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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青岛新锦桥电子商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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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新锦桥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锦桥电商”或“公

司”）就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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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挂牌事宜已经召开股东大会并通过了相关决议。锦桥电商就其股票在全国股份转

让系统挂牌事宜向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金证券”或“我公司”）

提交了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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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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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指引》”），国金证券对锦

桥电商的财务状况、持续经营能力、公司治理和合法合规等事项进行尽职调查，

并就锦桥电商股票进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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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金证券推荐锦桥电商的股票在全国股份转让系统挂牌项目小组（以下简称

“项目小组”）根据《调查指引》的要求，对锦桥电商进行了尽职调查，了解主

要事项包括公司基本情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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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前景和重大事项等。 

项目小组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财务人员及部分员工进行了交

谈；并与公司聘请的山东文卓律师事务所、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进行了交流；查阅了公司章程、三会（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会议记录、

公司各项规章制度、会计凭证、会计账簿、审计报告、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年度检

验文件、纳税凭证等；了解公司生产经营状况、内控制度、规范运作情况和发展

规划。通过上述尽职调查，项目小组出具《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青岛新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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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电子商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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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锦桥电商的财务状况、持续经营能力、公司治理和合法合规等事项发表

了意见。 

二、关于锦桥电商符合《业务规则》规定挂牌的条件说明 

（一）公司依法设立且存续满两年 

2013 年 11 月 22 日，青岛市崂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出具（青）工商名称预

核私字第 ww13112100549 号《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核准名称为青岛新锦

桥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2013 年 12 月 18 日，青岛新锦桥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做出股东会决议，选举

张晓明为执行董事、张祥玉为监事；聘任董云亮为经理。 

2013 年 12 月 23 日，张晓明、董云亮、张祥玉签署《青岛新锦桥电子商务

有限公司章程》，决定共同出资设立青岛新锦桥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公司注册资

本为 200 万元，张晓明以货币出资 8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40.00%；董云亮以货

币出资 8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40.00%；张祥玉以货币出资 40 万元，占注册资

本的 20.00%。 

2013 年 12 月 23 日，青岛资德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出具编号为青资

德内验字（2013）第 09-0622号《验资报告》对青岛新锦桥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设

立时的注册资本和实收资本进行了审验。经审验，截至 2013 年 12 月 23 日，青

岛新锦桥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已收到全体股东缴纳的注册资本合计 200 万元，各股

东均以货币出资。 

2013 年 12月 23 日，青岛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崂山分局签发 370212230075231

号《企业法人营业执照》，青岛新锦桥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正式成立。 

2016年 3月 28日，大华所出具编号为大华审字[2016]005065号《审计报告》，

确认截至 2015年 12 月 31日，锦桥有限经审计账面净资产为 17,885,058.04 元。 

2016 年 7 月 20 日，中联资产出具编号为中联评报字[2016]第 1111 号《资

产评估报告》，确认截至 2015年 12月 31日，锦桥有限净资产评估值为 1,801.47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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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7 月 20 日，锦桥有限召开 2016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会会议并通过

《青岛新锦桥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整体变更设立股份有限公司》、《大华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青岛新锦桥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整体变更设立为股份有限

公司进行审计的<审计报告>》等议案。 

2016 年 8 月 8 日，锦桥有限召开创立大会暨第一次股东大会会议审议并通

过《关于青岛新锦桥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筹办情况的报告》、《关于青岛新锦

桥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以整体变更方式设立为青岛新锦桥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

的议案》、《关于制订青岛新锦桥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其附件的议案》

等议案。 

2016 年 8月 18 日，青岛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向公司签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3702120864628547 的《营业执照》。 

2017 年 8月 14 日，大华所出具《情况说明》，经重新审计后发现公司 2015

年财务报告预收账款少计 45.27万元，营业收入多计 45.27万元；所有者权益较

原报表减少 45.27万元。大华所已编号为大华审字[2017]007810号《审计报告》

中对上述调整事项进行更正及披露，调整后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净资

产为 17,432,317.83 元。 

2017年 9月 23日，中联资产出具《关于资产评估报告结论修正的情况说明》，

修正后公司净资产评估值为 1,756.20万元。 

2017年 10月 13日，公司召开 2017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关

于对审计追溯调整导致净资产减少事宜予以确认的议案》和《中联资产<关于资

产评估报告结论修正的情况说明>》等议案。 

2017 年 10月 13 日，大华出具编号为大华验字[2017]000574号《验资报告》，

对公司整体变更设立为股份有限公司的出资进行了审验。 

公司实际控制人没有发生变更。在公司股份制变更过程中，公司未改变历史

成本计价原则。参照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颁布的《全国中小

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的规定，公司成立时间可自有限公司成立

之日起连续计算，公司存续已满二年。 

因此，公司满足“依法设立且存续满两年”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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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司业务明确，具有持续经营能力 

公司的经营范围：互联网信息服务（依据电信主管部门核发的《网络信息服

务许可证》开展经营活动）；计算机及网络技术开发；批发、零售：电子产品、

家用电器、纺织原料、针纺织品、家纺织品、服装，货物及技术进出口（法律行

政法规禁止类项目除外，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类项目待取得许可后经营），国内广

告的设计、制作、发布，展览展示服务，国际、国内货运代理，报关、报检，仓

储服务(不含危险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 

报告期内，2017 年 1至 6月、2016年度、2015年度经审计的财务报告显示，

公司对前五名客户销售额总计占当期公司全部销售收入的比重分别为 39.30%，

52.12%和 35.21%，主营业务成本分别为 187,459,447.72 元、69,135,682.50 元、

1,474,442.60 元，综合毛利率分别为 2.72%、4.08%、11.28%，净利润分别为

998,415.03元、-2,340,321.52 元、-4,060,709.85 元。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

产品和服务的销售收入占公司营业收入均为 100%。 

根据调查人员对工商登记资料、公司纳税情况的调查，报告期内没有发现公

司有重大违法经营的情形，而且每年公司均按时完成了工商年检，公司自成立以

来一直依法存续。 

因此，公司满足“业务明确，具有持续经营能力”的要求。 

（三）公司治理机制健全，合法规范经营 

为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建立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公司成立了股东大会、董事

会、监事会。根据《公司法》以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公司制定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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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规章制定，

对会议召集、会议提案与通知、会议召开、会议表决和决议、会议记录等都做了

相应规定。公司三会制度健全，运行情况良好，会议召开程序、决议内容符合公

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 

公司重要决策制定能够按照公司章程规定，通过相关会议决议决策，公司股

东、董事、监事能按照要求出席参加会议，并履行相关的权利及义务。公司不存

在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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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项目小组认为公司符合“公司治理机制健全，合法规范经营”的要求。 

（四）股权清晰，股票发行和转让行为合法合规 

有限公司阶段进行了三次增资，履行了股东会决议程序，经过验资机构验资，

并完成了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变更登记，符合《公司法》的规定。 

有限公司阶段进行了一次股权转让，履行了股东会决议程序，股权转让价格

由转让方与受让方协商确定，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并完成了在工商行政管理

部门的变更登记，符合《公司法》的规定。 

有限公司以经审计的账面净资产折股整体变更为股份公司，股份公司股本总

额不高于经审计、评估的净资产，并履行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合法有效。 

公司现有股东持股数、持股比例清晰，股东所持股份不存在质押或其他有争

议的情况。 

因此，公司符合“股权明晰、股票发行和转让行为合法合规”的要求。 

（五）主办券商推荐并持续督导 

锦桥电商与我公司签订了《推荐挂牌并持续督导协议》，锦桥电商聘请我公

司担任公司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持续督导的主办券商。挂牌

进行推荐并持续督导。经尽职调查，我公司认为锦桥电商符合推荐挂牌条件，拟

作为主办券商推荐其进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持续督导。 

因此，公司满足“主办券商推荐并持续督导”的要求。 

（六）挂牌公司是否存在负面清单限制情形的说明 

1、锦桥电商属于科技创新类公司 

根据《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 年修订）规定，公司属于“I 信息传

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中的“64 互联网和相关服务”。根据《国民经济

行业分类》（GB/T4754-2017）规定，公司属于“I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

服务业”中的“64 互联网和相关服务”。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

牌公司管理型行业分类指引》规定，公司属于“I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

务业”中的“6420 互联网和相关服务”。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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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公司投资型行业分类指引》规定，公司属于“17 信息技术”中的“17101010

互联网软件与服务”。 

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产品和服务指导目录》

（2016 版）规定，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具体包括下一代信息网络产业、信息技

术服务、电子核心产业、网络信息安全产品和服务、人工智能。其中，信息技术

服务包含“互联网+”应用服务，而“互联网+”应用服务主要包括“互联网+”

创业创新、协同制造、现代农业、智慧能源、普惠金融、益民服务（教育、医疗、

就业、社保、广播电视、智慧社区等领域）、高效物流、电子商务、便捷交通、

绿色生态等方面的应用服务。 

公司及子公司主要业务为运用互联网技术从事纺织原料的电子商务服务。通

过建立纺织原料 B2B 电子商务平台“锦桥纺织网”、“锦桥易纱网”，采用“集

采直销”模式为纺织行业上下游用户提供全面的电子商务供应链解决方案。目前，

“锦桥纺织网”、“锦桥易纱网”已经是纺织行业内口碑良好、品牌认知度高的

B2B电子商务平台。 

综上，公司业务属于“互联网+”应用服务项下的电子商务。锦桥电商属于

科技创新类公司。 

2、公司不存在负面清单限制情形 

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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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存在负面清单情形之一的公司不符合挂牌准入要求，具

体情形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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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非科技创新类公司最近两年累计营业收入低于行业同期平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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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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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属于科技创新类公司。根据经审计的财务报告显示，公司 2017 年 1 至

6 月、2016 年度以及 2015 年度的营业收入分别为 192,692,559.36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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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074,993.36 元、1,661,846.03 元。公司营业收入累计大于 1,000.00 万元，

因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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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的负面清单限制情形。 

三、内核意见 

国金证券推荐挂牌项目内核小组（以下简称“内核小组”）对锦桥电商股票

在全国股份转让系统挂牌的申请文件进行了认真审阅，于 2017 年 10 月 19 日召

开内核会议。参加会议的内核委员为任鹏、廖卫平、罗洪峰、曹勤、张帅（负责

行业）、吴燕来（负责法律）、任先锋（负责财务）等七人，其中律师一名，注册

会计师一名，行业专家一名。上述内核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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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持有锦桥电商的股份或在锦桥电

商任职以及其他可能影响其公正履行职责的情形。 

根据《业务规则》和《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推荐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进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业务内核工作规则》（以下简称“内核规则”）

对内核工作的要求，参会内核委员经过讨论，对锦桥电商本次挂牌出具以下审核

意见： 

（一） 项目小组已按照《调查指引》要求对公司进行尽职调查； 

（二） 公司已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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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要求，制作了《公开转让说明书》，挂牌前拟披露的信息符合信息披露的要求； 

（三）公司主营业务明确，具有持续经营能力，公司有较完整的公司治理结

构和制度，运作基本规范。 

（四）近两年公司实际控制人没有发生变更；近两年公司主营业务未发生变

更；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两年未发生重大变化，未对公司经营产生影响。公司

设立合法并且已满两年，符合成立两年以上且业绩可以连续计算的条件。 

按《业务规则》和《内核规则》的要求，内核会议就是否推荐锦桥电商的股

票在全国股份转让系统挂牌进行了表决。表决采用记名投票方式，一人一票。表

决结果为：同意 7票，反对 0票。会议同意推荐锦桥电商的股票在全国股份转让

系统挂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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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推荐理由及意见 

根据项目小组对锦桥电商的尽职调查情况，我公司认为锦桥电商符合全国中

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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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锦联根据《合伙协议》进行运作，不存在以非公开方式向合格投资者募集

资金设立的情形；亦不存在资产由基金管理人管理的情形；也未担任任何私募投

资基金的管理人。新锦联不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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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的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或私募投

资基金。新锦联不需要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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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规定履行备案程序。 

2016 年 7 月 4 日，国投东兴的管理人国投厚源已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

会完成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登记编号为 P1032075。2016年 7月 12 日，国投东

兴已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私募投资基金备案，备案编码为 SK9038。

国投东兴已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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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规定履行备案程序。 

除国投东兴外，公司及其他股东不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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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规

定的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或私募投资基金。公司及其他股东不需要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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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规定履行备案程序。 

公司有强烈意愿通过挂牌来提高公司规范经营的能力，提升公司品牌形象，

提高公司的融资能力、拓宽公司的融资渠道。鉴于锦桥电商符合《业务规则》规

定的挂牌条件，而且公司希望通过挂牌可以逐步实现上述目的，我公司特推荐锦

桥电商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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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提请投资者关注的风险及重大事项 

（一）实际控制人控制不当风险 

张晓明直接持有公司 27.03%的股份，董云亮直接持有公司 25.95%的股份，

张加庆直接持有公司 22.70%的股份，新锦联持有公司 3.89%的股份，张晓明为新

锦联执行事务合伙人。张晓明、董云亮、张加庆签订了《一致行动协议》。三人

能够共同对公司的股东大会决议产生实质性影响，能够实际控制公司经营管理和

重大决策。张晓明、董云亮、张加庆为实际控制人。 

若公司实际控制人不能有效执行内部控制制度，利用控股地位对公司经营、

财务等进行不当控制，可能会给公司、其他股东及债权人带来风险。 

（二）异地经营风险 

公司住所为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深圳路 230 号檀香湾 2 号楼 1308 室。公司

目前在山东省青岛市李沧区振华路街道四流中路 46号 M6创意园办公。公司存在

住所和实际经营地不一致的风险。 

（三）偿债风险 

截至 2017 年 6 月末、2016 年末、2015 年末，流动比率分别为 1.51、1.47

和 7.75，速动比率分别为 0.45、0.62和 7.70。报告期内，流动比率及速动比率

较低，短期偿债能力较弱。未来如公司不能通过经营活动产生足够的现金，或无

法通过其他渠道获取足够的资金，公司的流动资金甚至其他资产可能会被全部用

于偿债，从而影响公司正常的经营活动。 

（四）汇率波动风险 

报告期内，公司棉纱的进口占比较高。其中，南亚及东南亚地区是公司产品

最主要供应区。国际形势动荡、局部地区冲突以及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均

可能引发汇率的波动，从而导致公司经营业绩的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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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经营亏损的风险 

报告期各期，公司实现的营业收入分别为 192,692,559.36 元、

72,074,993.36元、1,661,846.03元，保持了快速增长的态势。报告期各期，公

司实现的净利润分别为 998,415.03元、-2,340,321.52 元和-4,060,709.85 元，

公司 2016 年度和 2015 年度出现经营亏损。如果公司未来无法实现业绩的持续改

善，将存在一定的经营风险。 

（六）原材料价格波动的风险 

公司营业收入主要来源于棉纱的销售，棉纱的价格易受到自然因素、供求因

素、汇率因素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其今后趋势也较难准确预测。如果棉纱的价格

波动过大，可能会导致公司产生者备货不及时等风险，将会给公司经营业绩带

来一定的影响。 

（七）流动性风险 

报告期内，公司业务规模快速发展，经营活动现金净流出持续增加，运营资

金需求较大。公司的行业特征、现有发展阶段以及公司业务开展情况决定，公司

仍将对运营资金有着较大需求。拥有充足的运营资金对于公司业务快速发展尤为

重要。如果公司未来不能持续扩大自身的资金实力，或者不能有效的利用外部资

金，公司将面临资金短缺的风险，从而对公司业务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八）税收优惠政策变更的风险 

公司于 2015 年 12 月 4 日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证书编号：

GR201537100035 号），有效期三年。公司自 2015 年起享受所得税率 15%的税收

优惠，有效期为三年。如果公司未来无法达到高新技术企业标准，将对公司未

来经营业绩产生一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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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轻资产的风险 

公司没有土地和房产，拥有的固定资产主要系运输设备及办公设备。公司采

用的轻资产的运营方式会加大公司在筹资、投资、运营等方面的财务风险，如果

市场环境发生重大变化或竞争加剧导致存货销售放缓、售价下跌，将会导致公司

经营风险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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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青岛新锦桥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的推荐报告盖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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