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南京万德斯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半年度持续督导跟踪报告

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
规则》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督导工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发证券”“保荐机构”）作为南京万德斯
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德斯”“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
科创板上市的持续督导保荐机构，负责万德斯上市后的持续督导工作，并出具本
半年度持续督导跟踪报告。
2020 年上半年，广发证券对万德斯的持续督导工作情况总结如下：

一、持续督导工作情况
序号
1

2

3

4

5

工作内容

实施情况

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持续督导工作制度，并
针对具体的持续督导工作制定相应的工作计
划。
根据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在持续督导工作
开始前，与上市公司或相关当事人签署持续
督导协议，明确双方在持续督导期间的权利
义务，并报上海证券交易所备案。

保荐机构已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
了持续督导制度，已制定了相应的
工作计划。
保荐机构已与万德斯签订《保荐协
议》，该协议已明确了双方在持续
督导期间的权利义务，并已报上海
证券交易所备案。

通过日常沟通、定期回访、现场检查、尽职
调查等方式开展持续督导工作。

保荐机构通过日常沟通、定期或不
定期回访、现场检查等方式，对万
德斯开展了持续督导工作。

持续督导期间，按照有关规定对上市公司违
法违规事项公开发表声明的，应于披露前向
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
审核后在指定媒体上公告。
持续督导期间，上市公司或相关当事人出现
违法违规、违背承诺等事项的，应自发现或
应当发现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向上海证券交
易所报告。

2020 年上半年，万德斯未发生按有
关规定须保荐机构公开发表声明
的违法违规情况。

2020 年上半年，万德斯无违法违规
或违背承诺的情况。

6

督导上市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遵守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上海证券交
易所发布的业务规则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并
切实履行其所做出的各项承诺。

保荐机构督导万德斯及其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遵守法律、法规、
部门规章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
的业务规则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切
实履行其所做出的各项承诺。

7

督导上市公司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公司治理
制度包括但不限于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
会议事规则以及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的行为规范等。

保荐机构督导万德斯依照相关规
定健全完善公司治理制度，并严格
执行公司治理制度。

8

督导上市公司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内控制
度，包括但不限于财务管理制度、会计核算
制度和内部审计制度，以及募集资金使用、
关联交易、对外担保、对外投资、衍生品交
易、对子公司的控制等重大经营决策的程序
与规则等。

保荐机构督导万德斯严格执行内
部控制制度。

9

督导上市公司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信息披露
制度审阅信息披露文件及其他相关文件，并
有充分理由确信上市公司向上海证券交易所
提交的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保荐机构督导万德斯严格执行信
息披露制度，审阅信息披露文件及
其他相关文件。

10

对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文件及向中国证监
会、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交的其他文件进行事
前审阅，对存在问题的信息披露文件应及时
督促上市公司予以更正或补充，上市公司不
予更正或补充的，应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
报告。对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文件未进行事
前审阅的，应在上市公司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后五个交易日内，完成对有关文件的审阅工
作，对存在问题的信息披露文件应及时督促
上市公司更正或补充，上市公司不予更正或
补充的，应及时向上证券交易所报告。

2020 年上半年，保荐机构对万德斯
的信息披露文件进行了审阅，不存
在应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
的情况。

11

12

关注上市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受到中国证监会
行政处罚、上海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或者被
上海证券交易所出具监管关注函的情况，并
督促其完善内部控制制度，采取措施予以纠
正。
持续关注上市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等履行承诺的情况，上市公司及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等未履行承诺事项的，及时向上
海证券交易所报告。

2020 年上半年，万德斯及其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未发生前述事项。

2020 年上半年，万德斯及其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未履行承诺
的情况。

13

关注公共传媒关于上市公司的报道，及时针
对市场传闻进行核查。经核查后发现上市公
司存在应披露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与披露的
信息与事实不符的，应及时督促上市公司如
实披露或予以澄清；上市公司不予披露或澄
清的，应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

14

发现以下情形之一的，保荐人应督促上市公
司做出说明并限期改正，同时向上海证券交
易所报告：（一）上市公司涉嫌违反《上市规
则》等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业务规则；（二）
证券服务机构及其签名人员出具的专业意见
2020 年上半年，万德斯未发生前述
可能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情形。
等违法违规情形或其他不当情形；（三）上
市公司出现《保荐办法》第七十一条、第七
十二条规定的情形；（四）上市公司不配合
保荐人持续督导工作；（五）上海证券交易
所或保荐人认为需要报告的其他情形。

15

上市公司出现以下情形之一的，应自知道或
应当知道之日起十五日内或上海证券交易所
要求的期限内，对上市公司进行专项现场检
查：（一）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
方非经营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二）违规
2020 年上半年，万德斯不存在前述
为他人提供担保；（三）违规使用募集资金；
情形。
（四）违规进行证券投资、套期保值业务等；
（五）关联交易显失公允或未履行审批程序
和信息披露义务；（六）业绩出现亏损或营
业利润比上年同期下降 50%以上；（七）上
海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情形。

2020 年上半年，经保荐机构核查，
不存在应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
报告的情况。

二、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发现的问题及整改情况
无。

三、重大风险事项
公司面临的风险因素主要如下：
（一）新冠疫情反弹风险
新冠疫情爆发以来，国内多个省市采取停工停产等管控措施，公司积极响应
并严格执行党和国家各级政府对疫情防控的各项规定和要求，在保障员工安全的
前提下，尽快复工复产。但新冠疫情有可能持续、长期存在，国内部分地区存在

二次爆发情况，有可能导致部分地区继续采取严格管控措施，从而对公司生产经
营造成不利影响；另外，公司客户及供应商也可能受到整体经济形势的影响，未
来可能对公司款项的回收、业务拓展等造成不利影响。
（二）核心竞争力风险
公司所处行业是一个技术密集型行业，相关环保技术的要求持续提高。随着
行业的快速发展，技术不断升级迭代，若公司不能及时、准确地把握技术、市场
和政策的变化趋势，公司可能会面临技术升级迭代带来的竞争风险。
为应对此风险，公司以提高核心竞争力为出发点，长期跟踪环保治理领域的
最新技术发展趋势，保持研发持续投入。建立完善的创新机制、时刻保持行业敏
感度，关注国际、国内先进的技术、工艺方法的最新动态，进行技术合作与交流，
持续提升公司技术水平；完善公司的创新机制、增强核心竞争力，充分调动全体
员工对技术创新工作的主观能动性，积极提出合理化建议，推动公司技术进步，
不断完善考核监督激励机制，完善绩效评价体系。
（三）经营风险
随着业务的拓展，公司在项目现场管理、财务控制管理、生产管理、人力资
源管理等方面都面临更大的挑战，从而对管理团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公司将通
过搭建合理高效的管理架构，提升公司内部管理体系，优化流程，加强现有管理
团队培训，引入专业人才，从而降低经营风险。
（四）财务风险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应收账款净额 33,648.43 万元，金额较大，占营业收入
比重较高，主要系：受行业结算方式影响，部分环境整体解决方案业务周期相对
较长，客户内部审批流程较多，部分客户付款进度不佳。若宏观经济环境，客户
经营状况发生剧烈变化，将导致公司面临坏账风险。
公司应收账款债务方主要是规模较大、实力雄厚的大型企事业单位或政府部
门，应收账款的回收有较强保障。同时公司针对性采取相应的措施，一是将核心
资源聚焦于财政实力较强、资信状况较好的优质客户；二是进一步完善应收账款
管理制度，加强款项催收，将款项回收纳入绩效考核机制。以资金回收为导向，

增加与客户的沟通频率，保证应收账款回款的及时性。
（五）宏观环境风险
受新冠疫情持续影响，全球经济增长低迷态势仍将延续。公司所处行业发展
与宏观经济环境及下游行业、政府财政支出密切相关。当宏观经济处于上升阶段
时，工业发展、城市建设投资、居民消费水平上升，导致社会对于解决诸如垃圾、
污水等环境问题的意愿增强，政府环保领域财政支出增多，促进行业的发展。反
之，当宏观经济处于下降阶段时，工业发展放缓、城市建设停滞、居民相对消费
水平下降。公司作为环保服务商，也必然受到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
当前国内经济增速放缓，但我国对于建设生态文明社会的总体目标不会发生
转移，因此国内宏观环境风险预期较低，同时世界经济趋势变化对公司的影响有
限。为应对上述风险，公司会积极采取措施应对经济环境的变化。根据市场环境
变化积极调整业务板块配置，从多个细分领域充分发掘市场机会；公司将立足于
自主创新，通过加强技术研发提升品质，同时加大市场营销渠道开拓力度等诸多
措施来稳固市场地位。

四、重大违规事项
2020 年上半年，公司不存在重大违规事项。

五、主要财务指标的变动原因及合理性
2020 年上半年，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及指标如下所示：

项目
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项目

2020 年 1-6 月

2019 年 1-6 月

单位：万元
本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25,232.11

35,835.61

-29.59

5,682.34

5,517.97

2.98

2,219.07

5,353.78

-58.55

-7,971.28

-9,970.53

不适用

2020 年 6 月 30 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

本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105,866.79

55,785.35

89.78

总资产

148,259.74

99,250.88

49.38

项目

2020 年 1-6 月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研发投入占营业收
入的比例（%）

2019 年 1-6 月

本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0.70

0.87

-19.54

0.70

0.87

-19.54

0.27

0.84

-67.86

5.79

11.97

减少 6.18 个百分点

2.26

11.62

减少 9.36 个百分点

5.40

3.36

增加 2.05 个百分点

上述主要财务数据及指标的变动原因如下：
1、营业收入同比减少，主要系受新冠疫情影响，报告期内部分在执行项目
进度未达预期所致；
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增加，主要系公司购买银行类结构性
存款、政府补助增加及万德斯（唐山曹妃甸）取得危废经营许可证符合确认投资
收益条件所致；
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同比减少，主要系报
告期内营业收入减少所致；
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总资产较上年末增加，主要系报告期内
公司境内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 股股票导致相关资产增加所致；
5、基本每股收益、稀释每股收益以及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每股收益同比
减少，主要系境内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 股股票，股本及净资产较上年
同期增加所致。
综上，公司 2020 年上半年度主要财务指标变动具备合理性。

六、核心竞争力的变化情况

公司专业提供先进环保技术装备开发、系统集成与环境整体解决方案，主营
业务聚焦垃圾污染削减及修复业务、高难度废水处理业务等，在长期的自主创新
与拓业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丰富的项目案例库、先进的技术研发优势、市场地位
及品牌优势、优秀的管理团队”等核心竞争力；通过自主研发掌握了高效抗污堵
“MBR 系统+纳滤+反渗透”技术、智能“两级 DTRO”膜处理技术、“电化学
+生物强化”耦合深度处理技术等 10 项与主营业务相关的核心技术。
报告期内，面对新冠疫情爆发造成的冲击，公司积极部署抗疫防疫措施，保
障生产经营正常进行；依靠国家政策对环保产业的良性刺激和自身的核心优势，
截至 2020 年 8 月新中标订单合计 94,339.31 万元；不断扩充人才团队，研发人数
较上年末增加 31.82%；继续推动创新，细化管理工作，有效提高职能管理部门
以及公司管理水平。通过上述措施，公司有效巩固并提升了核心竞争力。
综上所述，2020 年上半年度公司核心竞争力未发生不利变化。

七、研发支出变化及研发进展
（一）研发支出及变化情况
为了给公司技术进步、持续创新能力、长期发展提供良好基础，公司持续对
技术研发进行投入。2020 年上半年，公司研发费用为 1,363.68 万元（上年同期
为 1,203.78 万元），占营业收入的比重为 5.40%，公司研发投入及其占营业收入
的比重均高于上年同期。
（二）研发进展
报告期内，公司在研项目 15 项，均形成阶段性成果。当期投入金额超过 100
万元的研发项目中，垃圾填埋场污染防控与生态修复集成技术研究及应用项目已
完成阶段性研究任务与计划，形成相关核心工艺与技术，申请关于填埋场曝气回
灌联用系统、填埋场边坡 HDPE 膜漏洞修补方法、垃圾填埋场渗漏快速定位装置
等专利技术；医疗污水多级强化与应急处理技术研究项目已完成项目研究任务与
计划，开展核心技术的研究与优化；智慧环境运维数据平台研究项目已完成项目
研究任务与计划，开展平台功能搭建，并在垃圾渗滤液处理方面形成软件著作权。
报告期内，公司新获得授权专利共计 7 项，其中发明专利 2 项，实用新型专

利 5 项，新获得软件著作权 7 件。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已拥有专利 68 项，其中
发明专利 8 项，实用新型专利 60 项。

八、新增业务进展是否与前期信息披露一致
不适用。

九、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及是否合规
根据中国证监会于 2019 年 12 月 10 日出具的《关于同意南京万德斯环保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19〕2767 号），
公司获准向社会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21,249,461 股，每股发行价格为 25.20 元，本
次 发 行 募 集 资 金 总 额 人 民 币 535,486,417.20 元 ， 扣 除 承 销 和 保 荐 费 用
37,484,049.20（不含税）后的募集资金为 498,002,368.00 元，已由主承销商广发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0 年 1 月 8 日汇入本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账户。另扣除与
发行有关的费用合计人民币 16,612,285.96（不含税）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481,390,082.04 元。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20 年 1 月 8 日对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验资报告》（中天运[2020]
验字第 90001 号）。
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公司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 11,860,258.23 元。明细
情况如下：
单位：元
明细
2020年1月8日收到募集资金金额
加：利息收入
理财投资收益
减：置换已支付发行费用

余额
498,002,368.00
141,041.39
2,044,901.10
16,491,908.35

补充流动资金项目专户资金划出

261,818,684.38

补充流动资金项目专户利息划出

17,459.53

2020年6月30日募集资金余额

221,860,258.23

减：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210,000,000.00

2020年6月30日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11,860,258.23

公司 2020 年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
则（2019 年 4 月修订）》《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
修订）》、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法律法规和制度文件的规定，对募集资
金进行了专户存储和专项使用，并及时履行了相关信息披露义务，募集资金具体
使用情况与公司已披露情况一致，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
的情况，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十、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
持股、质押、冻结及减持情况
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及高级管
理人员持有公司股份的情况如下：

间接持股
数（股）

合计持股
数（股）

合计持股
比例

2020 年上
半年质
押、冻
结及减持
情况

姓名

职务/身份

直接持股
数（股）

万德斯
投资

控股股东

24,584,139

-

24,584,139

28.92%

无

刘 军

实际控制
人、董事
长、总经理

8,353,786

19,078,730

27,432,516

32.27%

无

宫建瑞

董事、副总
经理

3,580,194

8,004,956

11,585,150

13.63%

无

袁道迎

董事、副总
经理

-

552,499

552,499

0.65%

无

陈 灿

董事、副总
经理

-

300,000

300,000

0.35%

无

韩辉锁

董事

-

441,999

441,999

0.52%

无

厉永兴

董事

-

-

-

-

-

汪旭东

独立董事

-

-

-

-

-

温美琴

独立董事

-

-

-

-

-

刘 焱

独立董事

-

-

-

-

-

高年林

监事会主席

-

165,750

165,750

0.20%

无

刘彦奎

监事

-

441,999

441,999

0.52%

无

戴 昕

监事

-

130,500

130,500

0.15%

无

程 浩

监事

-

20,000

20,000

0.02%

无

范 凯

财务总监、
董事会秘书

-

300,000

300,000

0.35%

无

林仕华

副总经理

-

200,000

200,000

0.24%

无

除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上述股份外，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
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均未以其它方式持有公司股份。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有的股份均不存
在质押、冻结及减持的情形。

十一、本所或者保荐机构认为应当发表意见的其他事项
截至本持续督导跟踪报告出具之日，不存在保荐机构认为应当发表意见的其
他事项。
（以下无正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