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港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江西金达莱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半年度持续督导跟踪报告
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
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督导工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申港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作为江西金达莱环保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达莱”、“公司”）持续督导工作的保荐机构，负责金
达莱上市后的持续督导工作，并出具本持续督导跟踪报告：

一、2021 年上半年持续督导工作情况
序号

工作内容

持续督导情况

1

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持续督导工作制
保荐机构已建立并有效执行了持续督
度，并针对具体的持续督导工作制定
导制度，并制定了相应的工作计划
相应的工作计划

2

根据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在持续督
导工作开始前，与上市公司签署持续 保荐机构已与金达莱签订《保荐协
督导协议，明确双方在持续督导期间 议》，该协议明确了双方在持续督导
的权利义务，并报上海证券交易所备 期间的权利和义务
案

3

保荐机构通过日常沟通、定期或不定
通过日常沟通、定期回访、现场检查、
期回访等方式，了解金达莱经营情况，
尽职调查等方式开展持续督导工作
对金达莱开展了持续督导工作

4

持续督导期间，按照有关规定对上市
公司违法违规事项公开发表声明的， 2021 年上半年度金达莱在持续督导
应于披露前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 期间未发生按有关规定须保荐机构公
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后在指定媒 开发表声明的违法违规情况
体上公告

5

持续督导期间，上市公司或相关当事
2021 年上半年度金达莱在持续督导
人出现违法违规、违背承诺等事项的，
期间未发生违法违规或违背承诺等事
应自发现或应当自发现之日起五个工
项
作日内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报告
1

序号

工作内容

持续督导情况

内容包括上市公司或相关当事人出现
违法违规、违背承诺等事项的具体情
况，保荐人采取的督导措施等

6

督导上市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遵守法律、法规、部门规章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的业务规则及
其他规范性文件，并切实履行其所做
出的各项承诺

7

督导上市公司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公
保荐机构督促金达莱依照相关规定健
司治理制度，包括但不限于股东大会、
全完善公司治理制度，并严格执行公
董事会、监事会议事规则以及董事、
司治理制度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行为规范等

8

督导上市公司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内
控制度，包括但不限于财务管理制度、
会计核算制度和内部审计制度，以及
募集资金使用、关联交易、对外担保、
对外投资、衍生品交易、对子公司的
控制等重大经营决策的程序与规则等

9

督导上市公司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信
息披露制度，审阅信息披露文件及其
保荐机构督促金达莱严格执行信息披
他相关文件，并有充分理由确信上市
露制度，审阅信息披露文件及其他相
公司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交的文件不
关文件
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10

对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文件及向中国
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交的其他
文件进行事前审阅，对存在问题的信
息披露文件及时督促公司予以更正或
补充，公司不予更正或补充的，应及
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对上市公 保荐机构对金达莱的信息披露文件进
司的信息披露文件未进行事前审阅 行了事前审阅，未发现存在问题的信
的，应在上市公司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息披露文件
后五个交易日内，完成对有关文件的
审阅工作，对存在问题的信息披露文
件应及时督促上市公司更正或补充，
上市公司不予更正或补充的，应及时
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

11

关注上市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 2021 年上半年度金达莱及其控股股
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受 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
2

在持续督导期间，保荐机构督导金达
莱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遵
守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上海证券
交易所发布的业务规则及其他规范性
文件，切实履行其所做出的各项承诺

保荐机构对金达莱的内控制度的设
计、实施和有效性进行了核查，金达
莱的内控制度符合相关法规要求并得
到了有效执行，能够保证公司的规范
运行

序号

工作内容

持续督导情况

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上海证券交 管理人员未发生该等事项
易所纪律处分或者被上海证券交易所
出具监管关注函的情况，并督促其完
善内部控制制度，采取措施予以纠正

12

持续关注上市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等履行承诺的情况，上市公司 2021 年上半年度，金达莱及其控股股
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等未履行承 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未履行承诺的
诺事项的，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 情况
告

13

关注公共传媒关于上市公司的报道，
及时针对市场传闻进行核查。经核查
后发现上市公司存在应披露未披露的 2021 年上半年度，经保荐机构核查，
重大事项或与披露的信息与事实不符 不存在应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
的，及时督促上市公司如实披露或予 的情况
以澄清；上市公司不予披露或澄清的，
应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

14

发现以下情形之一的，督促上市公司
做出说明并限期改正，同时向上海证
券交易所报告：（一）涉嫌违反《上
市规则》等相关业务规则；（二）证
券服务机构及其签名人员出具的专业
意见可能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2021 年上半年度，金达莱未发生相关
或重大遗漏等违法违规情形或其他不 情况
当情形；（三）公司出现《保荐办法》
第七十一条、第七十二规定的情形；
（四）公司不配合持续督导工作；
（五）
上海证券交易所或保荐人认为需要报
告的其他情形

15

制定对上市公司的现场检查工作计
保荐机构已制定了现场检查的相关工
划，明确现场检查工作要求，确保现
作计划，并明确了现场检查工作要求
场检查工作质量

16

上市公司出现以下情形之一的，保荐
人应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之日起十五
日内或上海证券交易所要求的期限
内，对上市公司进行专项现场核查： 2021 年上半年度，金达莱不存在前述
（一）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 情形
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
（二）违规为他人提供担保；（三）
违规使用募集资金；（四）违规进行
3

序号

工作内容

持续督导情况

证券投资、套期保值业务等；（五）
关联交易显失公允或未履行审批程序
和信息披露义务；（六）业绩出现亏
损或营业利润比上年同期下降 50%以
上；（七）上海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
他情形

17

定期核对募集资金专户的银行对账单
持续关注发行人募集资金的专户存 及公司的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表，持续
储、投资项目的实施等承诺事项。
关注公司募集资金的专户存储、投资
项目的实施等承诺。

二、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发现的问题及整改情况
无。

三、重大风险事项
公司目前面临的风险因素主要如下：
1、新工艺、新技术遭受恶意模仿、非法侵犯的风险
水环境治理领域重大原创性研发难度大、时间长、投入多。公司依托自主研
发的 FMBR 等新工艺、新技术向客户提供生活污水相关的水污染治理装备、水
环境整体解决方案及后续的水污染治理项目运营服务。但是目前，公司尚难以完
全防范、阻止针对 FMBR 等工艺的市场恶意模仿、第三方非法侵害盗用等情形。
竞争对手可能通过反向拆解 FMBR 一体化技术装备及设施，研究并模仿其结构、
组件等，或盗用公司专利技术，使自身产品在某种程度上具备公司产品的形态特
征与部分功能，以此争夺公司的目标市场与客户。公司存在因 FMBR 等核心工
艺被恶意模仿、非法侵犯对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持续发展造成不利影响的风险。
2、FMBR 新工艺、新技术市场推广未达预期的风险
污水处理行业主流工艺更新迭代周期较长，公司自主研发的 FMBR 工艺正
式应用、推广始于 2008 年，至今发展十余年时间，而我国县级以上城市化地区
污水处理设施发展历史较长、发展相对成熟。政府、企事业单位等客户在选择污
4

水处理工艺时对传统工艺仍具有一定的偏好，对于 FMBR 新工艺的选用则相对
审慎。因而，FMBR 新工艺、新技术的市场推广可能存在短时间内难以达到预期
目标的风险。
3、水污染治理装备、水环境整体解决方案客户群更迭较快的风险
公司的成套化、标准化水污染治理装备，以及智能化、系列化设施具有固定
资产或综合项目属性，不同于消耗品，客户相对分散，单次购买金额大，购买重
复率较低，因此，公司客户群更迭较快。公司将持续不断开拓新市场、开发新客
户，以保证生产经营的稳步发展。未来，若公司新市场开拓、新客户开发未取得
预期效果，则可能在一定期间内出现业绩波动，影响生产经营的稳定与发展。
4、应收账款回收及发生坏账的风险
公司对下游客户普遍采用分阶段收款的结算方式，且公司客户主要以政府及
其附属机构、国有企业为主，尽管政府及其附属机构、国有企业信用良好、资金
实力雄厚，但由于其项目投资、资金预算及支出的审批程序比较严格，项目结算
及资金审批流程需要较长时间等原因，公司应收账款余额较高。公司已制定针对
性的款项催收制度及奖励措施，不断规范并加强应收账款的催收管理且取得一定
成效。未来，随着公司经营规模扩大，若地方财政出现紧张导致政府单位、央企、
国企等性质客户的财务状况恶化，将导致公司应收账款无法及时回款，对公司的
资产质量和经营业绩产生不利影响。
5、行业政策环境变化风险
公司主要依托自主研发的 FMBR 工艺为政府、企事业单位提供水污染治理
装备、水环境整体解决方案和水污染治理项目运营服务。水环境治理项目系典型
的环境、公共设施，国家相关环境保护政策、法律法规直接影响政府环保投资力
度，也一定程度上影响客户的购买需求，对公司生产经营具有较大影响。未来，
若因水环境治理目标逐步实现，政府环保投入力度有所减少、监管强度有所减弱，
或者环保政策出现调整，则可能对水环境治理行业发展产生较大的压力，亦推动
市场竞争进一步加剧。
6、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引起的不确定性风险
5

2020 年初以来，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爆发致使全国各行各业均遭受了不
同程度的影响，并在全球范围内蔓延。在国内疫情逐步得到控制的情形下，公司
生产经营逐步实现正常化并稳步发展。但疫情对宏观经济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冲击，
且后续影响具有不确定性，部分地方政府用于防疫的财政支出增加迅速，加之地
方经济发展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影响，税收有所下滑，财政资金相对紧张，
从而对未来一段时间公司业务拓展、应收账款回收可能产生一定程度的不利影响。
7、海外业务风险
公司在美国科罗拉多州设立了全资子公司 JDL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c.、在美国纽约州设立了全资子公司 JDL Global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c.，以拓展海外业务，提高国际知名度和竞争力。由于海外市场环
境、政治环境、法律环境等与国内存在一定差异，以及海外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
情的严峻形势及不确定性，若海外业务目标市场出现较大不利变化，或公司海外
业务拓展效果未达预期，则可能使公司业务丧失部分重要增长点，或致使公司部
分业务投资及开支无法取得预期回报，对公司经营带来不利影响。

四、重大违规事项
在本次持续督导期间，公司不存在重大违规事项。

五、主要财务指标的变动原因及合理性
2021 年上半年度，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如下所示：
单位：元
项目
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2021 年 1-6 月

2020 年 1-6 月

变动幅度（%）

515,930,604.17

511,795,058.02

0.81

207,937,477.46

203,038,184.49

2.41

191,968,014.42

187,381,969.27

2.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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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项目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总资产

497,677.13
2021 年 6 月 30 日

73,363,278.35
2020 年 12 月 31 日

-99.32
变动幅度（%）

3,012,962,927.18

3,080,504,971.71

-2.19

3,467,696,865.29

3,627,305,001.23

-4.40

2021 年上半年度，公司主要财务指标如下表所示：
项目

2021 年 1-6 月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2020 年 1-6 月

变动幅度（%）

0.7534

0.9809

-23.19

0.7534

0.9809

-23.19

0.6955

0.9052

-23.17

6.72

16.44

减少 9.72 个百分点

6.21

15.17

减少 8.96 个百分点

5.23

4.06

增加 1.17 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研发投入占营业收
入的比例（%）

1、报告期，公司持续开拓市场，使营业收入继续增长。实现营业收入
515,930,604.17 元，同比增长 0.81%；主要系水污染治理装备及项目运营增长
所致。
2、报告期，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07,937,477.46 元，较上年
同 期 增 长 2.41% ， 归 属 于 上 市 公 司 股 东 的 扣 除 非 经 常 性 损 益 的 净 利 润
191,968,014.42 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2.45%，主要系营业收入略有增长、销售
费用及财务费用减少导致。
3、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减少 72,865,601.22 元，同比
减少 99.32%，主要系公司当期回款较上年同期减少 38,846,194.87 元、购买商
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增加 37,734,726.95 元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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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报告期末，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012,962,927.18 元，较
上期末减少 2.19%，主要系报告期公司分配股利所致。
5、报告期，公司基本每股收益及稀释每股收益 0.7534 元/股，较上年同期
减少 23.19%，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 0.6955 元/股，较上年同期
减少 23.17%，主要系 2020 年 11 月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导致股本数增长所致。
综上，公司 2021 年上半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及财务指标变动具有合理性。

六、核心竞争力的变化情况
2021 年上半年，公司的核心竞争力未发生不利变化，具体如下：
（一）技术优势
作为国内先进的创新型水环境治理综合服务商，公司始终坚持以保护水环境
为使命，以技术创新为根本，经过多年持续的创新投入及人才培养，形成了适合
公司自身发展的人才梯队及科研平台，在此基础上开展多学科交叉研究，实现了
一系列原始创新与集成创新，独立开发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FMBR 污水处理
新工艺，已在多个污水处理领域、国内大多数省份迅速推广应用，同时，公司试
点项目被列入美国马萨诸塞州清洁能源中心成功案例库进行展示。
（二）工艺优势
针对传统技术工艺工段多、工序复杂、降解效率低、日常排泥且量大等技术
难题，公司独立开发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FMBR 污水处理新工艺。该工艺集
成了碳氮磷同步深度去除技术、污泥源头减量技术等多项关键核心技术，成功构
建起微生物平衡共生、内源循环的生态系统，提高了生化降解效率，攻克了碳氮
磷同步深度去除、污泥源头减量等行业技术难题。
当前，我国生活污水处理两大问题较为突出，一是城市和县城污水处理率基
本接近饱和，但雨污混排以及污水长距离输送过程中跑冒滴漏等问题突出；二是
村镇污染源点多面广，管网问题更加突出，污水处理设施覆盖率低。国家为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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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上述问题，颁布了《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农业农村污染治理攻坚战行
动计划》、《城市黑臭水体整治工作指南》等一系列政策性文件，推行“控源截
污”、“就地处理”等防治思路。我国“十四五”规划中也提出，要开展农村人
居环境整治提升行动，稳步解决“垃圾围村”和乡村黑臭水体等突出环境问题。
FMBR 工艺具有工段少、无需污泥回流、有机剩余污泥少等特点，易实现高度集
成、无人值守，且占地小、环境友好，公司以此为依托，大力推行“源头截污、
就地治污、集散结合、清水回补”的分布式治水模式，既适用于人口相对集中的
城区，亦适用于排污点分散、灵活度要求高的村镇，以及黑臭水体源头截污治理，
实现就近收集、就近处理、就近资源化。公司采用分布式模式实施了多个水环境
治理项目，产生了良好的社会、经济、环境效益，村镇污水处理、市政污水处理、
黑臭水体外源截污治理等领域项目实施规模连年快速增长。
（三）综合服务能力优势
公司充分发挥 FMBR 工艺流程短、集成度高，出水稳定、水质好，有机剩
余污泥量大幅减少，综合成本低优势，不断整合产品、技术、生产与服务，形成
了以新工艺、新技术开发推广为核心的“装备-方案-运营”产业链，具备较为完
善的水环境治理综合服务能力，可满足下游市场的多元化需求。公司一是面向村
镇和城市分散污染源、黑臭水体的污水治理需求，大力推广自主开发的成套化、
标准化的 FMBR 一体化技术装备，简单、高效；二是面向相对大型化、集中化
的需求提供 FMBR 整体解决方案服务，通过标准化设计、建设系列化、智能化
的 FMBR 设施，实现集散结合、就地治污；三是根据客户项目运营需求，采用
BOT、BOO、O&M 等模式提供水污染治理项目运营服务。
（四）运营优势
公司建立了智能化、无人值守的项目运营体系，通过自主研发的 FMBR 水
环境智慧系统，构建起“物联网+云平台”系统监管和“流动 4S 站”运维模式，
自动监测设备运转情况，并在发生故障时自动提醒公司的专业 4S 运维团队，及
时提供专业运维服务。公司的运营体系具备明显优势，一是大幅缩短了维护响应
时间，保障了项目运行的稳定性与安全性，化解了因设备突发故障处理不及时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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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重大风险的隐患；二是改变了传统污水处理项目需大量人员驻场值守的情况，
代之以无人值守的新型运营体系，解放了项目人力资源，降低了运营成本。公司
新型运营体系能够更加有力地靠近产品、靠近现场、靠近客户，取得了良好的服
务效果及经济效益。

七、研发支出变化及研发进展
（一）研发支出
报告期内，公司研发投入 26,972,818.16 元，同比增长 34.96%，占营业收
入的比例为 5.23%。研发投入的持续增加保障了公司不断拓展和丰富产品的规格
和品种，提升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二）研发进展
报告期内，公司新增授权专利 2 项（实用新型专利 1 项，外观设计专利 1
项。报告期内公司正在参编国家标准 4 项，申请中专利 14 项（其中国内外发明
专利 12 项）。报告期末，公司合计拥有国内外授权专利 106 项，其中发明专利
63 项（国外发明专利 28 项），创新成果丰硕。

八、新增业务进展是否与前期信息披露一致
不适用。

九、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及是否合规
2021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投入金额为 23,978.91 万元，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公司累计已使用募集资金 27,091.83 万元，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利息收入
扣除手续费净额为 755.33 万元，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七天通知存款
110,000 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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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金额（元）

募集资金净额

1,683,321,134.61

减：募集资金累计使用金额

270,918,334.82

其中：补充流动资金

261,523,424.24

研发中心项目

5,575,672.18

运营中心项目

3,819,238.40

减：期末用于现金管理的暂时闲置募集金金额

1,100,000,000.00

加：募集资金利息收入扣除手续费净额

7,553,295.49

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募集资金余额

319,956,095.28

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公司募集资金存放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开户银行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
昌新建支行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
昌青山湖支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新建支行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南昌新建支行
合计

银行账号

募集资金余额

备注

20000031129900037103272

55,927,413.45

活期

20000031129900037133360

82,065,980.98

活期

36050152025000001426

47,230,605.13

活期

14012101040025498

134,732,095.72

活期

-

319,956,095.28

-

注：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 110,000.00 万元进行现金
管理尚未到期。

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金达莱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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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券交易所
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2020 年 12 月修订）》、《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
11

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修订）》等法规和文件的规定，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
存储和专项使用，并及时履行了相关信息披露义务，募集资金使用不存在违反相
关法律法规的情形。
十、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持股、质押、冻
结及减持情况
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和高级
管理人员的持股情况如下：
姓名

与本公司关系

持股数（股）

持股比例

质押或冻结情况

控股股东、实际控
廖志民

制人、董事长、总

126,760,500

45.93%

无

经理
陶琨

董事、副总经理

284,249.00

0.10%

无

袁志华

董事

975,000.00

0.35%

无

曹解军

董事

940,500.00

0.34%

无

周荣忠

监事

173,749.00

0.06%

无

熊建中

副总经理

287,251.00

0.10%

无

蔡东升

副总经理

281,251.00

0.10%

无

史文彦

副总经理

281,249.00

0.10%

无

张彬

副总经理

278,751.00

0.10%

无

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和高级
管理人员持有的公司股份均不存在质押、冻结及减持的情形。

十一、上海证券交易所或保荐机构认为应当发表意见的其他事项
无。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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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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