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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邦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大千生态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核查意见

德邦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邦证券”“保荐机构”）作为大千生

态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千生态”“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项

目的持续督导保荐机构，根据《公司法》《证券法》《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

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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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修订）》和《上海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0年 12月修订）》等有关规定，对大千生态变更

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行了审慎核查，具体情况及核查意见如下：

一、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概述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账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大千生态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

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9〕1570号）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

过 22,620,000 股新股，每股发行价格为 13.46元，募集资金总额 304,465,200.00

元，扣除发行费用 5,273,205.66 元（不含增值税）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299,191,994.34元。上述募集资金已于 2020年 5月 27日全部到位，且已经天衡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出具天衡验字（2020）00042号《验资

报告》。上述款项已存放于公司募集资金专户中。

（二）募集资金实际投入情况

1、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截至 2021 年 8 月 31 日，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投资额为 8,975.70

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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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 拟投入募集资金
已投入

金额
实施主体

泰和县马市生态文化旅

游特色小镇 PPP项目
100,000.00 20,943.44 0.00 江西千和旅游发展

有限公司

补充流动资金 18,000.00 8,975.76 8,975.70 大千生态

合计 118,000.00 29,919.20 8,975.70 -

截至 2021年 8月 31日，因实施主体江西千和旅游发展有限公司资金较为充

足，募集资金未投入到泰和县马市生态文化旅游特色小镇 PPP项目，未使用的

募集资金金额为 21,276.60万元（含利息），存储于公司在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南京分行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北京西路支行开立的募集资

金专户中。

2、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公司不存在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

3、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情况

公司于 2020年 8月 18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二

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同意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和使用、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

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20,000万元（含 20,0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满足保本要求的投资产品（包括但不限于协定性存款、

结构性存款、定期存款、大额存单、银行保本理财产品、收益凭证等），且该等

投资产品不得用于质押，不得用于以证券投资为目的的投资行为。使用期限自董

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个月内。在上述额度和期限内循环滚动使用。

2021年 8月 25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七

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

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和使用、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使用

不超过人民币 21,200万元（含 21,2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购

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满足保本要求的投资产品（包括协定性存款、结构性存

款、定期存款、大额存单、银行保本理财产品、收益凭证等），且该等投资产品

不得用于质押，不用于以证券投资为目的的投资行为。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

过之日起 12个月内。在上述额度和期限内循环滚动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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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如下：

金额：万元

委托方名称 产品名称 产品类型 金额 期限 年化收益 状态 实际收益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南京分行
人民币协定存款 保本存款类 9,523.98

一年（有效

期内可随

时支取）

协定存款基

准利率上浮

10%

未到

期
125.88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南京

北京西路支行

人民币协定存款 保本存款类 10,423.98

一年（有效

期内可随

时支取）

协定存款基

准利率上浮

42%

已到

期
95.83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南京

北京西路支行

人民币协定存款 保本存款类 423.98

一年（有效

期内可随

时支取）

存款基准利

率上浮 42%

未到

期
5.82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南京

北京西路支行

公司稳利固定持

有期 JG9014期

（90天网点专属）

保本浮动收

益型
10,000.00 90天 1.5%-3.45%

已赎

回
86.25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南京

北京西路支行

人民币协定存款 保本存款类 10,000.00

一年（有效

期内可随

时支取）

存款基准利

率上浮 42%

未到

期
0.00

合计 - - - - - 313.78

综上，公司尚未投入募投项目的募集资金存放于公司开立的募集资金专户，

未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在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的前提

下，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募集资金存储安全，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

资金投向和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三）拟变更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公司本次拟变更后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额 拟投入募集资金 建设地点

1
宣城市高速公路东、北出入

口区域景观提升项目 EPC
及养护管理项目

6,266.42 5,850.00 宣城市区

2
徐州沛县湖西田园综合体工

程——韩楼村特色田园综合

体工程项目

10,397.19 7,410.00 徐州市沛县湖

西农场韩楼村

3 义乌国贸大道两侧景观工程

项目
3,373.81 3,000.00 义乌市国贸大

道

4 新沂马陵山花厅部落配套及 5,682.90 4,683.44 新沂市马陵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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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额 拟投入募集资金 建设地点

景观提升工程总承包（EPC）
项目

景区

合计 25,720.32 20,943.44 -

上述项目变更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具体原因

（一）原项目计划投资和实际投资情况

1、原项目基本情况

公司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泰和县马市生态文化旅游特色小镇 PPP项目（以

下简称“泰和项目”），总投资 10亿元，建设地点位于江西省吉安市泰和县马

市镇境内的蜀口洲和马家洲集中营所在区域，项目分三期建设。第一期投资约

3.6亿元，建设期从 2018年 3月至 2020年 6月，建设内容包括马家洲红色旅游

区、蜀口生态大道、古村-南庄花园、一方院子等子项目。第二期投资额约 2.4

亿元，建设期从 2020年 7月至 2021年底，以创建国家 4A级景区为目标，建设

内容包括蜀口洲入口服务区的游客中心、生态停车场、古村改造、空中悬廊漂流、

生态文化体育公园等。第一期、第二期建设内容将于 2021年底全部完成并投入

使用和运营。第三期投资约 4亿元，原计划的建设内容包括田园餐厅、生态酒店、

蜀口茶博园等旅游服务类设施。

2、项目建设及实施主体

项目总投资约 100,000万元，采用 PPP模式，建设期 2年，公司与政府指定

出资方共同出资成立项目公司江西千和旅游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千和旅游”）

作为项目的实施主体。

3、立项批复情况

2017年 6月 6日，泰和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出具《关于泰和县马市生态旅

游特色小镇建设项目的立项批复》（泰发改字[2017]133号），同意实施泰和县

马市生态文化旅游特色小镇建设项目。

4、实施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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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千生态通过股东借款方式将募集资金投入到千和旅游，由千和旅游支付建

安工程费、配套工程费等支出。

5、项目筹资及实际投资情况

（1）项目筹资情况

① 注册资本。千和旅游注册资本 30,000万元，在 2020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

完成前，千和旅游股东泰和县旅游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和大千生态已分别完成各自

的全部出资 10,200万元和 19,800万元，合计 30,000万元。

② 银行借款。2020年 6 月 23日，千和旅游取得中国建设银行泰和支行的

授信批复，金额为 2.8亿元，银行借款的年利率为 4.65%。千和旅游分别于 2020

年 8月 28日借款 1.2亿元，2021年 5月 14日借款 0.8亿元，2021年 6月 25日

借款 0.8亿元，合计发生借款 2.8亿元。

（2）项目投资情况

在 2020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前，千和旅游主要使用注册资本 3亿元支付相应

款项，待取得中国建设银行泰和支行的 2.8亿元授信后，分三次提款支付相应款

项。因中国建设银行泰和支行给予千和旅游利率相对优惠，千和旅游优先在该授

信额度下借款用于对外支付。截至 2021年 8月 31日，千和旅游发生的账面成本

为 49,880.72万元，千和旅游的注册资本及银行借款合计 5.8亿元尚未使用完毕。

故，截至 2021年 8月 31日，千和旅游主要使用注册资本 3亿元支付项目一

期建设相应款项，取得中国建设银行泰和支行的 2.8亿元贷款后，项目一、二期

建设所需资金基本得到保证。目前，千和旅游资金较为充足，考虑到资金成本及

使用效率，大千生态暂未实际使用募集资金投入该项目。

（二）变更的具体原因

1、疫情对文旅业务产生影响

原募投项目系文化旅游项目，项目的收入主要来源于政府可行性缺口补助和

项目运营收入两部分，其中运营收入系项目的核心收入之一。随着新冠肺炎疫情

的发生，国内旅游业受到较大冲击，受出行限制和疫情防控的影响，泰和项目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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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泰和县游客接待量下降。根据《2020年泰和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

报》，2020年泰和县全年游客总接待量 424.38万人次，同比下降 14.96%；旅游

总收入 46.68亿元，同比下降 14.95%；住宿业营业额 0.61亿元，同比下降 7.3%；

餐饮业营业额 7.56亿元，同比下降 3.9%。

泰和项目自第一、二期陆续建成并投入使用和运营以来，已多次受到疫情影

响，2020年暑期、2021年春节、2021年暑期，均因疫情影响导致游客数量大幅

减少，大批已经预订酒店和餐饮的团队纷纷取消预订。一方院子民宿 2021年 1-7

月的客房入住率仅 24.12%，运营收入的实际规模和提升速度均明显低于预期。

2、公司适时调整战略规避投资风险

泰和项目第一、二期投资完成后，将形成红色马家洲、生态蜀口洲、活力中

洲岛三个片区，基本具备酒店、餐饮、高空漂流、汽摩运动、文旅产品销售等运

营能力。原计划的第三期投资主要是为了提升项目的餐饮和住宿的接待能力，建

设内容包含生态酒店、田园餐厅等，其工程、土地、财务费用等合计约 3亿元，

占到第三期计划投资的 75%。但由于受新冠疫情的影响，公司有必要对未来 3

到 5年的发展战略进行调整，压缩文旅业务的投资规模，放慢文旅业务的发展速

度。

同时，在泰和项目第一、二期投资建设完成后，项目的基础设施、运营能力

和服务品质均得到明显改善，已基本达成项目预期目标。因此，对于泰和项目的

第三期投资计划，公司必须以对投资者高度负责任的态度，对投资实施的时间、

内容重新进行审慎评估，以规避贸然投入可能面临的巨大风险。

三、变更后的新项目情况

（一）宣城市高速公路东、北出入口区域景观提升项目 EPC 及养护管

理项目

1、项目基本情况

建设单位名称 宣城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

项目地点 宣城市区

合同金额 8,411.3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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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内容

宣城市高速公路东、北出入口景观提升改造项目施工图设计、工程建设、

养护管理等。项目建设面积约 30.6公顷，含景观、绿化、改造提升，新

建景观节点灯光亮化、生态护坡处理等环境提升工程以及后续养护管

理。

项目工期 365日历天

项目实际工期 目前项目正在施工中，预计实际工期与原定工期基本一致。

项目目前进度 截至 2021年 7月 31日，项目的完工百分比为 15.42%。

项目投入情况
该项目预计总投资金额 6,266.42万元，截至 2021年 8月 31日，已投入

408.58万元。

经济效益估算

该项目为 EPC工程项目，主要建设周期为 2021-2022年，建设周期短，

资金回笼快，预期收益良好，将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项目

的建设不影响公司业务的独立性，对公司的持续稳定发展具有积极的作

用。

项目特点

该项目为 EPC项目，建设周期短，资金回笼较快，预期收益良好，建设

单位为地方政府部门，资金实力与信誉有保障，公司作为总承包方，只

负责项目的设计与施工，风险可控。

实施主体 大千生态

2、项目投资情况

宣城市高速公路东、北出入口区域景观提升项目 EPC及养护管理项目总投

资金额 6,266.42万元，具体投资金额如下：

序号 工程名称 投资金额（万元） 投资比例

1 景观工程 1,989.86 31.75%
2 绿化工程 3,289.32 52.49%
3 土方工程 5,43.48 8.67%
4 安装工程 143.76 2.29%
5 预备费 300.00 4.79%

合计 6,266.42 100.00%

3、项目实施的必要性

宣城市高速公路东、北出入口区域景观提升项目 EPC及养护管理项目为城

市更新相关领域的项目，在国家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下，

宣城市政府重视城市生态建设和生态环境改善，并结合当地的产业需求和地域特

点，对高速公路东、北出入口区域的景观进行提升，本项目的实施顺应了国家政

策的发展需要，国家相关政策的鼓励与支持，有助于项目的建设与实施。

4、项目实施的可行性



8

公司具备设计施工一体化的优势，作为项目的总承包商，能统筹协调调动项

目各方开展项目建设。公司对项目进行了项目勘察，结合当地政府对于城市建设

的需求做了规划设计，符合当地的产业需求和生态发展需要，同时结合项目特点

进行了施工方案编排、供应商洽谈、团队组建并开始建设。

项目的顺利实施将进一步落实国家实施的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国家战略，

公司通过实施该项目，也将为公司积累丰富的经验，打造口碑，促进业务实现进

一步发展。

（二）徐州沛县湖西田园综合体工程——韩楼村特色田园综合体工程

项目

1、项目基本情况

建设单位名称 江苏省湖西农场

项目地点 徐州市沛县湖西农场四分场韩楼村

合同金额 13,166.00万元

项目内容

徐州沛县湖西田园综合体工程--韩楼特色田园综合体工程的设计、施工

及其缺陷修复，主要工程内容包括规划范围内基础设施、景观配套、建

设改造等。

项目工期 500日历天

项目实际工期 目前项目正在施工中，预计实际工期与原定工期基本一致。

项目目前进度 截至 2021年 7月 31日，项目的完工百分比为 52.75%。

项目投入情况
该项目预计总投资金额 10,397.19 万元，截至 2021 年 8 月 31 日，该项

目已投入 2,987.00万元。

经济效益估算

该项目为 EPC工程项目，主要建设周期为 2020-2022年，建设周期短，

资金回笼快，预期收益良好，将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项目

的建设不影响公司业务的独立性，对公司的持续稳定发展具有积极的作

用。

项目特点

该项目为 EPC项目，建设周期短，资金回笼较快，预期收益良好，建设

单位为国有企业，资金实力与信誉有保障，公司作为总承包方，只负责

项目的设计与施工，完成施工即可移交，项目风险可控。

实施主体 大千生态

2、项目投资情况

徐州沛县湖西田园综合体工程——韩楼村特色田园综合体工程项目总投资

金额 10,397.19万元，具体投资金额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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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工程名称 投资金额（万元） 投资比例

1 园林工程 3,379.05 32.50%
2 建筑装修工程 6,096.47 58.64%
3 道路工程 471.67 4.54%
4 预备费 450.00 4.33%

合计 10,397.19 100.00%

3、项目实施的必要性

随着国民经济从高速发展转为高质量发展，各级政府的发展思路也从原来单

纯的环境改善、土地增值，转变为以生态建设为核心，以产城融合、城市运营为

主旨的城市更新，以及以三生融合、三产互动为内涵的乡村振兴。乡村田园综合

体建设需要将生态环境改善与乡村产业发展相结合，通过三产融合带动乡村经济

发展。徐州沛县湖西田园综合体工程——韩楼村特色田园综合体工程项目作为乡

村振兴项目，结合了韩楼村的地域特点和产业状况，因地制宜提升乡村面貌和乡

村产业，符合促进当地乡村建设的需要。

4、项目实施的可行性

公司具备丰富的田园综合体项目建设经验，在公司中标后，结合韩楼村的生

态发展需要、产业需要、地域情况进行了综合分析，作出规划设计方案，并根据

规划方案制定施工组织方案，项目的实施将促成乡村产业的进一步发展，打造生

态宜居的美丽乡村。

（三）义乌国贸大道两侧景观工程项目

1、项目基本情况

建设单位名称 义乌市城市投资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项目地点 义乌市国贸大道

合同金额 4,860万元

项目内容

国贸大道两侧景观工程二期项目以 EPC总承包方式建设，从方案设计、

初步设计（含概算）、施工图设计开始至工程竣工并投入使用及保修责

任期的技术服务与缺陷修复、保修期的保修、维护、养护工作。主要工

作包括项目方案设计、初步设计（含概算）、施工图设计及专项设计、

工程所有材料设备的采购和保管、工程设计范围内的所有工程施工、设

备安装和调试、竣工验收、保修责任期的技术服务与缺陷修复、保修期

的保修、维护、养护工作及负责管理协调各分包单位、供应商的配合工

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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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工期 360日历天

项目实际工期 目前项目正在施工中，预计实际工期与原定工期基本一致。

项目目前进度 截至 2021年 7月 31日，项目的完工百分比为 11.03%。

项目投入情况
该项目预计总投资金额 3,373.81万元，截至 2021年 8月 31日，该项目

已投入 307.95万元。

经济效益估算

该项目为 EPC工程项目，主要建设周期为 2021-2022年，建设周期短，

资金回笼快，将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项目的建设不影响公

司业务的独立性，对公司的持续稳定发展具有积极的作用。

项目特点

该项目为 EPC项目，建设周期短，资金回笼较快，预期收益良好，建设

单位为国有企业，回款有保障，公司作为总承包方，只负责项目的设计

与施工，完成施工即可移交，无运营与考核压力，项目风险可控。

实施主体 大千生态

2、项目投资情况

义乌国贸大道两侧景观工程项目总投资金额 3,373.81万元，具体投资金额如

下：

序号 工程名称 投资金额（万元） 投资比例

1 景观工程 943.03 27.95%
2 绿化工程 1,940.09 57.50%
3 土方工程 145.00 4.30%
4 安装工程 195.69 5.80%
5 预备费 150.00 4.45%

合计 3,373.81 100.00%

3、项目实施的必要性

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人民呼唤更加高品质的生活，

改善城市人居环境是提升人民生活品质的需要。义乌国贸大道两侧景观工程项目

作为城市更新工程，有助于提高义乌市国贸大道相关区域的城市绿化率，保护生

态环境，提高城市公共服务配套能力，提升城市形象，推动城市现代化建设，实

现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符合城市化建设发展的需要，也是体现城市现代化水平

的标志。

4、项目实施的可行性

公司具备风景园林工程设计专项甲级资质、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二级资

质、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二级资质等专业资质。经过多年的发展与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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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在项目的设计规划、组织协调和施工管理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可以满足

项目建设的各项要求。

（四）新沂马陵山花厅部落配套及景观提升工程总承包（EPC）项目

1、项目基本情况

建设单位名称 新沂马陵山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项目地点 新沂市马陵山景区

合同金额 7,577.20万元

项目内容

花厅部落商业街、食堂、宿舍等配套用房、景观绿化提升及五花山庄范

围内的配套、景观绿化提升等，包含项目建设、设计（包括方案设计、

初步设计、施工图设计、施工阶段的设计配合服务等）、物资采购、施

工建设全过程及工程保修期内的缺陷修复和保修工作，直至工程竣工验

收、整体移交。

项目工期 360日历天

项目实际工期 项目已开始施工，预计实际工期与原定工期基本一致。

项目目前进度 截至 2021年 7月 31日，项目的完工百分比为 1.12%。

项目投入情况
该项目预计总投资金额 5,682.90万元，截至 2021年 8月 31日，尚未产

生投入金额。

经济效益估算

该项目为 EPC工程项目，主要建设周期为 2021-2022年，建设周期短，

资金回笼快，将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项目的建设不影响公

司业务的独立性，对公司的持续稳定发展具有积极的作用。

项目特点

该项目为 EPC项目，建设周期短，资金回笼较快，预期收益良好，建设

单位为国有企业，回款有保障，公司作为总承包方，只负责项目的设计

与施工，完成施工即可移交，无运营与考核压力，项目风险可控。

实施主体 大千生态

2、项目投资情况

新沂马陵山花厅部落配套及景观提升工程总承包（EPC）项目 5,682.90万元，

具体投资金额如下：

序号 工程名称 投资金额（万元） 投资比例

1 建筑装修工程 3,995.30 70.30%
2 景观工程 653.60 11.50%
3 绿化工程 425.80 7.49%
4 安装工程 358.20 6.30%
5 预备费 250.00 4.40%

合计 5,682.9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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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项目实施的必要性

新沂马陵山花厅部落配套及景观提升工程总承包（EPC）项目是城市更新领

域的项目，着力对新沂市马陵山的基础设施进行配套与提升，基础设施是人民群

众工作、生活的基本保障，是城市建设的载体，人民群众对改善人居环境的诉求

不断提升，项目的实施符合改善人居环境的需要。

4、项目实施的可行性

公司在徐州地区一直以来都有良好的口碑，公司具有成熟的业务体系与品牌

效应，同时具备良好的资源优势以及精干的项目团队，在项目的设计规划、组织

协调和施工管理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公司已完成前期的项目勘察，结合建设

单位的要求做了项目规划，并已着手进行相关节点设计，同时结合项目特点拟订

了施工方案，已具备施工条件。项目的顺利实施将进一步提升公司的市场占有率

和品牌影响力。

综上，上述项目合计预计总投资金额 25,720.32万元，截至 2021 年 7月 31

日，累计已投入 3,703.53万元，拟使用募集资金 20,943.44万元，不足部分由公

司自有资金解决，拟变更的募投项目不存在需要置换前期投入的情形。

四、新项目的市场前景和风险提示

（一）市场前景

十八大以来，国家将生态文明建设摆在更加重要的战略位置，多次提出加快

生态文明保护和建设，建设美丽中国和生态中国。十四五明确规划提出“生态文

明建设实现新进步、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到 2035年要实现“生态环境根本

好转，美丽中国建设目标基本实现”的远景目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把碳达

峰、碳中和纳入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实现 2030年前碳达峰，2060年前碳中

和的目标”。在碳中和与生态建设叠加作用下，生态园林行业有望迎来快速发展。

因此，本次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用于生态建设、园林绿化施工和田园综合体项

目具有良好的市场前景。

（二）风险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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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变更的项目均为 EPC项目，施工周期为 1-2 年，施工周期短，回款相

对更快，根据目前公司施工状况，预计募集资金投入后实际工期与原定工期基本

一致，但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如遇政策、市场、环境等不可预计的或不可抗力等

因素的影响，以及公司在实施过程中可能存在的管理问题，可能会导致项目推迟

或工期延期、履行不及预期、合同无法如期或全面履行等风险。针对上述不利影

响，公司将合理规划项目施工内容，积极协调解决施工难题，提高工程施工及管

理效率，降低可能存在的工期延期的风险，同时组建优秀技术人员参与项目的设

计及施工，并建立规范作业标准，优化管理体系，减小和规避相关风险。

本次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事项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第四届

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存在股东大会审议不通过

的风险。

五、决策程序

本次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事项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第

四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

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变更的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1、大千生态非公开发行股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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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监会公告[2012]44

号）、《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等法规和文

件的规定。公司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和专项使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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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大千生态本次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事项已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

相关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和监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并

将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保荐机构对

公司本次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事项无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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