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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合并现金流量表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1-6月 2019年度 2018年度 2017年度

一、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

销售商品、 提供劳务收到的

现金

30, 053.06 70, 915.81 77, 575.87 34, 257.70

收到的税费返还 - 94.10 - -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

现金

3, 594.61 5, 000.91 5, 572.18 1, 789.48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33, 647.66 76, 010.83 83, 148.05 36, 047.17

购买商品、 接受劳务支付的

现金

21, 805.49 31, 096.88 51, 037.29 24, 746.50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

的现金

5, 200.09 10, 068.90 8, 245.00 3, 629.78

支付的各项税费 3, 447.43 7, 691.67 4, 820.53 3, 430.00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

现金

4, 591.96 12, 980.51 11, 353.14 6, 572.98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35, 044.97 61, 837.96 75, 455.95 38, 379.2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1, 397.31 14, 172.87 7, 692.10 -2, 332.08

二、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30, 500.00 8.70 500.00 16, 820.00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92.59 - 5.05 20.86

处置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和

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

额

- - - -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

收到的现金净额

- - - -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

现金

- 552.07 112.50 112.50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30, 592.59 560.77 617.55 16, 953.36

购建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和

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1, 745.90 9, 077.25 6, 426.10 548.24

投资支付的现金 30, 500.00 - 500.00 15, 870.00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

支付的现金净额

- 727.30 1, 279.27 1, 485.00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

现金

- 831.35 - 202.00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32, 245.90 10, 635.90 8, 205.37 18, 105.24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1, 653.31 -10, 075.13 -7, 587.81 -1, 151.88

三、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 - 25, 120.00 474.00

其中： 子公司吸收少数股东

投资收到的现金

- - - -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 14, 450.00 17, 459.00 7, 900.00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

现金

145.00 249.00 2, 001.05 934.78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45.00 14, 699.00 44, 580.05 9, 308.78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9, 080.00 8, 199.00 14, 360.00 3, 000.00

分配股利、 利润或偿付利息

支付的现金

426.74 776.91 731.48 207.66

其中： 子公司支付给少数股

东的股利、利润

- - -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

现金

235.00 657.35 1, 812.93 1, 309.78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9, 741.74 9, 633.26 16, 904.41 4, 517.44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9, 596.74 5, 065.74 27, 675.64 4, 791.34

四、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

等价物的影响

26.49 27.16 -18.82 -

五、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

加额

-12, 620.87 9, 190.64 27, 761.11 1, 307.38

加： 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余额

38, 394.49 29, 203.85 1, 442.74 135.36

六、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余额

25, 773.62 38, 394.49 29, 203.85 1, 442.74

（二）非经常性损益

公司报告期内非经常性损益的具体内容、金额和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金额及非经

常性损益对当期净利润的影响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1-6月 2019年度 2018年度 2017年度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 - - -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的税收

返还、减免

- - - -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与企业

业务密切相关， 按照国家统一标准

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772.67 680.66 457.19 1.03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

的资金占用费

- - - -

企业取得子公司、 联营企业及合营

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取得投资时应

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

价值产生的收益

- - - -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 - - -

委托投资损益 - - 5.05 20.43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

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净损益

- - - 1, 566.28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

套期保值业务外， 持有以公允价值

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

资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

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

价值变动损益， 以及处置以公允价

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

融资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和可供出

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92.59 - - -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

和支出

-327.21 112.24 -6.95 -1.50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

项目

353.18 - - -2, 464.53

小计 891.23 792.90 455.29 -878.28

减：所得税影响数（所得税费用减少

以“-” 表示）

118.33 163.90 69.76 112.41

非经常性损益净额 772.90 629.00 385.54 -990.70

其中：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非经常

性损益

772.90 629.00 385.54 -1, 006.36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非经常性损益 - - - 15.66

报告期内， 公司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为3,286.95万

元、10,698.37万元、10,708.46万元、4,215.21万元。

（三）主要财务指标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财务指标如下表：

主要财务指标

2020年1-6月

/2020年6月30日

2019年度

/2019年12月31日

2018年度

/2018.12.31

2017年度

/2017.12.31

流动比率（倍） 1.98 1.59 1.61 1.06

速动比率（倍） 1.65 1.32 1.20 0.71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47.88% 61.15% 57.33% 72.95%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 1.58 2.02 2.65 2.77

存货周转率（次） 3.37 2.99 3.41 2.67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万元） 6, 816.46 15, 347.28 14, 183.34 3, 699.20

利息保障倍数（倍） 14.15 14.84 16.50 17.13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元） -0.15 1.53 0.83 -0.74

每股净现金流量（元） -1.36 0.99 2.99 0.41

无形资产（扣除土地使用权后）

占净资产的比例（%）

0.13 0.10 0.16 0.32

注：2020年1-6月应收账款周转率和存货周转率已进行年化处理。

上述财务指标的计算公式如下：

流动比率＝流动资产/流动负债

速动比率＝速动资产/流动负债

资产负债率＝总负债/总资产

应收账款周转率＝营业收入/应收账款平均余额

存货周转率＝营业成本/存货平均余额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利润总额＋利息支出＋本期计提的折旧费用＋本期无形资产

摊销

利息保障倍数＝（利润总额＋利息支出）/（利息支出＋资本化利息）

每股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元/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期末总股本

每股净现金流量（元/股）＝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减少）额/期末总股本

无形资产（扣除土地使用权后）占净资产的比例＝无形资产（扣除土地使用权后）/期

末净资产

（四）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1、财务状况分析

报告期各期末， 公司资产总额分别为54,529.33万元、109,862.70万元、135,962.50万元和

113,769.81万元。 从资产结构来看，公司流动资产占资产总额的比例分别为85.02%、89.60%、

86.96%、84.96%，流动资产比重较高。 公司流动资产主要由货币资金、应收票据、应收账款和

存货构成，具有较强的流动性，报告期各期末，四项资产合计总额占流动资产的比重分别为

96.36%、96.03%、94.46%、94.11%。

报告期各期末， 公司负债总额分别为43,918.75万元、63,043.39万元、77,826.78万元和

50,645.98万元。 公司流动负债占负债总额的比重分别为100.00%、96.97%、95.49%和96.58%，

公司流动负债主要包括短期借款、应付票据、应付账款、预收款项、应付职工薪酬、应交税费

和其他应付款。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短期借款、应付票据、应付账款和预收款项四项合计占

流动负债比例分别为85.50%、89.65%、92.86%和84.62%。

2、盈利能力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业务发展情况良好，营业收入分别为51,695.45万元、87,153.11万元、

88,570.94万元和37,782.56万元，净利润分别为2,296.25万元、11,083.91万元、11,337.46万元和

4,988.11万元。报告期内，受益于泛半导体行业客户产能的持续扩张，公司收入及净利润持续

增长。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突出，超过99.50%的营业收入来源于主营业务收入。 公司业务

发展情况良好，受益于泛半导体行业快速发展，主营业务保持了稳定增长的态势。

从产品结构来看，报告期内，废气治理系统实现营业收入的金额分别为35,193.72万元、

58,110.98万元,62,225.33万元和26,540.20万元， 占公司同期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68.25%、66.86%，70.36%和70.36%；废气治理设备实现营业收入的金额分别为16,371.95万元、

24,507.17万元，19,883.47万元和10,618.45万元， 占公司同期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31.75%、28.20%，22.48%和28.15%。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毛利率分别为25.26%、29.22%、30.65%和28.82%。 报告期内废气

治理系统实现毛利7,620.94万元、15,818.77万元、19,693.75万元和6,882.33万元； 废气治理设

备毛利分别为5,403.01万元、8,606.48万元、6,439.53万元和3,831.96万元。

3、现金流量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2,332.08万元、7,692.10万元、

14,172.87万元和-1,397.31万元。 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量的波动主要是由公司的行

业特性、业务特点及业务规模持续扩大决定的，具体情况为：1）业务规模上升导致公司经营

性应收应付金额均大幅上升，但受上下游结算周期差异的影响，公司经营性应收应付差额

存在一定波动，进而对经营性资金占用产生影响；2）公司各期末存货余额受项目进度影响

存在波动，与净利润变动趋势存在差异。

（五）股利分配政策

1、股利分配的一般政策

公司的股利分配严格执行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

回报。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公司的利润分配政策如下：

公司分配当年税后利润时，应当提取利润的10%列入公司法定公积金。 公司法定公积金

累计额为公司注册资本的50%以上的，可以不再提取。

公司的法定公积金不足以弥补以前年度亏损的， 在依照前款规定提取法定公积金之

前，应当先用当年利润弥补亏损。

公司从税后利润中提取法定公积金后，经股东大会决议，还可以从税后利润中提取任

意公积金。

公司弥补亏损和提取公积金后所余税后利润，按照股东持有的股份比例分配，但《公司

章程》规定不按持股比例分配的除外。

股东大会违反前款规定， 在公司弥补亏损和提取法定公积金之前向股东分配利润的，

股东必须将违反规定分配的利润退还公司。

公司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不参与分配利润。

公司的公积金用于弥补公司的亏损、扩大公司生产经营或者转为增加公司资本。 但是，

资本公积金将不用于弥补公司的亏损。

法定公积金转为资本时，所留存的该项公积金将不少于转增前公司注册资本的25%。

公司股东大会对利润分配方案作出决议后， 公司董事会须在股东大会召开后2个月内

完成股利（或股份）的派发事项。

公司的利润分配应当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每年按当年实现的可分配利润的

一定比例，向股东分配现金股利。

2、报告期内股利分配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尚未进行股利分配。

（六）发行人控股子公司或纳入发行人合并会计报表的其他企业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签署日，发行人共有3家子公司及1家子公司的分公司；除此之外，发

行人不存在其他控股公司、参股公司或分公司。 各子公司、分公司具体情况如下：

1、盛剑通风

（1）基本情况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1147805705727

公司名称 上海盛剑通风管道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上海市嘉定区澄浏中路1789号

主要生产经营地 上海市

法定代表人 汪哲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 1, 050.00万元

实收资本 1, 050.00万元

经营范围

通风管道及配件、机械设备配件制造、加工、销售，通风管道设计安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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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立日期 2005年9月16日

（2）股权结构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签署日，盛剑通风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注册资本（万元） 出资比例（%）

盛剑环境 1, 050.00 100.00

合计 1, 050.00 100.00

（3）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6月30日/2020年1-6月 2019年12月31日/2019年度

总资产 17, 280.63 24, 085.40

净资产 13, 577.42 12, 341.14

净利润 1, 236.28 1, 981.52

（以上财务数据经中汇审定）

2、盛剑通风广汉分公司

盛剑通风广汉分公司由盛剑通风设立，其基本情况如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0681MA658PDU2P

分公司名称 上海盛剑通风管道有限公司广汉分公司

注册地址 四川省德阳市广汉市小汉镇团结村一社工业园

主要生产经营地 四川省德阳市广汉市

负责人 汪鑫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分公司

经营范围

通风管道及配件、机械设备配件制造、加工、销售，通风管道设计安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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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立日期 2017年5月18日

3、江苏盛剑

（1）基本情况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583MA1MGBX9XK

公司名称 江苏盛剑环境设备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昆山市巴城镇石牌德昌路318号

主要生产经营地 昆山市

法定代表人 张伟明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 8, 500.00万元

实收资本 8, 500.00万元

经营范围

废气及固废处理设备、节能环保设备、电气自控设备、机电设备及配件（以上除特种设备）、机械设备及

配件、风机、通风管道及配件的加工制造、销售、安装、技术设计、技术开发、技术转让及技术服务；输配

电及控制设备制造；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前述经营项目中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前置许可经

营、限制经营、禁止经营的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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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立日期 2016年3月17日

（2）股权结构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签署日，江苏盛剑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注册资本（万元） 出资比例（%）

盛剑环境 8, 500.00 100.00

合计 8, 500.00 100.00

（3）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6月30日/2020年1-6月 2019年12月31日/2019年度

总资产 31, 912.78 36, 072.36

净资产 11, 283.77 10, 277.16

净利润 1, 006.62 1, 884.21

（以上财务数据经中汇审定）

4、北京盛科达

（1）基本情况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302MA018F731Q

公司名称 北京盛科达技术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工人体育场北路甲6号11层1106室

主要生产经营地 北京市

法定代表人 张伟明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 5, 000.00万元

实收资本 5, 000.00万元

经营范围

技术推广服务；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环境污染治理设施运营；销售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

品）、机械设备；工程和技术研究；工程设计。（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工程设

计以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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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成立日期 2017年10月31日

（2）股权结构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签署日，北京盛科达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注册资本（万元） 出资比例（%）

盛剑环境 5, 000.00 100.00

合计 5, 000.00 100.00

（3）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6月30日/2020年1-6月 2019年12月31日/2019年度

总资产 6, 183.58 7, 191.61

净资产 4, 559.56 4, 678.05

净利润 -118.48 -9.30

（以上财务数据经中汇审定）

第四节 募集资金运用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具体安排和计划

公司本次拟向社会公开发行3,098.7004万股人民币普通股，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实际募集

资金将投资于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

号

项目

名称

投资总额 募集资金投入 项目备案批文 项目环评情况

1

环保装备智能

制造项目

22, 566.14 12, 528.265883 昆发改备[2019]817号

昆环建[2019]1374号；

201932058300004454

2

新技术研发建

设项目

21, 400.73 11, 881.253752

上海代码：

31011459814645X20191D3101001；

国家代码：

2019-310114-35-03-000275

沪114环保许管[2019]4号

3

上海 总部 运

营中 心 建 设

项目

6, 827.27 3, 790.362633

4 补充流动资金 50, 000.00 27, 758.991754 - -

总计 100, 794.14 55, 958.874022

上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前，公司将根据项目投资的实际需要，自筹资金用于先期投入，

并在募集资金到位后予以置换。

如实际募集资金净额少于上述项目预计募集资金投入总额的，不足部分由发行人自筹

资金解决。

在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董事会可以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其具体资金使用计划等具

体安排进行适当调整。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发展前景分析

公司系为中国泛半导体产业提供工艺废气治理系统解决方案的国内具有较强综合实

力的企业。 公司深耕泛半导体工艺废气治理领域多年，持续服务业内领军企业，积累了领先

的设计能力、专业的管理团队及丰富的实战经验，奠定了公司在国内泛半导体工艺废气治

理领域的领先地位。 公司主营业务快速发展，存在进一步扩充产能、增强研发的现实需求。

本次募集资金数额和投资项目与公司现有生产经营规模相适应。

截至2020年6月30日，公司总资产113,769.81万元、净资产63,123.83万元，营业收入

37,782.56万元，净利润4,988.11万元。 本次募集资金数额和投资项目与公司现有财务状况相

适应。

公司持续进行产品研发和技术创新，掌握了工艺废气治理核心技术，具备了提供废气

治理系统解决方案的能力；同时逐步实现了剥离液处理设备、沸石浓缩转轮、焚化炉等中央

治理系统关键设备的自主制造和L/S等单体治理设备的国产化研制。 本次募集资金数额和

投资项目与公司现有技术水平相适应。

公司管理团队长期专注于泛半导体工艺废气治理， 关注技术发展及客户需求变化，能

够基于公司业务发展情况、行业发展趋势和市场需求制定符合公司实际的发展战略并高效

执行，为公司发展提供持续驱动力。 本次募集资金数额和投资项目与公司现有管理能力相

适应。

综上，董事会认为，本次募集资金数额和投资项目与公司现有生产经营规模、财务状

况、技术水平和管理能力等相适应。

第五节 风险因素和其他重要事项

一、风险因素

（一）市场风险

1、下游行业投资波动风险

在国家政策和产业转移的驱动下，泛半导体行业持续保持高额投入。 全球泛半导体产

业景气周期与宏观经济、下游终端应用需求以及自身产能库存等因素密切相关。 报告期内，

公司聚焦于泛半导体工艺废气治理领域。 如果未来泛半导体行业市场需求因宏观经济或行

业环境等原因出现大幅下滑，导致泛半导体行业投资规模大幅下降，同时公司未能有效拓

展其他下游领域，将可能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2、行业竞争加剧的风险

环境保护专用设备制造业是一个应用广泛的基础性配套产业，包含很多细分市场。 公

司深耕泛半导体工艺废气治理行业多年，积累了大量工艺废气治理相关的设计经验、专利

技术和实施案例，为业内领军企业持续提供工艺废气治理产品，奠定了在国内泛半导体工

艺废气治理领域的领先优势。 就该领域而言，目前A股尚无同行业上市公司。

随着环保要求的日趋严格，以及泛半导体产业向中国大陆加速转移，泛半导体工艺废

气治理领域正吸引越来越多的企业进入。 如果竞争对手开发出更具有竞争力的产品、提供

更好的价格或服务，而公司不能保持持续的竞争优势，则公司的行业地位、市场份额、经营

业绩等均会受到不利影响。

3、市场开拓的风险

经过多年积累，公司已在国内泛半导体工艺废气治理领域取得了一定的领先优势。 此

外，基于已掌握的专利技术和行业经验，同时凭借在国内泛半导体行业积累的优质客户资

源和服务口碑，公司逐步进入泛半导体湿电子化学品供应与回收再生系统服务领域，并将

下游客户拓展至垃圾焚烧发电、VOCs治理等行业，以开拓经营领域并分散经营风险。

相较于泛半导体行业，公司在垃圾焚烧发电等其他行业的市场占有率较低、行业影响

力较弱，存在市场开拓不及预期从而影响未来收入增长的风险。

为应对上述领域国内外竞争对手的激烈竞争，公司需要投入更多的资金、技术、人力等

资源以扩大该领域的市场占有率。 如果未来公司的产品、服务等不能很好的适应并引导客

户需求，公司将会面临市场开拓风险。

（二）经营风险

1、客户集中的风险

泛半导体行业集中度较高，以光电显示行业为例，前十名厂商占据了行业的绝大部分

产能。 此外，泛半导体行业具有集团化经营管理的特点，公司对同一集团控制下的客户集中

度较高， 报告期内， 公司对前五大客户销售收入占比分别为92.98%、82.10%、81.82� %和

78.88%。 公司下游行业特性导致公司项目呈现数量少、单笔合同金额大、客户相对集中的特

点，重要客户的持续订单和单笔大额合同的顺利实施都会对公司现有及未来营业收入起到

保障和促进作用。 如果未来主要客户的生产经营发生重大不利变化，将会对公司经营业绩

构成不利影响。

2、采购及销售价格波动风险

公司产品废气治理系统的主要成本构成包括设备及材料和安装劳务，其中设备及材料

主要包括风机、VOC设备、洗涤塔等各类设备；废气治理设备的成本构成包括直接材料、直

接人工和制造费用，其中直接材料占比较高。 设备、钢材、氟涂料等原材料采购价格的波动

直接影响单位成本。 如果未来原材料价格发生较大波动，而公司不能采取有效措施及时将

价格压力传导至客户，将可能导致公司产品成本出现波动，从而对公司经营业绩构成不利

影响。

3、业务模式风险

报告期内，公司业务模式中存在采购外购设备、外协加工服务和安装劳务的情形。 对于

废气治理系统中的核心设备，公司逐步提高自产比例对外购设备进行替代。 公司采购的外

协加工服务操作难度低，市场供应充分，各工序均有多家外协加工商备选，不存在依赖。 公

司系统类项目的安装部分主要内容为系统中风管、钢构以及设备的安装等低附加值、劳动

密集型环节，对外采购有利于公司聚焦核心竞争力，也符合行业惯例。

未来如果公司的设备供应商、外协加工商、劳务供应商的产品或服务的价格、供货或提

供服务的及时性等方面发生较大不利变化，且公司未能及时向可替代供应商采购相应产品

或服务，则可能对公司的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4、产品质量的风险

泛半导体工艺废气成分复杂，需要与生产工艺同步进行收集、治理和排放，公司产品是

客户生产工艺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其安全稳定性直接关系到客户的产能利用率、产品良

率、员工职业健康及生态环境。 公司客户所处行业产线投入和产出巨大，工艺废气治理系统

及设备虽然投资占比相对较小，但一旦出现故障可能会导致客户停产，甚至造成重大经济

损失。

公司根据客户要求进行定制化设计，在生产过程建立了严格的质量控制标准，通过对

设计开发、物资采购、来料检验、过程检验、出货检验等各环节的质量控制，有效保证产品质

量。 如果未来公司未能有效控制产品质量，产品品质无法满足客户需求，将会对公司的品牌

声誉和经营业绩构成不利影响。

5、安全生产的风险

公司在废气治理系统及设备的加工制造、系统集成及运维管理过程中，存在一定的安

全生产风险。 公司严格执行与安全生产有关的法律法规及内部制度，报告期内未发生重大

安全事故，未因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被行政处罚。 如果未来公司发生重大安全生产事故，可能

引起诉讼、赔偿、甚至处罚或者停产整顿等情况，将会对公司生产经营构成不利影响。

（三）财务风险

1、应收账款余额较大的风险

报告期各期末， 公司应收账款余额分别为25,941.15万元、39,872.74万元、47,999.05万元

和47,504.88万元，应收账款余额较大且逐年上升。

公司主要客户为国内泛半导体行业集团企业，资信实力雄厚，历史回款记录良好。 如果

公司主要客户经营状况和资信状况发生不利变化，可能导致公司面临因应收账款无法足额

回收而发生坏账损失的风险，将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盈利能力构成不利影响。

2、经营现金流量波动的风险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2,332.08万元、7,692.10万元、14,

172.87万元和-1,397.31万元。 一方面，公司主要产品废气治理系统生产结算周期较长，生产

经营过程中会形成较大金额的应收账款、存货和预付款项，占用流动资金；另一方面，公司

主营业务迅速扩张、订单规模快速增长，需要垫付的营运资金相应增加。 公司通过按合同约

定分阶段付款、货币与票据相结合、加强销售回款力度等方式改善现金流。 如果未来公司不

能有效加强资金管理，统筹安排项目资金的收付，加强应收账款的回收，将可能造成经营活

动现金流量的大幅波动，带来经营风险和偿债风险。

3、毛利率波动的风险

报告期内，公司综合毛利率分别为25.19%、29.14%、30.61%和28.77%，出现一定程度的波

动。 主要原因如下：一方面，公司主要产品为废气治理系统及设备，报告期内产品结构变化

导致毛利率波动；另一方面，废气治理系统均为非标准化产品，需要根据客户的个性化需求

进行定制化设计和生产，定制化导致毛利率波动。 如果未来公司不能持续进行自主创新和

技术研发，不能及时适应市场需求变化，不能保持产品价格稳定的同时有效控制成本，将会

面临毛利率波动的风险。

4、资产负债率较高的风险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资产负债率（母公司）分别为72.95%、57.33%、61.15%和47.88%。 公

司流动比率分别为1.06、1.61、1.59和1.98，速动比率分别为0.71、1.20、1.32和1.65，债务结构以

流动负债为主，主要为短期借款、应付账款、应付票据等，其中经营性应付项目占比较高。

公司具有良好的商业信用，与主要供应商合作关系稳定，能够得到信用支持，获得合理

信用期。 资产负债率偏高使得公司面临一定的偿债风险，如果发生供应商经营纠纷、外部宏

观环境信贷紧缩等，将对公司日常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5、即期回报摊薄的风险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和净资产规模将大幅增加。 由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成

投产和产生预期效益需要一定时间，短期内营业收入和净利润难以实现同步增长，本次发

行完成当年公司的每股收益存在被摊薄的风险。

（四）技术风险

1、技术研发风险

持续的技术研发是公司业绩快速增长的基础。 报告期内，公司研发费用分别为2,387.41

万元、3,931.24万元、3,994.38万元和1,644.46万元， 占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4.62%、4.51%、

4.51%和4.35%。 如果未来公司不能及时把握产品和市场的发展趋势，技术上不能持续进步，

现有的技术研发优势将难以保持，将会对公司的市场份额及发展前景构成不利影响。

2、核心技术人员流失风险

为了防止核心技术人员流失，公司与相关人员签订了竞业禁止协议，同时在薪酬激励

政策上对其有所倾斜。 如果未来公司的人才战略、激励机制及研发体系不能适应市场及公

司业务发展需要，将可能面临关键人才流失，进而导致公司技术研发能力下降的风险。

（五）募投项目风险

1、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风险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设计基于公司主营业务，与现有生产经营规模和财务状况相

适应。 尽管公司对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行了充分的论证，在技术储备、人才储备和市场

开拓方面制定了相应的应对策略，确保新增产能得到有效消化，但如果本次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建成投产后，市场环境、生产经营或其他方面发生重大不利变化，将存在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实施效果无法达到预期效益的风险。

2、固定资产折旧与无形资产摊销增加导致业绩下滑的风险

由于新建项目分年达产，经营效益将逐步显现。 正常情况下，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

成运行后所带来的业绩增长，足以消化新增折旧、摊销费用对净利润的影响。 但如果本次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不能如期产生经济效益或实际收益低于预期，将存在因固定资产折旧与无

形资产摊销增加而导致的业绩下滑风险。

（六）其他风险

1、实际控制人不当控制风险

本次发行前，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张伟明、汪哲夫妇，合计持有公司81.78%的股权，并通

过昆升管理控制公司4.31%的股权，合计控制公司86.09%的股权。 本次发行完成后，张伟明、

汪哲夫妇的控股地位不变，仍为公司实际控制人。虽然公司在《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

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监事会议事规则》及其他治理制度、内控制度等方面做了相

关限制性安排，但仍不能排除实际控制人可能利用其控制地位，通过行使表决权对公司重

大经营决策施加影响或者实施其他控制给公司经营及其他股东利益带来损害的风险。

2、规模快速扩大导致的管理风险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和资产规模持续快速增长，同时员工数量快速增加。 如果未来

公司在快速发展的同时，组织架构、决策机制、管理机制和管理人员未能适应公司内外部环

境的变化，将会对公司的持续发展构成不利影响。

二、重大合同

（一）销售合同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签署日，发行人及其子公司正在履行的合同金额在8,000万元及以上

的重大销售合同（已完成调试验收的除外）及虽未达到前述标准但对生产经营活动、未来

发展或财务状况具有重要影响的合同如下：

序号 销售合同编号 购买方 合同名称 合同主要内容

生效

时间

1

GY-HTE-17

-019

云谷（固

安）科技有

限公司

第6代有源矩阵有机发光

显示器件（AMOLED）面

板生产线项目工艺废气系

统工程包A包

相关厂区建筑的工艺废气处理系统的设计、采

购、运输、安装、调试等工作。

合同价款合计149, 980, 000.00元。

2017年8月18

日[注]

2

H220200721

006

长沙惠科光

电有限公司

长沙惠科第8.6代超高清新

型显示器件生产线项目工

艺废气工程

工艺废气工程。

合同价款合计139, 500, 000.00元

2020年07月17

日

3 117946

重庆京东方

显示技术有

限公司

京东方重庆第6代

AMOLED（柔性）生产线

项目VOC废气处理系统供

货及安装合同

VOC废气处理系统的供货及安装等工作。

合同价款合计62, 000, 000.00元

2020年4月21

日

4 117951

京东方重庆第6代

AMOLED（柔性）生产线

项目酸、碱、有毒废气处理

系统供货及安装合同

酸、碱、有毒废气处理系统的供货及安装等工

作。

合同价款合计63, 990, 000.00元

2020年4月21

日

5 117965

京东方重庆第6代

AMOLED（柔性）生产线

项目工艺排风系统供货及

安装合同

工艺排风系统的供货及安装等工作。

合同价款合计9, 500, 000.00元

2020年4月21

日

6 121105 设备采购合同

中央化学品供应系统（CCSS）辅助系统设备制

造、装配和交付。

辅助系统设备金额5, 480, 000美元，折合人民

币37, 786, 792.00元。

2020年6月28

日

注：第一阶段（14,470.16万元）已完工并确认收入；第二阶段（527.84万元）待业主指令

后开工。

（二）采购合同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签署日，发行人及其子公司正在履行的合同金额在1,000万元及以上

的重大采购合同（质保金未付除外）如下：

序号 采购合同编号 出售方 合同名称 采购内容 生效时间

1

通风库存

-2018-Q0261

广汉鑫贵特氟龙防腐科技

有限公司

防腐蚀涂层喷涂加工

合同

采购防腐蚀涂层喷涂加工服

务

2018年

2

SJ HJ -CQJ D-19983P

H1-001-H008901

上品兴业氟塑料（嘉兴）

有限公司

储罐采购合同

采购储罐若干个，合同价款共

计11, 501, 500.00元。

2020年6月2日

（三）授信、借款及担保合同

1、授信合同及借款合同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签署日，发行人及其子公司正在履行的授信合同及借款合同如下：

序号 合同编号

借款人/受

信人

贷款人/授信人

授信金额

（万元）

借款金额

（万元）

贷款利率

（年）

借款/授信期

限

是否担

保

1

昆农商银高借综授字

（2018） 第 0144021

号

江苏盛剑

江苏昆山农村商

业银行巴城支行

10, 770.79 - -

2018.12.17-2

023.12.16

是

2 121XY2020007247 盛剑环境

招商银行上海分

行

10, 000.00 - -

2020.04.08-2

021.04.07

是

3 Z2007LN15615505

盛剑环境

交通银行上海嘉

定支行

- 2, 000.00 3.85%

2020.05.21-2

021.05.20

是

4 Z2006LN15614826 - 1, 500.00 4.30%

2020.07.20-2

024.07.19

是

5

(2020) 沪银贷字第

202007-032号

盛剑环境

中信银行上海分

行

- 3, 000.00 3.80%

2020.07.24-2

021.04.26

是

6 230200039 盛剑环境

上海银行嘉定支

行

28, 600.00 - -

2020.09.10-2

021.09.09

是

7

昆 农 商 银 流 借 字

（2020） 第 0272548

号

江苏盛剑

江苏昆山农村商

业银行巴城支行

- 1, 000.00 4.2%

2020.10.30-2

021.10.27

是

8

（2020） 沪银授合字

第GS0540号

盛剑环境

广发银行上海分

行

21, 000.00 - -

2020.11.16-2

021.09.08

是

2、担保合同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签署日，发行人及其子公司正在履行的担保合同如下：

序号 合同编号 担保方 债权人

担保金额

（万元）

主合同 担保期限

1

2016 年 J DZWP 抵 字

0901-1号

张伟明、汪哲

中国银行上

海市嘉定支

行

1, 500.00

自2016年8月31日起至2021年

8月30日止签署的借款、贸易融

资、保函等业务合同，其中约定

属于本合同项下之主合同；具

体为：2019年 J DDGS 授字第

016号《授信额度协议》

至主合同债

权消灭

2

2016 年 J DZWP 抵 字

0901-2号

张伟 明 、 汪

哲、张*冉

中国银行上

海市嘉定支

行

1, 500.00

自2016年8月31日起至2021年

8月30日止签署的借款、贸易融

资、保函等业务合同，其中约定

属于本合同项下之主合同；具

体为：2019年 J DDGS 授字第

016号《授信额度协议》

至主合同债

权消灭

3 07000KB199H7G1E 盛剑通风

宁波银行上

海分行

7, 000.00

2019年8月22日至2022年8月

30日期间内， 宁波银行上海分

行为盛剑环境办理约定的各项

业务所实际形成的不超过最高

债权限额7, 000万元的所有债

权

主合同约定

的债务人债

务履行期限

届满之日起

两年

4 07000KB209KA8J A 江苏盛剑

宁波银行上

海分行

10, 000.00

2020年4月22日至2025年12月

31日期间内， 宁波银行上海分

行为盛剑环境办理约定的各项

业务所实际形成的不超过最高

债权限额10, 000万元的所有

债权

主合同约定

的债务人债

务履行期限

届满之日起

两年

5 07000KB209KA96N 张伟明、汪哲

宁波银行上

海分行

10, 000.00

2019年8月22日至2025年12月

31日期间内， 宁波银行上海分

行为盛剑环境办理约定的各项

业务所实际形成的不超过最高

债权限额10, 000万元的所有

债权

主合同约定

的债务人债

务履行期限

届满之日起

两年

6

昆 农 商 银 高 抵 字

（2018）第0144020号

江苏盛剑

江苏昆山农

村商业银行

巴城支行

10, 770.79

昆农商银高借综授字（2018）

第0144021号 《最高额借款及

综合授信合同》

与主合同期

限相同

7 121XY2020007247 江苏盛剑

招商银行上

海分行

10, 000.00

《授 信 协 议 》 （编 号 ：

121XY2020007247） 授信额

度内的贷款及其他授信本金余

额之和提供担保（最高限额为

1亿元）

主合同项下

每笔债务履

行期限届满

之日起三年

8 121XY2020007247 张伟明

9 121XY2020007247 汪哲

10

2020年J DDGS保字第

004号

盛剑通风

中国银行上

海市嘉定支

行

10, 000.00

2019年 J DDGS授字第 016号

《授信额度协议》 及其根据上

述授信协议已经和将要签署的

单项协议及其修订或补充

主债权发生

期间届满之

日起两年

11

2020年J DDGS保字第

005号

江苏盛剑

12

2020年J DDGS保字第

006号

张伟明、汪哲

13 C200701GR3109432 江苏盛剑

交通银行上

海嘉定支行

13, 000.00

交通银行上海嘉定支行与盛剑

环境在2020年7月8日至2025

年12月31日期间所签署的主合

同；正在履行的主合同为：《流

动资金贷款合同》（编 号 ：

Z2007LN15615505）

主合同项下

每一笔债务

履行期限届

满之日起至

最后到期的

主债务的债

务履行期限

届满之日后

二年

14 C200701GR3109433 盛剑通风

15 C200701GR3109434 张伟明

16 C200630MG3109117 盛剑环境 2, 501.00

交通银行上海嘉定支行与盛剑

环境在2020年7月20日至2026

年12月31日期间所签订的全部

主合同；正在履行的主合同为：

《固定资产贷款合同》（编号：

Z2006LN15614826）

17

（2020） 沪银最保字

第731201203010号）

江苏盛剑

中信银行上

海分行

24, 000.00

中信银行上海分行与盛剑环境

在2019年9月3日至2021年9月

3日期间所签署的主合同；

正在履行的主合同为：《人民

币流动资金贷款合同》（编号：

(2020) 沪 银 贷 字 第

202007-032号）

主合同项下

债务履行期

限届满之日

起三年

18

（2020） 沪银最保字

第731201203011号）

张伟明、汪哲

19 ZDB23020003901 江苏盛剑

上海银行嘉

定支行

28, 600.00

上海银行嘉定支行与盛剑环境

在2020年9月10日至2021年9

月9日所订立的一系列综合授

信、贷款、项目融资等业务项下

具体合同。

正在履行的主合同为：《综合

授 信 合 同 》 （ 编 号 ：

230200039）

主合同项下

每笔债务履

行届满之日

起两年

20 ZDB23020003902 盛剑通风

21 ZDB23020003903 北京盛科达

22 ZDB23020003904 张伟明、汪哲

23

（2020） 沪银最高保

字第GS0540-1号

张伟明、汪哲

广发银行上

海分行

10, 000.00

（2020）沪银授合字第GS0540

号

主合同债务

人履行期限

届满之日起

三年

24

（2020） 沪银最高保

字第GS0540-2号

江苏盛剑

（四）其他重大合同

序号 合同编号 合同相对方 合同名称 合同主要内容 生效时间

1 SJ HJ -YFZB-2019-011

浙江勤业建

工集团有限

公司

嘉定研发中心及配套

办公基地建设项目建

设工程施工合同

发行人将嘉定研发中心及配套办公基地

建设项目总承包工程发包给合同相对方，

合同价款合计19, 800万元。

2019年12

月

第六节 本次发行各方当事人和发行时间安排

一、本次发行相关机构基本情况

1

发行人 上海盛剑环境系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张伟明

住所 上海市嘉定工业区永盛路2229号2幢2层210室

联系电话 021-60712858

传真 021-59900793

联系人 张燕

2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周杰

住所 上海市黄浦区广东路689号

联系电话 021-23219000

传真 021-63411627

保荐代表人 陈邦羽、赵鹏

项目协办人 杨丹

项目经办人 王江、冯超、马文浩

3

律师事务所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法定代表人 顾功耘

住所 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501号上海中心大厦11、12层

联系电话 021-20511000

传真 021-20511999

经办律师 胡家军、曹宗盛、荀为正

4

会计师事务所 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 余强

住所 杭州市江干区新业路8号华联时代大厦A幢601室

联系电话 0571-88879999

传真 0571-88879000

经办注册会计师 章祥、徐德盛、徐云平

5

资产评估机构 中水致远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肖力

住所 北京市海淀区上园村3号知行大厦七层737室

联系电话 010-62269880

传真 010-62196466

经办注册评估师 徐向阳、夏志才

6

股票登记机构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住所 上海市杨高南路188号

联系电话 021-58708888

传真 021-58899400

7

收款银行 招商银行上海分行常德支行

户名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账号 010900120510531

8

拟上市证券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住所 上海市浦东南路528号证券大厦

联系电话 021-68808888

传真 021-68804868

二、本次发行上市的重要日期

初步询价日期 2021年3月16日

发行公告刊登日期 2021年3月19日

网上、网下申购日期 2021年3月22日

网上、网下缴款日期 2021年3月24日

股票上市日期 本次股票发行结束后将尽快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目录

投资者可以查阅本次公开发行有关的所有正式法律文件，该等文件也在指定网站上披

露，具体如下：

（一）发行保荐书和发行保荐工作报告；

（二）财务报表及审计报告；

（三）内部控制鉴证报告；

（四）经注册会计师核验的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

（五）法律意见书及律师工作报告；

（六）公司章程（草案）；

（七）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发行的文件；

（八）其他与本次发行有关的重要文件。

二、备查文件查阅时间、地点、网址

投资者可于本次发行承销期间，除法定节假日以外的每日上午9:00-11:00和下午1:

30-4:30，到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的办公地点查阅。

公司网站：https://www.sheng-jian.com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上海盛剑环境系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3月12日

（上接A20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