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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推荐北京亮星广告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的报告 

 

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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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全国股转公司”）

的有关规定，北京亮星广告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亮星股份”或“公司”）就其

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以下简称“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

事宜经过董事会、股东大会决议批准，并向股份转让系统公司及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证监会”）提出申请。 

根据全国股转公司发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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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融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融证券”或“本公司”）项目小组对亮星股份进行了尽职

调查，本公司内核委员会对亮星股份本次申请股票在全国股份转让系统挂牌进行

了内核。在此基础上，本公司出具以下推荐报告。 

一、尽职调查情况  

根据《业务规则》，本公司组成了包括注册会计师、律师和行业分析师在内

的项目小组。项目小组成员不存在持有亮星股份股权、在亮星股份任职等不独立

情形，亦不存在利用推荐挂牌中获取的内幕信息为自己或他人谋取利益之情形及

其他可能影响公正履行职责之情形。 

项目小组成员于 2017 年 8 月进入亮星股份进行工作，项目小组依据《推荐

业务规则》及《尽调工作指引》对公司进行了尽职调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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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小组与亮星股份全体董事、总经理、财务总监、部门负责人、监事、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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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员工等进行了访谈，并同公司聘请的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注册会计师和山东信谊律师事务所律师进行了交流，对公司的内控制度、规范运

作情况和发展计划进行了全面了解；项目小组查阅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董事会、

监事会会议决议及会议记录，公司各项规章制度，会计凭证、会计账簿、纳税凭

证及审计报告，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资料等，了解公司整体运行情况；项目小

组实地走访公司生产经营场所，了解公司的生产经营状况；项目小组通过走访政

府部门及客户供应商等，对公司相关事项进行了核实。通过上述尽职调查，项目

小组出具了《国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北京亮星广告股份有限公司股份公开转

让之尽职调查报告》（以下简称“《尽职调查报告》”）及其他申请文件。  

二、内核意见 

于 2017 年 10 月 18 日，项目小组向国融证券内核机构提交了尽职调查工作

底稿及其他申请文件。根据《推荐业务规定》和《国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推荐业

务内核工作细则》，内核委员于 2017 年 10 月 19 日至 2017 年 10 月 25 日对亮星

股份申请股票在全国股份转让系统挂牌的文件进行了认真审阅，2017 年 10 月 26

日召开了内核会议。 

参与项目审核的内核成员共 7 人，其中律师 1 名、注册会计师 1 名、行业专

家 1 名。上述内核成员不存在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或证券行业自律

组织纪律处分的情形；不存在担任项目小组成员的情形；不存在本人与其配偶直

接或间接持有申请挂牌公司股份的情形；不存在在申请挂牌公司或其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处任职；不存在其他可能影响其公正履行职责的情形。 

根据《推荐业务规定》及公司相关规定，本公司参会内核成员经审核讨论，

形成如下意见：  

（一）本公司内核委员会参会委员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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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尽调工作指引》”）的要求对项目小

组制作的《北京亮星广告股份有限公司尽职调查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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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调工作指引》的要求对

公司进行了实地考察、资料核查、测试计算、访谈、咨询等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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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项、法律事项、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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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事项等发表了意见；项目小组已按照《主办券商尽职调查工作指引》的要求进

行了尽职调查。 

（二）亮星股份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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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牌公司信息披露细则（试行）》和指引等相关规定要

求，制作了《公开转让说明书》，亮星股份挂牌前拟披露的信息符合信息披露规

则的要求。  

（三）亮星股份系由北京星星亮广告有限公司整体变更而来的股份有限公司，

亮星股份整体变更过程中未改变历史成本计价原则，整体变更合法合规，存续时

间可自有限公司成立之日起连续计算，至今已满两年；亮星股份主营业务明确，

具有持续经营能力；公司治理结构健全，运作规范；股份发行和转让行为合法合

规；公司近两年内主营业务和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没有发生影响持续经营的重大

变化。 

1、公司依法设立且存续满两年  

亮星股份股份公司的前身北京星星亮广告有限公司，根据《公司法》等法律、

法规及规章的规定，于 2001 年 8 月成立，并取得北京市海淀区工商行政管理局

核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亮星股份有限按照经审计的原账面净资产折股，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

并于 2017 年 9 月 28 日在北京市海淀区工商行政管理局完成工商变更手续，取得

了新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7263725247 号）。 

亮星股份系由有限公司按经审计的原账面净资产折股，整体变更设立的股份

有限公司，其存续时间可以从有限公司成立之日起计算。因此，项目组认为公司

满足“依法设立且存续满两年”的要求。 

2、申请挂牌公司业务明确，具有持续经营能力 

根据公司确认，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为广播广告代理服务。股份公司主

营业务明确，自设立以来主营业务没有发生重大变化。 

公司生产经营符合国家产业政策以及环保、产品质量等要求。 

file:///E:/2合规/新三板/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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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亮星股份公司 2015 年、

2016 年及 2017 年 1-6 月份，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分别为 2,427.75 万元、2,822.57

万元和 1,082.74万元，占营业收入比重为 100.00%，主营业务突出且未发生变更。 

根据公司确认及项目组核查，公司近二年一期内持续经营良好，不存在依据

《公司法》规定应当解散的情形，或法院依法受理重整、和解或者破产申请的情

形，亮星股份最近两年业务明确，持续经营，不存在终止经营或影响持续经营的

情形。 

因此，项目小组认为公司满足“业务明确，具有持续经营能力”的要求。 

3、申请挂牌公司治理机制健全，合法规范经营 

经调查，有限公司阶段，公司章程内容不全面，未就关联交易、对外投资等

决策程序做出明确规定。公司内部治理结构较为简单，内部治理制度方面亦不够

完善，公司未有相关的议事规则。股东会、董事会会议通知、提案等程序内容资

料缺乏，会议议次不清，股东会会议记录、董事会会议纪录、监事（会）工作情

况纪录内容不规范，保存不完整，但有限公司变更经营范围、增加注册资本、股

权转让、整体变更等重大事项均召开了股东会，股东决议的内容均得以执行。 

有限公司整体变更后，针对上述不规范之处，在主办券商及各中介机构的帮

助下，制定完善了公司的《公司章程》。公司按照《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

关规定的要求，建立了由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组成的公司治理结构，设有

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董事会秘书办公室，现有董事 5 名，监事 3 名，董

事会秘书 1 名。 

 有限公司整体变更后，公司制订了“三会”议事规则、《关联交易管理制度》、

《对外担保管理办法》、《对外投资管理办法》、《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总经理

工作管理办法》、《董事会秘书工作管理办法》等一系列制度来规范公司管理，公

司目前现有的治理机制能够得到执行。 

经调查，公司的资金不存在被控股股东占用的情况，公司也不存在为其他企

业提供担保的情况。 

经对工商登记资料、纳税情况、质检等调查，公司每年均按时完成工商年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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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时、足额申报缴纳各项税费。公司已取得了相关部门的证明，申报期内未发现

公司存在重大违法违规经营的情形。 

经调查，未发现公司管理层有不良诚信行为的记录。 

因此，项目小组认为公司满足“申请挂牌公司治理机制健全，合法规范经营”

的要求。 

4、公司股权明晰、股票发行和转让行为合法合规 

根据公司说明及公司股东出具的声明，并经本项目组核查，公司目前的股东

不存在国家法律、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规定不适宜担任股东的情形；公司目

前的股权结构清晰，权属真实、明确，公司股东持有公司的股份不存在信托持股、

委托代持等情形、亦不存在权属争议或潜在纠纷。 

根据本项目组核查，有限公司阶段的股权转让当事人，均签订了相关的股权

转让协议，并经过股东会决议确认，转让双方依法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转让行

为合法有效。股份公司设立至今，未发生股份转让行为。 

根据公司说明并经本项目组核查，公司最近 36 个月内无未经法定机关核准，

擅自公开或者变相公开发行证券的情形。 

根据《公开转让说明书》，公司股票的限售安排符合《公司法》和《业务规

则》的有关规定。 

因此，项目小组认为公司满足“公司股权明晰、股票发行和转让行为合法合

规”的要求。 

5、主办券商推荐并持续督导 

北京亮星广告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第 2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有关公

司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的议案，并于 2017 年 10

月 31 日与国融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签订了《推荐挂牌并持续督导协议书》，就国融

证券推荐公司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对其持续督导等事宜做

出明确约定。 

本次内核会议就是否推荐亮星股份进入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开转让股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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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了表决，表决结果为：表决通过，赞成票数达到三分之二以上且指定注册会计

师、律师和行业专家均为赞成票。 

内核会议表决通过推荐亮星股份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要求

项目小组补充尽职调查和信息披露补充完善等事宜，由内核专员审核通过后向全

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报备。 

三、挂牌条件专项核查 

（一）对挂牌准入负面清单管理 

公司不存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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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全国股转公司对挂牌准入负面清单管理的具体要求

的情形。 

1、“科技创新类公司最近两年及一期营业收入累计少于 1000 万元，但因新

产品研发或新服务培育原因而营业收入少于 1000 万元，且最近一期末净资产不

少于 3000 万元的除外；” 

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公司《挂牌公司管理型行业分类指引》（股

转系统公告〔2015〕23 号），公司所处管理型行业属于“L72 商业服务业”大类

下的“L7240 广告业”子类。不属于“七大战略新兴产业”，不属于股转公司界

定的科技创新类公司。 

2、非科技创新类公司最近两年累计营业收入是否低于行业同期平均水平。 

亮星股份成立于 2001 年，主要从事户外候车亭媒体和广播电台媒体广告代

理业务，主要代理北京地区候车亭广告媒体和国际广播电台媒体资源。目前北京

候车亭广告市场共有广告牌一万块左右。公司广告发布均在人流量较大的核心地

段，广告位置较好。公司业务收入规模 2000 万左右，属行业平均水平。 

目前，公司所处行业的挂牌公司主要是在新三板挂牌的捷报文化（833625）、

红五星（838576）、东帝士（836648））三家企业，该三家公司与本公司的情况

比较如下：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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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2015 年度） 亮星股份 捷报文化 红五星 东帝士 行业平均 

盈利能

力指标 

营业收入 2,427.75 2,360.44 1,209.08  2,777.43 2,193.68 

综合毛利率 16.05 67.42 48.34 40.50 43.08 

净利润 374.27 805.52 60.35  223.33  365.87 

净资产收益率 126.89 23.23 12.11 10.06 43.07 

偿债能

力指标 

资产负债率 44.41 16.73 78.75 42.21 45.53 

流动比率（倍） 2.16 4.28 0.68 0.76 1.97 

速动比率（倍） 2.16 4.28 0.68 0.76 1.97 

营运能

力指标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 5.88 2.90 3.87 14.60 6.81 

存货周转率（次） - - - - - 

单位：万元、% 

项目（2016 年度） 亮星股份 捷报文化 红五星 东帝士 行业平均 

盈利能

力指标 

营业收入 2,822.57 2,034.41 1,815.63 2,635.40 2,327.00 

综合毛利率 19.66 54.30 50.24 41.49 41.42 

净利润 277.74 353.37 131.24 257.45  254.95 

净资产收益率 44.73 9.50 22.60 10.40 21.81 

偿债能

力指标 

资产负债率 2.97 11.34 79.47 27.49 30.32 

流动比率（倍） 33.13 6.35 0.68 1.15 10.33 

速动比率（倍） 33.13 6.35 0.68 1.15 10.33 

营运能

力指标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 6.87  2.02 2.66 11.14 5.67 

存货周转率（次） - - - - - 

单位：万元、% 

项目（2017 年 1-6 月） 亮星股份 捷报文化 红五星 东帝士 行业平均 

盈利能

力指标 

营业收入 1,082.74 614.90 673.83  964.79  834.07 

综合毛利率 23.08 40.44 43.21 50.03 39.19 

净利润 120.24 117.92 -57.27  60.45  59.82 

净资产收益率 9.47 3.10 -10.94 2.38 0.95 

偿债能

力指标 

资产负债率 3.23 9.01 80.00 23.51 28.87 

流动比率（倍） 30.63 8.28 0.54 1.15 10.87 

速动比率（倍） 30.63 8.28 0.54 1.14 10.87 

营运能

力指标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 2.75 0.59 0.78 3.18  1.83 

存货周转率（次）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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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 2 年行业平均营业收入合计为 4,520.68 万元，公司 2015 年度营业收入

为 2,427.75 万元，2016 年度营业收入为 2,822.57 元，两年合计 5,250.32 万元，

远高于行业平均水平。  

3、“非科技创新类公司最近两年及一期连续亏损，但最近两年营业收入连续

增长，且年均复合增长率不低于 50%的除外”。 

公司 2017 年 1-6 月、2016 年度、2015 年度归属于申请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分别为 120.24 万元、277.74 万元、374.27 万元，不在

负面清单“非科技创新类公司最近两年及一期连续亏损”范围内。 

4、“公司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营业务中存在国家淘汰落后及过剩产能类产

业”。 

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关于做好淘汰落后和过剩产能相关工作的通知》

（工信厅产业函〔2015〕900 号），涉及行业包括炼铁、炼钢、焦炭、铁合金、

电石、电解铝、铜冶炼、铅冶炼、锌冶炼、水泥（熟料及磨机）、平板玻璃、造

纸、酒精、味精、柠檬酸、制革、印染、化纤、铅蓄电池、稀土（氧化物）等

20 个行业。公司业务不属于“国家淘汰落后及过剩产能类产业”。 

综上，公司不存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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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答一规定的负面清单情形。 

（二）国有控股或国有参股情形核查 

公司前身为北京星星亮广告有限公司，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1 年 8 月 7 日，

由两名自然人共同出资设立。2017 年 9 月 28 日通过整体变更改制为股份有限公

司。截止推荐报告出具日，公司共有 2 位自然人股东。  

根据项目组核查并经公司声明，公司自成立以来，出资份额或股份中均不涉

及国有控股或国有参股情形。 

（三）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核查 

截至目前，公司不存在关联方资金占用，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及董监高签

署了《关于不占用公司资金的承诺函》承诺，股份公司成立后，严格按照《关联



1-5-9 

交易管理制度》、《资金管控制度》、《公司章程》进行管理，避免出现资金被占用

的情形。 

（四）涉军企事业单位情形核查 

公司不属于涉军企事业单位。 

（五）失信被执行人情形核查 

经项目小组查询全国法院被执行人信息查询系统、查询证券期货市场失信记

录查询平台、人民银行个人和企业征信系统，并经公司声明，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自申报报表审计基准日至本

专项核查意见出具时不存在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被执行联合惩戒的情形。 

四、现场核查情况 

内核专员按照《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主办券商内核工作指引》、《全国

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业务问答—关于内核工作指引实施若干问题的解答》

的相关规定分别于 2017 年 10 月 20 日对北京亮星广告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亮星股份”或“公司”）新三板挂牌项目进行了现场核查。 

五、推荐意见 

公司根据有关规定，完成了该项目的内核程序，形成了明确的内核意见，内

核会议决议通过了上报申请材料。 

项目小组在内核会议之后对内核问题进行了书面反馈，并经内核专员审核、

认可。 

我公司同意推荐北京亮星广告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在全国股份转让系统挂牌

并公开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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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国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推荐北京亮星广告股份有限

公司股票进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的推荐报告》之盖章页） 

 

 

 

 

国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盖章）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