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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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募投项目

变更实施主体、实施地点、实施方式及延期事项的

核查意见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发证券”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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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保荐机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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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创板上市公司持续监管办法（试行）》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规则适用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

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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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有关规定，经审慎核查，对万德斯部分募投项目变更实施主体、实施地点、实施

方式及延期事项进行了核查，具体情况及核查意见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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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4.9461 万股，每股发行价格

为 25.20 元，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53,548.64 万元，扣除与发行有关的

费用合计人民币 5,409.63 万元（不含税）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48,139.01

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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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保护投资者权益，公司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

储制度，设立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募集资金到账后存放于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内，

并与保荐机构、募集资金专户开户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基本情况

根据公司在《南京万德斯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

板上市招股说明书》中披露，公司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原计划投资于以下

2 个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万元） 备案文号

1 环保装备集成中心及研发平台建设项目 23,618.37
江宁审批投备

[2019]151 号

2 补充流动资金项目 24,520.64 -

合计 48,139.01 -

三、部分募投项目变更实施主体、实施地点、实施方式及延期情

况

本次拟变更实施主体、实施地点、实施方式及延期的募投项目为环保装备集

成中心及研发平台建设项目，情况具体如下：

1、实施主体、实施地点、实施方式变更情况

事项 变更前 变更后 备注

实施主体
南京万德斯环保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环保装备集成中心”部分

由南京万德斯环保有限公司

实施；“研发平台建设”部

分由南京万德斯环保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实施。

南京万德斯环

保有限公司系

公司全资子公

司

实施地点
南京市江宁区乾德路 57 号

公司自有土地内

“环保装备集成中心”部分

拟在“南京市江宁区天印大

道以东、科宁路以南、德普

达项目以西、多伦科技以北”

获取土地使用权实施；“研

发平台建设”部分拟在“南京

市江宁区知行路以西、宁龙

路以东、美的建发地块以北”

获取土地使用权实施，具体

位置按相关部门出具的用地

红线界定，以最终取得的土

地证地址为准。

-

实施方式

在公司自有土地内，建成面

积为 19,419.60 平方米的环

保装备集成中心及研发平

在江宁区内新获取 49.05 亩

土地使用权，建成面积为

30,041.33 平方米（现有建筑

-



台，实现新增垃圾削减产能

7,500 吨/日、新增高难度废

水产能 60,000 吨/日，项目投

资总额 23,618.37 万元，全部

以募集资金投入。

面积 14,915.83 平方米，新建

建筑面积 15,125.50 平方米）

的环保装备集成中心及研发

平台，实现新增垃圾削减产

能 7,500 吨/日、新增高难度

废水产能 60,000 吨/日，项目

投资总额 23,618.37 万元，全

部以募集资金投入。

2、新增实施主体情况

（1）公司名称：南京万德斯环保有限公司

（2）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3）注册地址：南京市江宁区乾德路 57 号

（4）法定代表人：刘军

（5）注册资本：5,000 万元

（6）成立日期：2020 年 3 月 25 日

（7）公司持股比例：100%

（8）经营范围：一般项目：环保咨询服务；资源再生利用技术研发；非常

规水源利用技术研发；农林废物资源化无害化利用技术研发；环境保护专用设备

制造；专用设备制造（不含许可类专业设备制造）；专用设备修理；智能输配电

及控制设备销售；新型催化材料及助剂销售；环境保护专用设备销售；环境监测

专用仪器仪表销售；物联网服务；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技术服务、技术

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工程管理服务；资源循环利

用服务技术咨询；配电开关控制设备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

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3、项目预算变更情况

（1）变更前

序号 项目 投资额（万元） 占比

1 设备投资 7,139.10 30.23%

2 土建投资 9,615.88 40.71%

3 软件投资 143.00 0.61%

4 研发费用 800.00 3.39%



5 铺底流动资金 5,920.39 25.07%

合计 23,618.37 100.00%

（2）变更后

序号 项目 投资额（万元） 占比

1 设备投资 4,464.10 18.90%

2 土建及配套装修投资 10,913.33 49.73%

3 土地使用权投资 3,032.84 12.29%

4 软件投资 1,123.75 4.76%

5 研发费用 952.10 4.03%

6 铺底流动资金 3,132.26 10.29%

合计 23,618.37 100.00%

因本项目“环保装备集成中心”部分交由公司全资子公司南京万德斯环保有

限公司实施。公司董事会已授权董事长或其授权人士根据本次变更情况和实际需

求具体办理子公司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开立、募集资金专户监管协议签署、根据

募投项目进度由公司向子公司注资或借款等相关事项。

4、延期情况

本项目计划建设期 18 个月，计划分 7 个阶段实施完成，包括：项目考察、

设计阶段；土建施工阶段；厂房装修阶段；设备询价、购买阶段；人员招聘培训

阶段；设备安装及调试、全线试生产阶段；竣工验收、投产阶段。

序号 项目计划
项目建设期（18 个月）

1-3 4-6 7-9 10-12 13-15 16-18

1 项目考察、设计阶段

2 土建施工阶段

3 厂房装修阶段

4 设备询价、购买阶段

5 人员招聘培训阶段

6 设备安装及调试、全线试生产阶段

7 竣工验收、投产

因公司尚未取得项目拟建设用地的土地使用权，预计项目完工日期将推迟至

2023 年 1 月。



四、变更实施主体、实施地点、实施方式及延期的原因

公司自 2020 年 1 月在科创板上市以来，持续发挥核心优势，推动业务发展，

同时加强研发创新，致力于技术迭代升级。2020 年上半年，受新冠疫情爆发影

响，环保装备集成中心及研发平台建设项目实施进度滞后。由于公司原为该项目

规划的自有建设用地规模较小，不能满足现阶段系统集成及研发需求，为了更好

地实施募投项目，公司拟将该募投项目迁至面积更大、配套设施更加健全的新地

址，并扩大环保装备集成中心与研发中心的建设规模。此外，为充分发挥公司现

有资源的整合优势、降低管理和运营成本，公司将本募投项目“环保装备集成中

心”部分由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南京万德斯环保有限公司实施。由于获取新建设用

地土地使用权尚需一定时间，公司拟将该募投项目延期。

变更后的募投项目有利于提高公司运营效率、优化资源配置，适应公司中长

期发展战略与研发投入计划。

五、变更实施主体、实施地点、实施方式及延期的影响

公司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变更实施主体、实施地点、实施方式及延期系对原有

募投项目的优化，未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的用途，也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

利益的情形。

公司严格遵守《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科创板上市公司持

续监管办法(试行)》《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规则适用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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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使用募集资金。本次募投项目变更有利于公

司优化资源配置，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预计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和业务发

展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六、审议程序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分别审议通

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变更实施主体、实施地点、实施方式及延期的议案》，

该议案还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公司独立董事对本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

立意见。



七、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广发证券认为：

万德斯“环保装备集成中心及研发平台建设项目”变更实施主体、实施地点、

实施方式及延期事项已经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亦发表了明确同意

的独立意见，符合相关程序，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科

创板上市公司持续监管办法（试行）》、《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规则适用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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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上述募投项目变更

实施主体、实施地点、实施方式及延期事项符合公司实际情况和项目运作需要，

不会对项目实施造成不利影响，不属于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

利益的情形。

因此，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变更实施主体、实施地点、实施方

式及延期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