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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金通灵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之上市保荐书 

深圳证券交易所： 

作为金通灵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发行人”、“金

通灵”）2019年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保荐机构”、“华西证券”）及其保荐代表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

券法》”）、《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

注册管理办法（试行）》等法律法规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

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诚实守信，勤勉尽责，严格按照依

法制定的业务规则和行业自律规范出具上市保荐书，并保证所出具文件真实、准

确、完整。 

如无特别说明，本上市保荐书中的简称与《金通灵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说明书》中的释义一致。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一）发行人概况 

公司名称 金通灵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地点 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金通灵 

股票代码 300091 

成立日期 1993年4月9日 

企业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注册地址 南通市钟秀中路135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6002518345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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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 123,026.4538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季伟 

联系电话 0513-85198488 

传真号码 0513-85198488 

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 陈树军（董事会秘书） 

所属行业 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之“通用设备制造业”（C34） 

经营范围 

鼓风机、压缩机、小型高效汽轮机、小型燃气轮机及各类配件的制

造、加工、销售及相关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制造、加工另设分支

机构经营）；投资、运营新能源电站；新能源发电领域内的技术转

让、技术开发、技术咨询；自营和代理上述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

务以及本企业所需的机械设备、零配件、原辅材料、技术的进口业

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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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发行人的主营业务 

发行人的主营业务为工业鼓风机、压缩机、小型汽轮机、新能源锅炉等高端

制造设备的研发、生产与销售，以及依托前述设备制造业务形成的系统集成服务。

发行人的主要产品和服务被广泛应用于污水处理、脱硫脱硝、食品发酵、MVR、

MVC、纺织化纤、制药、船舶制造、太阳能光热发电、垃圾发电、生物质发电、

地热发电、余热利用、热电三联供、分布式电源、应急电源、煤气回收、钢铁冶

炼、火力发电、新型干法水泥、石油化工、军工、商业及办公楼宇蓄冰空调系统、

工业工艺冷却系统、食品冷冻保鲜、溶液提纯、矿井降温、工业园区空调系统、

氢能源等领域。 

（三）发行人的核心技术和研发水平 

1、核心技术情况 

发行人是国内领先的大型工业风机、离心压缩机、小型蒸汽轮机等流体机械

产品研发、制造、应用于一体企业，历来高度重视新产品、新技术的投入。 

目前，发行人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型高效蒸汽轮机，采用分缸再热技术，

启动快、效率高，应用于生物质发电、垃圾发电、太阳能光热发电、余热发电、

汽机拖动等领域，并以汽轮机产品为核心，形成发电岛系统集成、发电工程总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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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能力，服务于新能源、可再生能源等节能环保行业。公司整合上海运能后，在

优势产品高效汽轮机基础上，补齐节能环保型锅炉制造以及工程项目总包能力，

从而使公司在余热余压利用、生物质发电等领域的核心技术优势得到进一步增

强。 

发行人的核心技术情况如下： 

序号 核心技术名称 技术简介 对应专利号 具体应用产品 

1 
炉窖烟气 OG

风机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炉窑烟气

OG风机，包括主轴、进气箱、叶

轮、叶轮冲洗装置、机壳、水密封

装置，其特征是：叶轮包括前盘、

中盘、后盘、叶片、耐磨头、叶片

护板和中盘护板，叶轮采用整叶片

形式，叶片与前盘、后盘焊接相连，

叶片的表面贴满了叶片护板，中盘

表面贴满了中盘护板，机壳中的蜗

壳板表面贴满了不锈钢护板；叶轮

配置有叶轮冲洗装置，叶轮冲洗装

置的喷嘴分别以30℃-90℃安装角

度对准叶轮的叶片、前盘、中盘、

后盘；主轴通过水密封装置进行密

封，水密封装置包括进水管、水封

芯、水封腔体和水封罩。本实用新

型的有益效果是：结构紧凑，工作

性能好，耐磨，气密性高，风机使

用寿命及维护周期长。 

ZL2013206

39798.5 

湿法除尘煤气

风机 

2 
干熄焦循环风

机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干熄焦循

环风机，包括进气箱、机壳、氮气

碳环密封、主轴、叶轮、进风口、

滑动轴承和电机，其特征在于，叶

轮包括前盘、中盘、叶片、叶片护

板和中盘护板，叶片与前盘、中盘

通过焊接连接，叶片的工作面贴满

了叶片护板，中盘表面贴满了中盘

护板，机壳中的蜗壳板表面贴满了

蜗壳护板；氮气碳环密封与主轴配

合处加装了不锈钢轴套，并设置了

散热轮；叶轮与进风口配合采用对

接式结构。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

ZL2013206

39797.0 

干熄焦循环风

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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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核心技术名称 技术简介 对应专利号 具体应用产品 

是：本实用新型结构紧凑，工作性

能好，耐磨，气密性高，风机使用

寿命及维护周期长。 

3 

一种风机转子

铰制孔加工装

置及其加工方

法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风机转子铰制

孔加工装置及其加工方法，包括磁

座(1)、机架(2)、导轨(3)、机头(4)

和转臂(5)，所述机架(2)固定安装

在所述磁座(1)上，所述机架(2)一

侧设有沿竖直方向设置的燕尾槽

(6)，所述导轨(3)安装在所述燕尾

槽(6)内，所述转臂(5)通过齿轮齿

条传动带动所述机头(4)在所述燕

尾槽(6)内沿竖直方向运动，所述

机头(4)固定安装在所述导轨(3)上

并可随所述导轨(3)运动，所述机

头(4)上设有变速机构。本发明的

有益效果是：在机头上设置变速装

置，通过齿轮箱变速，可以选择合

理转速，满足在最佳转速范围内进

行铰孔。 

ZL2015104

52795.4 

除尘风机、湿

法除尘煤气风

机、干熄焦循

环风机 

主抽风机、裂

解炉引风机 

4 耐磨风机叶轮 

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耐磨风机

叶轮，包括叶片、前盘、中盘和后

盘，所述叶片与中盘固定连接，所

述中盘的前后两端分别与前盘和

后盘活动连接，所述叶片包括叶片

进气端和叶片迎风面，所述叶片进

气端和叶片迎风面一体成型，所述

叶片进气端外侧设置有叶片进气

端耐磨板，所述叶片进气端耐磨板

与叶片进气端固定连接，所述叶片

迎风面外侧设置有叶片迎风面耐

磨板，所述叶片迎风面耐磨板与叶

片迎风面固定连接。本实用新型通

过对风机叶轮的容易磨损部分进

行堆焊处理和加设耐磨板，使得叶

轮各个部分的磨损率在较长时间

内保持稳定，从而提高了叶轮的使

用寿命。 

ZL2015211

02625.5 

湿法除尘煤气

风机、干熄焦

循环风机、主

抽风机 

5 

滑动轴与轴承

座间的密封装

置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滑动轴与轴承

座间的油封装置，其创新点在于：

包括盘根和侧盖，盘根安装在侧盖

ZL2016100

37921.4 

除尘风机、湿

法除尘煤气风

机、干熄焦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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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核心技术名称 技术简介 对应专利号 具体应用产品 

内，安装有盘根的侧盖整体安装在

滑动轴承座一侧轴伸处或两侧轴

伸处均安装；侧盖上加工有若干组

油封凹槽，相邻两个油封凹槽与油

封凹槽之间还设置有斜齿，滑动轴

上还加工有一凸台结构；滑动轴轴

颈与轴承座之间还设置有轴瓦，所

述轴瓦与轴盘配合处设置有一组

第二凹槽，每个第二凹槽最下端加

工有第二回油孔。本发明滑动轴与

轴承座间专用油封装置，结构简

单，通过四道密封，实现回油快速，

油密封性好，加工制作安装简便，

真正保证滑动轴于滑动轴承座在

运行过程中零漏油，有效提高了润

滑油使用效率，提升了润滑效果。 

环风机、主抽

风机 

6 
离心风机轴承

座密封装置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离心风机轴承

座密封装置，轴承套装在主轴上，

轴承座在轴承的外围，在轴承座的

一边安装有密封套Ⅰ，在轴承座的

另一边安装有密封套Ⅱ。在密封套

Ⅰ和轴承之间具有挡圈Ⅰ，在密封

套Ⅱ和轴承之间具有挡油环和挡

圈Ⅱ。挡圈Ⅰ的轴向剖面为工字形

结构；挡圈Ⅱ的轴向剖面为侧躺的

双T形结构，由竖档和横档焊接而

成，横档与轴承座螺接在一起；竖

档位于挡油环的环套外围，高于挡

油环的环边。本发明的轴承座密封

装置，结构紧凑，加工简单，装配

方便，能够有效杜绝现场工作时轴

承座润滑油的泄漏现象，尤其适用

于多级离心鼓风机轴承座的密封

使用。 

ZL2012103

14910.8 

二氧化硫鼓风

机、流化风机 

7 

整体式三元流

叶轮粗加工方

法 

提供了一种整体式三元流叶轮粗

加工方法。采用球形铣刀将每两片

叶片之间的流道内材料铣削除去，

铣削由叶片轮盖侧开始，逐步向叶

片轮毂侧推进，球形铣刀的规格由

大到小逐步变换。某一层采用该流

道空间允许使用的最大规格球形

ZL2011100

53225.X 

JED系列单级

高速离心鼓风

机、JEV系列

离心式蒸汽压

缩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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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核心技术名称 技术简介 对应专利号 具体应用产品 

铣刀进行铣削加工，设定某一层铣

刀的球头半径Ra，铣削后叶片旁

边留下圆弧倒角A；某一层铣削中

留下的圆弧倒角采用在叶片全长

方向上粗开的方式铣削圆弧倒角

的多余量。重复上述过程，最终得

到预先设计的圆弧倒角r。可以将

相关数据和工艺经过编程处理，由

数控铣床或者数控加工中心进行

铣削加工。本发明的清角方式效率

高，缩短加工时间5％-20％，尤其

适用于大型不锈钢、合金钢、钛合

金材质的整体式三元流叶轮粗加

工。 

8 
空气压缩机的

轴封装置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空气压缩机的

轴封装置，转轴上连接有碳环式气

封装置和甩油环油封装置，所述的

甩油环油封装置，含有两道轴肩式

甩油环、一回油通道、一油封壳；

回油通道在两道甩油环之间，两道

甩油环处的轴径均大于回油通道

的轴径；油封壳上含有一涡流空腔

和一回油孔，油封壳的涡流空腔包

围一道甩油环，回油孔在油封壳的

下部，回油孔与涡流空腔连通。碳

环式气封装置和甩油环油封装置

之间的机壳上设有连通大气的通

气孔。所述的涡流空腔的入口两侧

成倒钩型，对称分布，利于收集甩

油环上泄漏的油。本发明解决了常

规气封泄漏量大，常规油封轴向距

离大，常规气封和油封组合易发生

油气混合污染介质的问题，尤其适

合高速齿轮式离心空气压缩机配

套使用。 

ZL2011100

53237.2 

JE系列高效离

心 空气压 缩

机、JEV系列

离心式蒸汽压

缩机 

9 
双进气高速离

心鼓风机 

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双进气高

速离心鼓风机，由电机、联轴器、

齿轮箱、密封圈、三元流叶轮、进

气口、集流器、导流环、出气口、

机壳等构成。机壳为沿主轴轴线所

在水平面的上下剖分结构，三元流

ZL2013203

10713.9 

JED系列单级

高速离心鼓风

机、JEV系列

离心式蒸汽压

缩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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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核心技术名称 技术简介 对应专利号 具体应用产品 

叶轮为双进气三元流叶轮，进气口

为双侧进气口，集流器和导流环均

具有两套；集流器与叶轮配合间隙

在0.5-3mm之间，优选0.8~1.2mm。

该三元流叶轮可为锻铝或不锈钢

材质整体加工而成，三元流叶片之

间可以另有流线形状相似的分流

叶片。本实用新型的风机可以双向

进风，进气量大，叶片整体强度高，

压缩效率高，主轴轴向力小，出风

量大，出风量可以达到4000m
3
/min

以上。 

10 
叶轮与主轴的

连接结构 

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高速风机

叶轮与主轴的连接结构，轮毂的轴

孔与主轴采用过盈配合，轮毂的轴

孔横截面和主轴的横截面为相似

的非正圆形状。其连接方式具有下

述工艺过程：叶轮的轮毂部分经过

加热处理，加热温度达到80-160

摄氏度，使得轴孔内径增大；主轴

上待安装的工位经过冷却处理，冷

却温度达到零下80-零下160摄氏

度，使得主轴的待安装的工位冷却

收缩；将叶轮的轮毂套装到主轴上

待安装的工位；待温度恢复常温

后，叶轮和主轴紧密地配合连接到

一起。本实用新型的连接形式既能

保证转轴和叶轮的连接牢固，又保

证安装程序方便、规范，适合大功

率、高出风量的风机配套使用。 

ZL2013203

10712.4 

JE系列高效离

心 空气压 缩

机、JEV系列

离心式蒸汽压

缩机 

11 

一种用于低温

升离心蒸汽压

缩机的挤压油

膜阻尼器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用于低温升离

心蒸气压缩机的挤压油膜阻尼器，

包括主轴、弹性支撑装置、轴承座、

O型圈、减震轴套、弹性挡圈和圆

柱滚子轴承；圆柱滚子轴承套设在

主轴的前端部，且圆柱滚子轴承嵌

入设在减震轴套内，在圆柱滚子轴

承的外圈右端设有弹性挡圈，在减

震轴套的外壁上套接设有轴承座，

且轴承座与减震轴套之间设有间

隙，在减震轴套的外壁上设有注油

ZL2019101

80433.2 

JEV-L系列低

温升离心式蒸

汽压缩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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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核心技术名称 技术简介 对应专利号 具体应用产品 

槽和两个凹槽，且凹槽设于注油槽

两侧，在凹槽内套接设有O型圈；

在轴承座的外壁上设有弹性支撑

装置。本发明通过在中空区域内形

成挤压油膜，就有了阻尼效应；从

而使得临界转速的影响可以被忽

略的，这就允许主轴在全转速范围

内运行，且不会造成任何影响。 

12 
一种零泄漏入

口导叶装置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零泄漏入口导

叶装置，包括筒体与传动轴，还包

括有外部壳体，所述壳体设置于筒

体外部，所述壳体分为上壳体与下

壳体，所述上壳体与下壳体外部均

焊接有中分面法兰，所述上壳体与

下壳体通过中分面法兰固定连接，

所述传动轴穿过上壳体，所述上壳

体上部于传动轴周围设置有柔性

石墨环安装座，所述柔性石墨环安

装座设置有柔性石墨环，所述柔性

石墨环上设置有盖板。本发明的优

点在于结构简单、安装方便，适用

于各种工艺段介质的压缩机，对于

较大的压力下也能达到零泄漏。 

ZL2019103

58254.3 

JED系列单级

高速离心鼓风

机 

13 

双轴双速太阳

能发电用汽轮

机 

机组气缸由高转速的高压缸和低

转速的低压缸组成，高压缸和低压

缸并排布置，高压缸可以采用高转

速提高效率。本发明特点是体型

小、重量轻、效率高、能快速启停、

适应能力强等，主要适用于中低温

度、流量不稳定环境下的蒸汽发电

领域，如太阳能发电。 

ZL2015204

52005.8 

1-3MW 分 轴

凝气机组系列 

14 

一种降低纵树

型轮毂型线处

应力的结构 

主要解决纵树型轮毂各个齿之间

应力分布不均的问题。 

ZL2014104

70370.1 

18MW以上机

组中广泛应用 

15 

一种降低汽轮

机主轴轴承处

工作温度的结

构 

主要解决经过再热后从一端进汽，

一端出汽的蒸汽轮机靠近喷嘴处

由于热传递使得主轴轴承处温度

过高，轴承无法运行的问题。 

ZL2013106

41006.2 

20-50MW 分

缸再热机组 

16 
汽轮机发电机

组 

本专利提出了把再热技术引入装

机容量小于50MW的发电机组的

实现方法。 

ZL2017218

87846.7 

20-50MW 分

缸再热机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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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快启动汽轮机

组 

通过机组结构改变设计出了更易

于启动的小型汽轮机组，本技术研

发主要针对解决太阳能发电快速

启动问题，也可扩展应用于小型火

电、余热发电。 

ZL2012205

96440.4 

1-3MW 分 轴

凝气机组系列 

18 

一种快装式高

速同轴中间再

热轴向排汽型

汽轮机 

本专利是一种快装式高速同轴中

间再热轴向排汽型汽轮机组，它的

研发填补国内空白，机组效率和装

机建设成本明显优于传统机组 

ZL2018204

94003.9 

6-18MW 同轴

再热系列 

19 

一种提供多品

质蒸汽的汽轮

发电机组装置 

本专利技术是采用多台小功率汽

轮机模块图组合形成一套发电机

组，可灵活组合，用于低参数余小

规模热回收 

ZL2018207

78934.1 

1-3MW 分 轴

凝 气机组 系

列、1MW以下

高效背压机系

列 

20 

汽轮机用双输

入高速齿轮变

速箱 

本发明是将变速箱同时作为小型

汽轮机本体的支撑件，结构紧凑便

于安装 

ZL2012100

64005.1 

1-3MW 分 轴

凝 气机组 系

列、1MW以下

高效背压机系

列 

21 

一种径流轴流

混流式汽轮机

用叶轮 

本专利是一种径流轴流混流式汽

轮机产品使用的用叶轮，是小型混

流汽轮机的核心技术 

ZL2014102

95728.1 

1-3MW 分 轴

凝气机组系列 

22 

轮机隔板或机

械部件的可调

式定位组件 

一种适用于多种机械连接定位的

通用型的可调定位件。本发明使得

轮机隔板上半部在伴随汽缸上半

部翻转时不掉落、不错位；提高装

配精度，降低劳动强度，适用于压

缩机、汽轮机、燃气轮机的装配中

隔板与气缸的位置调整和定位。 

ZL2013101

07280.1 

全系列产品广

泛应用 

23 

低氮高效型高

温高压循环流

化床 

通过将一次燃烧风量降低到锅炉

燃烧总风量50%以下，并优化一次

燃烧风分布床的设置，采用最新型

的逆流套筒型布风器，使一次燃烧

风均匀进入炉膛，消除局部富氧，

强化燃煤入炉后燃烧初期阶段的

还原性氛围，抑制氮氧化物的产

生； 

ZL2017204

46063.9 

ZL2017213

47321.4 

ZL2018209

21469.2 

ZL2019202

13371.6 

 

循环流化床锅

炉 

 

24 

低氮高效型高

温超高压高炉

煤气锅炉 

开发新型燃烧器，采用分级缺氧燃

烧，炉膛上部增设助燃风，在保证

减少热力型NOX的生成，保证了

ZL2019203

19699.6 

ZL2019203

燃气锅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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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气的充分燃烧。并且改善炉膛燃

烧效果，提高煤气燃烬率，降低

NOx对大气的污染。 

19625.2 

25 
高低温余热的

利用 

高温余热利用受热面均采用模块

化设计安装快捷、空预器采用板式

换热器耐磨损；低温受热面采用

321防腐蚀材料使用寿命延长。 

ZL2018209

93748.X 

ZL2018209

88956.0 

ZL2018209

85071.5 

 

余热锅炉 

26 
节能环保燃气

锅炉技术 

（1）采用全膜式壁炉膛结构，燃

烧过量空气系数严格控制在1.15

以内，减少炉膛的含氧量，抑制氮

氧化物的产生。 

（2）采用FGR烟气再循环技术，

降低燃气燃烧时的火焰中心温度，

从而抑制氮氧化物的产生。 

（4）采用模块化的节能器、冷凝

器结构，烟气排放温度控制在80°

以内。 

（5）氮氧化物的原始排放可以控

制在30mg/Nm3以下，燃烧产生的

烟气无需经过处理，已经满足大气

污染物排放标准的要求。系统的整

体效率不低于96%。 

ZL2019203

19696.2 

ZL2019203

19697.7 

ZL2019204

24614.0 

燃油燃气锅炉 

27 

防止生物质料

仓爆燃的安全

系统 

通过挡板切断烟气反串，防止烟气

进入料仓，解决了料仓的爆燃问

题。 

ZL2019200

86311.2 

大名县草根新

能源热电有限

公 司生物 质

2*12MW热电

联产项目 

28 

燃气锅炉尾部

烟气余热回收

再利用装置 

提高进入空预器送风温度，增加炉

膛内燃料完全燃烧的充分性，降低

排烟温度，减少锅炉排烟热损失，

提高锅炉热效率。 

ZL2019200

91680.0 

山西高义钢铁

有限公司煤气

发电综合工程 

29 

生物质锅炉分

段式送风助燃

系统 

可使燃烬段空气温度提高50℃以

上，有效提高锅炉运行热效率。 

ZL2019200

09599.3 

河 北 槐 阳

1*30MW高温

超高压中间再

热生物质发电

工程 

30 
多孔式省煤器

旁路烟气混合

自省煤器上部引旁路高温烟气至

SCR进口烟道，达到催化剂的适宜

ZL2019200

04411.6 

内江市星明能

源有限公司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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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 反应温度，满足脱硝效率。 电机组能效提

升项目 

2、研发水平 

公司是高新技术企业，专注于高端流体机械产品的研发、制造以及系统集成

应用，建有企业研究院，与西安交大流体机械及压缩机国家工程研究中心、西安

热工院等国内外科研机构建立了长期战略合作关系，与西安交通大学联合建立了

江苏省流体机械及压缩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与东南大学共建了“江苏省企业研

究生工作站”，通过自主培养及筑巢引凤，公司打造了一支年龄结构合理、素质

高、专业化的研发队伍，长期致力于科技创新，通过持续研发创新和市场拓展，

形成了完整的自主知识产权体系，产品研发与技术创新能力在同行业居领先地

位。 

（四）发行人主要财务数据及指标 

1、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9月30日 2019年12月31日 2018年12月31日 2017年12月31日 

流动资产 439,476.50 402,854.94 363,969.07 242,434.58 

非流动资产 213,035.05 216,502.22 229,455.87 107,774.07 

资产总计 652,511.54 619,357.16 593,424.93 350,208.65 

流动负债 372,304.14 350,007.30 324,183.17 197,246.75 

非流动负债 15,033.60 9,417.65 18,619.37 9,234.22 

负债合计 387,337.74 359,424.95 342,802.54 206,480.97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权益合计 
264,631.89 258,849.61 248,883.10 143,208.46 

所有者权益合计 265,173.80 259,932.21 250,622.39 143,727.68 

2、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1-9月 2019年度 2018年度 2017年度 

营业收入 133,139.41 188,033.02 194,525.68 146,34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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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20年1-9月 2019年度 2018年度 2017年度 

营业利润 7,495.23 13,022.87 11,196.43 14,254.98 

利润总额 7,486.45 12,288.47 11,094.66 14,212.40 

净利润 6,492.88 11,043.45 9,346.60 11,704.78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的净利润 
7,033.56 11,114.64 9,838.80 12,489.87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5,993.16 8,998.92 9,497.13 12,281.90 

3、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1-9月 2019年度 2018年度 2017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5,275.56 1,065.56 -3,555.33 -27,713.28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591.74 -20,069.51 -4,846.70 -13,812.06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8,745.65 10,361.25 24,165.77 48,332.58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6,186.08 -8,625.83 15,888.02 6,786.01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20,596.21 26,782.29 35,408.12 19,520.10 

4、主要财务指标 

项目 
2020年9月30日 

/2020年1-9月 

2019年12月31日 

/2019年度 

2018年12月31日 

/2018年度 

2017年12月31日 

/2017年度 

流动比率（倍） 1.18 1.15 1.12 1.23 

速动比率（倍） 0.47 0.48 0.53 0.64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54.57 53.85 52.05 56.66 

资产负债率（%、合并） 59.36 58.03 57.77 58.96 

应收账款及应收票据 

周转率（次） 
1.19 1.82 1.98 1.69 

存货（含合同资产）周转

率（次） 
0.44 0.73 1.08 1.4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572 0.0903 0.0884 0.234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572 0.0903 0.0884 0.2341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487 0.0731 0.0853 0.2302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487 0.0731 0.0853 0.230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2.69 4.38 5.28 1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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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20年9月30日 

/2020年1-9月 

2019年12月31日 

/2019年度 

2018年12月31日 

/2018年度 

2017年12月31日 

/2017年度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2.29 3.55 5.10 11.29 

（五）发行人存在的主要风险 

1、行业政策风险 

公司所处的节能环保产业属于国家产业政策支持与鼓励的相关行业。但是，

国家产业政策变化或者相关主管部门政策法规的改变将会影响公司产品和服务

的市场需求，从而对公司业绩造成一定的影响。 

2、生产经营风险 

（1）项目管理与执行风险 

公司在生物质发电、余热余气利用等领域签订了金额较大的协议，相关项目

的成功实施有赖于突出的项目管理与执行能力。如果公司不能对于项目实施有效

的管理，可能导致部分项目面临建设工期延长、经济效益变化等问题。因此，公

司存在一定的项目管理与执行风险。 

（2）营运资金相对紧张的风险 

公司的工程类项目一般采取分期付款的方式，结算周期较长。同时，公司的

部分客户付款审批流程时间较长，从申请付款到最终收到款项的时间跨度较长，

由于结算周期较长，导致公司的应收账款周转速度较慢，若长时间无法及时回收，

将有可能造成公司营运资金相对紧张的风险。 

3、新冠肺炎疫情对公司未来生产经营及业绩的影响 

新型冠状肺炎疫情于2020年1月在全国爆发以来，国家及各地政府均采取了

延迟复工等措施阻止疫情进一步蔓延，对公司的生产经营活动造成了一定短期影

响。目前，随着国内疫情得到有效控制，生产和物流逐步恢复，公司各项生产经

营工作有序开展，从长期来看，新冠肺炎疫情预计不会对公司未来生产经营产生



 

3-3-14 

重大不利影响。 

报告期内公司89%以上收入来源于国内业务，但如果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范

围内未得到及时控制，仍可能因世界经济下行进而影响国内经济，导致公司所面

向的市场、客户需求下滑，从而对公司未来生产活动和经营业绩产生不利影响。 

4、财务风险 

（1）应收账款回收风险 

截至2020年9月30日，公司的应收账款余额为107,077.68万元，应收账款余额

较大。按照流体机械产品行业的惯例，公司产品验收合格后一般用合同金额的

10%货款作为质保金，于项目工程整体安装调试并经检验合格后1-2年内收回；

公司的工程类业务一般采取分期付款的方式，拉长了结算周期。同时，公司的部

分客户付款审批流程时间较长，从申请付款到最终收到款项的时间跨度较长，由

于结算周期较长，导致公司的应收账款周转速度较慢，应收账款余额较大，若公

司客户出现经营不善，不能及时还款，公司发生坏账损失的可能性将增加。同时，

应收账款占总资产比例较高，若长时间无法及时回收，将有可能造成公司流动资

金紧缺。 

（2）合同资产减值风险 

截至2020年9月30日，公司合同资产余额为200,683.47万元，主要为建造合同

形成的已完工未结算资产。若建造合同交易对方出现经营不善或工程项目出现实

施障碍，则上述建造合同的完工及顺利运营将存在不确定性，从而影响该部分资

产在未来为公司带来的经济利益的流入情况，进而可能导致该部分资产存在减值

风险。 

（3）商誉减值风险 

2018年公司收购上海运能的成交价格较其可辨认净资产增值较高，公司确认

了较大金额的商誉。若上海运能在未来经营中不能实现预期收益，则因重组上海

运能所形成的商誉将有可能产生减值，从而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一定程度的影

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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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短期内公司即期回报被摊薄的风险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股本和净资产将有较大幅度的提高，公司的收益增长

幅度可能会低于股本、净资产的增长幅度，从而存在导致短期内即期回报摊薄的

风险。 

6、股票价格波动风险 

公司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本次发行将对公司的经营和财务状

况产生一定影响，并影响到公司股票的价格。此外，国际国内的宏观经济形势、

资本市场走势、各类重大突发事件、投资者心理预期等多种因素也会对公司股票

价格产生影响。投资者在考虑投资公司股票时，应预计到前述各类因素可能带来

的投资风险，并做出审慎判断。 

二、本次发行情况 

（一）本次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发行的股票种类为境内上市的人民币普通股（A股），每股面值为人民

币1.00元。 

（二）发行方式及发行时间 

本次发行的股票采取向特定对象发行的方式，公司新增股票已于2021年1月

29日在中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登记。 

（三）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为南通产控，以现金方式认购本次发行的股份。本次发

行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四）发行数量和发行规模 

本次发行的股票数量为258,899,676股（根据公司2019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调

整后，含本数），公司发行前总股本为1,230,264,538股，本次发行股票数量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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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超过本次发行前公司总股本的30%，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80,000.00万元。根据

发行对象与公司签订的《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及其补充协议，发行对象

认购情况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 认购金额（万元） 认购股数（股） 

1 南通产控 80,000.00 258,899,676 

注：认购数量=认购金额÷发行价格（结果保留至个位数并向下取整），认购金额超过发

行价格与取整后的认购数量之乘积的部分款项，计入公司的资本公积 

（五）定价基准日、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1、定价基准日：本次发行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

决议公告日（即2020年3月9日）。 

2、发行价格：发行价格为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均价的80%，即3.10元/

股（向上取两位小数）。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

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 

若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发股利、送红股、资本公积金

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本次发行底价将作相应调整。调整方式如下： 

派发现金股利：P1=P0-D 

送红股或转增股本：P1=P0/（1+N） 

派发现金同时送红股或转增股本：P1=（P0-D）/（1+N） 

其中，P0为调整前发行价格，D为每股派发现金股利，N为每股送红股或转

增股本数，调整后发行底价为P1。 

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方案为以公司总股本

1,230,264,538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以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0.10元（含税）。定

价基准日后，本次发行前，公司已实施完毕2019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因此，本次

发行证券的价格调整为3.09元/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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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募集资金数量及投向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80,000.00万元，扣除发行费用7,981,023.62

元（不含税）后，募集资金净额为792,018,976.38元，将全部用于偿还银行借款

和补充流动资金。 

（七）限售期 

本次发行的股票自发行结束之日起36个月内不得转让。 

若前述限售期与证券监管机构的最新监管意见或监管要求不相符，将根据相

关证券监管机构的监管意见或监管要求进行相应调整；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因本

次发行取得的公司股份在限售期届满后减持还需遵守《公司法》、《证券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交

易所相关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本次发行结束后，由于公司送红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原因增加的公司

股份，亦应遵守上述限售期安排。 

（八）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安排 

本次发行完成后，发行前的滚存未分配利润将由公司新老股东按持股比例共

享。 

（九）上市地点 

限售期届满后，本次发行的股票将申请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交易。 

（十）本次发行决议有效期 

本次发行决议的有效期为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十二个月。若国家

法律、法规对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有新的规定，公司将按新的规定对本次发行进

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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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次证券发行上市的保荐代表人、协办人及项目组其他成员

情况 

（一）保荐代表人及其执业情况 

华西证券指定保荐代表人刘静芳、张然具体负责金通灵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2019年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项目的尽职推荐工作。 

刘静芳、张然的具体执业情况如下： 

刘静芳女士，金融学硕士，长江商学院FMBA，保荐代表人，现任华西证券

投资银行总部董事副总经理，曾先后任职于华泰证券和安信证券。从事投资银行

工作超过10年，主持或参与的项目有：华策影视、沃施股份、金力泰、苏州固锝、

上海莱士等IPO项目，海正药业、金晶科技非公开发行、长江证券配股等项目。 

张然先生，管理学硕士，保荐代表人，注册会计师，现任华西证券投资银行

总部执行董事。从事投资银行工作7年，主持或参与的项目有：易明医药、振静

股份、甬金股份、安宁股份等IPO项目，和邦生物非公开、中信证券发行股份收

购广州证券、和邦生物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闽福发A资产重组、人居置业公司债

等项目。 

（二）项目协办人及其执业情况 

项目协办人胡古月（已离职）的具体执业情况如下： 

胡古月，经济学硕士，保荐代表人，现任华西证券投资银行总部业务董事，

曾就职于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2015年起从事投资银行业务，主持或参与的

项目有：华宏科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国旅联合非公开发行、国旅联合重大资产

重组、沃施股份持续督导等项目。 

2020年12月，胡古月因工作变动原因从华西证券离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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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项目组其他成员 

项目组其他成员包括：许秋茗。 

四、保荐机构与发行人的关联关系 

（一）保荐机构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未持有或者通过参

与本次发行战略配售持有发行人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的股份。 

（二）发行人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未持有保荐机构及其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的股份。 

（三）保荐机构的保荐代表人及其配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未持有

发行人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重要关联方的股份，未在发行人或其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及重要关联方处任职。 

（四）保荐机构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不存在与发行人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相互提供担保或者融资的情形。 

（五）保荐机构与发行人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 

五、保荐机构承诺事项 

（一）保荐人承诺已按照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

定，对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进行了尽职调查、审慎核查，充分了解

发行人经营状况及其面临的风险和问题，履行了相应的内部审核程序。 

（二）保荐机构自愿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第二十六条所

列相关事项，在上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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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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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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事项。 

（三）保荐人承诺已对本次证券发行上市发表明确的推荐结论，并具备相应

的保荐工作底稿支持。 

六、发行人就本次证券发行上市履行的决策程序 

发行人就本次证券发行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如下： 

2019年12月21日，金通灵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发行

方案及相关议案。 

2020年3月6日，金通灵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本

次发行方案的相关议案。 

2020年6月8日，金通灵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本次发行方

案。 

2020年6月28日，金通灵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根据《创业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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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试行）》等相关规定对本次发行方案进行了相

应的调整，根据金通灵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本次方案调整无需重新

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2020年11月6日和2020年11月23日，金通灵分别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二

次会议和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

股票方案的相关议案，取消了本次发行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设置的自动延期条

款、并明确了认购对象即南通产控本次认购股票数量区间和认购金额的下限。 

依据《公司法》、《证券法》及《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试

行）》、《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发行人《公司章

程》的规定，发行人申请在境内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已履行了完备的内部决策程

序。 

七、保荐机构关于发行人证券上市后持续督导工作的具体安排 

事项 工作安排 

（一）持续督导事项 
在本次发行结束当年的剩余时间及其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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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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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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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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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机构通报将进行的重大关联交

易情况，本保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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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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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在发生须进行信息披露的事件后，审阅信息披露

文件及报送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其他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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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项 工作安排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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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督导发行人执行已制定的《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制度，

保证募集资金的安全性和专用性；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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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提供担保等事项，并发表意

见 

（1）本保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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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保

荐机构根据情况发表书面意见并督导其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

务。 

7、持续关注发行人经营环

境和业务状况、股权变动和

管理状况、市场营销、核心

技术以及财务状况 

与发行人建立经常性信息沟通机制，及时获取发行人的相关信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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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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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列席发行人的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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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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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保荐机构对本次股票上市的推荐结论 

保荐机构经充分尽职调查、审慎核查，认为金通灵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履行

了法律规定的决策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

券法》、《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试行）》等法律、法规及规

范性文件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条件的规定，募集资金投向符合国家产业政策

要求，本项目申请文件已达到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发行人不存在影响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重大法律和政策障碍。

华西证券同意推荐发行人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并承担保荐机构

的相应责任。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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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无正文，为《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金通灵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之上市保荐书》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              

刘静芳     张   然 

 

 

内核负责人：        

孙珊珊 

 

 

保荐业务负责人：        

杨炯洋 

 

 

法定代表人（总裁）：        

杨炯洋 

 

 

 

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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