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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明 

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或“长江保荐”）接受

青岛德固特节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德固特”或“公司”）

委托，就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或“首

发”）出具本上市保荐书。 

本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已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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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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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

“深交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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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业自律规范出具本上市保荐书，并保证所出具文件真实、准确、完整。 

除非特别注明，本上市保荐书所使用的简称和术语与《招股说明书》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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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发行人基本情况 

一、发行人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 青岛德固特节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Doright Co., Ltd. 

注册资本 7,5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 魏振文 

有限公司成立日期 2004 年 4 月 5 日 

股份公司成立日期 2012 年 10 月 12 日 

注册地 青岛胶州市滨州路 668 号 

邮编 266300 

电话号码 0532-82298833 

传真号码 0532-82297933 

互联网地址 www.doright.biz 

电子邮箱 dorightzqb@doright.biz 

负责信息披露和投资

者关系的部门 

部  门：证券部 

负责人：刘宝江 

电  话：0532-82298833 

二、发行人主营业务 

德固特是一家高科技节能环保装备制造商。公司集设计、研发、制造、检验、

销售、服务于一体，面向化工、能源、冶金、固废处理等领域，为全球客户提供

清洁燃烧与传热节能解决方案，同时接受专用装备定制。 

公司采用“以销定购”、“以销定产”及直接销售的经营模式，主营产品可以

分为节能换热装备、粉体及其他环保装备和专用定制装备。报告期内，公司依靠

技术进步、产品创新及市场开拓不断扩大业务规模。2017 年度至 2019 年度，公

司分别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21,397.08 万元、23,173.41 万元、25,873.00 万元，保持

持续增长，实现净利润 3,752.42 万元、5,069.04 万元、6,179.58 万元，盈利能力

不断提高。2020 年 1-6 月，受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和春节假期延长的影响，本期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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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生产经营时间缩短，销售收入和净利润小幅下降，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9,333.12

万元，净利润 2,180.69 万元。 

公司生产的空气预热器、干燥机、余热锅炉、急冷锅炉等主要产品均处在国

内领先水平，其中 950℃超高温空气预热器、煤气空气预热器、套管式急冷锅炉、

扁圆形集流管急冷锅炉、大管径余热锅炉、年产 6 万吨转筒干燥机均为国内或山

东省首台套产品。 

公司通过自主研发和技术创新，已取得发明专利 22 项、实用新型专利 59 项、

国内或山东省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项目产品 6 项；在节能环保领域填补多项

国内空白，实现替代国家进口重大技术装备。通过多年努力，公司产品远销亚洲、

欧洲、美洲、大洋洲、非洲，为国际行业龙头客户提供优质产品。 

三、发行人核心技术 

公司一贯坚持自主创新，始终把技术创新作为提高公司核心竞争力的重要举

措。经过多年的专业经营与研发，公司掌握了气气高温换热技术、气液余热回收

技术、蒸汽吹灰技术、气固换热干燥技术、粉体及其他环保技术、装备制造技术

等核心技术。截至本上市保荐书签署日，公司拥有专利技术 81 项，其中发明专

利 22 项，根据应用领域分类，公司核心技术如下： 

序

号 核心技术名称 技术来源 创新类别 所应用的产品 

1 气气高温换热技术 自主研发 原始创新 高温空气预热器、煤气空气

预热器 

2 气液余热回收技术 自主研发 原始创新 
急冷锅炉、大管径余热锅

炉、蒸汽加热器、水加热器、

油预热器 

3 蒸汽吹灰技术 自主研发 原始创新 蒸汽吹灰器 

4 气固换热干燥技术 自主研发 集成创新 转筒干燥机 

5 粉体及其他环保技术 自主研发 集成创新 湿法造粒机、进料泵、低氮

燃烧器 

6 装备制造技术 自主研发 集成创新 塔器、储罐、换热器等各种

大型、专用装备 

（一）气气高温换热技术 

公司气气高温换热技术代表产品为高温空气预热器。高温空气预热器是一种

利用燃烧类工艺产生的热烟气将常温空气加热到较高温度的设备。加热后的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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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应用于工艺过程中参与燃烧，可以回收能量、改善燃烧效果、提高燃烧效率、

提高工艺过程温度、减少燃料消耗量，并对后续工艺产生较多积极的影响。 

公司一直致力于开发金属制高温空气预热器，目前已掌握了 500℃~950℃全

系列高温空气预热器的生产技术，并拥有独立的知识产权。所谓 950℃高温空气

预热器，是指利用 1000℃以上的高温烟气将常温空气加热到 高温度为 950℃的

空气预热器。因此，本公司研制的高温空气预热器突破了传统空气预热器只能从

500℃左右开始做高效率热能回收的限制，变成可以从 1000℃以上开始做高效率

热能回收。气气高温换热技术为各行业从 1000℃以上工艺气体中回收余热提供

了可靠的解决方案。 

目前，公司拥有气气高温换热技术相关专利如下： 

序号 专利名称 专利号 专利类型 

1 空气预热器下壳体风冷保护结构 2011101925260  发    明 

2 空气预热器浮管密封弹性密封套装置 201310141231X 发    明 

3 热风出口设在中部的高温空气预热器 2012105680746 发    明 

4 立式列管换热器浮管密封结构 2015101114057  发    明 

5 换热管热胀移动阻力模拟测量装置和方法 2015104590905  发    明 

6 一种金属套浮管密封结构 2017106047344  发    明 

7 一种空气预热器下管板风冷保护机构 2012200397652  实用新型 

8 热风出口设在中部的高温空气预热器 2012207545208  实用新型 

9 一种空气预热器折流板支撑结构 2015205657128  实用新型 

10 一种便于更换换热管的空气预热器结构 2015206880749  实用新型 

11 一种隔热保护的换热管用金属波纹管补偿器 2015209771673  实用新型 

12 补偿式双管板壳体结构 2018210149552  实用新型 

13 一种安装有锯齿形波纹管补偿器的 U 形管 2018214614248  实用新型 

14 一种高温空气预热器金属套管板密封结构 2019205357526 实用新型 

15 一种带有扰流墙的空气预热器底座 2019216472566 实用新型 

16 一种管壳式高温空气预热器下管板冷却结构 2019214949496 实用新型 

17 一种煤制气高温空气预热器 2019220334696 实用新型 

18 一种管壳式空气预热器环向进风结构 2019216033075 实用新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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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专利名称 专利号 专利类型 

19 一种列管式空气预热器高温段内保温结构 2019213698683 实用新型 

（二）气液余热回收技术 

气液余热回收领域中，公司生产的具有代表性的产品为急冷式余热锅炉。急

冷式余热锅炉的设计初衷是为了满足某些产品生产工艺需要在极短的时间内将

高温烟气降低到预期温度范围内的要求，以保证后续工艺的进行。在急冷式余热

锅炉发明之前，为了达到这一目的通常采用喷水急冷的方法。但是，由于向工艺

系统中添加了大量的水分，后续的工艺、设备以及产品品质等将受到一定程度的

负面影响。公司专利产品急冷式余热锅炉的引入能有效解决了这一问题，并能给

企业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 

目前，公司拥有气液余热回收技术相关专利如下： 

序号 专利名称 专利号 专利类型 

1 急冷式余热锅炉 2013102454803  发    明 

2 在卷板机上制作急冷锅炉扁圆形 
直排集流管的方法 201510861562X 发    明 

3 急冷式余热锅炉 2011200350632  实用新型 

4 新型急冷式余热锅炉 2013203501281 实用新型 

5 立式余热锅炉蒸汽引出管结构改进 2015200339241 实用新型 

6 一种急冷式余热锅炉换热段结构 2016212473941 实用新型 

7 一种卧式无气包无烟箱管壳式余热锅炉 2019222627850 实用新型 

（三）蒸汽吹灰技术 

公司蒸汽吹灰技术适用于烟气工况的列管式换热器，例如空气预热器、余热

锅炉等。烟气余热换热设备在某些工况下污垢积累的速度会非常快且严重影响换

热效率，如果没有有效的措施进行在线清理，则换热效率会严重降低，甚至不能

满足工艺需求而导致停产。为了保证持续高效的换热，除了需要设计合理的流速、

温度、结构等，进行在线清灰方面，吹灰器是保证生产能够正常运行的关键设备。 

公司蒸汽吹灰器将过热蒸汽或其他喷吹介质加速到 2-3 倍音速，将沉积在管

道内壁的污垢层剥落，被剥落的硬污垢渣在高速气流的带动下冲刷管道内壁，达

到二次清灰的效果。蒸汽吹灰器的使用能够使空气预热器、余热锅炉等设备长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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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洁净状态下运行，保证设备运行参数稳定，进而确保相关联工艺的运行参数和

产品质量的稳定。 

目前公司拥有蒸汽吹灰技术相关专利如下： 

序号 专利名称 专利号 专利类型 

1 一种吹灰器结构 2018104126346  发    明 

2 一种吹灰器结构及相关制作方法 2016101088362  发    明 

3 套管冷却式吹灰装置 201120243726X 实用新型 

4 一种空气预热器吹灰装置 201220333378X 实用新型 

5 新型吹灰装置喷嘴连接结构 2013206472666 实用新型 

（四）气固换热干燥技术 

干燥为将湿物料烘干的工艺过程。干燥通常是产品生产过程中 后一道工

序。干燥机即为执行物料干燥的载体设备，其性能决定着产品质量的优劣。 

转筒干燥机是公司气固换热干燥技术的代表产品。经过不断的技术改进和设

计优化，公司逐渐形成了直径 1.5 米-3.4 米，长度 18 米-30 米的一系列转筒干燥

机产品。 

目前，公司拥有气固换热干燥技术相关专利如下： 

序号 专利名称 专利号 专利类型 

1 一种转筒干燥机火箱密封装置 2012102166074  发    明 

2 炭黑干燥机大滚圈端面跳动达标安装方法 2013105266420  发    明 

3 超大产量转筒干燥机进料端结构 2012203440565  实用新型 

4 一种转筒式干燥机火箱铜质摩擦块密封装置 2012204108327  实用新型 

5 转筒干燥机中心出料装置 2013203622731  实用新型 

6 炭黑转筒干燥机新型出料箱结构 2013205168758  实用新型 

7 干燥机转筒大齿圈安装固定结构 2014207257820  实用新型 

8 一种带有扰流柱的回转式干燥机转毂 2019219596664 实用新型 

9 一种带有烟气导流板的回转式干燥机转毂 2019217200624 实用新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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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粉体及其他环保技术 

（1）造粒技术 

造粒一般指将粉状物料加工成颗粒状的工艺过程。造粒在化工、石化、制药、

食品、建材、矿冶、环保、印染、陶瓷、橡胶、塑料等领域有着广泛的应用。然

而，传统的造粒机能耗较高，成粒均匀性不好，普遍存在细粉含量高、粒径不均

匀等方面的问题。 

针对这些问题，公司自主研发出可以有效解决上述问题的新型造粒机。同时，

公司生产的造粒机结构简单，方便安装、使用和维修。该产品通过了青岛市的新

产品新技术鉴定，取得了多项国家专利。 

目前，公司拥有造粒技术相关专利如下： 

序号 专利名称 专利号 专利类型 

1 造粒机壳体精密内筒制造方法 2013102542541  发    明 

2 一种造粒机可调平板搅齿组件 2014104286239  发    明 

3 一种湿法造粒机转子结构 2015105641069  发    明 

4 一种湿法造粒机搅拌轴支撑结构 2011200666029  实用新型 

5 一种造粒机可调式搅齿结构 2012205009615  实用新型 

6 一种造粒机搅拌轴螺纹可调式短搅齿结构 2014207949323  实用新型 

7 一种结构紧凑安装精度高 ZLJ 型湿法造粒机 2019212171269 实用新型 

8 一种高效 ZL-4C 型湿法造粒机 201921275781X 实用新型 

9 一种新型湿法造粒机水枪分布结构 2019213301255 实用新型 

（2）粉体输送控制技术 

粉末状物料通常比较松散，流动性差，易飞扬，堆积易结块、结拱，容易堵

塞管道，并且无孔不入，容易进入到机械内部损坏机械。因此粉体的输送比常规

物料难度大、要求高，对结构设计有较特殊的要求。公司在处理粉体输送控制方

面积累了大量的经验，针对粉体容易出现的问题有相应的解决方案。 

目前，公司拥有粉体控制技术相关专利如下： 

序号 专利名称 专利号 专利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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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专利名称 专利号 专利类型 

1 一种旋转叶轮可调叶片供料器 2013102965387  发    明 

2 一种摆线齿廓双齿传动下料泵结构 2016103520632  发    明 

3 一种炭黑进料泵轴端密封结构 2012200650576  实用新型 

4 炭黑进料泵新型轴端密封结构 2013205057204 实用新型 

5 一种旋转供料器主阀结构 2016201481709 实用新型 

（六）装备制造技术 

为满足公司技术创新和产品研发对产品制造工艺的要求，公司不断提高自身

制造能力。通过不断努力，公司掌握了包括焊接技术在内的多项制造技术，为公

司产品质量和创新保驾护航。 

目前，公司拥有的制造技术相关专利如下： 

序号 专利名称 专利号 专利类型

1 一种三辊卷板机 2011100386925  发    明

2 一种对辊式破碎机 201510078494X 发    明

3 空气预热器机械除灰器 2017112838583  发    明

4 一种把翻倒端加压油缸下移的上辊万能式卷板

机 2011200226156  实用新型

5 一种用于夹套容器包覆外筒的多点可调向心施

压组焊工装 2011203406818  实用新型

6 一种用于上下法兰有装配要求的容器构件组对

焊接工装 2011203117767  实用新型

7 一种造粒机超长内筒体车床加工装置 2013205168739  实用新型

8 筒体环缝焊接用自动循环焊剂垫装置 2014201264337  实用新型

9 一种换热器管束穿管工装 2014203966832  实用新型

10 千分表触头滚轮传感装置 2015201448091 实用新型

11 一种在普通铣床上加工大直径圆弧面的工装 2014204326369 实用新型

12 波纹膨胀节安装焊缝切除器 2017208165162 实用新型

四、发行人研发水平 

公司通过自主研发和技术创新，已取得发明专利 22 项、实用新型专利 59 项、

国内或山东省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项目产品 6 项；在节能环保领域填补多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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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空白，实现替代国家进口重大技术装备。公司研发团队运用专业技术能力，

通过对应用领域行业的深度理解，形成多项科研成果并获得多个奖项，具体如下： 

序号 获奖项目 科研成果和奖项 

1 超高温列管换热器 新产品新技术鉴定 

2 950 度超高温列管换热器 青岛市科学技术二等奖 

3 950 度超高温列管换热器 国内首台套产品 

4 德固特 Doright 牌超高温列管换热器

（带废气处理装置） 山东名牌 

5 高温煤气空气预热器 青岛市中小企业专精特新产品 

6 大管径余热锅炉 山东省首台套技术装备 

7 套管式急冷锅炉 新产品、新技术鉴定 

8 套管式急冷锅炉 科技技术成果鉴定 

9 套管式急冷锅炉 山东省高端技术装备新产品推广目录 

10 套管式急冷锅炉 省级中小企业科技技术进步奖二等奖 

11 套管式急冷锅炉 青岛市科技进步三等奖 

12 套管式急冷锅炉 青岛市名牌产品 

13 套管式急冷锅炉 山东省首台套技术装备 

14 扁圆形集流管急冷锅炉 青岛市名牌产品 

15 扁圆形集流管急冷锅炉 山东省首台套技术装备 

16 年产 6 万吨转筒干燥机 山东省首台套技术装备 

17 湿法造粒机 青岛市中小企业专精特新产品 

18 新型湿法造粒机 新产品新技术鉴定 

19 青岛德固特节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青岛市创新性企业 

20 青岛德固特节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青岛市名牌产品-预热器 

21 青岛德固特节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青岛市专精特新示范企业 

22 煤气空气预热器 山东省首台套技术装备 

23 青岛德固特节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青岛市工业高温余热回收技术创新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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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主要经营和财务数据及指标 

（一）主要经营数据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收入保持增长，主营业务收入结构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 年 1-6 月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节能换热装备 7,717.50 82.69% 17,144.73 66.26% 14,492.20 62.54% 12,616.89 58.97%

粉体及其他环

保装备 378.27 4.05% 2,046.05 7.91% 1,969.21 8.50% 1,839.07 8.59%

专用定制装备 30.22 0.32% 2,962.73 11.45% 3,694.47 15.94% 4,108.56 19.20%

装备配件 542.00 5.81% 2,220.89 8.58% 1,628.56 7.03% 1,553.27 7.26%

装备维修改造 665.13 7.13% 1,498.60 5.80% 1,388.98 5.99% 1,279.30 5.98%

合计 9,333.12 100.00% 25,873.00 100.00% 23,173.41 100.00% 21,397.08 100.00%

（二）主要财务数据及指标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及指标如下： 

项目 
2020 年 6 月

30 日/2020 年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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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总额（万元） 52,873.65 56,243.62 54,990.12 46,325.49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万

元） 32,423.99 34,748.71 32,985.39 30,009.86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38.68 38.22 38.96 34.96

营业收入（万元） 9,599.03 26,402.71 23,573.85 21,797.75

净利润（万元） 2,180.69 6,179.58 5,069.04 3,752.42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万元） 2,180.69 6,197.71 5,105.49 3,883.85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

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万元） 1,842.40 5,761.55 4,767.30 3,655.24

基本每股收益（元） 0.29 0.83 0.68 0.52

稀释每股收益（元） 0.29 0.83 0.68 0.5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21 18.29 16.21 13.8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万元） 5,397.80 8,318.31 1,316.88 2,741.89

现金分红（万元） 4,500.00 4,500.00 2,25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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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 5.29 3.77 3.96 4.48

六、发行人存在的主要风险 

（一）发行人成长性风险 

公司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如果不能正确处理好顺应全球发展、国家战略和

政策指导、行业趋势、技术进步方向、市场竞争、上下游行业变化等问题，不能

从技术水平、研发能力、管理能力、营销能力、产品服务质量、内部控制水平等

方面持续改进，将会面临成长性风险。如果未来影响公司成长的因素发生不利变

化，公司又不能及时做出调整，则公司将无法顺利实现预期成长。 

（二）应收账款增长和坏账增加风险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应收账款（本段中“应收账款”均包含应收账款和合同

资产）账面净额分别为 7,823.78 万元、10,209.24 万元、9,017.34 万元、7,226.34

万元，占当期总资产的比例分别为 16.89%、18.57%、16.03%、13.67%。公司应

收账款余额较大，主要是由于其产品特点、商业模式、下游客户资金安排的影响，

结算周期较长所致。报告期内，除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外，约 55%至

70%的应收账款账龄在 1 年以内，约 75%至 85%的应收账款账龄在 2 年以内，账

龄结构较为合理，公司已按照相关制度合理计提了坏账准备。 

虽然公司通过销售部门及时了解客户的经营情况，合理控制应收账款的额度

和期限，但随着公司经营规模的扩大，应收账款规模可能会增加，应收账款管理

的难度将会加大，如果公司采取的收款措施不力或客户信用状况发生变化，应收

账款发生坏账的风险将加大，将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三）主营业务毛利率下滑风险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毛利率分别为 39.51%、41.00%、42.20%、43.05%，

较为稳定，处于较高水平，其中境外销售毛利率高于境内销售毛利率。如果出现

节能环保领域重大技术进步、境外销售规模大幅下降、竞争对手实力显著提升、

原材料价格剧烈变动等情形，将对发行人毛利率造成不利影响，发行人将面临毛

利率下滑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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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汇率波动的风险 

报告期内各期，公司境外销售收入占全部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31.75%、42.69%、44.86%、24.40%，2017 年至 2019 年呈现持续上升趋势。公司

产品外销的区域包括亚洲、美洲、欧洲、大洋洲、非洲等地区，主要采用美元与

境外客户进行结算，公司自签订销售合同、收入确认至结售汇具有一定周期。一

方面，人民币汇率的波动直接影响公司出口产品的人民币销售价格，进而影响公

司出口产品销售的毛利率；另一方面，公司因存在境外销售业务，留存了一定量

的外币资产，如外币货币资金、外币应收账款等，在外币结算或期末将外币资产

金额折算成人民币金额时由于汇率波动会产生汇兑损益，进而影响公司的净利

润。因此，汇率波动直接影响公司产品销售毛利率和经营成果。 

随着公司经营规模的不断扩大，境外销售收入和外币资产也可能随之增加，

如在未来期间汇率发生较大变动或不能及时结汇，且公司不能采取有效措施，则

公司将面临盈利能力受汇率波动产生不利影响的风险。 

（五）国际贸易摩擦风险 

2017 年，中国与公司产品主要进口国家和地区未发生贸易摩擦的情况。2018

年以来，中国和美国之间开始发生大规模贸易摩擦。2018 年 7 月 6 日，美国政

府对中国出口美国的 500 亿美元商品中的 340 亿美元商品开始征收 25％的关税；

2018 年 8 月 23 日，美国政府对中国出口美国 500 亿美元商品中剩余 160 亿美元

商品加征 25％的关税。发行人出口美国的节能环保设备和部分专用定制装备被

列入 500 亿美元加征关税清单。 

公司出口订单主要采用 FOB、C&F、CIF 等交货方式。在 FOB、C&F、CIF 

交货方式下，公司在国内港口装船后，公司不再实施和保留通常与产品所有权相

联系的继续管理权，也不再对已售出的商品实施有效控制。产品到达进口国后的

报关和认证程序，由采购方负责并支付税费。因此，美国上述加税行为未对公司

产品价格产生较大影响，但增加了美国客户取得公司产品付出的成本，降低了公

司产品价格的竞争力。 

目前，虽然中美两国一致同意通过协商方式解决贸易争端，且经过双方多轮

积极的磋商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仍不排除双方 终谈判产生重大分歧，致使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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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之间的贸易摩擦加剧并持续恶化，将可能对公司出口业务造成不利影响，进而

影响公司的经营业绩。 

（六）主要境外客户业务持续性的风险 

2020 年 6 月 15 日，在中印边界西段加勒万河谷发生了人员伤亡事件。2020

年 6 月 29 日，印度电子信息技术部阻止部分中国手机应用程序在印使用。同时，

印度民间也发起了针对中国制造产品的抵制活动。2020 年 8 月 31 日，印军在中

印边界西段再次非法越线，公然挑衅，造成边境局势再度紧张。中印冲突爆发后，

中印双方多次举行会谈、交换意见，已取得一定共识。 

同时，自 2020 年一季度开始，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爆发，并持续泛滥，对

于全球各国均造成了较大的影响，其中印度已成为全球新冠肺炎疫情 严重的国

家或地区之一。根据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驻印度代表处的相关报道，印度已

逐步放开疫情管控，恢复国内生产。 

博拉炭黑集团系发行人重要境外客户，总部位于印度，其分布在全球 12 个

国家的大多数下属主体均与发行人存在合作关系。报告期内，公司与博拉炭黑集

团各下属主体合并计算的收入占公司当年营业收入的比重分别为 17.81%、

13.71%、18.59%、15.03%。虽然博拉炭黑集团各下属主体基于自身的需求与公

司独立展开业务合作，公司对其各下属主体的依赖程度较低，但其各下属主体仍

受博拉炭黑集团印度总部管理，如因中印地缘冲突加剧等国际政治环境发生重大

变化，或者境外新冠肺炎疫情继续加剧导致疫情管控政策和国际贸易政策收紧，

公司与博拉炭黑集团等境外客户的业务持续性将面临不利变化的风险。 

（七）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达到预期效益的风险 

本次募集资金拟投资的项目符合国家的产业政策和市场环境，与公司的主营

业务和未来发展战略联系紧密。“节能装备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有利于公司提

高生产线自动化水平和生产效率，有利于制造能力和技术水平的提升，有利于公

司产品的质量保证，为公司新产品的研发和生产奠定了基础；“研发中心建设项

目”有利于公司进一步整合科研资源，完善公司的研发体系，强化技术支撑，有

利于为公司培养和聚集高层次技术人才，提高研发能力和自主创新水平，增强公

司核心竞争力，促进公司长远健康发展；补充公司营运资金，将为公司进一步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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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提供资金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公司发展战略的实现和持续经营具有重要

意义。公司对募集资金投向经过科学、缜密的可行性论证，但受市场竞争不确定

性、技术替代、宏观经济政策变化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上述项目仍然存在不能实

现预期收益的风险。若遇到不可抗力因素，上述项目不能如期完成或不能正常运

行，也将影响公司的盈利水平。 

（八）本次发行摊薄即期回报的风险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总股本和净资产将会相应增加，但募集资金

产生经济效益需要一定的时间，投资项目回报的实现需要一定周期。本次募集资

金到位后的短期内，公司预计净利润增长幅度会低于净资产和总股本的增长幅

度，预计每股收益和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等财务指标将出现一定幅度的下降，

股东即期回报存在被摊薄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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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本次证券发行情况 

一、本次证券发行基本情况 

股票种类 人民币普通股（A 股） 

每股面值 1.00 元/股 

发行股数 

本次拟公开发行股票不超过 2,500 万股，不低于发行后总股本的

25.00%。本次发行全部为新股发行，原股东不公开发售股份。公

司 后实际发行股份数量以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通过和中国证监

会同意注册为准 

发行方式 
采用网下向股票配售对象配售发行与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

发行相结合的方式，或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证券交易所

认可的其他方式 

发行对象 符合资格的网下投资者和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户并符合深圳证券

交易所相关规定的网上投资者（国家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

承销方式 余额包销 

二、项目保荐代表人、协办人及项目组其他成员情况 

（一） 保荐机构名称 

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担任青岛德固特节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保荐机构。 

（二） 保荐机构指定保荐代表人及其执业情况 

保荐机构指定王珏和朱元担任德固特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项

目的保荐代表人。 

王珏先生，现任长江保荐董事总经理，2004 年注册登记为保荐代表人。作

为保荐代表人执业期间，王珏先生曾担任金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增发项目、

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项目、华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

行项目、上海同济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项目、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项目、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增发项目、上海开能环

保设备股份有限公司首发项目、吉林金浦钛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项目、湖

北振华化学股份有限公司首发项目、德力西新疆交通运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发

项目、南都物业服务股份有限公司首发项目、重庆新大正物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首发项目、新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发项目、美埃（中国）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首发项目的保荐代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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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先生，现任长江保荐总监，2015 年注册登记为保荐代表人。作为保荐

代表人执业期间，朱元先生曾担任湖北祥云（集团）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首发项目、

美埃（中国）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发项目的保荐代表人。 

（三） 保荐机构指定本项目协办人及项目组成员 

1、项目协办人及其执业情况 

本次发行项目的项目协办人为方雪亭，其保荐业务执业情况如下： 

方雪亭女士，保荐代表人，2006 年至今就职于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从事投行业务。方雪亭女士曾现场负责德新交运（603032）首发项目，开能环保

（300272）首发项目、非公开发行项目、重大资产重组项目和资产出售项目，美

埃（中国）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发项目，武锅 B 退（200770）恢复上市及

退市挂牌项目；主要参与同济科技（600846）非公开发行项目，金浦钛业（000545）

非公开发行项目，瑞士 Holcim 并购华新水泥（600801）项目，法国 Alstom 要约

收购武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200770）项目，江苏金浦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

动人收购 ST 吉药（000545）项目，楚天高速（600035）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项目。 

2、项目组其他成员 

项目其他成员为钱俊翔、程星星（已离职）、程森郎（已离职）、栾俊（已离

职）、苏研（已离职）。 

三、保荐机构与发行人的关联关系 

截至本上市保荐书签署日，本保荐机构保证与发行人之间不存在下列可能影

响公正履行保荐职责的情形： 

1、保荐机构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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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关联方股份的情况； 

2、发行人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持有保荐机构或其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股份的情况； 

3、保荐机构的保荐代表人及其配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发

行人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重要关联方股份，以及在发行人或其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及重要关联方任职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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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保荐机构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与发行人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相互提供担保或者融资等情况； 

5、保荐机构与发行人之间的其他关联关系。 

四、保荐机构内部审核程序和内核意见 

（一） 内部审核程序 

本保荐机构建立了完善的项目审核流程。项目审核过程包括立项审核、内部

核查部门审核、内核委员会审核、发行委员会审核等各个环节。本保荐机构对德

固特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项目的内部审核程序主要如下： 

1、立项前，本保荐机构于 2017 年 6 月开始与发行人接触，并进行了初步尽

职调查；   

2、2017 年 12 月 26 日，本保荐机构召开本项目的立项会议，批准本项目立

项； 

3、内核申请前，本保荐机构项目组对发行人本次发行的申请文件进行自查，

然后将全套申请文件提交公司质量控制部； 

4、质量控制部对本项目进行审核，质量控制部成员赴德固特实施现场核查，

并出具现场核查报告及质量控制报告； 

5、质量控制部于 2019 年 11 月 14 日对本项目执行问核程序，并形成问核表； 

6、本保荐机构内核部确认启动内核审议程序，将全套内核申请材料提交内

核委员会审核，指定的内核委员对申请材料提出书面反馈意见，项目组在内核会

议召开前对反馈意见进行回复； 

7、2019 年 11 月 25 日，本保荐机构召开本项目的内核会议，就关注的重要

问题进行充分讨论，并对申请文件进行全面评估，形成内核意见； 

8、根据内核会议的反馈意见，项目组对申请文件进行修改、完善，报质量

控制部及内核部复核。 

（二） 内核意见 

长江保荐内核委员会已审核了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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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材料，并于 2019 年 11 月 25 日召开项目内核会议，出席会议的内核委员共

9 人。 

出席内核会议的委员认为发行人已经达到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

市的有关法律法规要求，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申请材料不存

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经与会委员表决，德固特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在创业板上市项目通过内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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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保荐机构承诺事项 

本保荐机构已按照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及深交所的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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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推荐发行人证券发行上市，

并据此出具本保荐书。 

本保荐机构通过尽职调查和审慎核查，承诺如下：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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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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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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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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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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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保证发行保荐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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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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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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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遵守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事项； 

十、自愿接受深交所的自律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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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保荐机构对本次证券发行上市的保荐意见 

一、保荐意见 

本保荐机构经充分尽职调查和审慎核查，认为青岛德固特节能装备股份有限

公司本次发行履行了《公司法》、《证券法》和中国证监会及深交所的决策程序，

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上市规则》”）规定的

上市条件，具备申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条件。 

本保荐机构同意保荐青岛德固特节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申请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二、本次发行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和 2019 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申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方

案的议案》等与本次发行上市相关的议案。 

发行人本次发行已履行了《公司法》、《证券法》和中国证监会及深交所规定

的决策程序。 

三、发行人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20

年修订）规定的上市条件 

（一） 符合《上市规则》第 2.1.1 条规定的条件 

1、本次发行符合《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试行）》等中国

证监会规定的创业板发行条件； 

2、本次发行后，公司股本总额不超过 10,000 万元，不低于人民币 3,000 万

元； 

3、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的股票为不超过 2,500 万股，不低于本次发行完成

后股份总数的 25.00%； 

4、公司 近两年净利润均为正且累计净利润不低于人民币 5,000 万元，财

务指标符合《上市规则》规定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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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公司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上市条件。 

（二） 市值与财务指标 

公司选择的上市标准为《上市规则》第二章 2.1.2 中规定的第（一）项：

近两年净利润均为正，且累计净利润不低于 5,000 万元。 

根据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发行人 近三年一期的财务

报告出具的 XYZH/2020JNA40135 号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2018 年、2019 年发

行人经审计的净利润分别为 5,069.04 万元、6,179.58 万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的净利润分别为 4,706.35 万元、5,740.69 万元，发行人 近两年净利润均为正且

累计净利润不低于人民币 5,000 万元。因此，发行人财务指标符合《上市规则》

规定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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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上市后持续督导工作安排 

事项 工作安排 

（一）持续督导事项 - 

1、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完善

防止主要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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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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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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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止高级管理人员利用职务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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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

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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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章程》、《关

联交易管理制度》等保障关联交易公允性和合规性的制

度，履行有关关联交易的信息披露制度； 
（2）督导发行人及时向保荐机构通报将进行的重大关联

交易情况，并对关联交易发表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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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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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发行人发生须进行信息披露的事件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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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持续关注发行人募集资金的

使用、投资项目的实施等承诺事

项 

（1）督导发行人执行已制定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

制度，保证募集资金的安全性和专用性； 
（2）持续关注发行人募集资金的专户储存、投资项目的

实施等承诺事项； 
（3）如发行人拟变更募集资金及投资项目等承诺事项，

保荐机构要求发行人通知或咨询保荐机构，并督导其履行

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6、持续关注发行人为他人提供

担保等事项，并发表意见 

（1）督导发行人执行已制定的《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等

制度，规范对外担保行为； 
（2）持续关注发行人为他人提供担保等事项； 
（3）如发行人拟为他人提供担保，保荐机构要求发行人

通知或咨询保荐机构，并督导其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7、中国证监会及证券交易所规

定的其他工作 - 

（二）持续督导期限 本保荐机构对发行人的持续督导期限为发行人证券上市

当年剩余时间以及此后三个完整会计年度。 

（三）保荐与承销协议对保荐机

构的权利、履行持续督导职责的

其他主要约定 

（1）有权列席甲方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及其他重

要会议； 
（2）依照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的规定，

对甲方的公司治理、规范运作、信息披露的缺陷直接向甲

方股东大会、董事会提出专业建议； 
（3）按照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的信息披露规定，对

甲方违法、违规的事项发表公开声明等。 
（四）发行人和其他中介机构配

合保荐机构履行保荐职责的相

发行人、发行人董监高、其他中介机构及其签字人员配合

保荐机构完成保荐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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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项 工作安排 

关约定 

（五）其他安排 -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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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关于青岛德固特节能装备股份有

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上市保荐书》之签字盖章页） 

 
 

 

项目协办人：__________ 

方雪亭 

 

 

 

保荐代表人：__________  __________ 

王 珏       朱 元 

 

 

 

内核负责人：__________ 

杨和雄 

 

 

 

保荐业务负责人：__________ 

王承军 

 

 

 

法定代表人：__________ 

              王承军 

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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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关于青岛德固特节能装备股份有

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上市保荐书》之签字盖章页） 

 

 

 

董事长：________________ 

吴  勇 

 

 

 

总经理：________________ 

王承军 

 

 

 

 

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