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泰长财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安徽华尔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之上市保荐书

深圳证券交易所：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证监许可[2021]2915
号”文核准，安徽华尔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尔泰”或“公司”或
“发行人”
）不超过 8,297.00 万股社会公众股公开发行工作已于 2021 年 9 月 8 日
刊登招股意向书。发行人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为 8,297.00 万股，全部为新股发
行。发行人已承诺在发行完成后将尽快办理工商登记变更手续。作为华尔泰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恒泰长财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恒泰长财”
或“保荐机构”）认为华尔泰申请其股票上市完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推
荐其股票在贵所上市交易。先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如无特别说明，本上市保荐书中的简称或名词的释义与《安徽华尔泰化工股
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中相同。
一、发行人概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1．概况
中文名称
英文名称

安徽华尔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ANHUI HUAERTAI CHEMICAL CO., LTD

注册资本（本次发行前）
注册资本（本次发行后）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24,890 万元
33,187 万元
9134170072334689XH

法定代表人
成立日期
整体变更为股份公司日期
公司住所

吴李杰
2000 年 1 月 5 日
2009 年 7 月 10 日
安徽省东至县香隅镇

邮政编码
联系电话
传真号码

247260
0566-5299004
0566-5299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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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网站

www.ahhet.com/

电子邮箱
投资者关系部门
董事会秘书

huatai0008@163.com
证券部
吴炜

经营范围：生产和销售硝酸、硝酸钠、亚硝酸钠、碳酸氢铵、液氨、二氧化
碳、硫酸、三聚氰胺、双氧水、甲醛、氨基模树脂（非危化品）及其他相关产品，
液氨充装（移动式压力容器充装、气瓶充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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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股份公司设立情况
华尔泰系由华泰有限整体变更设立，原华泰有限的 2 名股东作为发起人，以
经安徽正鼎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报告》
（皖鼎会审字[2009]010 号）审计的华泰有
限截至 2008 年 12 月 31 日净资产 152,999,739.86 元为基础，按 1:0.7320 的比例
折合为股份公司股本 112,000,000 元，由全体发起人按在原华泰有限所占出资比
例分别持有，其余净资产 40,999,739.86 元计入资本公积。各股东在股份公司的
持股比例与整体变更前持股比例一致。2009 年 6 月 1 日，安徽正鼎会计师事务
所出具《验资报告》
（皖鼎会验字（2009）第 134 号），对华尔泰的注册资本进行
了验证。
2009 年 7 月 6 日，安徽省人民政府向华尔泰换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
投资企业批准证书》（商外资皖府资字[2001]224 号）。2009 年 7 月 10 日，华尔
泰在安徽省工商局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领取了《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
册号：341700400000898）。
华尔泰由有限责任公司整体变更方式设立，原华泰有限的股东即为公司的发
起人，包括尧诚集团、新加坡新浦两个法人。股份公司设立时，发起人出资及持
股情况如下表：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方式

持股数（股）

1

尧诚集团

净资产折股

82,000,000.00

73.21%

2

新加坡新浦

净资产折股

30,000,000.00

26.79%

112,000,000.00

100.00%

合计

持股比例

（二）主营业务情况
公司自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化工产品的研发、生产与销售，已发展成为以合
成氨、硝酸、硫酸、双氧水等基础化工产品为基础，以精细化工产品为方向的综
合型化工企业。公司现有年产合成氨（12 万吨）、硝酸（25 万吨）、硫酸（60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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吨）、双氧水（15 万吨）、三聚氰胺（3 万吨）、碳酸氢铵（22.2 万吨）、甲醛（5
万吨）、密胺树脂（2 万吨）等化工成套生产装备，以及拥有年吞吐总量为 63 万
吨的长江危化码头和件杂货码头。根据中国氮肥工业协会资料显示，公司商品浓
硝酸（指以出售为目的的浓硝酸）产能位居全国同行业第一位，市场占有率第一
位，“华硝”牌商标荣获中国驰名商标称号。
公司建有省级企业技术中心、省级煤气化合成氨多联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先后获得“国家知识产权优势企业”、
“安徽省优秀民营企业”、
“安徽省技术创新
示范企业”、
“安徽省节能先进企业”、
“安徽省安全生产先进单位”、
“国家级绿色
工厂”等荣誉。公司建立了较完善的管理体系，并已通过 ISO9001 质量管理体
系、ISO14001 环境管理体系、ISO45001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
公司“蒽醌钯触媒新工艺生产双氧水技术”和“三废混燃炉资源综合利用项
目”分别入选安徽省 2020 年全省工业领域节能环保“五个一百”推介目录的“节能
环保先进技术”和“节能环保重点改造项目”目录。
经过多年的发展，公司产品凭借过硬的质量和稳定的供应能力，建立了成熟
的销售网络，广泛应用于化工、造纸、建材、化肥、染料、爆破等下游行业，尤
其在公司重点销售区域内，产品获得了市场的普遍认可。
（三）发行人最近三年主要财务数据及财务指标
根据经审计的会计报表，报告期内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及财务指标如下：
1．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资产总额
流动资产
非流动资产
负债总额
流动负债
净资产

2020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18 年 12 月 31 日
97,588.65
103,284.57
94,167.12
29,022.18
31,868.74
37,131.30
65,144.94
65,719.91
66,153.27
27,117.78
43,155.97
25,454.86
22,842.52
38,547.44
20,704.89
67,049.34
54,432.68
77,829.70

2．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利润总额
净利润

2020 年度
114,755.32
18,620.25
19,347.49
16,79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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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度
125,691.19
17,131.59
16,843.65
14,613.99

2018 年度
127,461.84
13,011.76
12,597.93
10,991.62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

15,106.26

13,785.25

10,583.07

3．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660.15

12,378.26

6,071.52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48.29

1,461.83

-2,690.88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026.28

-11,262.05

-3,565.07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1,785.58

2,578.04

-184.43

4．主要财务指标
项目

2020 年 12 月 31
日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

流动比率（倍）

1.79

1.27

0.83

速动比率（倍）

1.41

1.02

0.68

资产负债率（%）

24.65

28.80

44.22

每股净资产（元）

3.13

2.69

2.19

无形资产（扣除土地使用权后）
占净资产的比例（%）

0.03

-

-

项目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年）

31.94

34.64

33.01

存货周转率（次/年）

12.88

16.32

17.08

28,966.10

28,684.62

22,926.14

197.61

32.57

17.35

每股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元）

0.43

0.50

0.24

每股净现金流量（元）

0.07

0.10

-0.01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万元）
利息保障倍数（倍）

（四）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后的主要财务信息及经营状况
1．2021 年 1-6 月经审阅经营业绩
依据容诚专字[2021]230Z2133 号《审阅报告》，公司 2021 年 1-6 月主要财务
信息及变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 年 1-6 月

2020 年 1-6 月

增加金额

变动幅度

营业收入

78,442.85

52,038.86

26,403.99

50.74%

营业利润

20,780.18

6,336.35

14,443.83

227.95%

利润总额

20,953.44

6,853.66

14,099.78

205.73%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8,170.32

5,956.21

12,214.11

205.07%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
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7,636.43

4,963.46

12,672.98

255.33%

2021 年 1-6 月收入为 78,442.85 万元，同比 2020 年 1-6 月增长 50.74%；利
润总额为 20,953.44 万元，同比增长 205.73%；净利润为 18,170.32 万元，同比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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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 205.07%。
2020 年上半年，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公司产品市场需求及价格出现一
定程度的下滑。2021 年上半年，得益于国内疫情有效控制，化工产品等大宗商品
价格迅速回升，公司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因此较 2020 年同期实现较大幅度增长。
2．2021 年 1-9 月经营业绩预计
结合公司产销数据及化工产品行情变化情况，公司预计 2021 年 1-9 月营业
收入及业绩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 年 1-9 月
（预计数）

2020 年 1-9 月
（未审数）

变动率

营业收入

117,664.27

79,261.77

48.45%

净利润

27,255.47

9,371.43

190.84%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7,255.47

9,371.43

190.84%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
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6,721.59

9,109.75

193.33%

2021 年 1-9 月，公司营业收入、净利润及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保持较
快增长，主要系受市场、行业及国家总体政策的影响。上述 2021 年 1-9 月业绩
预计情况系发行人根据当前公司经营情况初步预计数据，未经会计师审计或审阅，
不构成公司的盈利预测或业绩承诺。
二、申请上市股票的发行情况
（一）本次发行股票的基本情况
1．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A 股）
2．每股面值：人民币 1.00 元
3．发行数量：本次公开发行的股份数量为 8,297.00 万股，占公司发行后股
份总数的 25%，均为公开发行新股。
4．发行方式：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
场非限售 A 股股份或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
方式进行。
本 次 网 上 定 价 发 行 有 效 申 购 户 数 为 18,543,158 户 ， 有 效 申 购 股 数 为
249,643,690,500 股，配号总数为 499,287,381 个，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7,522.10710 倍，高于 150 倍。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829.70 万股，占本
次发行总量的 1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7,467.30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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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拨后本次网上发行中签率为 0.0299118315%，申购倍数为 3,343.15871 倍。
根据《安徽华尔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公告》，本
次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 74,530,204 股，缴款认购金额为 779,585,933.84 元，放弃
认购 142,796 股，放弃认购金额为 1,493,646.16 元；本次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
8,288,475 股，缴款认购金额为 86,697,448.50 元，放弃认购 8,525 股，放弃认购
金额为 89,171.50 元。
本次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全部由主承销商包销，主承销商包销
股份的数量为 151,321 股，包销金额为 1,582,817.66 元，主承销商包销比例为
0.18%。
5．发行价格：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综合考
虑发行人所处行业、市场情况、可比公司估值水平、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
因素，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10.46 元/股。
6．发行市盈率：
（1）22.98 倍（每股收益按照经会计师事务所遵照中国会计准则审计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 2020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公开发
行后的总股数计算）。
（2）17.24 倍（每股收益按照经会计师事务所遵照中国会计准则审计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 2020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公开
发行前的总股数计算）。
7．发行后每股收益：0.46 元/股（按 2020 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前后孰低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除以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8．发行后每股净资产：4.64 元/股（按发行人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经审
计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与的募集资金净额之和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
算）。
9．承销方式：余额包销。
10．股票锁定期：无锁定期限制
11．募集资金总额和净额：
本 次 公开 发行 募 集资金 总 额为 人民 币 86,786.62 万 元 ，扣 除发行 费 用
10,697.34 万元，募集资金净额为 76,089.28 万元。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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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伙）于 2021 年 9 月 24 日对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
验，并出具了“容诚验字[2021]230Z0214 号”验资报告。
发行费用（以下发行费用均为不含税金额）：10,697.34 万元
项目

金额
8,479.05 万元

券商承销费用
保荐费用

400.00 万元

审计费用与验资费用

849.06 万元

律师费用

507.55 万元

用于本次发行的信息披露费用

430.19 万元
31.50 万元

发行手续费
发行费用合计

10,697.34 万元

（二）股东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
1．公司控股股东尧诚集团承诺：
（1）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企业
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在本次发行上市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
部分股份；
（2）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后 6 个月内，如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
均低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的发行价（如发行上市后因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
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则发行价格按照证券交易所的有关
规定作除权除息处理，下同），或者上市后 6 个月期末（如该日不是交易日，则
为该日后第一个交易日，下同）收盘价低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的发行价，则本
企业于本次发行上市前持有发行人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 6 个月；在延长锁定
期内，本公司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公司持有的公司在本次发行前已发行的
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3）本企业所持发行人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
本次发行价。
2．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东泰科技承诺：
（1）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企业
持有的发行人在本次发行上市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2）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后 6 个月内，如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
均低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的发行价（如发行上市后因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
7

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则发行价格按照证券交易所的有关
规定作除权除息处理，下同），或者上市后 6 个月期末（如该日不是交易日，则
为该日后第一个交易日，下同）收盘价低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的发行价，则本
企业于本次发行上市前持有发行人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 6 个月；在延长锁定
期内，本公司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公司持有的公司在本次发行前已发行的
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3）本企业所持发行人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
本次发行价。
3．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吴李杰承诺：
（1）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直
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在本次发行上市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
分股份；
（2）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后 6 个月内，如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
均低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的发行价，或者上市后 6 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时的发行价，则本人于本次发行上市前持有发行人股票的锁定期限自
动延长 6 个月；在延长锁定期内，本人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直接或间接
持有的公司在本次发行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本人不因
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而放弃履行上述减持价格及锁定期延长的承诺；
（3）本人所持发行人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本
次发行价；
（4）上述锁定期届满后，在担任发行人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期间，
本人每年转让的发行人股份不超过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总数的
25%；在离职后 6 个月内，不转让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如本人在
任期届满前离职的，在本人就任时确定的任期内和任期届满后 6 个月内，本人仍
继续遵守上述承诺。
4．持有发行人股份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陈玉喜、周润良、汪孔斌、徐方
友、杨卓印、徐玉银、徐根松及离任董事孙爱国承诺：
（1）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持
有的发行人在本次发行上市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2）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后 6 个月内，如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
8

均低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的发行价，或者上市后 6 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时的发行价，则本人于本次发行上市前持有发行人股票的锁定期限自
动延长 6 个月；在延长锁定期内，本人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持有的公司
本次发行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本人不因职务变更、离
职等原因，而放弃履行上述减持价格及锁定期延长的承诺；
（3）本人所持发行人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本
次发行价；
（4）上述锁定期届满后，在担任发行人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期间，
本人每年转让的发行人股份不超过本人持有的发行人股份总数的 25%；在离职
后 6 个月内，不转让本人持有的发行人股份。如本人在任期届满前离职的，在本
人就任时确定的任期内和任期届满后 6 个月内，本人仍继续遵守上述承诺。
5．持有发行人股份的监事黄文明承诺：
（1）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持
有的发行人在本次发行上市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2）上述锁定期届满后，在担任发行人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期间，
本人每年转让的发行人股份不超过本人持有的发行人股份总数的 25%；在离职
后 6 个月内，不转让本人持有的发行人股份。如本人在任期届满前离职的，在本
人就任时确定的任期内和任期届满后 6 个月内，本人仍继续遵守上述承诺。
6．持有发行人股份的监事吴澳洲、王海雄承诺：
（1）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持
有的发行人在本次发行上市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2）上述锁定期届满后，在担任发行人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期间，
本人每年转让的发行人股份不超过本人持有的发行人股份总数的 25%；在离职
后 6 个月内，不转让本人持有的发行人股份。如本人在任期届满前离职的，在本
人就任时确定的任期内和任期届满后 6 个月内，本人仍继续遵守上述承诺。
7．其他自然人股东杨双陆、何宏海、许东良、纪干平、盛建全、徐景发、
柯根鹏、笪贤忠、夏胜利、梁绍冰、何朝江、周春翔承诺：
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持有的
发行人在本次发行上市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8．公司其他股东中华化工、宁波农之杰、安徽曙光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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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企业持有
的发行人在本次发行上市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三）本次发行前持股 5%以上股东持股意向及减持意向的承诺
1．控股股东尧诚集团承诺：
（1）本企业看好发行人业务前景，拟长期持有发行人股票。本企业将严格
根据证券监管机构、自律机构及证券交易所等有权部门颁布的相关法律法规及规
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以及本企业就持股锁定事项出具的相关承诺执行有关股份
限售事项，在证券监管机构、自律机构及证券交易所等有权部门颁布的相关法律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以及本企业股份锁定承诺规定的限售期内，本企业
不会进行任何违反相关规定及股份锁定承诺的股份减持行为。
（2）股份锁定期限届满后，本企业届时将综合考虑资金需求、投资安排等
各方面因素确定是否减持公司股份。股份锁定期限届满后两年内，若本企业进行
减持的，累计减持股份数量不超过本企业持有的公司在本次发行上市前已发行股
份数量的 50%。如本企业确定依法减持公司股份的，应提前三个交易日予以公告，
自公告之日起 6 个月内完成，并按照证券交易所的规则及时、准确地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计划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减持股份的，将在首次卖出的 15 个
交易日前向证券交易所报告并预先披露减持计划，由证券交易所备案并予以公告。
（3）股份锁定期限届满后，如本企业拟采取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的，在
任意连续 90 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得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1%；如采取大宗交
易方式减持的，在任意连续 90 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得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2%。采取协议转让方式的，单个受让方的受让比例不得低于公司股份总数的 5%。
（4）本企业在进行本次发行上市前股份减持时，将严格履行相关承诺，并
遵守《公司法》、《证券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
定要求。若未能履行上述承诺，本企业将在发行人股东大会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指定报刊上公开就未履行股票锁定期承诺向发行人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
者道歉，并将在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情况下 10 个交易日内购回违规卖出的
股票，且自购回完成之日起自动延长持有全部股份的锁定期 3 个月。如因未履行
上述承诺事项而获得收益的，则本企业将所得的收益归发行人所有，并在获得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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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的五日内将前述收益支付到发行人指定账户；如因未履行上述承诺事项致使发
行人或者其他投资者遭受损失的，本企业将向发行人或者其他投资者依法承担赔
偿责任。
2．持股 5%以上股东东泰科技、中华化工、宁波农之杰、黄文明承诺：
（1）本人/本企业看好发行人业务前景，拟长期持有发行人股票。本人/本企
业将严格根据证券监管机构、自律机构及证券交易所等有权部门颁布的相关法律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以及本人/本企业就持股锁定事项出具的相关承诺
执行有关股份限售事项，在证券监管机构、自律机构及证券交易所等有权部门颁
布的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以及本企业股份锁定承诺规定的限
售期内，本人/本企业不会进行任何违反相关规定及股份锁定承诺的股份减持行
为。
（2）股份锁定期限届满后，本人/本企业届时将综合考虑资金需求、投资安
排等各方面因素确定是否减持公司股份，如本人/本企业确定依法减持公司股份
的，应提前三个交易日予以公告，自公告之日起 6 个月内完成，并按照证券交易
所的规则及时、准确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计划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减
持股份的，将在首次卖出的 15 个交易日前向证券交易所报告并预先披露减持计
划，由证券交易所备案并予以公告。
（3）股份锁定期限届满后，如本人/本企业拟采取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的，
在任意连续 90 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得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1%；如采取大宗
交易方式减持的，在任意连续 90 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得超过公司股份总数
的 2%。采取协议转让方式的，单个受让方的受让比例不得低于公司股份总数的
5%。
（4）本人/本企业在进行本次发行上市前股份减持时，将严格履行相关承诺，
并遵守《公司法》、《证券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
规定要求。若未能履行上述承诺，本人/本企业将在发行人股东大会及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报刊上公开就未履行股票锁定期承诺向发行人股东和社会
公众投资者道歉，并将在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情况下 10 个交易日内购回违
规卖出的股票，且自购回完成之日起自动延长持有全部股份的锁定期 3 个月。如
因未履行上述承诺事项而获得收益的，则本人/本企业将所得的收益归发行人所

11

有，并在获得收入的五日内将前述收益支付到发行人指定账户；如因未履行上述
承诺事项致使发行人或者其他投资者遭受损失的，本人/本企业将向发行人或者
其他投资者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三、保荐机构对发行人是否符合上市条件的说明
发行人股票上市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规定的上市条件：
（一）本次发行股票申请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并已完成公开发
行；
（二）本次发行后发行人股本总额为 33,187.00 万元，不少于人民币 5,000 万
元；
（三）本次公开发行的股份数量为 8,297.00 万股，占发行后发行人股份总数
不低于 25%；
（四）发行人最近三年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财务会计信息无虚假记载；
（五）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条件。
四、保荐机构是否存在可能影响其公正履行保荐职责情形的说明
经核查，保荐机构不存在下列可能影响公正履行保荐职责的情形：
（一）本保荐机构或本保荐机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不存在
持有发行人或其主要股东、重要关联方股份的情况。
（二）发行人或其主要股东、重要关联方不存在持有本保荐机构或本保荐机
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股份的情况。
（三）本保荐机构的保荐代表人及其配偶，本保荐机构的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均不存在拥有发行人权益、在发行人任职等情况。
（四）本保荐机构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与发行人主要股东、
重要关联方不存在相互提供担保或者融资等情况。
（五）本保荐机构与发行人之间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
五、保荐机构按照有关规定应当承诺的事项
（一）保荐机构已在证券发行保荐书中作出如下承诺：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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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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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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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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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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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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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保证本发行保荐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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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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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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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如因保荐机构为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制作、出具的文件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保荐机构将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
（二）保荐机构自愿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的规定，自证
券上市之日起持续督导发行人履行规范运作、信守承诺、信息披露等义务。
（三）保荐机构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对推荐证券上市的规定，
接受证券交易所的自律管理。
六、对发行人持续督导工作的安排
事 项

安 排

（一）持续督导事项

在本次发行结束当年的剩余时间及以后 2 个完整会
计年度内对发行人进行持续督导

1．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完善防止
大股东、其他关联方违规占用发行
人资源的制度

强化发行人严格执行中国证监会有关规定的意识，
协助发行人制定、执行有关制度；与发行人建立经常
性信息沟通机制，确保保荐机构对发行人关联交易
事项的知情权，持续关注发行人相关制度的执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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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利用
职务之便损害发行人利益的内控制
度

协助和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进一步完善内部控制
制度；与发行人建立经常性信息沟通机制，持续关注
发行人相关制度的执行情况及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情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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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项

安 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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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督导发行人的关联交易按照《公司章程》、《关联交
易管理制度》等规定执行，对重大的关联交易本机构
将按照公平、独立的原则发表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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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立发行人重大信息及时沟通渠道、督促发行人负
责信息披露的人员学习有关信息披露要求和规定。
同时关注新闻媒体涉及公司的报道，并加以核实

5．持续关注发行人募集资金的专户
存储、投资项目的实施等承诺事项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保荐工作指引》规
定，审慎核查发行人应披露的募集资金使用情况、限
售股份上市流通、关联交易、对外担保、委托理财、
提供财务资助、风险投资或套期保值等业务等事项
并就其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等合规性、可能存在的
风险及发行人所采取措施的有效性等发表独立意见

6．持续关注发行人为他人提供担保
等事项，并发表意见

督导发行人遵守《公司章程》及《关于规范上市公司
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等规定

7．持续关注发行人经营环境和业务
状况、股权变动和管理状况、市场
营销、核心技术以及财务状况

与发行人建立经常性信息沟通机制，及时获取发行
人的相关信息

8．根据监管规定，在必要时对发行
人进行现场检查

定期或者不定期对发行人进行回访，查阅所需的相
关资料并进行实地专项检查

提醒并督导发行人根据约定及时通报有关信息；根
（二）保荐协议对保荐机构的权利、
据有关规定，对发行人违法违规行为事项发表公开
履行持续督导职责的其他主要约定
声明
（三）发行人和其他中介机构配合
保荐机构履行保荐职责的相关约定

对中介机构出具的专业意见存有疑义的，中介机构
应做出解释或出具依据

（四）其他安排

无

七、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的联系方式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恒泰长财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保荐代表人：周木红

翁智

联系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33 号通泰大厦 C 座 5 层
电

话：010-56673824

传

真：010-56673777

八、保荐机构认为应当说明的其他事项
保荐机构特别提醒投资者重点关注并认真阅读发行人招股说明书“重大事项
提示”以及“第四节 风险因素”等有关章节。
九、保荐机构对本次股票上市的推荐结论
保荐机构认为：安徽华尔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其股票上市符合《中华人
14

民共和国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
有关法律、法规及规章制度的规定，华尔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的股票具备在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条件。恒泰长财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同意担任安徽华尔泰化工股
份有限公司本次发行上市的保荐机构，同意推荐其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
易，并承担相关保荐责任。
请予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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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恒泰长财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安徽华尔泰化工股份有限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之上市保荐书》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周 木 红

翁 智

法定代表人、董事长：

王 琳 晶

恒泰长财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年

16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