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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邦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推荐 

山东通用航空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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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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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业

务规则》”)，山东通用航空服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通航”或“公司”)

就其股票进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事宜已经董事会、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 

根据全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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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

荐业务规定（试行）》(以下简称“《推荐业务规定》”)、《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

系统主办券商尽职调查工作指引（试行）》(以下简称“《尽调工作指引》”)，德

邦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邦证券”、“我公司”）对公司的业务情况、

公司治理、公司财务、公司合法合规事项等进行了尽职调查，在此基础上德邦证

券对山东通航本次申请股票进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事

宜出具本报告。 

一、尽职调查情况 

根据《尽调工作指引》的要求，德邦证券山东通航项目小组（以下简称“项

目小组”）于 2017年 04月至 2017年 07月通过查阅、查询、访谈、分析、考察、

取得书面承诺，听取律师、注册会计师等专业人员意见等调查方法对山东通航进

行了尽职调查，调查事项主要包括公司的基本情况、产品及业务、历史沿革、股

份发行及转让、独立性、关联交易、同业竞争、规范运作、持续经营、财务状况、

发展规划、重大事项等。 

通过上述尽职调查，项目组制作了《关于推荐山东通用航空服务股份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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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职调查报告》（以下

简称“《尽职调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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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内核意见 

德邦证券按照《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主办券商推荐业务规定（试行）》

（以下简称“《推荐业务规定》”）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推荐业务内核

工作规程》（以下简称“《内核工作规程》”）的要求组成内核小组，于 2017年 07

月 13日至 2017年 07月 19日对公司股票拟申请进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的申请文件进行了认真审阅，于 2017年 07月 19日召开了内核会议。 

根据《推荐业务规定》及《内核工作规程》对内核机构审核的要求，内核小

组成员经审核讨论，对山东通航本次挂牌并公开转让出具如下审核意见： 

1、内核小组按照《推荐业务规定》、《内核工作规程》的要求对项目小组制

作的《尽职调查报告》进行了审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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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调工作指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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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和结论；项目小组的尽职调查

工作符合《尽调工作指引》的要求。 

2、根据《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指引第 1 号—信息披露》、《全国中小企业股

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信息披露细则（试行）》、《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

申请文件内容与格式指引（试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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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文件，

挂牌前拟披露的信息符合上述信息披露规则的要求。 

3、经审核，山东通航依法设立且存续满两年；业务明确，具有持续经营能

力；公司治理机制健全，合法规范经营；股权清晰、股票发行和转让行为合法合

规；与我公司签订了挂牌推荐并持续督导协议，内核小组认为山东通航符合挂牌

并公开转让条件，经投票表决一致同意推荐山东通航至全国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

公开转让。 

4、内核小组一致同意在项目小组落实内核意见并修改、补充完善申请文件

并由内核专员审核通过后向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公司报送。  

三、推荐意见 

根据项目小组对山东通航的尽职调查，我公司认为山东通航符合全国中小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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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股份转让系统公司发布的《业务规则》所规定的挂牌条件： 

1、依法设立且存续满两年 

公司成立于 2007 年 9 月 5 日，2017 年 6 月 12 日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

截至本推荐报告出具之日，公司存续已满两年。 

2、业务明确，具有持续经营能力 

依据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17 年 5 月 5 日出具的大华审

字[2017]004963 号《审计报告》，2015 年公司实现收入 8,901.04 万元，实现净利

润 1,368.15 万元；2016 年实现营业收入 10,147.92 万元，实现净利润 1,057.39 万

元，2017 年 1-3 月实现营业收入 1,829.51 万元，实现净利润-621.66 万元。2017

年 1-3 月公司净利润下降较大，主要系公司农林喷洒业务尚未发生，收入较低所

致。 

2015 年、2016 年和 2017 年 1-3 月公司营业收入稳步提升。公司自成立以来

市场知名度逐渐提高，市场份额达到一定规模，公司飞机使用率较高，竞争优势

明显。2015 年，公司业务体量及竞争力在民营通用航空企业中处于前列。2016

年，公司被北京通用航空收购，公司由民营企业变为国有企业，竞争力进一步加

强。2017 年 1-3 月，公司营业收入较少，主要系主要业务农林喷洒业务集中于

4-8 月，公司暂未发生农林喷洒业务。同时，公司根据市场情况，稳固现有客户，

并逐步开发新客户，不断增加飞机数量，2017 年初引入 2 架 K-32 大型直升机，

保持了公司的市场竞争力，因而公司报告期内的主营业务收入呈现稳步增长的趋

势。 

综上所述，主办券商认为公司的主营业务明确，业务战略部署合理、可行性

较强。同时，公司的业务将受益于行业发展影响，市场成长空间较大。 

因此，主办券商认为，公司符合《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条件适用

基本标准指引（试行）》中关于持续经营能力的要求，具有较好的持续经营能力。                                                                        

3、公司治理机制健全，合法规范经营 

公司按照《公司章程》的要求，建立了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公司的股东大

会、董事会、监事会能够按照《公司章程》及“三会”议事规则的规定规范运作。

此外，公司还制定了较为完备的内部控制制度，并基本得到有效执行。 

4、股权明晰，股票发行和转让行为合法合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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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股东由 2 名法人股东组成，分别为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 
股东性质 

股份是否存在

质押或其他争

议事项 

1 北京通航 16,518,082 51 法人 否 

2 华沃贸易 15,870,273 49 法人 否 

合计 32,388,355 100 - - 

公司设立、历次增加注册资本均由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验资报告，验证各股东

出资足额到位，并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公司股权明晰，股东持有的公司股份真实、有效，不存在代持、质押等权利

受限的情况；公司股东之间不存在因股权权属产生的纠纷或潜在纠纷。 

5、主办券商推荐并持续督导 

2017 年 07 月 25 日，山东通航与德邦证券签订了《推荐挂牌及持续督导协

议》，委托我公司担任推荐其公司股票进入全国股份转让系统挂牌转让并持续督

导的主办券商。 

鉴于山东通航符合《业务规则》中所规定的公司申请股票进入全国中小企业

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的相关条件，我公司同意推荐山东通航公司股票进

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 

四、提醒投资者注意事项 

（一）飞行安全风险  

飞行安全风险是对通航企业经营影响最大的风险。安全飞行作业的技术水平

和运营能力是获取客户信任和实现正常稳定发展的核心要素。恶劣天气、自然灾

害、航空器故障、人为操作错误及其他突发性不可抗力事件随时威胁飞行安全。

飞行安全保障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任何某一细微环节出现问题，都可能会导致

飞行意外的发生。如果出现飞行事故，不仅会给公司造成直接经济损失，也会对

企业的形象产生负面影响。 

（二）专业技术人员流失风险  

通用航空属于资金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人才密集型行业，专业人才包括飞

行经验丰富的飞行员以及掌握维修技术的机务人员和是通用航空企业的核心，也

是整个通用航空行业发展的关键要素。专业技术人员从成长到成熟，需要培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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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甚至更长时间，而且企业要付出高昂的费用成本，因此一旦飞行员流失，通用

航空企业不仅无法拓展公司业务，甚至连现有业务也无法保证。同时由于飞行业

务的特殊性和高危险性，需要机务、航务、安技和维修等关键地面岗位人员的高

度协同配合，如发生专业技术人员流失，会在一定程度上加大通用航空企业的运

营保障风险，给公司造成不可预见的损失和影响。 

（三）行业竞争加剧风险  

随着国家政策支持及市场需求的增大，我国通用航空企业数量呈较快的增长

趋势。据中国民航局的数据显示，截至 2015 年年底，我国通用航空企业数量达

到 281 家，同比增长 17.57%；据我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数据显示，截至

2016 年年底，全国通用航空企业达 322 家，同比增长 14.60%。通用航空产业进

入高速发展前的孕育期。2017 年，随着低空空域的放开及国家对产业支持力度

的加大，通用航空行业规模会迅速扩大，整个行业竞争加剧，将导致市场服务同

质化、服务价格下降。若公司不能应对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公司的业务量及市

场份额存在下降的风险。 

（四）未来流动性短缺风险 

报告期内，公司的流动比率分别为 0.53、1.52 和 0.98，短期偿债能力一般，

公司的投资活动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28,236,510.33 元、-15,763,459.68 元和

-3,818,234.83 元，每年投资活动支出较多。。2015 年度、2016 年度，公司收到

北京通航的投资款，资金面相对宽松。如果公司无法保证现有利润水平，则可能

产生流动性短缺的风险。 

（五）公司利润下降风险 

由于通用航空行业竞争加剧，公司在多个项目招标竞价下降较多，业务毛利

率有所下降。自公司被北京通航收购以来，对公司人员成本有较大幅度上调，且

设置了飞行员转会费及安家费等，从而较大幅度提升了公司人员支出，导致净利

率有所下降。若行业竞争更加激烈，且公司无法优化成本支出，可能会对公司盈

利能力造成较大影响。 

（六）收入季节性波动风险 

公司最主要业务为农林喷洒业务，该业务收入受虫害发生时间影响。由于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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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的高发期为每年的 4-8 月，农林喷洒业务主要发生在 4-8 月。农林喷洒业务集

中发生导致公司收入、利润及现金流在整个年度中分布不均，业绩存在季节性波

动。若公司未对收入的季节性波动做出充分的准备，可能导致资源错配、现金流

短缺等风险。公司已尝试拓宽业务品种，进行航拍航测、航空护林、航空物探、

警备航空等季节性波动较小的业务，努力降低季节性波动对公司收入、利润及现

金流的影响。 

（七）汇率风险 

公司部分融资租赁飞机以美元为结算单位，公司需按支付当日的汇率计算的

支付额支付，因此会产生汇兑损益。报告期内，公司汇兑损益分别为-6,091,550.97

元、-5,881,477.73 元和 474,262.39 元，由于美元汇率 2016 年度与 2015 年度持续

上升，公司形成汇兑损失。由于公司未进行汇率风险对冲处理，未来汇兑损益可

能会对公司的净利润造成一定的不确定性风险。 

（八）无人机发展对通用航空服务业的冲击风险 

近年来，无人机技术发展较快，无人机也被作为新工具引入到各个领域。由

于无人机理论上也能进行航拍航测及航空护林，会形成对固定翼飞机及直升飞机

的替代关系。当无人机技术发展到控制高度、广度及拍摄精度不亚于传统固定翼

飞机及直升飞机，且成本不高于传统飞机，可能会对通用航空服务业造成较大的

影响。 

（九）公司内部控制的风险 

有限公司阶段，公司对经营、销售及日常管理等环节制定了较为齐备的内部

控制制度，执行程度也较好，但尚未制定“三会”议事规则、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等

规章制度，内控体系不够健全。2017 年 5 月 22 日，公司召开创立大会，审议通

过了“三会”议事规则、《关联交易管理办法》、《对外投资管理办法》等规章制度，

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得到健全与完善。但由于股份公司成立时间较短，公司及管理

层规范运作意识的提高和相关制度的切实执行及完善均需要一定过程。因此，公

司短期内仍可能存在治理不规范、相关内部控制制度不能有效执行的风险。 

（十）控股股东不当控制的风险 

公司控股股东系北京通航；北京通航持有公司 51%的表决权股份，且提名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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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了凌庄怀、王跃兴、王康三名董事，占公司第一届董事会成员的一半以上，凌

庄怀担任公司董事长，对公司经营管理、财务决策能产生重大影响。目前公司已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

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建立了比较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并将继续在制度安排方面

加强防范控股股东操控公司现象的发生，但仍不能排除此后控股股东通过行使表

决权等方式，对公司的经营决策、财务决策、重要人事任免等方面进行不当控制，

给公司经营和其他少数权益股东带来风险的可能性。 

（十一）申请注册商标被驳回，但仍在使用的风险 

山东通航于 2015 年 8月 21 日申请注册商标，商标局分别于 2015 年 8月 27

日出具《商标注册受理通知书》，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认为：

申请商标与引证商标在构成要素、整体外观、视觉效果等方面相似，使用在运

输等同一类或类似服务上，消费者易对服务来源产生混淆误认，已构成使用在

同一类或类似服务上的近似商标。 

2017 年 12 月 27 日，国家工商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出具《关于第

17728846 号图形商标驳回复审决定书》（商评字【2016】第 0000121168 号），

决定商标的复审服务上的注册申请予以驳回。 

根据主办券商核查，山东通航目前仍在在使用该商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商标法》第五十九条：“商标注册人申请商标注册前，他人已经在同一种商

品或者类似商品上先于商标注册人使用与注册商标相同或者近似并有一定影响

的商标的，注册商标专用权人无权禁止该使用人在原使用范围内继续使用该商

标，但可以要求其附加适当区别标识。” 

根据山东通航出具的《情况说明》，公司在成立初期就已经使用该商标，

而引证商标的注册日期为 2011年 7月 21日，专用期限为 2013年 1月 7日至 2023

年 1 月 6 日，晚于山东通航使用该商标的时间，并且山东通航使用的该商标具

有一定影响力。因此，康裕集团有限公司无权禁止山东通航在原使用范围内继

续使用该商标，但可以要求其附加适当区别标识。 

 

（以下无正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