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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推荐江苏鸿基水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开转让的推荐报告 

 

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全国中小企业股

份转让系统公司”）下发的《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

江苏鸿基水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基科技”、“股份公司”或“公

司”）就其股票进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开转让事宜经过董事会决

议、股东大会批准。 

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公司发布的《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主

办券商尽职调查工作指引》，我公司对鸿基科技的财务状况、持续经营能力、公

司治理和合法合规事项等进行了尽职调查，对鸿基科技本次申请股票进入全国中

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开转让出具本报告。 

一、尽职调查情况 

光大证券推荐鸿基科技挂牌项目小组（以下简称“项目小组”）根据《全国

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主办券商尽职调查工作指引》的要求，对鸿基科技进行了

尽职调查，了解的主要事项包括公司的基本情况、历史沿革、独立性、关联交易、

同业竞争、规范运作、持续经营、财务状况、发展前景、重大事项等。 

项目小组与鸿基科技全体董事、总经理、财务总监、员工等进行了交谈，并

同公司聘请的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的律师和中兴华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的审计师进行了交流；查阅了公司章程、“三会”即股东（大）

会、董事会、监事会会议记录、公司各项规章制度、会计凭证、会计账簿、审计

报告、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资料、纳税凭证等；了解了公司的生产经营状况、

内控制度、规范运作情况和发展计划。通过上述尽职调查，项目小组出具了《江

苏鸿基水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请股票挂牌公开转让尽职调查报告》。 

二、内核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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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公司推荐挂牌项目内核小组于 2017 年 7 月 7 日至 2017 年 7 月 9 日对江苏

鸿基水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申请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公开转让

的备案文件进行了认真审阅，于 2017年 7月 11日召开了内核会议。参与项目审

核并参与投票的内核成员牟海霞、李婕、卫成业、陈思远、朱青松、林兆昌、

黄岑共 7 人，且满足律师、注册会计师、行业专家至少各一名的要求。 

上述内核成员不存在近三年内有违法、违规记录的情形；不存在担任项目

小组成员的情形；不存在持有拟推荐公司股份，或在该公司中任职以及存在其

他可能影响其公正履行职责的情形。 

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主办券商推荐业务规定（试行）》对内核

机构审核的要求，内核成员经审核讨论，对鸿基科技本次挂牌股份报价转让出

具如下的审核意见： 

（一）我公司内核小组按照《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主办券商尽职调查

工作指引》的要求对项目小组制作的《江苏鸿基水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请股票

挂牌公开转让尽职调查报告》进行了审阅，并对尽职调查工作底稿进行了抽查核

实。认为项目小组已按照《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主办券商尽职调查工作指

引》的要求对公司进行了实地考察、资料核查等工作；项目小组中的注册会计

师、律师、行业分析师已就尽职调查中涉及的财务会计事项、法律事项、业务

技术事项出具了调查报告。项目小组已基本按照《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主

办券商尽职调查工作指引》的要求进行了尽职调查。 

（二）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信息披露细则（试行）》

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公开转让说明书内容与格式指引（试行）》的格

式要求，公司已按上述要求制作了《江苏鸿基水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转让说

明书》，公司挂牌前拟披露的信息基本符合信息披露的要求。 

（三）公司前身为 1995 年 04 月 22 日成立的江苏鸿基岩土工程有限公司，

于 2017年 6月 27日由有限公司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存续时间已满两

年；业务明确，具有持续经营能力；公司治理结构健全，合法合规经营；股权

明晰，股票发行和转让行为合法合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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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江苏鸿基水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符合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

统公司规定的挂牌条件，7 位内核成员经投票表决，7 票同意、0 票反对，同意

我公司推荐江苏鸿基水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进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

统挂牌公开转让。 

三、推荐意见 

根据项目小组对鸿基科技的尽职调查情况，我公司认为鸿基科技符合全国

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公司关于公开转让所规定的挂牌条件： 

（一）公司依法设立且存续满两年 

公司的前身江苏鸿基岩土工程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5 年 4 月 22 日。2017 年 6

月 27 日，有限公司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并以截至 2017 年 3 月 31 日经审

计的净资产 48,154,182.65 元按 1：0.83 的比例折合股本 4000 万股，剩余部分计

入资本公积。变更后各股东对股份有限公司的持股比例与变更前对有限公司的

出资比例保持一致；原股东持有的公司股权相应转为各发起人持有的股份公司

股份。股份公司股本总额不高于经审计、评估的净资产值。股份公司设立时的

出资已经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中兴华验字

[2017]020026 号”《验资报告》验证。2017 年 6 月 27 日，扬州市工商行政管理

局向鸿基科技颁发了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321000134783864C 的《企业法人营

业执照》。公司整体变更履行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合法有效。 

在有限公司整体变更为股份公司过程中，公司以经审计的账面净资产值折

股，其存续期限可以自有限公司成立之日起连续计算，公司存续已满两年。 

因此，公司符合《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第二章第

1 条第（一）项关于公司“依法设立且存续满两年”的规定。 

（二）公司业务明确，具有持续经营能力 

鸿基科技的主营业务是为客户提供地基处理及岩土工程施工、水利水电工

程施工、河湖疏浚淤泥堆场处置及淤土快速固结施工。经过多年实践和发展，

公司在地基与基础处理、垂直防渗帷幕施工技术、河湖疏浚淤泥堆场处置及深

层淤土快速固结等技术方面已具有较雄厚的技术力量和先进的施工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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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近两年经营合法规范，按时通过工商年检，具有持续经营记录。2015

年、2016 年以及 2017 年 1-3 月的主营业务收入占营业收入比重分别为 99.95%、

99.91%、99.90%，主营业务突出且稳定，收入可持续，具备持续经营能力。同

时，公司主营业务不属于国家产业政策规定的限制类、淘汰类产业，符合国家

产业政策，公司的业务经营符合国家环保、质量等要求。 

鸿基科技不存在依据《公司法》规定解散的情形，或法院依法受理其破产重

整、和解或者清算申请，也不存在影响持续经营能力的其他相关事项，中兴华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就鸿基科技 2015 年、2016 年以及 2017 年 3

月 31 日的财务报表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因此，公司符合《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第二章第

1 条第（二）项关于“公司业务明确，具有持续经营能力”的规定。 

（三）公司治理机制健全，合法规范经营 

鸿基科技已按照《公司章程》规定，建立了“三会”和高级管理人员组成的

法人治理结构，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及经营管理层能够规范运作，相关

机构及人员能够依法履行其职责。 

鸿基科技已按现代企业管理制度的要求并针对自身特点建立了一套规范合

理的内部控制制度，包括《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监事

会议事规则》、《关联交易决策制度》、《对外担保决策制度》、《对外投资管

理制度》、《防范控股股东及关联方资金占用的管理制度》、《总经理工作细则》、

《董事会秘书工作细则》、《投资者关系管理与信息披露制度》等，涵盖了公司

战略决策、销售管理、人力资源管理、财务会计等公司营运活动的所有环节，

并在公司各个层面得到了有效执行，能保证公司的正常运营管理。 

根据相关政府部门出具的证明并经项目小组核查，鸿基科技报告期内不存

在因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受到刑事处罚、行政处罚的情形。 

根据鸿基科技陈述并经项目小组核查，鸿基科技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遵守法律法规，报告期内不存在刑事处罚或与公司规范经营相关的行政处罚的

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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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鸿基科技陈述并经项目小组核查，鸿基科技现任董事、监事和高级管

理人员具备和遵守《公司法》规定的任职资格和义务，不存在报告期内受到中国

证监会行政处罚或者被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的情形。 

因此，公司符合《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第二章第

1 条第（三）项关于“公司治理机制健全、合法规范经营”的规定。 

（四）公司股权明晰、股票发行和转让行为合法合规 

根据公司工商登记资料和各股东的承诺并经项目小组核查，公司股东持有

的股权不存在质押、冻结、保全等限制权利行使的情形，也不存在其他任何形

式的股权纠纷或潜在纠纷。且鸿基科技的股东均不存在国家法律、行政法规、

规范性文件规定不适宜担任股东的情形。 

因此，公司符合《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第二章第

1 条第（四）项关于“股权明晰、股票发行和转让合法合规”的规定。 

（五）主办券商推荐并持续督导 

2017 年 7 月，鸿基科技同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订《推荐挂牌并持续督

导协议书》，约定由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主办券商推荐其股票进入全国中

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公开转让，并进行持续督导工作。 

因此，公司符合《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第二章第

1 条第（五）项关于“主办券商推荐并持续督导”的规定。 

（六）公司不存在负面清单限制情形 

鸿基科技于 2017 年 7 月申请挂牌，该公司的主要业务是为客户提供地基处

理及岩土工程施工、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河湖疏浚淤泥堆场处置及淤土快速固结

施工。 

1、行业分类 

根据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 年修订）规定，

公司所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 年修订），公司所属

行业可归类为：E48 土木工程建筑业；根据国家统计局 2011 年度公布的《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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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1），公司属于大类“E 建筑业”中的“E48 土

木工程建筑业”； 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发布的《挂牌

公司管理型行业分类指引》和《挂牌公司投资型行业分类指引》（股转系统公告

【2015】23 号），公司所处行业分别属于“E48 土木工程建筑业”和“12101210 

建筑与工程行业”。 

2、是否属于科技创新类公司 

根据国家发改委《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产品和服务指导目录》，鸿基科技不

属于科技创新类公司，应满足报告期两个完整会计年度营业收入不低于同期行业

平均水平的要求。 

3、行业平均营业收入水平测算 

根据公司所述行业特点，考虑行业可比和数据获取等因素，选取公开市场数

据、国内行业数据等作为对标测算基础。测算结果见下表： 

单位：万元、个 

行业 

数据来

源 

市场类

别 

2015 年度 2016 年度 

两年平均 

之和 
 

行业平均 

营业收入 

样本

数 

行业平均 

营业收入 

样本

数 

可比大类行业：土

木工程建筑业

（E48） 

公开市

场数据 

上市公

司 
5,303,826.51 66 5,659,379.22 66 10,963,205.73 

新三板

挂牌公

司 

23,899.38 114 24,402.75 114 48,302.13 

区域股

权市场 
26,353.13 25 18,381.24 11 44,734.37 

三类市

场综合 
1,724,077.60 205 1,971,220.61 191 3,695,29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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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比细分行业：其

他土木工程建筑业

（E4890）  

公开市

场数据 

新三板

挂牌公

司 

19,087.44 107 20,052.62 107 39,140.06 

注：公开市场数据来源于 choice 金融，数据下载日期为 2017 年 8 月 28 日。 

公司 2015 年、2016 年营业收入分别为 4364.66 万元和 3689.64 万元。公司

报告期两个完整会计年度（2015 年、2016 年）营业收入之和，低于新三板公开

市场数据。基于下述原因，主办券商认为公司达到了“报告期两个完整会计年度

营业收入不低于同期行业平均水平”的要求： 

1）已挂牌公司多为行业领先企业，挂牌公司收入的平均数不能代表行业的

平均水平。 

2）公司主营业务地基处理及岩土工程施工、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河湖疏浚

淤泥堆场处置及淤土快速固结施工，该行业系其他土木工程建筑业中更加细分的

行业。目前其他土木工程建筑业（E4890）中挂牌企业大多为主营园林、景观工

程的企业，该行业的平均收入不能代表岩土工程行业的平均收入。 

3）土木工程建筑业是一个收入与资产规模高度相关的行业，收入领先的企

业均为资产总额较大的企业。 

项目组挑选了同行业（建筑业-土木工程建筑业 E48）在新三板挂牌公司中

与拟挂牌公司资产规模相似的公司进行对比，分析结果如下： 

单位：万元 

证券代码 证券名称 

营业收入 

[报告期]2015

年年报 

营业收入 

[报告期]2016

年年报 

资产总计 

[报告期]2015

年年报 

资产总计 

[报告期]2016

年年报 

430254.OC 中卉生态 3,975.81 4,513.03 7,066.26 6,737.47 

833068.OC 山河园林 1,010.67 1,775.15 3,673.63 4,392.10 

834050.OC 天润园景 991.90 3,413.72 1,009.05 4,502.86 

834092.OC 惠和股份 7,220.52 4,892.92 7,217.94 7,033.39 

834362.OC 润和天泽 2,692.22 4,516.44 3,331.94 5,632.35 

836156.OC 东南岩土 1,296.41 3,360.77 2,049.64 4,056.32 

836992.OC 创宇园林 3,216.27 2,739.44 3,365.57 5,88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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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8076.OC 健康岛 1,461.41 1,706.98 4,357.01 5,095.12 

838369.OC 景然环境 1,624.58 5,127.74 4,369.18 6,023.27 

838707.OC 馨艺园林 5,542.38 5,806.63 6,357.67 7,112.30 

839506.OC 泽众园林 7,093.46 5,807.50 26,001.80 7,662.39 

839998.OC 正昊建设 5,625.33 3,432.19 6,469.76 7,151.19 

870429.OC 安泰园林 3,100.20 3,322.45 6,440.25 7,439.74 

870679.OC 森源达 3,097.92 3,270.05 3,466.24 4,168.94 

871422.OC 谦诚桩工 804.20 5,844.32 2,672.93 7,802.43 

871493.OC 厦门安越 3,861.88 7,492.81 3,800.71 7,002.67 

数据来源：choice 金融，数据下载日期为 2017 年 8 月 28 日。 

单位：万元 

项目 2015 年 2016 年 
两年平均 

之和 

同行业资产规模相当企

业的营业收入平均值 
3,288.45 4,188.88 7,477.33 

鸿基股份的收入 4,364.66 3,689.64 8,054.30 

如上表所示，鸿基科技最近两年累计收入高于上述可参考公司的平均收入水

平，处于行业前列，显示出公司在其细分市场上具有较强的收入和盈利优势。 

通过上述可参考公司的详细分析，可以得出结论：公司最近两年累计主营业

务收入不低于行业同期平均水平。 

4、最近两年持续盈利 

根据公司聘请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出具的审计报告，公司 2015 年公司收入 4364.66 万元，净利润 124.04 万

元；2016 年公司收入 3689.64 元，净利润 336.49 万元；2017 年 1-3 月公司收入

776.58 万元，净利润 213.75 万元，不存在最近两年持续亏损的情况。 

5、公司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营业务中是否存在国家淘汰落后及过剩产能类

产业 

根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淘汰落后产能工作的通知》（国发[2010]7 号）、

《关于印发淘汰落后产能工作考核实施方案的通知》（工信部联产业[2011]46 号）



江苏鸿基水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主办券商推荐报告 

1-5- 
1-5-9 

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能源局于 2016年 9月 19 日发布的《两

部门联合公告 2015 年各地区淘汰落后和过剩产能目标任务完成情况》（中华人

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能源局公告 2016 年第 50 号），电力、煤炭、炼

铁、炼钢、焦炭、铁合金、电石、电解铝、铜冶炼、铅冶炼、平板玻璃、造纸、

制革、印染、铅蓄电池(极板及组装)等 16 个行业属于国家淘汰落后及过剩产能

类产业。因此，公司主营业务不属于“国家淘汰落后及过剩产能类产业”，不适

用此条负面清单。 

综上，主办券商认为，鸿基科技不存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业

务问答-关于挂牌条件适用若干问题的解答（二）》所列负面清单情形。 

鉴于鸿基科技股票符合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公司规定的进入全国中

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开转让的条件，为帮助公司提供发展过程中所需资本

服务以及帮助公司规范治理，拓展融资渠道，我公司特推荐鸿基科技股票在全国

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 

四、提请投资者关注的事项 

（一）宏观经济波动风险 

岩土工程行业为大型民用建筑、市政工程及交通运输等工程项目中不可缺

少的一环，因此行业的发展趋势与下游房地产、基础设施建设、交通枢纽以及

水利水电等行业领域的市场发展情况密切相关。虽然国家每年对固定资产及重

大市政工程项目的投资总额也处于稳定的态势，但一旦宏观经济下滑，公司存

在因基础设施建设、房地产等下游行业领域的业绩下滑而可能面临的市场波动

风险。 

（二）客户及区域集中风险 

2015 年、2016 年、2017 年 1-3 月，公司前五名客户销售收入占当期营业收

入的比例分别为 73.82%、71.15%、68.51%。因此，公司存在客户集中度较高风

险。客户集中度较高给公司的经营带来一定风险，尤其是对公司的收入结构和收

入波动性影响较大。若主要客户因经营状况发生变化导致其对公司业务的需求量

下降，将对公司未来的经营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公司的客户主要集中在长三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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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存在一定的区域集中性，虽然企业未来计划将业务拓展到更多的区域，但

在短期内仍无法摆脱公司项目市场区域集中度较高的风险。 

（三）工程质量风险 

作为整个工程项目施工环节的起点以及工程建设产业链的上游，公司基坑

支护、 地基处理、桩基础等业务承做的好坏将直接影响到整个项目工程最终的

施工质量，并决定了工程项目在竣工后的稳定性表现。尽管公司通过各种手段

严格把控工程项目质量，但公司工程项目仍可能面临工程质量风险。 

（四）安全生产风险 

公司在实际施工过程中，不仅对机械设备实施操作以完成挖掘、勘探、钻

孔等工序，同时也涉及施工人员在现场进行物料搬运、挖土以及测绘等人力劳

务的直接投入，整体施工环节对人员技术操作性和项目经验的依赖度较大。虽

然报告期内公司已取得相应的安全生产许可证，可确保公司参与施工环节的项

目负责人、劳务人员以及相关机械设备均已达到安全生产的标准，并且公司在

每个项目施工前期均安排现场人员接受充分的安全防护培训工作；但仍不排除

今后存在因机械施工设备突发质量问题或人员一时疏忽造成操作不当而引发的

意外安全事故风险。 

（五）应收账款账面价值较大的风险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应收账款账面价值分别为 2,675.97 万元、2,445.51 万元

和 4,253.32 万元，占营业收入比例分别为 61.31%、66.28%和 547.70%，占比一

直很高。尽管公司客户大部分为信誉良好的房地产企业、基础建设工程业主单

位或总承包商，但未来公司仍存在因客户财务状况发生恶化导致应收账款发生

坏账的风险。 

（六）短期偿债能力和流动性不足的风险 

由于项目回款周期较长和原材料采购付款周期较短， 随着公司业务扩张和

承接的项目数量的增加，公司需要更多的流动资金来支持业务规模。报告期各

期末，公司货币资金余额分别为 507.62万元、1,030.86万元和 1,678.34万元，货

币资金较少。同期，公司流动比率分别为 1.09、1.17 和 1.79，速动比率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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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8、0.93和 1.43，短期偿债能力较弱。如果出现客户无法按时付款，公司也不

能及时获得融资的情况，公司将可能出现流动资金短缺进而影响生产经营的风

险。 

（七）经营活动现金流量较低的风险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532.01 万元、308.67

万元和-999.30 万元。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与净利润相

差较大，主要原因系应收账款余额较大且周期较长，导致公司流动资金短缺而

影响生产经营的风险。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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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推荐江苏鸿基水源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股票进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的推荐报告》

的盖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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