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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明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股票发行方案不存在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根据《证券法》的规定，本公司经营与收益的变化，由本公司自

行负责，由此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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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除非发行方案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如下含义：

公司、本公司 指 郑州沃特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证监会、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股转公

司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业务规则》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业务规则（试行）》（2013
年 12月 30日修订）

《管理办法》 指

《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据 2013年 12月 26日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修改<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

管理办法>的决定》修订）

《业务细则》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发行业务细则（试行）》

《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细则》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细则》

（2017年 7月 1日第二次修订并施行）

《公司章程》 指 《郑州沃特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主办券商、中信建投 指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亚太会所、会计师 指 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文丰律师、律师 指 河南文丰律师事务所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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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司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郑州沃特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Zhengzhou Wote Energy-saving Technology Co., Ltd.

证券简称：沃特节能

证券代码：871464

法定代表人：李勋

董事会秘书：李柏任

注册地址：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翠竹街 76号 9号楼 1单元

12层 1217号

办公地址：郑州市金水路心怡路楷林 IFC金融国际中心 B座 12

层

电话：0371-60136658

传真：0371-60136659

网址：http://www.zzwote.com/

二、发行计划

（一）发行目的

本次发行的目的为：改善公司股权结构，本次股票发行所募集资

金（扣除发行费用后）用于偿还大股东借款、补充流动资金、50MW

超高压煤气发电项目，进一步提升公司的资本实力和抗风险能力，有

利于公司持续、快速和健康发展。

（二）发行对象及现有股东的优先认购安排

http://www.zzwot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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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发行对象

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为河南省国控互联网产业创业投资基金（有

限合伙）和自然人李承朴。

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自然人李承朴系本次股票发行前在册股东。

本次股票发行对象为符合《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 、

《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细则（ 试行）》规

定的合格投资者。

2、现有股东优先认购安排

本次股票发行的认购方式为现金认购，按照《全国中小企业股份

转让系统股票发行业务细则（试行）》第八条的规定：“挂牌公司股

票发行以现金认购的，公司现有股东在同等条件下对发行的股票有权

优先认购。每一股东可优先认购的股份数量上限为股权登记日其在公

司的持股比例与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上限的乘积。公司章程对优先认购

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根据《公司章程》第十四条规定：公司发行以现金认购的股份时，

未经股东大会决议确认，发行前在册股东对新增股份不享有优先认购

的权利。

3、本次发行认购人基本情况

（1）企业名称：河南省国控互联网产业创业投资基金（有限合

伙）

成立时间：2017年 08月 09日

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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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事务合伙人：河南省国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委派代表：张

维维）

经营范围：从事非证券类股权投资活动及相关咨询服务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000MA448R8X69

地址：河南省郑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国槐街 8号 1栋 A-1-5

号

河南省国控互联网产业创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系私募基金，

其基金管理人为河南省国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河南省国控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已完成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登记编号为 P1001637，登记

日期 2014年 04月 29日），河南省国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已向中国

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提交了河南省国控互联网产业创业投资基金（有

限合伙）私募基金备案申请，并承诺该基金将不晚于 2017 年 12 月

31日完成私募基金备案登记。河南省国控互联网产业创业投资基金

（有限合伙）符合中国证监会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关于投资

者适当性制度的有关规定。

根据河南省国控互联网产业创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提供的声

明并通过查询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河南省国控互联网产

业创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不存在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情形。

不属于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在《关于对失信主体

实施联合惩戒措施的监管问答》中规定的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2）李承朴

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码 410182199307016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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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股票发行前，持有本公司股份 1,000,000股，占本次股票发行前

股份比例 1.67%。李承朴不存在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情形,不属

于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在《关于对失信主体实施

联合惩戒措施的监管问答》中规定的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3）本次股票发行的认购投资者名单及认购股份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股东性质
认购股票数

量（万股）

预计募集资

金（万元）
认购方式

1
河南省国控互联

网产业创业投资

基金（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

企业
566 5,999.60 货币

2 李承朴 自然人 14 148.40 货币

合计 580 6,148.00

4、本次发行认购人与公司及主要股东的关联关系

本次发行股份的认购对象自然人李承朴系本次发行股票前公司

在册股东，且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李勋是叔侄关系,公司董

事、股东侯懿珉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李勋系夫妻关系，公司

董事、董秘李柏任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李勋系父子关系；本

次发行股份的认购对象河南省国控互联网产业创业投资基金（有限合

伙） 与公司及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发行价格及定价方法

本次股票发行价格为 10.60元/股。

截至 2016年 12月 31日，公司股本总额为 52,400,000.00股。根

据公司《2016年年度审计报告》，2016年 12月 31日，归属于挂牌

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为 1.46元。

2017年 2月 9日公司召开 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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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关于公司 2017年第一次增资扩股的议案》，根据该议案，公

司增发新股 1,700,000股，2017年 02月 09日，郑州市工商局核准了

此次变更，换发《营业执照》；2017年 02月 28日，公司召开 2017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7 年第二次增资

扩股的议案》，根据该议案，公司增发新股 2,400,000股，2017年 03

月 02日，郑州市工商局核准了此次变更，换发《营业执照》；2017

年 07月 26日，公司召开 2017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郑州沃特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度第一次股票发行

方案>的议案》，根据该议案，公司发行新股 3,500,000股，8.00元/

股，2017年 9月 15日，取得了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

公司核发的《关于郑州沃特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股份登记

的函》（股转系统函[2017]5574号），2017 年度第一次股票发行后，

公司股本总额为 60,000,000股。截止 2017年 10月 31日，归属于挂

牌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为 2.36元（未经审计）

本次股票发行的价格综合考虑了公司所处行业、公司成长性、未

来业务发展前景等因素，并与投资者协商后最终确定。

（四）发行股份数量或者数量上限，预计募集资金总额

本次拟发行股份数量不超过 580万股（含 580万股），预计募集

资金不超过 6,148.00万元（含 6,148.00万元），参与本次发行的认购

人以现金方式认购本次股票发行的全部股份。

（五）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和募集专项账户的设立情况

公司 2017年 07月 11日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已经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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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通过《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公司已按照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

统于 2016年 8月 8日发布的《挂牌公司股票发行常见问题解答（三）

——募集资金管理、认购协议中特殊条款、特殊类型挂牌公司融资》

的规定和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要求，建立募集资金存储、使

用、监管和责任追究的内部控制制度，明确募集资金分级审批权限、

决策程序、风险控制措施及信息披露要求。

董事会将在审议本次股票发行的股东大会召开前设立募集资金

专项账户，该专项账户作为认购账户，将不存放非募集资金或用作其

他用途。

（六）公司除权除息、分红派息及转增股本情况

公司自挂牌以来，未发生除权除息、分红派息及转增股本情况。

公司在董事会决议日至股份认购完成日期间预计不会发生除权、

除息情况，不会对发行数量和发行价格进行相应调整。

（七）本次发行股票的限售安排或发行对象自愿锁定的承诺

本次股票发行的新增股份登记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北京分公司。

本次定向发行的股票无限售安排，本次股票发行对象无自愿限售

锁定的承诺。

（八）募集资金用途

1、前次发行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公司自 2017年 5月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以来，发

生过 1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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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募集资金的基本情况

公司 2017年 07月 10日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和 2017

年 07月 26 日召开的 2017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

郑州沃特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度第一次股票发行方案>的

议案》，2017年 09月 15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

司核发了《关于郑州沃特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股份登记的

函》（股转系统函[2017]5574号），公司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350万股，

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8.00元，募集资金总额 2,800.00万元。募集

资金到位情况业经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17年 08月 17日出具亚会 B验字[2017]0219号《验资报告》审验。

（2）募集资金的具体用途及投入资金金额

截至本发行方案公布之日,公司募集资金使用及余额如下：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2,800.00

减：发行费用 25.00

募集资金净额 2,775.00

减：募投项目使用 576.12

其中：手续费 0.02

燃气锅炉款 374.70

设计费 39.00

工程建设费 162.40

加：结息 1.12

募集资金余额 2,200.00

2、本次发行募集资金的用途

本次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将用于偿还大股东借款、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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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资金、50MW 超高压煤气发电项目。

公司己按照全国股份转让系统于 2016年 8月 8日发布的《 挂牌

公司股票发行常见问答（三）-募集资金管理-认购协议中的特殊条款

-特殊类型挂牌公司融资》的规定建立募集资金储运-使用-监管和责

任追究的内部控制制度，明确募集资金使用的分级审批权限-决策程

序-风险控制措施及信息披露要求，将严格按照规定建立募集资金监

管账户与主办券商、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订三方监管协议并向

监管部门报备。

（1）募集资金的使用计划

序号 使用项目类别 预计使用投资额（万元）

1 偿还大股东借款 4,000.00

2 补充流动资金 1,148.00

3 50MW 超高压煤气发电项目 1,000.00

合 计 6,148.00

注：上述资金尚未扣除本次发行服务费用。

（2）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必要性和可行性分析

1）偿还大股东借款

①偿还大股东借款的必要性

公司项目建设前期资金需求量较大，同时受制于银行融资的局限

性，公司陆续从大股东李勋先生处拆入资金，年利率 8%，截至 2017

年 10月 31日累计拆入资金余额为 4,000.00万元。

②偿还大股东借款可行性

公司通过募集资金偿还大股东借款后，一方面减少公司对大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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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依赖，保持公司的独立性；另一方面，可以改善公司资产配置结构，

优化财务结构，增强公司未来抵御风险的能力。

2）补充流动资金

①补充流动资金的必要性

公司业务正处于快速发展的阶段，随着公司产品服务在市场上得

到越来越多的高耗能企业的认同，新承接项目的规模越来越大，相应

的公司采购成本、管理成本和人工成本随之增加，公司对流动资金的

需求量不断增加。通过股票发行募集资金，能够迅速补充流动资金，

提升公司的资金实力，满足市场要求以及其他业务的拓展，提高公司

的综合竞争力。

②补充流动资金的测算过程

流动资金估算是以企业的营业收入及营业成本为基础，综合考虑

企业各项资产和负债等因素的影响，对构成企业日常生产经营所需流

动资金的主要经营性流动资产和流动负债分别进行估算，进而预测企

业未来期间生产经营对流动资金的需求程度。

具体计算方法如下：

预测期经营性流动资产=应收账款+应收票据+预付账款+其他应

收款

预测期经营性流动负债=应付账款+应付职工薪酬+应交税费+应

付利息

预测期流动资金占用额=预测期经营性流动资产-预测期经营性

流动负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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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测期流动资金需求=预测期流动资金占用额-前一期流动资金

占用额

营业收入增长率的预测说明：公司 2016 年经审计营业收入

62,178,135.00元，同比增加 4.83%。结合公司的发展阶段、行业前景

以及 2017年的在建项目（废物综合利用项目即钢渣微粉 50MW 超高压

煤气发电项目、焦炉煤气燃气轮机发电项目）开展运营情况，预计公

司 2017年度增长率 20.62%、2018年年度增长率 33.33%和 2019年度

营业收入增长率 50.00%。主要依据如下：

收入类型 2017年度预计

收入（万元）

2018年度预计

收入（万元）

2019年度预计

收入（万元）

废物综合利用项目（钢渣微粉） 1,000.00 4,000.00 4,000.00

50MW 超高压煤气发电项目 2,000.00 5,500.00

焦炉煤气燃气轮机发电项目 1,000.00 3,500.00

2016年以前投产运营项目 6,500.00 3,000.00 2,000.00

合计 7,500.00 10,000.00 15,000.00

注 1：废物综合利用项目即钢渣微粉 2017年下半年已投产运营。

注 2：已签合同 50MW 超高压煤气发电项目预计 2018年上半年投产运营。

注 3：已签合同焦炉煤气燃气轮机发电项目预计 2018年下半年投产运营。

注 4：2016年以前已在运营的项目将陆续到期，营业收入将逐年减少。

本次测算以 2016年财务数据为基期数据进行测算。流动资金需

求测算计算过程如下：

项目 2016年
占营业收

入的比例
2017年预测值 2018年预测值 2019年预测值

营业收入 62,178,135.00 75,000,000.00 100,000,000.00 150,000,000.00

应收票据 3,200,000.00 5.15% 3,859,877.75 5,146,503.67 7,719,755.51

应收账款 38,711,606.59 62.26% 46,694,396.58 62,259,195.44 93,388,793.16

预付账款 3,556,000.00 5.72% 4,289,289.15 5,719,052.20 8,578,578.31

其他应收款 2,635,071.47 4.24% 3,178,454.30 4,237,939.06 6,356,90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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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性流动资产合计 48,102,678.06 77.37% 58,022,017.78 77,362,690.37 116,044,035.57

应付账款 35,942,481.19 57.81% 43,354,244.85 57,805,659.80 86,708,489.70

应付职工薪酬 417,397.40 0.67% 503,469.67 671,292.89 1,006,939.34

应付利息 104,705.85 0.17% 126,297.43 168,396.58 252,594.86

应交税费 900,276.83 1.45% 1,085,924.53 1,447,899.38 2,171,849.07

经营性流动负债合计 37,364,861.27 60.10% 45,069,936.48 60,093,248.65 90,139,872.97

流动资金占用 10,737,816.79 12,952,081.30 17,269,441.72 25,904,162.60

流动资金需求额 2,214,264.51 4,317,360.42 8,634,720.88

2018年-2019年流动资金需求 12,952,081.30

注：由于本次募集资金预计到达公司资金账户且可供补充流动性使用的起始时点为

2017年 12月，故公司流动资金缺口测算中不计入 2017年度流动资金缺口金额。

根据上述测算，公司 2018 年、2019 年共需新增流动资金额为

12,952,081.30元。考虑到公司业务处于快速发展期，公司拟将不超过

10,000,000.00元募集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尚未扣除发行费用），

有利于缓解公司的资金压力，满足公司稳定可持续发展的需要。流动

资金的缺口公司将通过银行贷款或自有资金等方式筹集。

上述假设不构成公司的盈利预测，投资者不应据此进行投资决

策。投资者据此进行投资决策造成损失的，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

综上，公司本次募集资金的投向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

3）50MW 超高压煤气发电项目建设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分析

（1）项目建设的必要性

安钢集团信阳钢铁有限责任公司与公司与 2016年 12月 23日签

订的《合同能源管理合同（煤气资源综合利用）》（以下简称“ 《合

同》 ”），经双方友好协商，在真实、充分表达各自意愿的基础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合同法及其它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又

于 2017年 4月 27日签订了《煤气资源综合利用合同能源管理项目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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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协议》。该事项已于 2017年 05月 25日披露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

转让系统信息披露平台(www.neeq.com.cn)的《郑州沃特节能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追认签署重大项目合同补充协议的公告》(公告编

号:2017-004)。

安钢集团信阳钢铁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信钢”）始建于

1970年，是河南省重点骨干企业。1997年 10月按照省政府“组建大

型企业集团振兴河南国有经济”的战略构想，并入安钢集团公司，信

钢拥有装备先进的棒带连轧生产线，100吨转炉、600m3高炉、105m3

烧结机、20000m3/h 制氧机、JN43-80 型 45 孔焦化炉、110KV 变

电站及其配套的各辅助设备，具备轧材、炼钢、采矿、选矿、铁路运

输、烧结、水泥、发电、商贸等综合生产经营能力，已形成年产生铁

300万吨、钢 300万吨、材 300万吨的规模，为豫南、皖西、鄂北唯

一的钢铁联合企业。

信钢厂区富裕的高炉煤气量为 150000Nm3/h，富裕的高炉煤气主

要是用来供燃气锅炉燃烧发电。目前信钢装备有 3×6MW+1×1.5MW 高

炉煤气燃气锅炉发电机组，均为低参数的小型中温中压发电机组，这

些机组设备老旧，维护成本高，运行效率低下，效益较差。

为充分合理利用这部分能源，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并且提高信钢

公司的自供电率，降低企业生产成本，公司新建 1台燃烧高炉煤气的

超高压燃气锅炉发电系统。超高压燃气锅炉燃用高炉煤气，用以替代

老旧的中温中压机组。

（2）资金需求的测算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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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MW 超高压煤气发电项目资金投资估算

序号 名称 造价（单位：万元）

1 锅炉岛及辅机 2,400.00

2 汽轮机及辅助系统 3,500.00

3 发电机及系统（50MW） 900.00

4 电气系统 1,000.00

5 循环水系统（含双曲线冷却塔、循环水泵） 1,500.00

6 除盐水系统及建筑 300.00

7 煤气系统及阀门 300.00

8 主厂房（含厂内吊装设备）、其他建筑及

道路

2,700.00

9 照明、消防水系统及灭化设备 300.00

10 控制系统（含热工仪表以 DCS） 800.00

11 设计、设备安装及调试费用（含辅材） 1,300.00

12 20万立方高炉煤气柜 4,000.00

合 计 19,000.00

50MW 超高压煤气发电项目资金需求预计 19,000万元，本次募

集资金 1,000 万元，加上 2017 年第一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2,800.00

万元（也系用于该项目），其余资金将通过公司自有资金、银行贷款、

后期募集资金等方式解决。

（九）本次发行前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处置方案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发行前滚存的未分配利润将由公司新老股

东按照发行后的股份比例共享。

（十）本次发行拟提交股东大会批准和授权的相关事项

涉及本次股票发行的《关于<郑州沃特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度第二次股票发行方案>的议案》、《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

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股票发行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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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宜的议案》、《关于签署附生效条件的<股票认购合同>的议案》等

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及授权。

（十一）本次发行涉及主管部门审批、核准或备案事项情况

本次股票发行后，公司股东人数不会超过 200人。因此，本次股

票发行，不涉及主管部门的审批、批准事项，但发行完成后需要向全

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备案。

三、董事会关于本次发行对公司影响的讨论与分析

（一）本次发行对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之间的业务关系、

管理关系、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等变化情况

本次发行对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之间的业务关系、管理关

系和同业竞争等情况不产生变化。

（二）本次发行对其他股东权益的影响

1、本次股票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将使公司股本、净资产等财

务指标提高，资产负债结构更趋稳健，公司偿债能力和抵御财务风险

能力将有进一步提升。

2、本次股票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使公司财务状况和现金流得

到改善，资金流动性增强，提高公司整体经营能力，增加公司的综合

竞争力，给公司运营带来积极影响。

3、本次股票发行对其他股东权益或其他类别股东权益有积极影

响。

（三）与本次发行相关特有风险的说明

本次股票发行无相关特有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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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其他需要披露的重大事项

（一）是否存在公司的权益被股东及其关联方严重损害且尚未消

除的情形

目前不存在公司的权益被股东及其关联方严重损害且尚未消除

的情形。

（二）是否存在公司及其附属公司违规对外提供担保且尚未接触

的情形

目前不存在公司及其附属公司违规对外提供担保且尚未解除的

情形。

（三）是否存在现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受到处罚的情形

公司现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二十四个月内未受到过

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十二个月内亦未受到过全国股份转让系统

公司公开谴责。

（四）是否存在其他严重损害股东合法权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

情形

目前公司不存在其他严重损害股东合法权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

的情形。

（五）附生效条件股票认购合同主要条款

1、合同主体

甲方：郑州沃特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河南省国控互联网产业创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李承

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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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签约时间：甲乙双方于 2017 年 11 月 16 日签署了附生效条件

的《股票发行认购协议书》。

3、认购方式及支付方式

认购方式：本次发行股票，认购对象全部以现金方式认购。

支付方式：认购对象将在本次股票发行经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后，按照公司届时发布的《股票发行认购公告》提示的缴款

时间、指定的验资账户以银行转账方式缴纳认购款。

4、合同的生效条件和生效时间

（1）本合同自甲乙双方签署后成立。

（2）本合同经甲方股东大会批准本次股票发行方案及审议通过

本合同后生效。

5、合同附带的任何保留条款、前置条件

本次股票发行不设保留条款、前置条件。

6、自愿限售安排

按照《公司法》、《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

法律法规关于股份限售的规定执行。除以上情形外，无自愿限售安排。

7、估值调整条款

本次股票发行不设估值调整条款。

8、违约责任

乙方未按本合同规定期限履行缴纳出资义务的，甲方有权解除本

合同。如给甲方造成损失的，甲方有权要求乙方赔偿。

甲方未在法律规定期限内完成工商变更登记，乙方有权解除本合



公告编号：2017-024

20

同。如给乙方造成损失的，乙方有权要求甲方赔偿。

如果存在以下情形，甲方应于本合同终止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

向乙方返还认购价款及产生的相应利息（按照验资账户内实际产生的

利息为准）：

1)由于主管机关或政府部门的原因导致本协议不能履行，任何一

方均有权解除本合同，双方互不负违约责任；

2)如果本次股票发行在认购截止日实际认购数未达到预定最高

股票发行数量的 30%，或者本次股票发行未通过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

让系统备案，甲方有权解除本合同，并不负违约责任。

五、有关机构情况

（一） 主办券商

机构名称：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负 责 人：王常青

联系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安立路 66号 4号楼

联系电话：010-85130955

传 真：010-65608451

项目负责人：王佳佳

项目组成员：尚德昊

（二）律师事务所

机构名称：河南文丰律师事务所

负 责 人：朱丹

联系地址：河南省郑州市郑东新区正光路 22号行署国际广场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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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 7层

联系电话：0371-63715000

传 真：0371-63715000

经办律师：唐建科、牛范淇

（三）会计师事务所

机构名称：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负 责 人：王子龙

联系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 9号院 5栋大楼 B2座 301

室

联系电话： 010-88312356

传 真： 010-88386616

经办注册会计师：崔玉强、杨文杰

六、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有关声明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本次股票发行方案不

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

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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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郑州沃特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度

第二次股票发行方案》之全体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签字盖章页）

全体董事签字：

李 勋______ 侯懿珉______ 李柏任______

金国超______ 盖清亮______

全体监事签字：

王 丽______ 李可钦______ 曹德丰______

全体高级管理人员签字：

李 勋______ 金国超______ 盖清亮______

李柏任______ 侯自民______ 邹林勇______

郑州沃特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 11月 17日


	二、发行计划 
	三、董事会关于本次发行对公司影响的讨论与分析 
	五、有关机构情况 
	六、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有关声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