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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提示 

 

本次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 14,441,297 股，将于 2020 年 10 月 20 日在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 

本次发行中，投资者认购的股票限售期为 6 个月，可上市流通时间为 2021 年

4 月 20 日。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业务规则规定，2020 年 10 月 20 日（即上市日），

本公司股价不除权，股票交易设涨跌幅限制。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均为吴宪、何征，本次发行不会导致公司实际

控制权发生变化。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上市要求，

不会导致不符合股票上市条件的情形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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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除非文中另有所指，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沃特股份/上市公司/公司  指 
深圳市沃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系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股票简称为沃特股份，A股股票代码为 002886 

本次非公开发行/本次发行 指 沃特股份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 

本发行情况报告书暨上市

公告书/非公开发行 A 股股

票发行情况报告书暨上市

公告书/《报告书》 

指 
《深圳市沃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发

行情况报告书暨上市公告书》 

《公司章程》 指 现行有效的《深圳市沃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上市规则》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发行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实施细则》 指 《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 

最近三年及一期 指 2017 年、2018年、2019 年及 2020 年 1-6 月 

中国证监会/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华泰联合/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 
指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天元律师/发行人律师 指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中喜会计师/发行人会计师/

验资机构 
指 中喜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人民币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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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本次发行基本情况 

一、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沃特股份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已于 2020 年 1 月 2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

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对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方案中发行对象、发行价

格的定价原则、限售期等条款进行修订的事项已经 2020 年 2 月 20 日召开的第三届

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并经 2020 年 3 月 12 日召开的 2020 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对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方案中决议有效期限的修订已

经公司于 2020年6月 29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并经 2020

年 7 月 16 日召开的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020 年 7 月 27 日，沃特股份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经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

委员会审核通过。2020 年 8 月 10 日，沃特股份收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深圳市

沃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1668 号），本

次发行已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准。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23,767,450 股新股。该

批复自核准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 

公司于 2020年9月以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向 15名特定对象发行了 14,441,297

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2020 年 9 月 16 日，中喜会计师出具了《深圳市沃特新

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中喜验字[2020]第 00119 号）：“截至 2020 年 9 月

16 日止，贵公司已收到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宁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上

海驰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江苏苏豪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深圳嘉石大岩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于海恒、上海六禾

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邹志红、上海铂绅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中信建投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湖南轻盐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吴凡、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缴入的出资款人民币 357,999,752.63 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不含税）人民币

10,382,554.51 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 347,617,198.12 元，新增注册资本 14,441,297

元，增加资本公积人民币 333,175,901.12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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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将依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关于进一步规范上市公司募集

资金使用的通知》、《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以及公司《募

集资金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对募集资金设立专用账户进行管理，专款专用。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已于 2020 年 10 月 9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

圳分公司办理完毕登记托管手续。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的性质为有限售条件股份，上

市流通日为 2020 年 10 月 20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

个交易日。 

二、本次发行基本情况 

（一）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募集资金发行的股票为人民币普通股（A 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1 元。 

（二）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的股票全部采用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的方式。在获得中国证监会核

准后 6 个月内选择适当时机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三）发行数量 

本次发行的发行数量最终为 14,441,297 股，符合发行人股东大会关于本次发行

批准要求。 

（四）发行价格及其与发行底价、发行日前 20 个交易日均价的比率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发行期首日（2020 年 9 月 8 日），发行底价为

24.79 元/股，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市场化询价情况遵循价格优先、

金额优先、时间优先原则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24.79 元/股；发行价格与发行底

价的比率为 100%，发行价格与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均价的比率为 80%。 

（五）申购报价及股份配售的情况 

2020 年 8 月 18 日，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共向 110

家投资者发出并于之后送达了《深圳市沃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

票认购邀请书》。本次发送的 110 家投资者包括：截至 2020 年 8 月 10 日发行人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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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名股东中的 15 家股东（剔除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控制的关联人、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及与上述机构和人员存在关

联关系的关联方共 5 个）、基金公司 34 家、证券公司 29 家、保险公司 12 家、董

事会决议公告后已经表达过认购意向的 23 名投资者，剔除重复计算部分，共计 110

家。 

自发行方案和拟发送认购邀请书的对象名单报备中国证监会（2020 年 8 月 18

日）后至申购日（2020 年 9 月 10 日）9:00 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共

收到上海宁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上海驰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江苏苏豪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深圳嘉石大岩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于海恒、上

海六禾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邹志红、吴凡共 9 名新增投资者的认购意向，

在审慎核查后将其加入到认购邀请书名单中，并向其补充发送认购邀请文件。 

根据《认购邀请书》的约定，本次发行接收申购文件的时间为 2020 年 9 月 10

日 9:00-12:00，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进行了全程见证。在有效报价时间内，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共收到 15 个认购对象提交的《深圳市沃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申购报价单》（以下简称“申购报价单”）及其他申购相关文件。

截至 2020 年 9 月 10 日 12:00，共收到 13 个认购对象汇出的保证金共计 2,602 万元。 

投资者的申购报价情况如下： 

序号 投资人名称 
报价 

（元/股） 

累计认购金

额（万元） 

是否缴纳保

证金 

是否有

效报价 

1 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6.03 1,500 是 是 

2 上海宁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4.91 4,000 是 是 

3 上海驰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6.34 1,500 是 是 

4 江苏苏豪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6.30 1,500 是 是 

5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5.01 1,500 是 是 

6 深圳嘉石大岩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24.83 1,500 是 是 

7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6.83 3,300 

否 是 25.59 3,300 

24.82 3,300 

8 于海恒 24.82 3,000 是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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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投资人名称 
报价 

（元/股） 

累计认购金

额（万元） 

是否缴纳保

证金 

是否有

效报价 

9 
上海六禾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

伙） 
24.80 1,500 是 是 

10 邹志红 24.80 2,000 是 是 

11 上海铂绅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25.08 1,500 

是 是 24.88 1,600 

24.79 1,800 

12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4.80 1,500 是 是 

13 湖南轻盐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4.99 2,100 是 是 

14 吴凡 24.80 3,100 是 是 

15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5.15 4,700 

否 是 25.02 5,600 

24.79 6,000 

根据《认购邀请书》关于确定发行对象、发行价格及获配股数的原则，发行对

象依次按（1）认购价格优先；（2）认购金额优先；（3）收到《申购报价单》时

间优先的原则确定，结合本次发行募集资金规模，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

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为 24.79 元/股，发行对象及其获配股数、获配金额的具

体情况如下： 

序号 投资人名称 
获配价格 

（元/股） 

获配股数 

（股） 
获配金额(元） 

1 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4.79 605,082 14,999,982.78 

2 上海宁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4.79 1,613,553 39,999,978.87 

3 上海驰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4.79 605,082 14,999,982.78 

4 江苏苏豪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4.79 605,082 14,999,982.78 

5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4.79 605,082 14,999,982.78 

6 深圳嘉石大岩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24.79 605,082 14,999,982.78 

7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4.79 1,331,181 32,999,976.99 

8 于海恒 24.79 1,210,165 29,999,990.35 

9 上海六禾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24.79 605,082 14,999,982.78 

10 邹志红 24.79 806,776 19,999,977.04 

11 上海铂绅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24.79 726,099 17,999,994.21 

12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4.79 605,082 14,999,982.78 



沃特股份                                                     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暨上市公告书 

10 

序号 投资人名称 
获配价格 

（元/股） 

获配股数 

（股） 
获配金额(元） 

13 湖南轻盐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4.79 847,115 20,999,980.85 

14 吴凡 24.79 1,250,504 30,999,994.16 

15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4.79 2,420,330 59,999,980.70 

合计 14,441,297 357,999,752.63 

最终配售对象的产品认购名称/出资方信息如下： 

序号 投资人名称 产品名称/出资方信息 

1 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太平洋证券金元宝8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太平洋证券

金元宝10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太平洋证券金元宝15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太平洋证券金元宝18号集合资

产管理计划、太平洋证券金元宝19号集合资产管理计

划、太平洋证券金元宝22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太平

洋证券金元宝23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2 上海宁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宁泉致远39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3 上海驰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驰泰量化价值一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4 江苏苏豪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自有资金 

5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自有资金 

6 
深圳嘉石大岩资本管理有限公

司 
大岩定晟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7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华夏磐利一年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8 于海恒 自有资金 

9 
上海六禾投资管理中心（有限

合伙） 
六禾嘉睿6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10 邹志红 自有资金 

11 上海铂绅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铂绅二十一号证券投资私募基金 

12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自有资金 

13 
湖南轻盐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 
轻盐智选3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14 吴凡 自有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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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投资人名称 产品名称/出资方信息 

15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财通基金玉泉895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财通基金汇盈

多策略分级8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财通基金言诺定增

1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财通基金玉泉创新二号单一资

产管理计划、财通基金文乔单一资产管理计划、财通

基金传璞2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财通基金天禧长赢1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财通基金天禧定增26号单一资

产管理计划、财通基金银创增润1号单一资产管理计

划、财通基金银创增润2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财通基

金银创增润3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财通基金银创增润

11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财通基金证大定增1号单一资

产管理计划、财通基金玉泉乐瑞4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上述投资者认购的本次非公开发行的 A 股股票自上市之日起 6 个月内不得转

让，限售期结束后，将按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经核查，参与认购的对象均按照《认购邀请书》的约定提交了《申购报价单》

及完整的附件清单，其申购价格、申购数量和履约保证金缴纳情况均符合《认购邀

请书》的约定，其申购报价合法有效。 

最终获配投资者与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控制的关联人、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及与上述机构和人员存在关联关系的关

联方之间均不存在关联关系，且未以直接或间接方式接受上述机构/人员提供的财务

资助或者补偿，前述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控制的关联人、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及与上述机构和人员存在关联关系的关联

方亦未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参与本次发行认购。 

本次发行最终配售对象中：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海恒、邹志红、吴凡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以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

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法规规定的私募基金，无需进行私募基金产品备案。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最终配售对象中：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和财通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相关产品已按照证券公司资产管理计划或基金管理公司资产管理计划

的相关规定办理了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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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最终配售对象中：上海宁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上海驰泰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深圳嘉石大岩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六禾投资管理中心（有

限合伙）、上海铂绅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和湖南轻盐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及其

产品均已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

办法》以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法规规定完成基

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产品及资产管理计划备案。江苏苏豪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已在中

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办理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其以自有资金参与认购本次发行

的股票。 

本次发行最终配售对象均已承诺：“获配投资者在锁定期内，委托人、合伙人

不得转让其持有的产品份额或退出合伙。” 

（六）募集资金及发行费用 

根据中喜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验资报告》（中喜验字[2020]

第 00119 号，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357,999,752.63 元，

扣除各项发行费用（不含税）人民币 10,382,554.51 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

347,617,198.12 元。其中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 14,441,297 元，增加资本公积人民币

333,175,901.12 元。 

三、发行对象简介 

1、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04-01-06 

法定代表人 李长伟 

企业地址 云南省昆明市北京路 926 号同德广场写字楼 31 楼 

注册资本 681631.637 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30000757165982D 

企业类型 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经营范围 

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顾

问；证券自营；证券承销与保荐；证券资产管理；证券投资基金销售；

代销金融产品；融资融券；中国证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本次发行限售期 自 2020 年 10 月 20日至 2021 年 4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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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上海宁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上海宁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8-01-09 

法定代表人 杨东 

企业地址 上海市黄浦区北京东路 666 号 H区（东座）6 楼 H678 室 

注册资本 2000 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101MA1FP9JK85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 
投资管理、资产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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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发行限售期 自 2020 年 10 月 20日至 2021 年 4 月 20 日 

3、上海驰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上海驰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5-08-12 

法定代表人 钱明飞 

企业地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杨高南路 799 号第 6 层 04A单元 

注册资本 5000 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1153511527513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 
资产管理，投资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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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发行限售期 自 2020 年 10 月 20日至 2021 年 4 月 20 日 

4、江苏苏豪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江苏苏豪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1999-05-06 

法定代表人 薛炳海 

企业地址 南京市软件大道 48号 

注册资本 50000 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000714086627D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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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 

实业投资、管理，资产委托管理，企业改制、资产重组策划，投资咨

询，科技信息服务，国内贸易，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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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发行限售期 自 2020 年 10 月 20日至 2021 年 4 月 20 日 

5、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07-01-26 

法定代表人 陈共炎 

企业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35 号 2-6层 

注册资本 1013725.8757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000710934537G 

企业类型 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经营范围 

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顾

问；证券承销与保荐；证券自营；融资融券；证券投资基金代销；为

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代销金融产品；证券投资基金托管业务；

保险兼业代理业务；销售贵金属制品。（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

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

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

动。） 

本次发行限售期 自 2020 年 10 月 20日至 2021 年 4 月 20 日 

6、深圳嘉石大岩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深圳嘉石大岩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3-06-14 

法定代表人 WANG YIPING 

企业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福安社区益田路5033号平安金融中心88楼 01 

注册资本 1866.6667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071123833L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一般经营项目是：受托资产管理（不含限制项目）；投资管理及投资

咨询（不含限制项目）；计算机软件、信息系统软件的开发（仅限公

司自用）。，许可经营项目是： 

本次发行限售期 自 2020 年 10 月 20日至 2021 年 4 月 20 日 

7、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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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名称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1998-04-09 

法定代表人 杨明辉 

企业地址 北京市顺义区安庆大街甲 3号院 

注册资本 23800 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0006336940653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经营范围 

（一）基金募集；（二）基金销售；（三）资产管理；（四）从事特

定客户资产管理业务；（五）中国证监会核准的其他业务。（市场主

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

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本次发行限售期 自 2020 年 10 月 20日至 2021 年 4 月 20 日 

8、于海恒 

姓名 于海恒 

住所 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 

本次发行限售期 自 2020 年 10 月 20日至 2021 年 4 月 20 日 

9、上海六禾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企业名称 上海六禾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成立日期 2013-04-03 

法定代表人 上海六禾投资有限公司 

企业地址 上海市杨浦区政悦路 318 号 68 幢 3036 室 

注册资本 1010 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1100659558879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经营范围 
投资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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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发行限售期 自 2020 年 10 月 20日至 2021 年 4 月 20 日 

10、邹志红 

姓名 邹志红 

住所 浙江省余姚市*** 

本次发行限售期 自 2020 年 10 月 20日至 2021 年 4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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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上海铂绅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企业名称 上海铂绅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成立日期 2011-12-08 

法定代表人 谢红 

企业地址 宝山区淞兴西路 234 号 3F-612 

注册资本 2000 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113586822318P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经营范围 
资产管理、投资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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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发行限售期 自 2020 年 10 月 20日至 2021 年 4 月 20 日 

12、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05-11-02 

法定代表人 王常青 

企业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安立路 66 号 4号楼 

注册资本 764638.5238 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000781703453H 

企业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国有控股） 

经营范围 

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顾

问；证券承销与保荐；证券自营；证券资产管理；证券投资基金代销；

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融资融券业务；代销金融产品业务；

股票期权做市业务；证券投资基金托管业务；销售贵金属制品。（企

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

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本次发行限售期 自 2020 年 10 月 20日至 2021 年 4 月 20 日 

13、湖南轻盐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湖南轻盐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0-12-31 

法定代表人 任颜 

企业地址 长沙市开福区芙蓉中路一段 478号运达国际广场 28 楼 

注册资本 97882.2971 万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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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00005676619268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 

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资产管理；投资管理；证券投资。（以上业

务不得从事吸收存款、集资收款、受托贷款、发放贷款等国家金融监

管及财政信用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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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发行限售期 自 2020 年 10 月 20日至 2021 年 4 月 20 日 

14、吴凡 

姓名 吴凡 

住所 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 

本次发行限售期 自 2020 年 10 月 20日至 2021 年 4 月 20 日 

15、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1-06-21 

法定代表人 夏理芬 

企业地址 上海市虹口区吴淞路 619 号 505室 

注册资本 20000 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577433812A 

企业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基金募集、基金销售、特定客户资产管理、资产管理及中国证监会许

可的其他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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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发行限售期 自 2020 年 10 月 20日至 2021 年 4 月 20 日 

（三）发行对象与发行人的关联关系 

经公司董事会确认，本次发行的其他对象与公司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等法规规定的关联关系。 

（四）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重大交易情况以及未来交易安排的

说明 

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内无重大交易情况，目前也无

未来交易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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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次发行的相关机构情况 

（一）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名称：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江禹 

联系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 18 号保利广场 E 座 20楼 

联系电话： 021-38966590 

传真： 021-38966500 

保荐代表人： 薛峰、吕瑜刚 

项目协办人： 王哲 

项目经办人： 康明、郑哲、俞方一 

（二）发行人律师  

名称：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 朱小辉 

联系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丰盛胡同 28 号太平洋保险大厦 B 座 10 层 

联系电话 010-5776-3888 

传真： 010-5776-3777 

经办律师： 牟奎霖、顾明珠 

（三）审计机构 

名称： 中喜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负责人： 张增刚 

联系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崇文门外大街 11 号新成文化大厦 A座 11 层 

联系电话： 010-67085873 

传真： 010-67084147 

经办会计师： 李松清、张丽 

（四）验资机构 

名称： 中喜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负责人： 张增刚 

联系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崇文门外大街 11 号新成文化大厦 A座 11 层 

联系电话： 010-67085873 

传真： 010-67084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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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办会计师： 李松清、张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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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相关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后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截止 2020 年 9 月 30 日，公司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股东性质 

1 深圳市银桥投资有限公司 22,252,942 18.73 境内一般法人 

2 吴宪 21,325,000 17.94 境内自然人 

3 何征 20,660,295 17.39 境内自然人 

4 黄昌华 4,089,397 3.44 境内自然人 

5 
上海迎水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迎

水东风 1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2,300,000 1.94 

基金、理财产品

等 

6 
南平延平荣桥企业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1,742,050 1.47 境内一般法人 

7 刘宸睿 658,488 0.55 境内自然人 

8 王彬 473,000 0.4 境内自然人 

9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建信中

证 500 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433,053 0.36 

基金、理财产品

等 

10 向静 388,000 0.33 境内自然人 

（二）本次发行后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截至 2020 年 10 月 9 日（股份登记日），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股份登记后，发

行人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总数（股） 限售股数（股） 持股比例（%） 

1 深圳市银桥投资有限公司 22,252,942 - 16.70 

2 吴宪 21,325,000 17,268,750 16.00 

3 何征 20,660,295 15,945,221 15.50 

4 黄昌华 4,089,397 - 3.07 

5 

上海迎水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迎水东风 11 号私募证券投

资基金 

2,300,000 - 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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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总数（股） 限售股数（股） 持股比例（%） 

6 
南平延平荣桥企业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1,742,050 - 1.31 

7 

上海宁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宁泉致远 39 号私募证券投

资基金 

1,613,553 1,613,553 1.21 

8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华夏磐利一年定期开放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331,181 1,331,181 1.00 

9 吴凡 1,300,504 1,300,504 0.98 

10 于海恒 1,210,165 1,210,165 0.91 

本次发行后，吴宪、何征及其一致行动人深圳市银桥投资有限公司仍然持有发

行人 48.20%的股权，吴宪、何征仍然是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本次发行不会

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三）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股变化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前（2020 年 9 月 30 日）及完成后（截至 2020 年 10 月 9

日（股份登记日）），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直接持股变化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担任职务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1 吴宪 董事长 21,325,000 17.94% 21,325,000 16.00% 

2 何征 董事、总经理 20,660,295 17.39% 20,660,295 15.50% 

3 张亮 
副总经理、董事会

秘书 
150,000 0.13% 150,000 0.11% 

合 计 42,135,295 35.46% 42,135,295 31.61% 

二、本次发行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发行对公司股本结构的影响 

股份类型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34,054,471 28.66 48,495,768 36.39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84,782,779 71.34 84,782,779 6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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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股份总额 118,837,250 100.00 133,278,547 100.00 

（二）对资产结构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后，公司募集资金净额为 347,617,198.12 元，对公司总资

产和净资产及资产负债率等方面的影响情况如下： 

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公司总资产和净资产将相应增加，资产负债率将显著下

降，公司的资本结构、财务状况将得到改善，财务风险将降低，公司抗风险能力将

得到提高。 

本次发行对公司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的资产结构影响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项目 发行前 发行后 增加额 增长率 

资产总额 125,623.46 160,385.18 34,761.72 27.67%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权益 73,041.83 107,803.55 34,761.72 47.59% 

每股净资产（元） 6.49 8.39 1.90 29.28% 

资产负债率 38.62% 30.25% -8.37% -21.67% 

（三）本次发行对最近一年及一期每股收益和每股净资产的影响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 14,441,297 股，发行前后公司每股收益和每股净资产如下表

所示（发行后数据为模拟测算数据）： 

项目 
发行前（元/股） 发行后（元/股） 

2020年 1-6月 2019年 2020年 1-6月 2019年 

基本每股收益 0.31 0.44 0.30 0.38 

项目 2020年 6月 30日 2019年末 2020年 6月 30日 2019年末 

全面摊薄每股净资产 6.15 5.85 8.09 7.83 

1、基本每股收益的计算公式如下： 

基本每股收益=P0÷S 

S= S0＋S1＋Si×Mi÷M0–Sj×Mj÷M0-Sk 

其中：P0为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或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普通股股东的净

利润；S 为发行在外的普通股加权平均数；S0 为期初股份总数；S1为报告期因公积金转增股本

或股票股利分配等增加股份数；Si为报告期因发行新股或债转股等增加股份数；Sj 为报告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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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购等减少股份数；Sk 为报告期缩股数；M0 报告期月份数；Mi为增加股份次月起至报告期期

末的累计月数；Mj 为减少股份次月起至报告期期末的累计月数。 

2、全面摊薄每股净资产=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合计/期末股本总额 

（四）对业务结构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所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拟投资于特种工程塑料聚酰胺

10,000 吨/年、特种工程塑料聚砜 10,000 吨/年项目（一、二期）项目及补充流动资

金项目，均围绕公司主业进行发展，公司的业务结构不会因本次非公开发行发生重

大改变。 

（五）对公司治理的影响 

公司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将促使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相关人

员进一步加强对《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规章制度的认识、学习与理解，严格按

照证券监管部门的要求，规范公司运作，进一步健全公司法人治理结构,进一步保持

公司在其人员、资产、财务以及在采购、生产、销售等各个方面的完整性和独立性。 

（六）对高管人员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董事、监事及其高级管理人员不会发生较大变化，公

司管理层将保持稳定。 

（七）对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的影响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后不会导致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关联交易

的增加，也不会产生同业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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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财务会计信息及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财务报告及相关财务资料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 2017 年、2018 年财务报告进行了

审计，中喜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 2019 年财务报告进行了审计，

均出具了标准无保留的审计意见。公司 2020 年半年度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本节分析所引用的最近三年及一期的财务数据均引自公司最近三年经审计的

财务报告及公司编制的最近一期未经审计的财务报告。 

（一）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6.30 2019.12.31 2018.12.31 2017.12.31 

资产合计 125,623.46 131,433.72 106,519.93 98,170.63 

其中：流动资产 77,234.22 89,207.26 78,902.11 72,342.82 

负债合计 48,515.24 58,771.86 41,236.73 35,533.40 

其中：流动负债 47,553.46 57,696.99 40,529.97 34,216.38 

股东权益合计 77,108.22 72,661.86 65,283.20 62,637.23 

归属于母公司

股东权益合计 
73,041.83 69,563.23 65,283.20 62,637.23 

母公司资产负

债率（%） 
41.25% 43.53% 38.32% 38.62% 

（二）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 1-6月 2019年 2018年 2017年 

营业收入 48,990.76 90,015.83 80,816.77 76,492.88 

营业利润 4,480.02 5,544.23 3,788.25 4,690.22 

利润总额 4,425.19 5,532.98 3,801.34 4,657.57 

净利润 3,946.66 5,122.50 3,504.77 4,036.14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净利润 
3,372.33 1,841.13 2,748.07 3,676.13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

净利润 
3,713.90 4,733.07 3,504.77 4,036.14 

（三）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 1-6月 2019年 2018年 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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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20年 1-6月 2019年 2018年 2017年 

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 9,894.43 11,966.74 -11,601.84 -8,337.85 

投资活动现金流量净额 -9,667.49 -9,283.68 4,406.62 -19,582.12 

筹资活动现金流量净额 -7,906.41 6,706.90 3,270.57 34,779.64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

加额 
-7,668.67 9,386.89 -3,910.24 6,806.56 

（四）主要财务指标 

指标 2020年 1-6月 2019年 2018年 2017年 

销售毛利率 22.14% 16.87% 16.24% 18.35% 

基本每股收益（元） 0.31 0.44 0.30 0.39 

资产负债率 38.62% 44.72% 38.71% 36.20%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 2.11 3.56 3.18 3.71 

存货周转率(次) 1.19 2.85 3.43 4.45 

总资产周转率（次） 0.38 0.76 0.79 0.94 

利息保障倍数（倍） 9.86 6.11 5.77 12.63 

流动比率（倍） 1.62 1.55 1.95 2.11 

速动比率（倍） 0.91 1.02 1.39 1.62 

息税折旧摊销前净利润

（万元） 
6,361.09 9,462.51 7,013.23 7,123.27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

加额(万元) 
-7,668.67 9,386.89 -3,910.24 6,806.56 

每股现金流量（元/股） -0.65 0.79 -0.33 0.87 

每股经营活动现金流量

（元/股） 
0.83 1.01 -0.99 -1.06 

二、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资产负债结构分析 

2017 年末、2018 年末、2019 年末及 2020 年 6 月末，公司资产负债主要项目情

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6.30 2019.12.31 2018.12.31 2017.12.31 

流动资产合计 77,234.22 89,207.26 78,902.11 72,342.82 

非流动资产合计 48,389.24 42,226.46 27,617.82 25,827.81 

资产总计 125,623.46 131,433.72 106,519.93 98,17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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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20.6.30 2019.12.31 2018.12.31 2017.12.31 

流动负债合计 47,553.46 57,696.99 40,529.97 34,216.38 

非流动负债合计 961.77 1,074.88 706.75 1,317.02 

负债合计 48,515.24 58,771.86 41,236.73 35,533.40 

2017 年末、2018 年末、2019 年末及 2020 年 6 月末，公司资产总额分别为

98,170.63 万元、106,519.93 万元、131,433.72 万元和 125,623.46 万元，负债总额分

别为 35,533.40 万元、41,236.73 万元、58,771.86 万元和 48,515.24 万元，公司在逐

步发展中资产总额与负债总额总体呈上升趋势，2020 年上半年公司偿还部分银行借

款并支付收购浙江科赛收购款，资产总额与负债总额均略有下降。 

（二）盈利能力分析 

最近三年及一期，公司盈利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 年 1-6月 2019 年 2018 年 2017 年 

营业收入 48,990.76 90,015.83 80,816.77 76,492.88 

营业成本 38,142.91 74,827.64 67,694.79 62,457.15 

营业利润 4,480.02 5,544.23 3,788.25 4,690.22 

利润总额 4,425.19 5,532.98 3,801.34 4,657.57 

净利润 3,946.66 5,122.50 3,504.77 4,036.14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3,713.90 4,733.07 3,504.77 4,036.14 

最近三年及一期，随着公司加大产品研发与推广及收购浙江科赛，公司营业收

入与利润水平均呈现上升趋势。 

（三）偿债能力分析 

公司报告期内的主要偿债能力指标如下： 

项目 2020年 1-6月 2019年 2018年 2017年 

流动比率（倍） 1.62 1.55 1.95 2.11 

速动比率（倍） 0.91 1.02 1.39 1.62 

资产负债率（%） 38.62 44.72 38.71 36.20 

每股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 

（元/股） 
0.83 1.01 -0.99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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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20年 1-6月 2019年 2018年 2017年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万元） 6,361.09 9,462.51 7,013.23 7,123.27 

最近三年及一期，流动比率及速动比率有所下降，资产负债率呈现先升后降的

趋势；2020 年发行人偿还部分借款导致资产负债率下降。 

总体而言，发行人偿债能力较强，银行融资渠道通畅，资信状况良好，拥有较

强的偿债能力。随着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完成，发行人资产负债率将进一步降低，

偿债能力将进一步增强。 

（四）资产周转能力分析 

公司最近三年及一期主要资产周转指标如下： 

项目 2020年 1-6月 2019年 2018年 2017年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 2.11 3.56 3.18 3.71 

存货周转率（次） 1.19 2.85 3.43 4.45 

总资产周转率（次） 0.38 0.76 0.79 0.94 

注：2020 年半年度数据未年化。 

最近三年及一期，发行人应收账款周转率总体较为平稳，2020 年上半年随着发

行人加强应收账款管理，应收账款周转率较同期有所上升。 

最近三年及一期，发行人存货周转率有所下降，报告期内逐渐下滑。主要系公

司为满足生产需要加大储备原材料力度、主要原材料价格涨幅较大及公司有意适当

提前增加原材料的备货导致。 

最近三年及一期，发行人总资产周转率自 2018 年以来较为平稳，2018 年较 2017

年有所下降主要是 2017 年完成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后发行人总资产增长较大。 

（五）现金流量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现金流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 1-6月 2019年 2018年 2017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894.43 11,966.74 -11,601.84 -8,337.85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667.49 -9,283.68 4,406.62 -19,582.12 



沃特股份                                                     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暨上市公告书 

28 

项目 2020年 1-6月 2019年 2018年 2017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906.41 6,706.90 3,270.57 34,779.64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10.80 -3.07 14.41 -53.11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7,668.67 9,386.89 -3,910.24 6,806.56 

最近三年及一期，发行人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 65,084.03 万元、

82,598.59 万元、110,208.19 万元和 63,504.15 万元，随着发行人逐步加强应收账款

管理，发行人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逐步向好。 

最近三年及一期，发行人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19,582.12 万元、

4,406.62 万元、-9,283.68 万元和-9,667.49 万元，发行人投资活动现金流入主要为闲

置资金理财投资到期赎回收到的现金及投资收益，投资活动现金流出主要为日常经

营过程中为满足发展的需要持续投入在固定资产、无形资产的构建，以及使用闲置

资金购买理财投资。 

最近三年及一期，发行人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 34,779.64 万元、

3,270.57 万元、6,706.90 万元和-7,906.41 万元，2017 年筹资活动现金流量净额较大

的原因主要是发行人当年完成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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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本次募集资金运用 

一、本次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43,000.00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

计划投资于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总额 募集资金拟投入金额 

1 

特种工程塑料聚酰胺 10,000 吨/

年、特种工程塑料聚砜 10,000 吨/

年项目（一、二期） 

37,523.63 30,100.00 

2 补充流动资金 12,900.00 12,900.00 

合计 50,423.63 43,000.00 

在上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范围内，发行人董事会可根据项目进度、资金需求等

实际情况，对相应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投入顺序和具体金额进行适当调整。本次募

集资金到位前，发行人可根据市场情况利用自筹资金对募集资金项目进行先期投

入，并在募集资金到位后予以置换。如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低于项目需要量，不足部

分将由公司通过银行贷款或其他途径解决。 

二、募集资金专项存储的相关情况 

发行人已经建立募集资金专项存储制度，并将严格遵循《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

法》的规定，资金到位后及时存入专用账户，按照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确保专款专用。 

发行人将在增资完成后一个月内与保荐机构、开户银行另行签订募集资金三方

监管协议，共同监督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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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合规性的结论意见、保荐协议主要内容 

和上市推荐意见 

一、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一）保荐机构意见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保荐机构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

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为： 

“深圳市沃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过程遵循了公平、公

正的原则，符合目前证券市场的监管要求。本次发行价格、认购对象、锁定期安排、

募集资金规模以及询价、定价和配售过程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

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和《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

股票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以及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第三届监

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第

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要求、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要求，符合上市公司及其全体股东的利

益。发行对象不包括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和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与上述机构和人员存在关联关系的关

联方。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和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与上述机构和人员存在关联关系的关联方未通过直

接或间接方式参与本次发行认购，不存在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直接或通过其利益相

关方向认购对象提供的财务资助、补偿、承诺收益或其他协议安排的情形。本次发

行事项均明确符合已报备的发行方案要求。” 

（二）发行人律师意见 

发行人律师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

性的结论意见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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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发行人本次发行已依法取得了必要的批准和授权并经中国证监会核准，

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本次发行事项均明确符合已报备的发行方案要求； 

（二）《认购邀请书》和《申购报价单》均参照《实施细则》规定的范本制作，

本次发行的发送对象、发行对象、发行价格和发行数量及发行过程符合《管理办法》

《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认购邀请书》《申购报价单》《缴款通知

书》和《股份认购协议》的内容合法、有效； 

（三）本次发行最终确定的 15 名发行对象不包括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或其控制的关联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主承销商及与上述机构及人

员存在关联关系的关联方，并符合本次发行《认购邀请书》中所规定的认购条件；

除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海恒、邹志红、吴凡外，

认购对象或其管理的产品已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在中

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或中国证监会办理备案或登记手续。” 

二、保荐协议主要内容 

（一）保荐协议基本情况 

签署时间：2020 年 5 月 12 日 

保荐机构：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保荐代表人：薛峰、吕瑜刚 

保荐期限：自保荐协议生效之日起至发行人本次发行的股票上市当年剩余时间

及其后一个完整的会计年度届满时止。 

（二）保荐协议其它主要条款 

以下，甲方为沃特股份，乙方为华泰联合证券。 

甲方的权利和义务 

（1）要求乙方为甲方本次非公开发行提供本协议项下的尽职推荐服务，包括

但不限于指定符合规定且具备胜任能力的保荐代表人、全面协调组织本次非公开发

行的发行申请工作、依法对发行募集文件进行核查、向中国证监会出具保荐意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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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知晓乙方推荐工作的计划和进度、保荐代表人实际履行保荐职责的能力

和工作经历。 

（3）指定具备较强协调和管理能力的专人配合乙方保荐工作。 

（4）在持续督导期间内，向乙方提供履行持续督导责任的工作便利，及时向

乙方提供一切所需要的文件资料，并保证所提供文件资料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5）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以下简称“《保荐办法》”）和

其它法律法规以及本协议的规定，甲方作为发行人享有的其它权利和应当承担的其

它义务。 

2、乙方的权利和义务 

（1）指定符合规定且具备胜任能力的保荐代表人，全面组织协调发行上市工

作并与中国证监会进行专业沟通，勤勉尽责地履行尽职推荐义务； 

（2）制定发行上市的总体工作计划和时间安排，组织申报材料的编写和制作；

组织甲方及其他中介机构对中国证监会的意见进行答复，按照中国证监会的要求对

涉及本次证券发行上市的特定事项进行尽职调查或者核查； 

（3）持续督导甲方履行规范运作、信守承诺、信息披露等义务，对甲方不履

行义务的行为发表公开声明或向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报告； 

（4）列席股东大会会议、董事会会议，对甲方重大事项提供建议和咨询、知

悉重大决策的制订过程和实施细则； 

（5）对甲方不符合持续上市条件或法律法规规定的事项和行为提出整改要求

并监督执行； 

（6）了解并知悉甲方生产经营、财务、募集资金运用状况，有权随时查询甲

方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资料；了解并知悉甲方股权结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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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并知悉甲方人事任免、机构变动等内部管理

的重大事项； 

（7）督导甲方有效执行并完善防止大股东和其他关联方违规占用发行人资源

的制度、防止高管人员利用职务之便损害甲方利益的内控制度、保障关联交易公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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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和合规性的制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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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关注甲方募集资金的专户储存、募投资金的使用、投资项目的实施等承诺

事项，持续关注甲方为他人提供担保等事项； 

（8）就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关联交易、担保、委托理财等事项发表独立意见； 

（9）定期或不定期对甲方公司治理和内部控制是否有效、信息披露是否与事

实相符、募集资金使用与载明的用途是否一致；如有变更用途的情况，变更理由是

否充分，程序是否齐备；募集资金的管理是否安全；关联交易、为他人提供担保、

对外投资是否履行了规定的程序等事项进行现场调查； 

（10）根据《保荐办法》和其它法律法规以及本协议的规定，乙方作为保荐机

构享有的其它权利和应当承担的其它义务。 

三、上市推荐意见 

华泰联合证券认为：深圳沃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其股票上市符合《公司

法》、《证券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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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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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新增股份的数量及上市时间 

本次发行新增 14,441,297 股的股份登记手续已于 2020 年 10 月 9 日在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并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出具了证券登记证明。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为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日为 2020 年 10 月 20 日。 

本次发行中，发行对象认购的股票限售期均为 6 个月，可上市流通时间为 2021

年 4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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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中介机构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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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声明 

本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已对本发行情况报告书暨上市公告书进行了核查，确

认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

相应的法律责任。 

 

 

 

 

保荐代表人：                                    

                  薛峰                 吕瑜刚 

 

公司法定代表人：             

江禹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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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律师声明 

本所及签字的律师已阅读本发行情况报告书暨上市公告书，确认本发行情况报

告书暨上市公告书与本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不存在矛盾。本所及签字的律师对发行

人在本发行情况报告书暨上市公告书引用的法律意见书的内容无异议，确认本发行

情况报告书暨上市公告书不致因所引用内容出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经办律师：                                  

牟奎霖              顾明珠   

 

单位负责人：             

               朱小辉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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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师事务所声明 

本所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已阅读本发行情况报告书暨上市公告书，确认发行情况

报告书暨上市公告书与本所出具的报告不存在矛盾。本所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对发行

人在本发行情况报告书暨上市公告书中引用的本所专业报告的内容无异议，确认本

发行情况报告书暨上市公告书不致因所引用内容而出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签字注册会计师：               

         李松清 

 

 

                   

         张丽 

 

 

会计师事务所负责人：              

         张增刚 

 

 

 

 

 

中喜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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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资机构声明 

本所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已阅读本发行情况报告书暨上市公告书，确认发行情况

报告书暨上市公告书与本所出具的报告不存在矛盾。本所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对发行

人在本发行情况报告书暨上市公告书中引用的本所专业报告的内容无异议，确认本

发行情况报告书暨上市公告书不致因所引用内容而出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签字注册会计师：               

         李松清 

 

 

                   

         张丽 

 

 

会计师事务所负责人：              

         张增刚 

 

 

 

 

 

中喜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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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节 备查文件 

一、保荐机构出具的《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深圳市沃特新材料股份

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之证券发行保荐书》、《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

深圳市沃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申请非公开发行股票之证券发行保荐工作报告》和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深圳市沃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申请非公开发

行股票之尽职调查报告》； 

二、发行人律师出具的《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沃特新材料股份有

限公司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的法律意见》和《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关于

深圳市沃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的律师工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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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深圳市沃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暨上

市公告书》之签章页） 

 

 

 

 

 

 

深圳市沃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〇年十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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