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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 

南京市测绘勘察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上市保荐书 

 

深圳证券交易所：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9】

2976 号”文核准，南京市测绘勘察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测

绘股份”）2,000 万股社会公众股公开发行（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已于 2020 年

3 月 23 日刊登招股说明书。发行人已承诺在发行完成后将尽快办理工商变更登

记手续。作为测绘股份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保荐机构，华泰联

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或“华泰联合证券”）认为测绘股

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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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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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概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南京市测绘勘察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NanJing Insititute of Surveying, Mapping & Geotechnical Investigation, Co.Ltd 

注册资本 6,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 储征伟 

成立日期 2004 年 1 月 17 日 

住所 南京市建邺区创意路 88 号 

经营范围 

测绘与地理信息服务；自然资源调查、评估与监测服务；软件开发及系统

集成；工程勘察；轨道交通工程检测；对外承包工程；设计、制作、代理、

发布国内各类广告（许可证经营项目除外）；测绘产品检测；地基基础检

测；深基坑支护工程监测；变形观测、岩土测试；管道腐蚀检测；测绘仪

器销售、维修；国土空间规划服务；风景园林、道路交通和市政工程设计

与咨询；岩土工程设计；建筑设计、咨询；规划设计、咨询；石油勘探；

地质灾害治理工程勘察、设计；污染场地调查评估、修复方案设计、修复

工程实施、修复项目监理、修复验收、分析检测；排水防涝设施检测；管

道内窥镜检测及管网信息系统开发、维护；地籍检测；地下管线探测；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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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管道（内窥镜、CCTV）检测、清疏、修复、养护；排水设施检测；水

质检测；测绘与地理信息咨询服务；物业管理；停车场管理服务；地图零

售；其他印刷品印刷。 

（二）发行人改制设立情况 

南京市测绘勘察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系由南京市测绘勘察研究院有限公司

依法整体变更而设立的一家股份有限公司。股份公司设立时，注册资本为6,000

万元，发起人为南京高投1家法人股东以及储征伟等182名自然人股东，合计共183

名股东。2017年3月28日，测绘股份取得了江苏省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的

营业执照。 

（三）主营业务情况 

公司作为专业的地理信息技术服务提供商，主要利用时空信息的现代专业测

勘方法、先进的数据处理技术以及信息化技术，为建设工程、城市精细化及智能

化管理、空间位置信息的行业应用提供包括地理信息数据采集、加工处理、集成

服务等在内的专业技术服务。 

公司从事地理信息产业中的测绘地理信息服务业务，该业务以地理信息资源

开发利用为核心特征。按照服务领域、信息化程度，公司业务具体细分为工程测

勘技术服务、测绘服务、地理信息系统集成与服务三类，可为城市管理从规划设

计、建设施工到运营管理的全生命周期，以及企业工程建设、基于时空信息的资

源运营、维护、服务等行业应用提供从时空信息数据采集、多源数据整合、数据

处理、数据分析及产品化应用的一体化服务。 

（四）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根据发行人会计师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会审字[2020] 

210Z0056 号《审计报告》，公司最近三年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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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末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资产总计 116,254.91 103,886.53 94,202.18 
负债总计 61,329.84 55,997.89 52,708.60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54,366.53 47,450.59 41,004.41 
少数股东权益 558.53      438.05 48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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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者权益合计 54,925.07 47,888.64 41,493.58 

2、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  目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营业收入 51,264.51 47,508.56  39,358.56  
营业利润 10,238.05 9,491.44  8,085.59  
利润总额 10,207.88 9,331.39  8,130.51  
净利润 8,793.33 8,113.27  6,642.75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8,636.25 8,046.18  6,433.31  

3、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  目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191.42 6,206.06 8,677.92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888.49 -1,850.37 -2,016.32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789.40 -6,644.72 -4,455.00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0.50 1.47 -1.81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514.03 -2,287.55 2,204.79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15,806.30 18,093.85 15,889.06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16,320.34 15,806.30 18,093.85 

4、主要财务指标 

主要财务指标 
2019-12-31/ 
2019 年度 

2018-12-31/ 
2018 年度 

2017-12-31/ 
2017 年度 

流动比率（倍） 1.51 1.44  1.46  

速动比率（倍） 0.79 0.78  0.86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52.65% 53.80% 55.03% 

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9.06 7.91  6.83  
无形资产（扣除土地使用权、水面养

殖权和采矿权等后）占净资产的比例 0.60% 0.82% 0.47%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年） 1.73 1.90 1.89 

存货周转率（次/年） 0.75 0.84 0.95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万元） 12,121.33 11,199.84 10,089.08 

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8,636.25 8,046.18  6,433.31  
归属于发行人股东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净利润（万元） 8,215.78 7,963.13  6,080.39  

利息保障倍数（倍） 103.45 49.05 19.13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元/股） 0.87 1.03  1.45  

每股净现金流量（元） 0.09 -0.38  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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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申请上市股票的发行情况 

发行人本次公开发行前总股本为6,000万股，本次公开发行2,000万股人民币

普通股（A股），发行后总股本为8,000万股。本次发行公司原股东不公开发售股

份。 

（一） 发行概况 

 

股票种类 人民币普通股（A 股） 

每股面值 人民币 1.00 元 

发行股数 公司本次拟公开发行新股2,000万股，公司股东不公开发售股份，

公开发行的股份占发行后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不低于25% 
每股发行价格 22.88 元 

发行市盈率 22.28 倍（按每股发行价格除以发行后每股收益计算） 

发行后每股收益 1.03 元（按发行前一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

归属于本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除以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发行前每股净资产 9.06 元（按 2019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

益除以本次发行前总股本计算） 

发行后每股净资产 11.83 元（按 2019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

益加上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之和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发行市净率 1.93 倍（按本次发行价格除以发行后每股净资产确定） 

发行方式 通过直接定价的方式确定发行价格全部向网上投资者发行或中

国证监会认可的其他发行方式 

发行对象 
符合资格的询价对象和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户并持有创业板交

易账户的境内自然人、法人（国家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

或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对象 

承销方式 余额包销 

募集资金总额 45,760.00 万元 

募集资金净额 40,258.61 万元 

发行费用概算（不含税） 5,501.39 万元 

其中：承销费用 3,555.17 万元 

保荐费用 200.00 万元 

审计验资费用 900.00 万元 

律师费 254.52 万元 

发行手续费用及

其他 121.70 万元 

用于本次发行的

信息披露费用 470.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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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和自愿锁定的承诺 

 公司控股股东南京高投，实际控制人卢祖飞先生、江红涛女士承诺：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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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

司直接/间接持有的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本

人/本公司直接/间接持有的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2、发行人上市后6个月内，如发行人股票连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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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本人/本公司直接/间接持有的

发行人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至少6个月。发行价指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

发行价格，如果因公司发生权益分派、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原因进行除权、

除息的，则上述收盘价格指发行人股票经调整后的价格。 

3、除前述锁定期外，本人在发行人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

每年转让本人所直接/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不超过本人所直接/间接持有的发行

人股份总数的25%；如本人出于任何原因离职，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直接/

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如本人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之日起6个月内申报离

职，自本人申报离职之日起18个月内不转让本人直接/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之日起第7个月至第12个月之间申报离职，自申报离职

之日起12个月内不转让本人直接/间接持有的发行人的股份。 

4、本人担任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本人将向发行人申报

本人直接/间接持有发行人股份数量及相应变动情况；本人直接/间接持有发行人

股份的持股变动申报工作将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

管理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的规定。不论本人在发行人处的职务是否发生变化或者本人是否从发行人

处离职，本人均会严格履行上述承诺。 

5、本人/本公司按照法律法规及监管要求，直接/间接持有发行人的股份，并

严格履行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披露的股票锁定承诺。本人/本公

司将采用集中竞价、大宗交易、协议转让等法律、法规允许的方式减持发行人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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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本人/本公司减持股份将严格按照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规则履行相关

信息披露义务，并遵守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减持数量及比例等法定限制。

若本人/本公司或发行人存在法定不得减持股份的情形的，本人/本公司不得进行

股份减持。 

6、本人/本公司作出的上述承诺在本人/本公司直接/间接持有公司股票期间

持续有效，不因职务变更或离职等原因而放弃履行上述承诺。承诺期限届满后，

在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的条件下，本人/本公司所直接/间接持

有的公司股份可以上市流通和转让。 

 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股东储征伟、李勇、左都美、刘文伍、

刘键、卢金芳、钟金宁、陈昕承诺： 

1、自发行人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

管理本人所持有的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本人

所持有的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2、公司上市后6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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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所持有的发行人股票的锁定期限

将自动延长至少6个月。发行价指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如果因公

司发生权益分派、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则上述收盘

价格指发行人股票经调整后的价格。 

3、除前述锁定期外，本人在发行人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

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所持有发行人的股份总数的25%；如本人出于任何原

因离职，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持有的发行人股份。如本人在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上市之日起6个月内申报离职，自本人申报离职之日起18个月内不转让本人持

有的发行人股份；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之日起第7个月至第12个月之间申报

离职，自申报离职之日起12个月内不转让本人持有的发行人的股份。 

4、本人担任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本人将向发行人申报

本人持有发行人股份数量及相应变动情况；本人持有发行人股份的持股变动申报

工作将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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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深圳

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论

本人在发行人处的职务是否发生变化或者本人是否从发行人处离职，本人均会严

格履行上述承诺。 

5、本人按照法律法规及监管要求，持有发行人的股份，并严格履行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披露的股票锁定承诺。本人将采用集中竞价、大宗

交易、协议转让等法律、法规允许的方式减持发行人股份。本人减持股份将严格

按照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规则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并遵守证监会、深

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减持数量及比例等法定限制。若本人或发行人存在法定不得减

持股份的情形的，本人不得进行股份减持。本人作出的上述承诺在本人持有公司

股票期间持续有效，不因本人职务变更或离职等原因而放弃履行上述承诺。承诺

期限届满后，在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的条件下，本人所持有的

公司股份可以上市流通和转让。以上承诺内容均为不可撤销之承诺，如违反该承

诺给发行人或相关各方造成损失的，本人愿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担任公司监事的股东马广玲、王际高承诺： 

1、自发行人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12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

管理本人所持有的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本人

所持有的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2、除前述锁定期外，本人在发行人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

每年转让本人所持有的发行人的股份不超过本人所持有发行人的股份总数的

25%；如本人出于任何原因离职，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如本人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之日起6个月内申报离职，自本人申报离职之日

起18个月内不转让本人持有的发行人的股份；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之日起第

7个月至第12个月之间申报离职，自申报离职之日起12个月内不转让本人持有的

发行人的股份。 

3、本人担任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本人将向发行人申报

本人持有发行人股份数量及相应变动情况；本人持有发行人股份的持股变动申报

工作将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



                                                                        上市保荐书 

8 
 

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深圳

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论

本人在发行人处的职务是否发生变化或者本人是否从发行人处离职，本人均会严

格履行上述承诺。 

4、本人按照法律法规及监管要求，持有发行人的股份，并严格履行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披露的股票锁定承诺。本人将采用集中竞价、大宗

交易、协议转让等法律、法规允许的方式减持发行人股份。本人减持股份将严格

按照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规则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并遵守证监会、深

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减持数量及比例等法定限制。若本人或发行人存在法定不得减

持股份的情形的，本人不得进行股份减持。 

本人作出的上述承诺在本人持有公司股票期间持续有效，不因本人职务变更

或离职等原因而放弃履行上述承诺。承诺期限届满后，在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

司章程规定的条件下，本人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可以上市流通和转让。 

以上承诺内容均为不可撤销之承诺，如违反该承诺给发行人或相关各方造成

损失的，本人愿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公司其他股东出具的承诺： 

自发行人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

本人所持有的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本人所持

有的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三、保荐机构对发行人是否符合上市条件的说明 

发行人股票上市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

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上市条件： 

1、股票发行申请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并已公开发行； 

2、发行人发行后的股本总额为8,000万元，不少于3,000万元； 

3、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的股票为2,000万股，占发行人股本总额的25%，不

低于发行人总股本的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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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发行人本次发行后，公司股东人数不少于200人； 

5、发行人最近三年无重大违法行为，财务会计报告无虚假记载；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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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公正履行保荐职责情形的说

明 

经核查，保荐机构不存在下列可能影响其公正履行保荐职责的情形： 

1、保荐机构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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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关联方持有保荐机构或其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股份的情况； 

3、保荐机构的保荐代表人及其配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拥有发行

人权益、在发行人任职等情况；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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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关联方相互提供担保或者融资等情况； 

5、保荐机构与发行人之间的其他关联关系。 

五、保荐机构按照有关规定应当承诺的事项 

（一）保荐机构已在证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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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市保荐书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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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采取的监

管措施。 

（二）保荐机构自愿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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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机构遵守法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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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发行人证券上市后持续督导工作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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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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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并完善防止大股东、

其他关联方违规占用

发行人资源的制度 

1、督导发行人进一步完善已有的防止大股东、其他关联方违规占

用发行人资源的制度； 
2、与发行人建立经常性沟通机制，及时了解发行人的重大事项，

持续关注发行人上述制度的执行情况及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的情况。 
2、督导发行人有效执

行并完善防止高管人

员利用职务之便损害

发行人利益的内控制

度 

1、督导发行人进一步完善已有的防止高管人员利用职务之便损害

发行人利益的内控制度； 
2、与发行人建立经常性沟通机制，持续关注发行人上述制度的执

行情况及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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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督导发行人进一步完善关联交易决策权限、表决程序、回避情

形等工作规则； 
2、督导发行人及时向本机构通报将进行的重大关联交易情况，本

机构将对关联交易的公允性、合规性发表意见。 
3、督导发行人严格执行有关关联交易的信息披露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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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项 安 排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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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督导发行人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及《深圳证券交易

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2、督导发行人在发生须进行信息披露的事件后，立即书面通知本

机构，并将相关资料、信息披露文件及报送证监会、交易所的其他

文件送本机构查阅。 

5、持续关注发行人募

集资金的使用、投资项

目的实施等承诺事项 

1、本机构将定期派人了解发行人的募集资金使用情况、项目进展

情况； 
2、在项目完成后，本机构将及时核查发行人项目达产情况、是否

达到预期效果，并与招股说明书关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披露信息

进行对照，如发生差异，将敦促发行人及时履行披露义务，并向有

关部门报告； 
3、如发行人欲改变募集资金使用方案，本机构将督导发行人履行

相应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6、持续关注发行人为

他方提供担保等事项，

并发表意见 

1、本机构持续关注发行人提供对外担保及履行的相应审批程序情

况，督导发行人执行已制定的规范对外担保的制度； 
2、要求发行人在对外提供担保前，提前告知本机构，本机构根据

情况发表书面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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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每年至少进行一次现场调查，必要时进行专项调查； 
2、关注发行人的委托理财事项，并对其合规性和安全性发表意见； 
3、持续关注发行人股权结构、股东持股变动、股份质押状况以及

影响股价变动的重要情况；发行人人事任免、机构变动等内部管理

的重大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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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行人已在保荐协议中承诺保障本机构享有履行持续督导职责相

关的充分的知情权和查阅权；其他中介机构也将对其出具的与发行

上市有关的文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四）其他安排 无 

七、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的联系方式 

（一）保荐机构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保荐代表人：杜长庆、姚黎 

联系地址：深圳市福田区中心区中心广场香港中旅大厦第五层 

邮编：210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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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 话：025-83387749 

传 真：025-83387711 

八、保荐机构认为应当说明的其他事项 

华泰联合证券近一年未曾发生股票承销违规情况，未受过有关部门的处罚。 

九、保荐机构对发行人本次股票上市的保荐结论 

保荐机构华泰联合证券认为：南京市测绘勘察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其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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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发行人股票具备在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条件，华泰联合证券愿意保荐发行人的股票上市交易，并承担

相关保荐责任。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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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页无正文，为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南京市测绘勘察研究院股份

有限公司股票上市保荐书》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签字)：                                 

杜长庆          姚  黎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                

                               江  禹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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