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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龙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推荐 

湖北巨鹏厨房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进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的推荐报告 

 

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股转系统公司”）

发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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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巨鹏厨房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北巨鹏”、“公司”）就其股份进

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以上简称“股转系统”）公开转让事宜经过公司

股东大会批准，并向华龙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龙证券”或“我公司”）

提交了挂牌申请。 

根据股转系统公司发布的《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主办券商推荐业务规

则（试行）》（以下简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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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调指引》”），我公司对湖北巨鹏的业

务、公司治理、公司财务和合法合规事项等进行了尽职调查，对湖北巨鹏本次申

请进入股转系统股份公开转让出具本报告。 

一、项目运作流程 

（一）项目小组成员 

华龙证券负责湖北巨鹏挂牌项目小组由 3 人组成，具体构成如下： 

项目负责人：黄辉 

律师：潘家聪 

会计师：周晏 

行业分析师：黄辉 

（二）尽职调查过程 

华龙证券湖北巨鹏挂牌项目小组（以下简称“项目小组”）根据《尽调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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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对湖北巨鹏进行了尽职调查，调查的主要范围包括公司业务、公司治理、

公司财务、公司合法合规等。 

项目小组与湖北巨鹏管理层、员工、公司股东等进行了访谈，并同公司聘请

的北京市盈科（深圳）律师事务所、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经办律师、会计师进行了交流；查阅了公司章程、三会（股东大会、董事会、监

事会）会议资料、公司各项规章制度、会计账簿、会计凭证、审计报告、验资报

告、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资料、纳税凭证、重大合同等，了解了公司的经营状

况、内控制度、规范运作情况和发展计划。通过上述尽职调查，项目小组完成了

《华龙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推荐湖北巨鹏厨房设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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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湖北巨鹏符合《业务

规则》规定的挂牌条件。 

（三）内核情况 

华龙证券推荐挂牌业务内核小组于 2017 年 10 月 15 日至 2017 年 10 月 21

日对湖北巨鹏挂牌申请文件进行了认真审阅，于 2017 年 10 月 20 日召开了内核

会议。参加会议的内核成员为 7 人，其中律师一名，注册会计师一名，行业专家

一名。安排内核专员刘慧珍负责督促项目小组按照内核会议的审核意见进行相应

的补充或修改，并对项目小组补充或修改后的文件内容予以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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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持有拟推荐挂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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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规定》对内核的要求，内核成员经审核讨论，对湖北巨鹏本次挂

牌申请出具如下审核意见： 

（一）内核小组审阅了项目小组提交的《尽职调查报告》等主要申报材料，

并对尽职调查工作底稿进行了抽查核实。内核小组认为：项目小组已按照《尽调

工作指引》的要求对湖北巨鹏进行了实地考察、资料核查等尽职调查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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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业务事项出具了调查报告；项目小组已严格按照《尽调工作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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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对湖北巨鹏进行了尽职调查。 

（二）湖北巨鹏和华龙证券已根据《业务规则》、《尽调工作指引》、《推

荐业务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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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转让说明书内容与格式指引（试行）》等文件

的规定制作了本次推荐挂牌项目备案文件。内核小组审阅相关文件后认为，湖北

巨鹏挂牌前拟披露的信息符合信息披露要求。 

（三）内核小组审核了项目小组关于公司符合挂牌基本条件的尽职调查，认

为湖北巨鹏符合《业务规则》第 2.1 条有关挂牌的条件。 

（四）根据《关于做好制作和报送推荐挂牌备案文件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

中《拟推荐挂牌备案文件风险评估办法》的要求，内核小组审核了湖北巨鹏风险

评估表及风险事项，评定本次推荐挂牌项目风险等级为中等风险。 

二、同意推荐的理由及推荐意见 

（一）同意推荐的理由 

湖北巨鹏厨房设备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具备核心技术的商用厨房设备制造

企业，公司主营业务为智能厨房设备的设计、研发、生产、销售及安装维修服务。 

公司定位为商用智能厨房设备集成定制服务商，目标客户主要为餐饮连锁企

业。公司自设立以来，经营状况稳定，2017 年 1-6 月、2016 年度和 2015 年度，

公司营业收入分别为 20,531,823.85 元、22,679,971.12 元和 5,257,371.42 元。2017

年 1-6 月、2016 年度和 2015 年度，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分别为 19,711,175.34 元、

22,679,971.12元和5,257,371.42元，主营业务收入占营业收入比重分别为96.00%、

100.00%和 100.00%，主营业务突出。 

湖北巨鹏已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建立了“三会一层”的公司治理结构，

搭建了各项公司管理制度。湖北巨鹏希望通过本次申请挂牌，将公司纳入非上市

公众公司监管体系中，利用非上市公众公司形象提高公司品牌知名度和影响力，

同时未来希望借助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这一平台实现进一步融资的目的，

着力发展公司主营业务，实现公司做大做强的目标，并为公司股东、员工和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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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等多方主体创造更多利益，履行企业的社会责任。 

湖北巨鹏申请挂牌的目的，符合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的设立意义及经

营宗旨，华龙证券为促进湖北巨鹏稳定持续发展，服务实体经济，同意向全国中

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推荐湖北巨鹏的股票进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

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 

（二）推荐意见 

根据项目小组对湖北巨鹏的尽职调查情况，华龙证券认为湖北巨鹏符合股转

系统公司关于进入全国股份转让系统所规定的挂牌条件： 

项目小组按照《业务规则》，对湖北巨鹏厨房设备股份有限公司是否符合挂

牌基本条件进行了下述尽职调查： 

1、依法设立且存续满两年 

公司前身巨鹏有限于2013年9月3日依法设立，并取得阳新县工商行政管理局

颁发的注册号为420222000029260《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2015年11月26日，公司召开创立大会暨第一次股东大会，公司的设立履行了

必要的审计、评估等程序，公司股东出资方式系由巨鹏有限按原账面净资产值进

行折股。 

2015年12月3日，公司完成注册登记，领取了黄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420222077027439E的《营业执照》。 

公司设立的主体、程序合法、合规，公司股东的出资合法、合规，出资方式

及比例符合《公司法》相关规定。 

综上所述，公司在整体变更过程中，按原账面净资产折股整体变更为股份

有限公司，根据《业务规则》相关规定，公司设立合法且存续时间从有限责任公

司成立之日起计算已满两年。 

项目小组认为，公司符合《业务规则》中有关“依法设立且存续满两年”的

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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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业务明确，具有持续经营能力 

湖北巨鹏的主营业务为餐饮连锁企业提供智能厨房设备定制服务，包括研

发、生产、安装及售后维修业务。 

公司凭借资深技术人员的专业能力和工作经验，自主研发形成了多项专利

技术，在业界形成了较好的品牌影响力和美誉度。公司主营业务明确，具有持

续经营能力。 

项目小组查阅了公司经审计的财务报告及会计凭证和账簿等，报告期内，

公司主营业务突出，2017 年 1-6 月、2016 年度和 2015 年度，各期主营业务收入

分别占当期营业收入的 96.00%、100.00%和 100.00%。 

根据项目小组对公司工商登记资料、纳税情况等的调查。报告期内，没有

发现公司有重大违法经营的情形，而且公司已完成工商年检或按规定向工商行

政管理部门提交年度报告，公司具有持续经营记录。 

综上，项目小组认为，公司符合《业务规则》中有关“业务明确，具有持续

经营能力”的规定。 

3、公司治理机制健全，合法规范经营 

2015 年 11 月 26 日，股份公司召开了创立大会。公司按照《公司法》的规

定完善了治理机制，包括通过《公司章程》、设立董事会和监事会等。公司股东

大会是公司权力机构；公司董事会对股东大会负责，公司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

总经理负责制，由总经理具体主持公司日常生产经营管理工作；公司监事会是

公司监督机构，负责检查公司财务，监督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履职情况。 

公司董事、监事、总经理均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进行了备案。公司根据章

程，制定了《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监事会议事规则》

等细则。公司三会的构成、高级管理人员的产生、公司章程及议事规则在内容

上均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在程序上经过了董事会、股东大会的审

议，内容和程序合法有效。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为股东及关联方违规担保的情形。报告期内，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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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股东及关联方违规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已不存在

股东及关联方违规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 

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公司符合《业务规则》有关“公司治理机制健全，合

法规范经营”的规定。 

4、股权明晰，股票发行和转让行为合法合规 

有限公司阶段，历次股权转让，有限公司均召开了股东会，并履行了工商

变更等法律程序。 

2015 年 11 月 10 日，有限公司以经审计的净资产折股，整体变更为股份有

限公司，履行了审计、评估、验资、工商变更等法律程序，合法有效。 

截至本推荐报告签署之日，股份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姓名 股东性质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

例（%） 

股份是否存在质

押及其他争议事

项 

1 洪景波 境内自然人 28,530,000 62.77 无 

2 上海领先 境内法人 13,180,000 29.00 无 

3 佳益达投资 境内有限合伙 2,270,000 5.00 无 

4 德仁和投资 境内有限合伙 1,470,000 3.23 无 

合计 45,450,000 100.00    

    上述股东不存在股权代持的情况，也不存在有关股权的任何争议。项目小

组认为，公司符合《业务规则》有关“股权明晰”的规定。 

综上，公司股权明晰，股票发行和转让行为合法合规。 

5、主办券商推荐并持续督导 

华龙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与湖北巨鹏签署了《推荐挂牌并持续督导协议书》，

约定“甲方（湖北巨鹏厨房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委托乙方（华龙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负责推荐甲方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以下简称“全国股份转让

系统”）挂牌，组织编制挂牌申请文件，并指导和督促甲方诚实守信、规范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完善公司治理机制；乙方同意接受委托。”  



推荐报告                                                               华龙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7 

综上，华龙证券认为湖北巨鹏厨房设备股份有限公司符合《业务规则》规定

的进入全国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开转让股份的条件。 

6、公司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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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 

2016 年 9 月 8 日，股转系统发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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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相关要求，湖北巨鹏厨房

设备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湖北巨鹏”）项目组对湖北巨鹏是否符合相关挂牌条

件一一进行了核查，核查结果如下： 

一、湖北巨鹏不属于挂牌准入负面清单 

公司主营业务智能厨房设备的设计、研发、生产、销售及安装维修服务， 2017

年1-6月、2016年度和2015年度，公司营业收入分别为20,531,823.85元、

22,679,971.12元和5,257,371.42元。2017年1-6月、2016年度和2015年度，公司主

营业务收入分别为19,711,175.34元、22,679,971.12元和5,257,371.42元，主营业务

收入占营业收入比重分别为96.00%、100.00%和100.00%，主营业务突出。 

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1)》-2011)，公司

所属行业为“C35-专用设备制造业”中的“C3531-食品、酒、饮料及茶生产专用

设备制造”。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 年修订），公

司所属行业为“C-35 专用设备制造业”。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公司

《挂牌公司投资型行业分类指引》，公司所属行业为“1211-商业和专业服务”

中的“12111013-综合支持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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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所属行业为“C35-专用设备制造业”中的“C3531-

食品、酒、饮料及茶生产专用设备制造”。 

湖北巨鹏隶属于专用设备制造业，不属于国家《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

（2011 年本）（2013 年修正）所限制的行业。湖北巨鹏目前经营情况良好，各

项业务处于高速增长期。 

公司主营业务为智能厨房设备的设计、研发、生产、销售及安装维修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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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版），公司

经营业务不属于科技创新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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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公司所属行业特点，考虑行业可比和数据获取等因素，我们选取可比细

分行业（厨房用、食品类机械设备）新三板已挂牌企业数据（共 5家）为对标测

算基础，测算结果见下表。 

代码 名称 
营业收入（万元） 两年营收 

(万元) 
主营业务 

2016 年 2015 年 

430582 华菱西厨 2,106.68 2,631.28 4,737.96 
商用西厨装备系列产品的研发、生

产与销售1 

837104 科莱尔 427.09 545.2 972.29 
商用厨房节能设备的研发、制造与

销售 

834426 发现者 124.49 369.56 494.05 
厨房烹饪机器人的研发、生产和销

售业务 

833064 绿色空间 722.64 952.4 1,675.04 
餐厨垃圾、厨余垃圾治理设备的研

发、生产和销售 

837870 超固股份 2,700.14 1,645.68 4,345.82 

标准化商用后厨设备及外送设备的

安装、维修、维护、零部件更换服

务及销售2 

平均 1,216.21 1,228.82 2,445.03   

湖北巨鹏 2,268.00 525.74 2,793.74 
商用厨具设备系列产品的研发、生

产与销售 

数据来源：东方财富 Choice数据库，下载日期均为 2017年 8月 31日。 

由上表可以看出： 

（1）拟挂牌公司湖北巨鹏报告期营业收入情况：2015 年营业收入 525.74

万元，2016 年营业收入 2,268.00 万元，营业收入两年合计 2,793.74 万元，而新

三板可比细分行业两年营业收入之和平均为 2,267.34 万元。 

（2）湖北巨鹏报告期内两年的营业收入之和高于可比细分行业的行业平均

营业收入水平，符合挂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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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淘汰落后产能的目标任务，“以电力、煤炭、钢铁、水泥、有色金属、

焦炭、造纸、制革、印染等行业为重点，按照《国务院关于发布实施〈促进产业

结构调整暂行规定〉的决定》（国发〔2005〕40 号）、《国务院关于印发节能减排

综合性工作方案的通知》（国发〔2007〕15 号）、《国务院批转发展改革委等部门

关于抑制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和重复建设引导产业健康发展若干意见的通知》（国

                                                        
注1：华菱西厨主营业务包括食品机械、西厨和商厨三类，本次仅选取其商厨类收入作为测算依据。 

注2：超固股份营业收入包括维修和设备销售两类，本次仅选取设备销售作为测算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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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2009〕38 号）、《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以及国务院制订的钢铁、有色金

属、轻工、纺织等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等文件规定的淘汰落后产能的范围和要求，

按期淘汰落后产能”，公司主营业务中不存在上述淘汰落后产能业务。 

根据《国务院关于化解产能严重过剩矛盾的指导意见》（国发〔2013〕41 号），

目标为“分解落实年度目标，在提前一年完成“十二五”钢铁、电解铝、水泥、

平板玻璃等重点行业淘汰落后产能目标任务基础上，通过提高财政奖励标准，落

实等量或减量置换方案等措施，鼓励地方提高淘汰落后产能标准，2015 年底前

再淘汰炼铁 1500 万吨、炼钢 1500 万吨、水泥（熟料及粉磨能力）1 亿吨、平板

玻璃 2000 万重量箱”，公司主营业务中不存在上述产能严重过剩的业务。 

综上所述，公司不属于挂牌准入负面清单所规定的情形。 

二、国有企业的国有股权设置批复 

经核查，湖北巨鹏不存在国有股权，不需取得国有股权设置批复文件。 

三、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资产或其他资源的具

体情形和规范要求 

经核查，报告期内存在股东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股

东已将占用的资金全部归还，资金占用行为未对公司的生产经营造成重大不利影

响。公司在整体变更为股份公司后，为完善公司治理，公司制定了《公司章程》、

《关联交易管理制度》对关联交易事项进行明确规定。同时，公司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出具《减少及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本人及本人控制或任职的其他企

业将严格控制与公司及其子公司之间发生的关联交易，如果公司及其子公司在今

后的经营活动中与本人及本人控制或任职的其他企业发生不可避免的关联交易，

本人将促使此等交易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严格执行公司《公司章程》

和《关联交易管理制度》中所规定的决策权限、决策程序、回避制度等内容。 

四、涉军企事业单位申请挂牌满足条件 

经核查，湖北巨鹏不属于涉军企业。 

五、失信被执行人 

经核查，湖北巨鹏及其法定代表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以及控股子公司均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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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公司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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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 

三、提请投资者关注的事项 

华龙证券提醒投资者重点关注以下事项：  

一、行业竞争风险 

国内商用厨房设备正处于行业生命周期的成长阶段。商用厨房设备制造行业

在国外有近百年的发展历史，产品品质和技术水平比较高，而国内企业多集中于

中低端市场，大多数企业规模小，高端品牌较少。随着行业内其他优势企业的崛

起，若服务模式、技术特点被借鉴、复制，可能导致企业失去技术优势。 

二、市场波动风险 

商用厨房设备的市场竞争体现在品牌、质量、研发、渠道、安全、节能环保

等多个环节。由于商用厨房设备与消费者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其发展前景广阔，

消费潜力巨大，利润水平较高。随着我国商用厨房设备行业的快速发展以及餐饮

行业的快速发展，部分国内企业利用资金优势和销售网络优势，开始逐步进入商

用厨房设备领域；同时，国外同行业跨国企业也以其品牌、技术优势涉足中国市

场，进一步加剧了市场竞争。尽管公司产品立足中高端市场，具备明显的品牌、

渠道、研发优势，但仍然面临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风险。 

三、原材料价格波动及人工成本上升风险 

原材料价格波动、人工成本的上升等因素对企业经营管理和成本控制能力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商用厨房设备产品的主要原材料为不锈钢板材、钢型材、铁板

等金属产品以及电子元器件如电机、加热管、电路版等，其中的不锈钢板材、钢

型材类原材料价格震荡较频繁，可能造成企业生产成本的波动。若上述原材料价

格及人工成本大幅上涨，会对企业的利润产生一定影响。 

四、技术人才流失风险 

公司在一个行业里面能否持续发展，往往与公司所拥有的专业技术人员有

着密切的关系。公司作为一个智能厨房设备定制服务提供商，产品主要是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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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因此公司对技术人员的依赖度较大。虽然公司在人才方面制定了诸多措

施，但随着公司规模的不断扩大，对高端技术人才的需求也增加。在未来的行

业竞争中，如果公司在留住人才、培养人才、吸纳人才等方面落后于行业中的

其他公司，可能会造成公司核心技术人员流失，对公司后期的持续经营和盈利

能力将造成一定的影响。 

五、重大客户依赖风险 

2017 年 1-6 月、2016 年、2015 年，公司从味千（中国）取得的收入占收入

总额比重 66.44%、68.98%、77.79%。味千（中国）为行业知名企业，在餐饮行

业具有较强竞争优势，公司与其保持良好的长期合作关系，有利于公司长期发

展。若公司与其之间的稳定合作发生变动，或其经营、财务状况出现不良变

化，可能对公司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六、应收账款余额较高 

公司 2017 年 6 月 30 日、2016 年 12 月 31 日和 2015 年 12 月 31 日应收账款

账面价值分别为 16,119,940.14 元、9,487,896.46 元、4,673,036.03 元，占当期总

资产的比例分别为 18.31%、11.76%、6.61%。应收账款余额快速增长的主要原

因是公司订单不断增加、收入增长较快。公司已按照企业会计准则根据谨慎性

原则计提坏账准备，若下游客户还款能力下降，仍可能对公司业绩带来不利影

响。 

七、存货减值风险 

公司 2017 年 6 月 30 日、2016 年 12 月 31 日、2015 年 12 月 31 日存货账面

价值分别为 10,497,802.33 元、9,031,271.07 元、4,298,501.12 元,占当期总资产的

比例分别为 11.92%、11.20%、6.08%。随着业务规模的扩大，公司库存原材

料、产成品和外购商品也在不断增加。由于公司产品为厨房定制化设备，具有

一定的专属性。公司账面部分存货存在减值迹象，公司已按企业会计准则根据

谨慎性原则，对出现减值迹象的存货计提减值准备，但公司仍存在存货跌价贬

值的风险。 

八、实际控制人不当控制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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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实际控制人洪景波直接持有公司 2,853.00 万股股份，持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 62.77%，处于绝对控股地位。此外，洪景波目前担任公司董事长兼任总经

理，在公司重大事项决策、监督、日常经营管理上可施予重大影响。因此，如

果控制不当，公司则存在实际控制人利用其绝对控制地位对重大事项施加影

响，从而使得公司决策偏离中小股东最佳利益目标的风险。 

综上所述，公司依法设立且存续满两年，主营业务明确，具有持续经营能

力，公司治理机制健全，合法规范经营，股权明晰，股票发行和转让行为合法

合规，公司符合股转系统公司的相关规定，我公司同意推荐湖北巨鹏厨房设备

股份有限公司进入全国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进行股份公开转让。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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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华龙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推荐湖北巨鹏厨房设备股份有限

公司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的推荐报告》之主办券商盖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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