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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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钢劲型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钢劲型钢”或“公司”）就

其股份进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进行股份公开转让事宜已经召开了董事

会和股东大会，并通过了相关决议。钢劲型钢就其股份进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

让系统进行股份公开转让事宜向申港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申港证券”

或“我公司”）提交了申请。 

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公司发布的《业务规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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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指引”），我公

司对钢劲型钢的公司业务、公司财务、持续经营能力、公司治理和合法合规等事

项进行了尽职调查，对本次申请进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进行股份公开转

让出具本推荐报告。 

一、对钢劲型钢尽职调查的情况 

申港证券推荐钢劲型钢公开转让的项目小组（以下简称“项目小组”）根据

《调查指引》的要求，对钢劲型钢进行了现场尽职调查，了解的主要事项包括基

本情况、历史沿革、行业情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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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小组通过与钢劲型钢管理层，包括董事长、总经理、财务总监、董事会

秘书及员工进行了访谈；并与公司聘请的江苏常辉律师事务所、天健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注册会计师进行了交流；查阅了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董事

会、监事会会议决议、公司各项规章制度、会计凭证、会计账簿、财务会计报告、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年度检验文件、纳税凭证、重大业务合同等；调查了公司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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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出具了常州钢劲型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进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公开

转让之《尽职调查报告》，对公司业务、财务、持续经营能力、公司治理和合法

合规等事项发表了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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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司符合《业务规则》规定的挂牌条件 

根据项目小组对钢劲型钢的尽职调查情况，我公司认为钢劲型钢符合全国中

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公司关于进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所规定的挂牌条

件： 

（一）公司依法设立且存续满两年 

公司前身为常州钢劲型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钢劲有限”），成立于 2010

年 2 月 4 日。2017 年 9 月 30 日，钢劲有限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并领取了

股份有限公司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公司整体变更过程中采用历史成本计价原则，未根据资产评估结果进行账务

调整，折合股本不高于公司净资产，整体变更符合规定，存续期间符合满两年的

条件。 

（二）公司业务明确，具有持续经营能力 

公司的主营业务是集设计研发、生产、加工、销售为一体，主要生产 U 肋、

超大口径厚壁单、双缝方矩形管、LSAW 圆管和各种异型冷弯型钢产品的型钢生

产企业，产品主要应用于大型公路、铁路桥梁，机械领域（如擦窗机、机械结构

件），大型钢结构（如火车站、汽车站、机场、体育馆、会展中心、航天发射架

和钻井平台等钢结构骨架主体）。目前公司主要产品包括大口径方矩形钢管、圆

管、U 型肋以及其他异型冷弯型钢。 

根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

告》，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占营业收入的比重分别为 99.74%%、98.80%

和 99.46%，公司主营业务明确。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占比变动较小，公

司经营规模较为稳定，目前已经形成了稳定的销售渠道，与主要客户建立了较为

稳定的合作关系。 

公司最近二年一期持续经营，不存在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的

终止经营及影响持续经营的情况。 

综上，公司业务明确，具有持续经营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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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司治理机制健全，合法规范经营 

公司已建立了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等法人治理结构，制定了《公司章

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监事会议事规则》、《总经理工

作细则》、《对外担保管理制度》、《关联交易管理制度》、《对外投资管理制度》、

《防范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及关联方资金占用管理制度》、《投资者关系管理制

度》、《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制度，建立健全公司治理规章制度。 

公司自整体变更为股份公司以来，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的召开程序、

决议内容及决议签署、执行情况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相关机构和人员能够

依据法律法规和公司内部制度的规定履行职责，公司治理结构健全、运作合法规

范，未发生损害公司股东、债权人及第三人合法权益的情形。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截至本推荐报告出具之日，公司不存在资金被股东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占用

的情况，不存在为股东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的情况。 

综上所述，公司治理机制健全，合法规范经营。 

（四）股权明晰，股票发行和转让行为合法合规 

2010 年 2 月 4 日，有限公司经常州市武进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注册成立，

注册资本 100 万元。有限公司经历了 3 次增加注册资本，公司设立、增加注册资

本按照《公司法》的规定出具验资报告，验证各股东出资足额到位，历次增资均

经股东会审议通过，并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2017 年 9月 15 日，有限公司召开股东会，同意以有限公司经审计的截至 2017

年 7 月 31 日的净资产人民币 51,590,400.23 元为折股依据，折合为股份公司股本

35,000,000 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1 元，余额计入资本公积。股份公司成立后，公

司未发生增资或股权转让行为。 

截至本推荐报告出具之日，公司股权结构清晰，权属明确，增资行为合法合

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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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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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公司股权明晰，股票发行和转让行为合法合规。 

（五）主办券商推荐并持续督导 

公司与申港证券签订了《推荐挂牌并持续督导协议》，我公司指派了项目小

组对钢劲型钢按照《调查指引》的要求进行了尽职调查，并出具了《尽职调查报

告》，履行了内核程序。 

综上所述，公司经主办券商推荐并持续督导。 

（六）私募投资基金及管理人备案情况 

1、公司是否属于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或私募投资基金 

公司主营业务为集设计研发、生产、加工、销售为一体，主要生产 U 肋、

超大口径厚壁单、双缝方矩形管、LSAW 圆管和各种异型冷弯型钢产品的型钢生

产企业，产品主要应用于大型公路、铁路桥梁，机械领域（如擦窗机、机械结构

件），大型钢结构（如火车站、汽车站、机场、体育馆、会展中心、航天发射架

和钻井平台等钢结构骨架主体），不属于私募投资基金或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

无需履行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手续或私募投资基金备案手续。公司不存在以

非公开方式向合格投资者募集资金的情形，不存在资产由基金管理人管理的情

形，也未担任其他以证券投资、股权投资为主营业务的公司或合伙企业的管理人

或普通合伙人，不属于《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

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

私募投资基金或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无需履行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手续或

私募投资基金备案手续。 

2、公司股东否属于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或私募投资基金 

公司股东为陈红谓、姚苏珍、常州市劲钢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其中两名股东为自然人股东，不属于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或私募投资基金。常州

市劲钢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劲钢咨询”）的股东陈红

谓和姚苏珍以其自有资金向劲钢咨询出资，不存在以非公开方式向合格投资者募

集资金的情形，不存在资产由基金管理人管理的情形，也未担任其他以证券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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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权投资为主营业务的公司或合伙企业的管理人或普通合伙人，不属于《证券投

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

基金备案办法（试行）》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私募投资基金或私募投资基金管

理人，无需履行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手续或私募投资基金备案手续。 

综上所述，公司及公司股东均不属于私募投资基金或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

无需履行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手续或私募投资基金备案手续。 

（七）公司不存在负面清单所列限制情形 

1、行业分类 

按照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 年修订）》，公司所

属行业为“金属制品业”，分类代码 C33；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1），公司所属行业为“C 制造业”大类，细分行业为“金属结构制造”，

分类代码 C3311；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制定的《挂牌公

司管理型行业分类指引》，公司所属行业为“金属结构制造(C3311)”；根据全国

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制定的《挂牌公司投资型行业分类指引》，

公司所属行业的一级行业为“12 工业”，二级行业为“1210 资本品”，三级行业

为“121015 机械制造”，四级行业为“12101511 工业机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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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经营业

务不属于战略性新兴产业，故公司属于非科技创新类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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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取三板企业的数据，在新三板细分行业中，隶属于“C3311 金属结构制造”

的挂牌企业达 98 家，98 家企业在产品类型、生产制造工艺或产品应用领域等方

面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经对比，属于“C3311 金属结构制造”的 98 家新三板

挂牌企业中，3 家与公司生产制造工艺相似、产品功能相近及产品应用领域相近，

属于同一细分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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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证券名称 
2016 年营业收入

（万元） 

2015 年营业收入

（万元） 

两年营业收入合计

（万元） 

834185.OC 黎明钢构 9,229.21 7,460.72 16,689.93 

839481.OC 精诚股份 10,652.05 10,101.26 20,753.31 

870638.OC 五晟科技 4,970.49 3,007.76 7,978.25 

平均值 8,283.92 6,856.58 15,140.50 

钢劲型钢 8,139.84 8,154.66 16,294.50 

可比细分行业的三家企业 2015 年和 2016 年两年平均营业收入总和

15,140.50 万元，低于钢劲型钢 2015 年和 2016 年合计营业收入 16,294.50 万元，

因此，公司最近两年累计营业收入在新三板已挂牌公司同行业中高于平均水平。 

综上所述，公司不存在负面清单所列限制情形，符合挂牌条件。 

三、内核意见 

申港证券推荐挂牌业务内核小组（以下简称“内核小组”）对钢劲型钢拟申

请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进行股份公开转让的申请文件进行了认真

查阅，于 2017 年 10 月 18 日召开了内核会议。参加会议的内核成员为魏庆泉、

孙兆院、徐士锋、蔡磊宇、方勇、顾颖、戈伟杰、赵博声，内核专员为孙正波，

内核会议成员中顾颖为律师，孙兆院为注册会计师，方勇为行业专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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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存在本人及其配偶直接或间接持有申请挂牌公司股份或在该公司或其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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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规则（试行）》、《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

让系统主办券商推荐业务规定（试行）》、《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主办券商管

理细则（试行）》、《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主办券商内核工作指引（试行）》

对内核机构审核的要求，经参会内核成员讨论，对钢劲型钢本次挂牌股份公开转

让出具如下审核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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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核工作

指引（试行）》的要求，选派内核专员对钢劲型钢进行了现场核查，形成现场核

查报告，出席内核会议将其提交内核会议。同时，内核专员制作现场核查工作底

稿作为推荐文件附件提交全国股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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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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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行）》的要求对项目小组制作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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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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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小组已严格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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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行）》的要求对

钢劲型钢进行了尽职调查。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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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劲型钢《公开转让说明书》，挂牌前拟披露的

信息符合信息披露要求。 

（四）内核小组认为钢劲型钢符合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公司颁布的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有关挂牌的条件。 

综上所述，公司符合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颁布的股份挂牌条件。8 位内核 

成员经投票表决，同意推荐钢劲型钢股票进入全国股份转让系统挂牌。 

四、推荐意见 

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股份公司申请股票在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依法设立且存续满两年。有限责任公司按原账面净资产值折股整体变

更为股份有限公司的，存续时间可以从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之日起计算； 

（二）业务明确，具有持续经营能力； 

（三）公司治理机制健全，合法规范经营； 

（四）股权明晰，股票发行和转让行为合法合规； 

（五）主办券商推荐并持续督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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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要求的其他条件。 

我公司认为钢劲型钢拥有良好的市场前景，技术优势明显、持续经营能力较

强，符合合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关于进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规定的挂

牌条件，愿意推荐钢劲型钢于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 

五、提请投资者关注的事项 

1、经济周期和宏观调控的风险 

公司的产品主要应用于机场、幕墙、体育场馆、桥梁工程等钢结构工程（替

代箱型柱）以及大跨度空间网架、电力铁塔、港口机械等领域。下游行业对钢结

构行业的发展具有较大的牵引和驱动作用，它们的需求变化直接决定了行业未来

的发展状况。如果未来出现经济周期波动或者调整宏观经济政策，可能会对钢结

构行业带来较大的波动，公司的业绩将受到一定影响。 

2、市场竞争的风险 

我国绝大多数的型钢及钢结构企业所从事的都是产品的简单加工，同质性

强、附加值低、议价能力低，无法为客户提供综合服务，导致客户粘性较差，行

业整体的产能过剩情况较为明显。据中国钢结构协会统计，目前我国拥有钢结构

制造企业资质的单位共 375 家，但年产 10 万吨以上的企业仅 50 多家，其他多为

年产 1 万吨以下中小企业。行业呈现出企业生产规模小、行业集中度不高的特征。

随着市场竞争日益激烈，如果公司不能在未来的发展中扩大规模、提高品牌影响

力，公司将面临较大的市场竞争风险。 

3、原材料价格波动的风险 

公司钢结构产品使用的原材料主要为钢材卷板，原材料成本占主营业务成本

的 85%以上，钢材产品为高度国际化、市场化产品，产品价格与国际市场的对接

和关联十分紧密，同时供给侧改革和钢铁行业去产能政策的出台导致原材料市场

的不稳定为公司发展带来诸多制约因素。因此，钢材的供应及其价格存在较大波

动风险，进而影响公司的整体利润，若未来钢材价格持续上涨，将在一定程度上

增加公司的营业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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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短期偿债能力过低的风险 

2015 年 12 月 31 日、2016 年 12 月 31 日、2017 年 7 月 31 日，公司流动比

率分别为 0.48、0.53、0.68，速动比率分别为 0.33、0.27、0.34，公司流动比率和

速动比率相对较低，短期偿债能力较弱，存在因流动资金短缺而无法偿付短期负

债的风险。 

5、存货余额较大的风险 

随着公司业务规模扩大，公司存货金额也随之增长。截至 2017 年 7 月 31 日，

公司存货账面价值为 2,261.56 万元，公司存货金额较大主要是因为公司主要业务

为型钢销售与型钢加工，交易额一般交易额较大，因此公司采购的存货金额也相

对较大，若未来钢材价格发生较大变动，将导致公司存货存在较大跌价的风险。 

6、盈利能力下降的风险 

2015 年度、2016 年度、2017 年 1-7 月，公司主营业务毛利率分别为 15.78%、

16.07%、10.52%。报告期内，公司毛利率水平呈现整体下跌趋势，主要原因系

钢材价格波动的原因导致。公司主要从事型钢销售与型钢加工，材料成本在公司

主营业务成本中的占比较高，公司盈利能力受钢材市场价格波动的影响较大，如

果钢材价格在短期内大幅上涨，将会对公司盈利能力造成较大不利影响。 

7、供应商集中的风险 

各报告期内，前五大供应商采购额占当期营业成本的比例分别为 69.05%、

86.98%、90.06%，上海巨汇钢材发展有限公司作为第一大供应商，在 2016 年度

和 2017 年 1-7 月，公司对其采购额占当期营业成本的比例分别为 42.85%和

65.12%。公司的供应商较为集中，对上海巨汇钢材发展有限公司存在一定程度的

供应商依赖。如果供应商在供货过程中出现意外情况，将对公司的采购和正常生

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8、客户依赖风险 

各报告期内，京麦金属均为公司第一大客户。2015 年度、2016 年度、2017

年 1-7 月，公司对京麦金属的销售收入分别为 1,598.46 万元、2,047.55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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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2.13 万元，占各期当年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19.60%、25.15%、30.26%，

占比逐年升高，公司对京麦金属存在一定的客户依赖。公司订单受客户需求影响

较大，如出现客户需求变化的情况，将对公司生存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9、违规票据融资风险 

报告期内，公司存在无真实交易背景的票据融资情况，虽然 2017 年以来，

公司已经杜绝了上述票据违规融资的情形，但是后期如果再次出现违规票据融资

的情况，可能受到监管部门行政处罚甚至刑事处罚的风险，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

造成不利影响。 

10、因社保被处罚的风险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 85 名员工中，除 9 名员工为退休返聘人员外，76 名与

公司签订劳动合同的员工中有 27 名员工未在公司缴纳社保。针对部分员工未缴

纳社保的情况，公司可能面临受社保机关行政处罚的风险，对公司合法合规经营

造成不利影响。 

11、房产办理的风险 

截至本公开转让说明书签署之日，公司存在 7 栋无证建筑。目前钢劲型钢已

合法取得天宁区郑陆镇东塘路南侧地块的土地使用权证并积极办理房屋所有权

证。公司对该土地的利用情况符合土地利用规划，但目前房产手续尚未办理完毕。

但鉴于政策的不确定性，若发生不可预见因素导致无法成功办理房屋所有权证，

公司仍存在房产未取得房屋所有权证而被拆除的风险，将对公司的日常经营带来

较大影响。 

12、公司治理的风险 

公司于 2017 年 9 月 30 日由钢劲有限整体变更设立。但在有限公司阶段，由

于规模较小，管理层规范治理意识相对薄弱，未设立董事会和监事会，未制定规

范完备的公司治理制度。股份公司成立以后，公司逐步建立了法人治理结构，制

定了一系列完备的管理制度，但由于公司管理层对于各项新的管理制度仍在学习

和理解之中，对于新制度的贯彻、执行水平仍需进一步的提高。因此，公司在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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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经营中存在因内部管理不适应发展需要，从而影响公司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的风险。 

13、实际控制人不当风险 

公司实际控制人陈红谓和姚苏珍两人合计直接和间接持有公司股份

35,000,000 股，占公司股份总额的 100%，能实际支配公司股份表决权，能够对

公司董事会成员选举和公司重大事项决策产生重大影响。同时，陈红谓在报告期

内担任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股改后担任股份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职务；

姚苏珍在报告期内担任监事，股改后担任股份公司的董事，且陈红谓与姚苏珍作

为合法夫妻直接和间接持有公司 100%的股份，能够对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决

议及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提名及任命均具实质影响。若公司实际控制人对公司

的经营决策、人事、财务等进行不当控制，则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风

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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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申港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常州钢劲型钢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进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公开转让之推荐报告》之签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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