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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券交易所： 

根据贵所于 2019 年 12 月 4 日出具的上证科审（审核）〔2019〕753 号《关

于金科环境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科创板上市委会

议意见落实函》（以下简称“意见落实函”）的要求，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作为金科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科环境”、

“发行人”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会同发行人及发行人律师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发行人律

师”）和申报会计师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等相关各方，本着勤勉

尽责、诚实守信的原则，就意见落实函所提问题逐项进行认真讨论、核查与落

实，并逐项进行了回复说明，现回复如下，请予审核。 

说明： 

1、如无特殊说明，本回复中使用的简称或名词释义与《金科环境股份有限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说明书（上会稿）》（以下简称“《招

股说明书》”）一致。涉及招股说明书补充披露或修改的内容已在《招股说明书》

中以楷体加粗方式列示。 

2、本回复中若出现总计数尾数与所列数值总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

五入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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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1.请发行人在招股说明书中准确披露发行人的业务实质，是否为 EPC

或水处理行业工程建设，并相应根据实际情况调整销售收入分类表述。请保荐

机构发表明确核查意见。 

1-1 请发行人在招股说明书中准确披露发行人的业务实质，是否为 EPC 或

水处理行业工程建设，并相应根据实际情况调整销售收入分类表述。 

回复： 

公司主营业务是依托公司自主研发的膜通用平台装备技术、膜系统应用技

术、膜系统运营技术等三大核心技术，为客户提供水处理技术解决方案、运营

服务以及污废水资源化产品。 

其中水处理技术解决方案业务的实质是以水处理工程建设或 EPC 的形式提

供服务，服务内容包括方案设计、核心装备制造、系统应用（包括工艺设计及

系统集成）、安装、调试、试运行及系统性能保证等。该业务适用建造合同确认

收入的原则，根据完工百分比法确认合同收入。 

公司根据上述业务表述调整了销售收入分类表述，调整后公司销售收入分

类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 1-6 月 2018 年 2017 年 2016 年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水处

理技

术解

决方

案 

水深度

处理 
9,570.64 61.41% 26,995.39 67.13% 17,557.18 66.79% 6,680.68 40.08% 

污废水

资源化 
3,160.40 20.28% 10,170.59 25.29% 6,157.91 23.43% 7,834.61 47.01% 

小计 12,731.03 81.68% 37,165.98 92.42% 23,715.09 90.22% 14,515.29 87.09% 

运营服务 1,904.00  12.22% 290.55 0.72% 774.30 2.95% 316.53 1.90% 

污废水资源化

产品 

生产和销售 

939.61  6.03% 2,741.02 6.82% 1,775.89 6.76% 1,835.51 11.01% 

主营业务收入 15,574.65  99.93% 40,197.55 99.96% 26,265.28 99.92% 16,667.33 100.00% 

其他业务收入 11.11 0.07% 17.09 0.04% 21.43 0.08% - - 

合计 15,585.75  100.00% 40,214.64 100.00% 26,286.71 100.00% 16,667.33 100.00% 

水处理技术解决方案业务是公司报告期内的主要收入来源。 

公司专注于水深度处理及污废水资源化领域，上述水处理技术解决方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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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深度处理、污废水资源化两个子类的划分标准为： 

水深度处理类,指饮用水深度处理项目（如自来水提标改造，甚至可直接饮

用）、市政污水及工业废水的深度处理项目（升级改造、达标排放，无明确再生

回用目的）。 

污废水资源化类,指项目具有明确的再生回用功能和目的，如市政污水再生

回用项目、工业废水再生回用项目、浓缩液资源化项目等。 

公司已在招股说明书中准确披露了公司的业务实质，包括水处理技术解决

方案业务的实质内容，并调整了销售收入分类表述等。 

1-2请保荐机构发表明确核查意见。 

回复： 

一、核查程序 

就上述问题，保荐机构履行了以下核查程序： 

1、核查发行人销售合同、采购合同、项目竣工验收报告等资料； 

2、访谈公司管理层、业务技术人员等，了解公司业务具体情况； 

3、走访发行人典型项目现场； 

4、查阅同行业公司的公开披露信息，对比分析发行人的业务实质。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发行人已对原“装备及技术解决方案”业务的表

述调整为“水处理技术解决方案”业务，并相应调整了销售收入分类表述，上

述新表述符合发行人的业务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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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2.请发行人在招股说明书中补充披露 2019 年预计经营性现金流及在手

订单情况，并作相应风险提示。请保荐机构发表明确核查意见。 

2-1 请发行人在招股说明书中补充披露 2019 年预计经营性现金流及在手订

单情况，并作相应风险提示。 

回复： 

发行人已在招股说明书 “重大事项提示”中补充披露了 2019 年预计经营

性现金流及在手订单情况，并作相应风险提示，具体如下： 

    

“五、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后主要财务信息及经营状况 

截至 2019 年 9 月 30 日，公司总资产为 53,001.30 万元，较上年末降低

6.49%，主要受公司负债规模减少所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为 29,400.01

万元，较上年末增长 12.76%，同公司经营规模及净利润增长相匹配。 

2019 年 1-9 月，公司营业收入和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为

22,152.83 万元和 3,332.02 万元，较上年同期变动较小，公司经营比较平稳，业

绩变化稳定。 

2019 年 1-9 月，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7,851.42 万元，经营

活动现金流为负，主要是由于公司收款往往集中于年末，且本期受个别项目的

影响，三季度末收款相对较少，预计四季度将会恢复正常；2019 年 1-9 月，公

司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213.22 万元，主要是由于公司建设厂房、购

置机器设备等固定资产投资所致；2019 年 1-9 月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为 237.63 万元，主要是由于公司本期因为业务发展需要新增短期借款所致。公

司 2019 年 1-9 月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负数，如未来公司经营活动现

金流量净额为负的情况不能得到有效改善，公司营运资金周转将会存在一定的

风险。此外，报告期内各年度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均为正，但各季度之间现

金流不均匀，通常存在前三季度为负数，第四季度为正的季节性波动风险。 

2019 年 1-9 月，公司税前非经常性损益合计为-0.86 万元，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3,332.14 万元，非经常性损益对净利润的影

响很低。 



 

8-1-6 

公司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至本招股说明书签署日，公司主要经营状况正常，

经营业绩稳定。公司经营模式、主要原材料的采购规模及采购价格、主要产品

的生产规模、销售规模及销售价格、主要客户及供应商的构成、税收政策以及

其他可能影响投资者判断的重大事项方面均未发生重大变化。 

公司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后的经营情况与经营业绩较为稳定，总体运营情

况良好，不存在重大异常变动情况。 

截至 2019 年 9 月 30 日，公司水处理技术解决方案的在手订单金额（不含

税）为 41,480.04 万元，2019 年 10 月 1 日至本招股说明书签署日新增订单金

额（不含税）约为 17,863.82 万元。运营服务和污废水资源化产品生产与销售

业务的长期在手订单金额（不含税）约为 14,276.62 万元/年。具体详见本招

股说明书“第八节 财务会计信息与管理层分析”之“十二、持续经营能力分析”

之“6、发行人在手订单情况”。 

 

六、2019年度全年业绩的预计情况 

公司预计 2019 年度可实现营业收入约为 48,613 万元至 55,483 万元，较上

年同期相比增长 20.88%至 37.97%；预计 2019 年度可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

利润约为 7,045 万元至 8,040 万元，较上年同期相比增长 5.20%至 20.06%；预计

2019 年度可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约为 7,039 万元

至 8,034 万元，较上年同期相比增长 7.35%至 22.51%。预计 2019 年度经营活动

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5,108 万元至 6,593 万元，与 2019 年预计净利润的比

值约为 70%至 80%，稍低于 2018 年的 94%，处于合理水平，公司经营总体比

较平稳。 

前述 2019 年度业绩情况系公司财务部门初步预计数据，不构成公司的盈利

预测或业绩承诺。” 

公司在招股说明书“第八节 财务会计信息与管理层分析”之“十四、财务

报告审计截止日后主要财务信息及经营状况”和“十五、2019 年度全年业绩的

预计情况”中也按上述内容做了相应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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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请保荐机构发表明确核查意见。 

回复： 

一、核查程序 

就上述问题，保荐机构履行了以下核查程序： 

1、核查发行人现金流预测、在手订单的计算底稿文件； 

2、询问公司管理层、财务人员等，了解现金流预测及在手订单的有关情况； 

3、结合宏观经济形式、客户结构、过往经营现金流情况、申报会计师出具

的审阅报告等，分析 2019 年现金流预测的合理性； 

4、核查新签约的业务合同、新中标的中标通知书等文件，统计发行人在手

订单情况等。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发行人补充披露的 2019 年预计经营性现金流及在

手订单情况是合理的，发行人已做了相应风险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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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3.请发行人在招股说明书“募投项目相关风险”中补充披露募投项目

的实施是否会导致发行人经营模式、资产结构发生重大变化，以及可能带来的

风险。请保荐机构发表明确核查意见。 

3-1 请发行人在招股说明书“募投项目相关风险”中补充披露募投项目的实施

是否会导致发行人经营模式、资产结构发生重大变化，以及可能带来的风险。 

回复： 

发行人已在招股说明书“募投项目实施风险”中补充披露如下： 

“公司本次募投项目中，南堡污水零排放及资源化项目（总投资 4.50 亿元）

将利用唐山南堡经济开发区污水厂出水，提取生产再生水、无机盐等产品。发

行人将通过销售资源化产品获取收益，该业务属于发行人三类业务之一的“污

废水资源化产品生产与销售”业务。 

报告期内发行人污废水资源化产品生产与销售业务的污废水资源化产品主

要为再生水，南堡污水零排放及资源化项目实施之后，除了生产再生水之外，

发行人还能生产硫酸钠等无机盐产品，从而进一步丰富了发行人污废水资源化

业务的产品线，不会对发行人的经营模式产生重大变化。      

截至报告期末，发行人总资产为 52,009.18 万元，其中流动资产

45,574.67 万元，占比 87.63%，非流动资产 6,434.52 万元，占比为 12.37%。

募投项目中除了补充流动资金之外，其他项目大部分为资本化的项目，因此，

募投项目实施之后，发行人流动资产比重将会下降，非流动资产比重将会提升，

资产结构将会发生较大变化，每年折旧摊销等费用将会明显增加。 

公司的浓缩液资源化技术是在目前国内广泛采用零排放技术的基础上，改

进并实现分盐和盐资源化利用的技术，是零排放技术的延伸。公司零排放技术

已经在募投项目当地进行了中试并实现了小规模生产，公司已对该项目进行了

论证，但仍可能因政策环境、市场环境、技术、管理等因素导致项目未能达到

预期实施效果，进而该募集资金项目产生的较大额折旧、摊销等费用将会导致

公司利润下滑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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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请保荐机构发表明确核查意见。 

回复： 

一、核查程序 

1、查看募投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并与发行人业务和技术人员进行访谈，

了解募投项目的具体情况； 

2、对比发行人现有业务模式，分析募投项目对发行人业务模式的影响； 

3、对比发行人现有资产结构，估算募投项目实施之后对发行人资产结构的

影响； 

4、分析募投项目给发行人带来的潜在风险。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募投项目延续了发行人现有业务的经营模式，不

会导致经营模式发生重大变化，募投项目的实施将对发行人的资产结构产生较

大影响，若募投项目未能达到预期实施效果，较大额的折旧摊销等费用将会导

致公司利润下滑风险。发行人已经披露了相应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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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金科环境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金科环境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上市委会议意见落实函的回复》之盖章页） 

 

 

 

 

 

金科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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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金科环境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上市委会议意见落实函的回复》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李寿春                 岳  东 

 

 

保荐机构总经理：                   

熊剑涛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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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机构总经理的声明 

本人已认真阅读《关于金科环境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

板上市的上市委会议意见落实函的回复》的全部内容，了解报告涉及问题的核

查过程、本公司的内核和风险控制流程，确认本公司按照勤勉尽责原则履行核

查程序，上市委会议意见落实函的回复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上述文件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及时性承担相应法律责

任。 

 

 

保荐机构总经理：                   

熊剑涛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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