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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推荐浙江万昌家具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的推荐报告 

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全国中小股份转

让系统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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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万昌家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昌家具”或“公

司”）就其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事宜经过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发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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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职调查指引》），财通证券对万昌家具主要业务、财务状况、公司治理和合法合

规等事项进行了尽职调查，对万昌家具本次申请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

统挂牌出具本报告。 

一、尽职调查情况 

财通证券推荐万昌家具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项目小组（以下简

称“项目小组”）根据《尽职调查指引》的要求，对万昌家具进行了尽职调查，了

解的主要事项包括：公司基本情况、产品及业务、历史沿革、独立性、关联交易、

同业竞争、规范运作、财务状况、持续经营、发展前景及其他重大事项等。 

项目小组与万昌家具董事长、总经理、财务负责人、董事会秘书及部分董事、

监事、员工进行了交谈；查阅了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以下简

称“三会”）会议记录、公司各项规章制度、会计凭证、会计帐薄、审计报告、纳

税申报表及纳税凭证等；了解了公司的生产经营状况、内控制度、规范运作情况

和未来发展计划。通过上述尽职调查，项目小组出具了《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浙江万昌家具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之尽职

调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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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司符合《业务规则》规定的挂牌条件 

（一）依法设立且存续满两年 

浙江万昌家具股份有限公司的前身为安吉万昌家具有限公司，于 2006 年 12

月 1 日经湖州市工商局核准登记。2017 年 10 月，安吉万昌家具有限公司以截至

2017 年 7 月 31 日经审计的账面净资产折股，经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中汇会验[2017]4960 号《验资报告》验证，并于 2017 年 10 月 26 日经湖州

市工商局注册登记，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 

万昌家具最近两年主营业务、实际控制人、高级管理人员未发生重大变化，

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经营业绩可自有限公司成立

之日起连续计算。 

因此，万昌家具符合“依法设立且存续满两年”的条件。 

（二）业务明确，具有持续经营能力 

公司的主营业务为椅子、床垫等软体家具的研发、生产和销售。报告期内，

2015 年度、2016 年度和 2017 年 1-7 月主营业务收入分别为 10,624.36 万元、

10,929.67 万元和 8,234.60 万元，主营业务收入占营业收入比重分别为 99.58%、

99.69 %和 99.61%，并经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中汇会审

[2017]4948 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公司自设立以来主营业务及服务

没有发生重大变化，公司未来发展目标与发展战略明确，发展计划具体可行。 

因此，万昌家具符合“业务明确，具有持续经营能力”的条件。 

（三）公司治理机制健全，合法规范经营 

公司设立以来，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制度逐步建立健全，目前公司已

建立了比较科学和规范的法人治理结构。公司严格按照《公司法》的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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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交易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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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范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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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管理制度》和《总经理工作制度》等内部规章制度，建立了股东大会、

董事会和监事会，构建起适合自身发展的组织结构。 

公司及其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依法开展经营活动，经营

行为合法、合规，最近 24 个月内不存在重大违法违规行为。截至本报告出具之

日，公司报告期内存在的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事项已规范完毕。公司制定了《关

联交易管理办法》、《防范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管理制度》，对关联

交易和关联方资金往来的决策程序做出了明确规定。 

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法定代表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不存在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联合惩戒名单以及证券期货市场失信记录的情况。 

因此，万昌家具符合“公司治理机制健全，合法规范经营”的条件。 

（四）股权明晰，股票发行和转让行为合法合规 

公司股权明晰，权属分明，真实确定，合法合规，不存在委托持股、信托持

股、工会持股等情形，股东之间不存在股权纠纷。公司自设立以来历次股权转让

均履行了相关法定程序，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有限公司整体变更为股份公司履

行了相关法定程序，并经会计师事务所验证，历次变更均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手

续，合法合规。 

公司现有 2 名法人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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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或公司股东不存在基金管理人，不属于《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

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

所规定的私募投资基金，不需要按照规定履行私募投资基金备案程序。 

因此，万昌家具符合“股权明晰，股票发行和转让行为合法合规”的条件。 

（五）主办券商推荐并持续督导 

财通证券与万昌家具签订了《推荐挂牌并持续督导协议》。财通证券根据相

关业务规则要求，完成了万昌家具尽职调查和内核程序，认为万昌家具符合《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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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规则》规定的挂牌条件。财通证券将根据相关规定推荐万昌家具股票在全国中

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在其挂牌后按照相关规定对其进行持续督导。 

因此，万昌家具符合“主办券商推荐并持续督导”的条件。 

三、公司不存在负面清单限制情形 

根据股转公司发布的负面清单内容，对万昌家具是否涉及负面清单情况分

析如下： 

主体 
股转规定 

万昌家具情况 
负面清单情形 排除情形 

科技创新

类公司 

情形一：最近两年及一期营

业收入累计少于 1,000 万元 

因新产品研发或新服务培育

原因而营业收入少于 1,000

万元，且最近一期末净资产

不少于 3,000 万元的除外 

万昌家具不属于

科技创新类公司 

非科技创

新类公司 

情形二：最近两年累计营业

收入低于行业同期平均水平 
- 

万昌家具最近两

年累计营业收入

不低于行业同期

平均水平 

情形三：最近两年及一期连

续亏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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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昌家具最近两

年不存在持续亏

损的情况 

公司 

情形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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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万昌家具不存在

国家淘汰落后及

过剩产能类产业

的情况 

1、公司不属于科技创新类企业，不适用负面清单情形一 

根据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 年修订版），本

公司所属行业为家具制造业（行业代码：C-21）；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

（GB/T4754-2011），公司所处行业为家具制造业（C-21）中的木质家具制造

（C-2110）。根据股转公司《挂牌公司管理型行业分类指引》，公司所处行业

为木质家具制造（C-2110），根据股转公司《挂牌公司投资型行业分类指引》，

公司所处行业为 13111011-家庭装饰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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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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公司属于非科技创新类公司，不适用负面清

单情形一。 

2、公司最近两年累计营业收入不低于行业同期平均水平，不存在负面清单

情形二 

公司主营业务为椅子、床垫等软体家具的研发、生产和销售。根据股转公

司《挂牌公司管理型行业分类指引》，公司所处行业为木质家具制造（C-2110）。

根据公司所属行业类型，整个行业呈现企业数量多、规模小的特征，而同行业

中的上市公司则集中了行业中资金实力较强，规模较大的企业，并多属于细分

行业的龙头企业，因此在收入规模、生产规模、产品类型、客户分布等方面，

公司与其均存在较大的差异，故将上市公司数据作为行业收入平均水平可比性

不高。为此，公司选取了所处细分行业（C2110 木质家具制造业）的新三板挂牌

公司数据进行对标。 

根据东方财富 Choice 数据库查询，截至查询日 2017 年 12月 22日，公司

所处细分行业（C2110 木质家具制造业）挂牌公司合计 12家，其 2015 年度和

2016 年度营业收入情况具体如下： 

序号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2016年营业收

入(万元) 

2015年营业收

入（万元） 

两年营业收入合

计/平均营业收入

合计(万元) 

1 833958.OC 
顶固集创

（注 1） 
47,783.91 35,956.38 83,740.29 

2 832588.OC 葫芦堡 25,671.49 20,151.75 45,823.24 

3 838945.OC 客来福 14,307.29 10,644.34 24,951.63 

4 838490.OC 蓝谷智能 10,462.08 7,986.88 18,448.96 

5 837462.OC 华名华居 7,537.99 6,128.72 13,666.71 

6 834390.OC 润格股份 5,749.83 4,256.47 10,006.30 

7 870162.OC 荣意股份 5,516.93 3,975.91 9,492.84 

8 872214.OC 杰仑木业 5,075.42 3,689.55 8,764.97 

9 832066.OC 和道股份 1,709.20 3,038.96 4,748.16 

10 835149.OC 鸿伟家居 1,496.26 2,015.09 3,511.35 

11 839339.OC 鼎尚中式 1,953.64 1,933.17 3,886.81 

12 838608.OC 中林木业 1,307.51 1,685.98 2,993.49 

平均值 10,714.30 8,455.27 19,16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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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昌家具 10,963.28 10,668.91 21,632.19 

注：上表中同行业公司顶固集创从事定制衣柜及配套家具、精品五金、智能五金、定

制生态门和其他智能家居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其中五金产品收入占比较大，为保证

可比性，在对比过程中已将五金产品收入剔除。 

根据上述数据对比可知，报告期内，公司可比细分行业木质家具制造业中

新三板挂牌公司 2015年度和 2016年度平均营业收入合计为 19,169.56 万元；

公司 2015年度和 2016 年度营业收入合计为 21,632.19 万元。公司报告期两个

完整会计年度（2015 年、2016 年）营业收入之和，高于可比细分行业中新三板

挂牌公司的行业平均营业收入水平；因此公司不适用负面清单情形二。 

3、公司最近两年不存在连续亏损的情况，不适用负面清单情形三 

报告期内，公司盈利情况如下： 

项目 2017年 1-7月 2016年 2015 年度 

净利润（万元） 177.94 103.99 81.69 

从上表可以看出，公司最近一期盈利，不存在连续亏损的情形，因此公司

不适用负面清单情形三。 

4、公司最近两年的主营业务中不存在国家淘汰落后及过剩产能类产业，不

适用负面清单情形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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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淘汰落后产能以电力、煤炭、钢铁、水泥、有色金属、焦炭、造纸、

制革、印染等行业为重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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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化解过剩产能主要指钢铁、水泥、电解铝、

平板玻璃、船舶等行业产能。 

公司主要从事椅子、床垫等软体家具的研发、生产及销售，属于家具制造

行业，不涉及上述行业，因此公司不适用负面清单情形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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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列示的负面清单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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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内核程序及内核意见 

财通证券新三板业务内核机构（以下简称“内核机构”）对万昌家具拟申请

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的申请文件进行了认真查阅，并于 2017

年 10 月 23 日召开了内核会议。参加内核会议的内核成员为 7 人，其中王康为律

师、秦迅阳为注册会计师、李永良为行业专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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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持有万昌家具

股票，或在万昌家具任职以及其他可能影响其公正履行职能的情形。 

根据《推荐业务规定》对内核机构审核的要求，内核成员经过审核讨论，对

万昌家具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出具如下审核意见： 

1、项目小组已按照《尽职调查指引》的要求对万昌家具进行了尽职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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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技术等事项出具了尽职调查报告。 

2、万昌家具已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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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制作了《公开转让说明书》，拟披露的信息符合相关要求； 

3、万昌家具依法设立且存续满两年；公司业务明确，具有持续经营能力；

公司治理机制健全，合法规范经营；公司股权明晰，股票发行和转让行为合法合

规；公司已与财通证券签订了《推荐挂牌并持续督导协议书》。万昌家具符合《业

务规则》所规定的挂牌条件。 

内核会议就是否推荐万昌家具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进行

了表决，表决结果为：同意票 6 票（其中 2 名有条件同意）、反对票 1 票，同意

财通证券推荐万昌家具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 

五、推荐意见 

根据项目小组对万昌家具的尽职调查情况及内核情况，财通证券认为万昌家

具符合《业务规则》所规定的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条件，且鉴

于公司希望通过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进

一步拓宽企业融资的途径；提高公司股份的流动性；进一步发现企业真实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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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企业的知名度和社会影响力，推进企业加速、规范发展，财通证券特推荐浙

江万昌家具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 

六、提醒投资者注意事项 

（一）市场竞争风险 

根据 Choice 数据统计，截至 2017 年 7 月 31 日，我国家具制造业行业总产

值为 5,183.80 亿元，家具制造业企业约有 5,844 万家，市场集中度较低。大多数

为中小企业，具有规模普遍偏小、产品规格多、实力较弱等特点。部分中小企业

受经济能力和经营规模等因素限制，长期为知名企业提供代工和配套生产，缺乏

自有品牌、技术研发和设计能力，从而导致家具低端市场呈现过度竞争和无序竞

争的格局。目前，公司与同行业领先企业相比尚存在一定差距，仍将面临一定的

市场竞争风险。 

（二）公司客户相对集中的风险 

报告期内，公司客户销售相对较集中。2015 年度、2016 年度和 2017 年 1-7

月，公司向前五大客户的销售总额分别为 5,510.25 万元、6,114.29 万元和 5,340.03

万元，占当期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51.65%、55.77%和 64.61%，客户集中度相

对较高。 

公司与 AXCESS、BLU DOT 以及顾家家居等主要客户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

这些客户会定期对供应商的研发设计、生产运营、品质管理、环境保护等方面进

行严格的考核。自合作以来，公司在其供应商考核中表现优良，双方得以继续深

入合作。如果上述主要客户受宏观经营环境、进出口贸易政策、自身经营状况等

因素影响而导致与公司的业务合作发生重大不利变化，或公司无法持续满足大客

户的严格要求，将对公司产品销售及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三）原材料成本波动风险 

公司生产用主要原材料包括木材、布料、皮革、海绵以及包装纸箱等。报告

期内，公司 2015 年度、2016 年度和 2017 年 1-7 月原材料成本占主营业务成本的

比重分别为 68.06%、67.82%和 70.84 %，占比较高，因此原材料供应的稳定性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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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的波动性将直接影响公司的产品成本、毛利率和持续盈利能力。近年来，国

家出于环境可持续发展的考虑，对林木砍伐制定了一系列限制性的政策，推行天

然林全面禁止采伐，2015 年开始我国内蒙古、吉林等重点国有林区商业性采伐

也已全面停止。国家对林木政策的调控造成木材原材料价格的上升，同时劳动力

成本的上升亦促使其他原材料价格的上涨。若未来上述相关成本进一步增加，公

司主要原材料的采购价格将受到不利影响，亦将对公司的盈利能力产生一定的不

利影响。 

（四）汇率波动风险 

报告期内，公司产品主要用于出口，公司 2015 年度、2016 年度和 2017 年

1-7 月出口收入占比分别为 96.58%、89.94%和 81.05%，占比较高。公司外销货

款一般以美元结算，因此人民币兑外币的汇率波动将直接影响到公司出口产品的

销售定价，进而影响到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导致公司未来的经营业绩出现一定的

波动。报告期内，公司 2015 年度、2016 年度和 2017 年 1-7 月的汇兑损益分别为

-236.85 万元、-184.82 万元和 67.52 万元，占各期净利润的比重分别为-289.94%、

-177.73%和 37.95%。尽管公司通过调整出口产品价格以及远期结售汇业务等方

式已适量规避汇率风险，但未来人民币的汇率波动仍具有不确定性，公司存在因

汇率变动而导致经营业绩出现下降的风险。 

（五）出口退税政策变动的风险 

公司所属行业为家具行业，家具类产品的出口退税率波动较为频繁，从 2001

年至今，出口退税率进行了多次调整。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产品餐椅适用的出口

退税率为 15.00%，保持稳定。报告期内，公司 2015 年度、2016 年度和 2017 年

1-7 月出口退税差额计入营业成本的金额分别为 215.56 万元、217.51 万元和

138.62 万元，对报告期各期利润影响较大。如果未来经济形势发生变化或出口退

税率政策发生变化，将给公司的盈利能力带来一定的影响。 

（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当控制的风险 

公司实际控制人为万传根、万隆鑫父子，二人通过持有万森木业、融汇投资

的股权实现对万昌股份的绝对控制，能够利用其实际控制人地位，通过行使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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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对公司的发展战略、生产经营、利润分配等事项实施重大影响。虽然公司已建

立了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从制度上尽量避免实际控制人或大股东操纵现象的发

生，但在公司与实际控制人利益发生冲突时，仍存在实际控制人通过行使表决权

影响公司的重大决策进而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风险。 

（七）资产负债率较高导致的财务风险 

报告期内，公司 2015 年 12 月 31 日、2016 年 12 月 31 日和 2017 年 7 月 31

日资产负债率分别为 78.73%、78.69%和 72.19%，资产负债率较高。2015 年度、

2016 年度以及 2017 年 1-7 月利息支出分别为 445.84 万元、355.00 万元和 131.36

万元，而公司盈利能力较弱，各期利息支出占利润总额的比重较高，因此公司面

临一定的偿债压力和财务成本压力。 

（八）出口地区的政策、经济环境变动风险 

2015 年度、2016 年度和 2017 年 1-7 月，公司海外销售收入占比分别为

96.58%、89.94%和 81.05%，外销收入占比较高，公司外销产品的主要地区为亚

洲、北美洲和欧洲等地区。上述地区的经济状况、对外贸易政策、美元汇率的波

动及我国对外贸易政策的不利变化可能对公司未来的业务发展带来一定的负面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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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推荐浙江万昌家具股份有限

公司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的推荐报告》盖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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