能股票具备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条件。东吴证券同意推荐威星智能的股票在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并承担相关保荐责任。 

请予批准！ 



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