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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万淇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开转让的推荐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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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开转让

的有关规定，江苏万淇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淇股份”或“公

司”）就其股份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开转让事宜经过董事会、股

东大会批准。 

根据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发布的《主办券商尽职调查工作指引》，本公司

对万淇股份的财务状况、持续经营能力、公司治理和合法合规等事项进行了尽职

调查，对万淇股份本次申请股份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开转让出具

本报告。 

一、尽职调查情况 

国融证券推荐万淇股份挂牌项目小组（以下简称“项目小组”）根据《主办券

商尽职调查工作指引》的要求，对万淇股份进行了尽职调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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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治理、持续

经营、财务状况、重大事项等。 

项目小组访谈了万淇股份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财务负责人、监事、员工；

查阅了公司章程、“三会”即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的会议资料、公司各

项规章制度、会计凭证、会计账簿、审计报告、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资料、纳

税凭证等材料；了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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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万淇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

转让尽职调查报告》。 

二、内核意见 

本公司推荐挂牌项目内核小组于2018年3月8日至3月14日对万淇股份拟申请

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开转让的申请文件进行了认真审阅，于2018

年3月14日召开了内核会议。参与项目审核的内核成员为7人，其中包括1名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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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名注册会计师、1名行业专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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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全国股份转让系

统公司关于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开转让的

有关规定，内核成员经审核讨论，对万淇股份挂牌股份公开转让出具如下的审核

意见： 

（一）本公司内核小组按照《主办券商尽职调查工作指引》的要求对项目小

组制作的《江苏万淇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份公开转让尽职调查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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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券

商尽职调查工作指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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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事项发表了意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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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按照股份进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开转让的相关规

定要求，制作了《公开转让说明书》，公司挂牌前拟披露的信息符合信息披露规

则的要求。 

（三）公司于2017年9月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公司最近两年主营业务

未发生变化，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未发生变化，未改变公司的经营发

展战略，也未影响公司经营稳定性。公司成立至今已超过两年；公司主营业务明

确，具有持续经营能力；公司治理结构健全，运作规范；公司历次股权转让和增

资行为合法合规。 

综上所述，本次内核会议就是否推荐万淇股份进入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开转

让股票进行了表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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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本公司推荐万淇股份进入全国股份转让系统挂牌。 

三、推荐意见 

（一）依法设立且存续满两年 

江苏万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淇有限”）前身为海安飞天生化

科技有限公司，2009 年 1 月 8 日，南通飞天化学实业有限公司召开股东会并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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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决议，同意与南京博思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和张伟共同出资设立海安飞天生化科

技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5,000.00 万元。 

万淇有限设立时基本情况为，经营范围：双甘膦生产（按许可证核定的范围

和期限经营）。一般经营项目：亚氨基二乙腈销售：生物化工技术开发和服务（涉

及许可经营的除外）；董事长、总经理为张鸿秀，监事为袁素珍，法定代表人为

张鸿秀，注册资本为 5,000.00 万元，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 

2017 年 9 月 1 日，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众会字〔2017〕

第 5770 号《审计报告》，确认截至 2017 年 7 月 31 日有限公司经审计的净资产为

35,166,079.74 元。 

2017 年 9 月 2 日，开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了开元评报字〔2017〕第 433

号《江苏万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拟整体变更之公司净资产价值评估报告》，确认

截至 2017 年 7 月 31 日有限公司经评估的净资产为 40,787,300.00 元。 

2017 年 9 月 2 日，有限公司全体股东通过临时股东会决议，同意以众华会

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众华字〔2017〕第 5770 号”《审计报告》

所确定的，截至 2017 年 7 月 31 日经审计的净资产人民币 35,166,079.74 元为折

股依据。以 2017 年 7 月 31 日为改制审计基准日，以经审计的净资产人民币

35,166,079.74元折合为3,000.00万股，每股面值人民币1元，折股比例为1:0.8531，

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3,000.00 万元，实收资本为人民币 3,000.00 万元，剩余部分人

民币 5,166,079.74 元作为资本公积，有限公司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同时更

名为江苏万淇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 9 月 2 日，有限公司全体股东签署了《发起人协议》，就江苏万淇生

物科技有限公司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的相关事宜进行了约定。 

2017 年 9 月 18 日，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众会验字〔2017〕

第 5894 号《验资报告》对上述出资予以验证。 

2017 年 9 月 18 日，有限公司召开创立大会暨第一次股东大会，全体发起人

审议通过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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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治理细则及《关联交易决策制度》、《防范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公

司资金管理制度》、《对外担保决策制度》、《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等管理细则。会

议选举荆丰伟、金瑞、刘建文、段锟和杨加萍为股份公司第一届董事会董事，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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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三年；选举姚晓辉为公司第一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任期三年。 

2017 年 9 月 18 日，股份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会议选举荆丰

伟为公司董事长；聘任金瑞担任公司总经理，聘任刘建文担任公司副总经理，聘

任杨加萍担任财务负责人，聘任杨加萍担任董事会秘书，上述人员任期三年；审

议通过了《信息披露管理制度》、《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总经理工作细则》、

《董事会秘书工作细则》等治理细则。 

2017 年 9 月 18 日，股份公司召开职工大会，选举李朝、周时娅为股份公司

职工代表监事，任期三年。 

2017 年 9 月 18 日，股份公司召开第一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会议选举姚晓

辉为公司第一届监事会主席。 

2017 年 9 月 19 日，南通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出具了（06000260）公司变更〔2017〕

第 09180013 号准予变更登记通知书，同日股份公司取得了南通市工商行政管理

局颁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320621684939448W 的《营业执照》。 

公司最近两年内主营业务未发生变化，以实际控制人荆丰伟、毛炜为核心的

经营管理团队最近两年无重大变化，未影响公司经营稳定性。 

因此，万淇股份符合“依法设立且存续满两年”的条件。 

（二）公司主营业务明确，具有持续经营能力 

公司主营业务包括烷基糖苷（APG）、醇醚糖苷（AEG）、醇醚羧酸盐（AEC）

等绿色表面活性剂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1、烷基糖苷（APG） 

APG 是由可再生资源天然脂肪醇和葡萄糖合成的，一种性能较全面的新型

非离子表面活性剂，是国际公认的首选“绿色”功能性表面活性剂。其表面张力

低、无污点、去污力好；溶解性好、耐高温、耐强碱和耐高浓度电解质，有良好

的增稠效果；配伍性能好，能与各种离子型、非离子型表面活性剂复配产生增效

作用，并能显著改善配方的温和性；起泡性好，泡沫丰富、细腻、稳定；与皮肤

相容性好，无毒、无刺激、生物降解迅速完全。 

APG 可广泛用于日用化工、工业清洗、食品制造、农药、皮革、石油开采

等领域。 

（1）日用化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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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G 作为一种纯天然表面活性剂，在日用化工领域有广泛应用。用 APG 配

制的洗面乳、护肤霜等化妆品性质稳定，保湿、增湿功能显著，具有低刺激、无

毒、润肤等作用；用 APG 制成的餐具洗涤具有剂泡沫性能好，脱脂能力强，对

皮肤刺激小、无毒、易漂洗等特点；用 APG 配制高级洗衣制品，可有效的去除

汗渍和油污，并兼有柔软、抗静电和防缩水性，且不受硬水影响。 

（2）工业清洗 

APG 在强碱和高浓度电解质中性能稳定，且易于生物降解不会造成对环境

的污染，可用于金属清洗、工业洗瓶和运输工具清洗等领域。 

（3）食品制造 

在食品制造业中，APG 可作为食品乳化剂，其可以使油脂与水化合物分散，

有发泡、消泡、防糖和防脂、防凝聚作用。并可使食品原料在制作过程中混合均

匀，改善食品口味等功能。 

（4）农业 

由于 APG 的水油度可调节，并具有可生物降解性，不污染农作物和土壤，

吸湿、增湿性好等特点，用 APG 作为水剂农药乳化剂不仅可以调整土壤湿度，

还可以使除草剂、杀虫剂、杀菌剂有显著的降本增效作用。 

依据碳链长度不同，APG 可以分为：APE0810（碳链包含 8 碳-10 碳）、

APG1214（碳链包含 12 碳-14 碳）等不同品种。 

（5）石油工业 

APG 具有降低水活度、改变页岩孔隙流体流动状态的作用，可作为抑制剂

使用。加入到钻井液有润滑性好、抑制能力强、抗污染能力强及良好的储层保护

作用。APG 能与其他水溶性聚合物相互作用而达到最佳降滤失效果，可以拓宽

天然聚合物钻井液使用的温度限定范围，且可生物降解，有利于环境保护。在三

次采油中，使用 C12～C16 APG 复配溶液为驱替液，效果明显增强，与水驱相比，

能使原油采收率提高。 

2、醇醚糖苷（AEG） 

醇醚糖苷（AEG）属于烷基糖苷 APG 的性能改良产品，是新一代非离子表

面活性剂，可在众多应用领域替代 APG 或脂肪醇醚，达到功能化增效作用。其

分子结构相当于在 APG 的亲水基糖环和烷烃疏水基间插入一段聚氧乙烯链，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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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脂肪醇醚和烷基糖苷的双重功效。 

具有保湿护肤功效，可显著降低整体配方的刺激性。AEG 分子中一定加合

数的乙氧基链和葡萄糖的多羟基结构，赋予 AEG 独特的皮肤亲和性能。 

醇醚糖苷（AEG）具有以下特点： 

（1）无毒、无刺激，浓度 7%对眼睛无刺激，20%对皮肤无刺激，易于生物

降解，对人体和环境更安全。 

（2）低温水溶性良好，无浊点，适于配制高浓度产品，改良了长链 APG 水

溶性差的缺陷。 

（3）耐硬水，改良了 APG 耐硬水性能差的缺陷。 

（4）化学性质稳定，适配性强。中性及碱性下稳定，常温下能耐受 2%的硫

酸和 5%的盐酸，但在强酸中长时间加热分解成原料醇醚和葡萄糖。 

（5）配伍性好，能与各类活性物复配，特别适合于配制多功能配方。在发

泡、稳泡、去污、乳化等性能上与多种活性组分协同增效明显。 

（6）良好的增粘功效，不用高分子聚合物就能明显改良配方粘度受温度变

化的影响。 

3、醇醚羧酸盐（AEC） 

醇醚羧酸盐是一类新型的阴离子表面活性剂，其结构与肥皂相似，但嵌入的

环氧乙烷链使其兼备阴离子和非离子表面活性剂的特点，可以在广泛 pH 值条件

下使用。 

醇醚羧酸盐（AEC）具有以下特点： 

（1）卓越的增溶能力，适于配制功能性透明产品。 

（2）良好的去污性、润湿性、乳化性、分散性和钙皂分散力。 

（3）良好的发泡性和泡沫稳定性，发泡力不受水的硬度和介质 pH 的影响。 

（4）对眼睛和皮肤非常温和，并能显著改善配方的温和性。 

（5）耐硬水、耐酸碱、耐电解质、耐高温、对次氯酸盐和过氧化物稳定。 

（6）具有良好的配伍性能，能与任何离子型或表面活性剂配伍，尤其对阳

离子的调理性能没有干扰。 

（7）易生物降解，OECD 验证试验的降解率为 98%。在自然环境中可完全

降解为 CO2 和水。 



江苏万淇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开转让推荐报告 

7 
 

（8）无毒，使用安全。 

公司自成立以来，主营业务未发生重大变更。 

报告期内，公司的业务收入来源由主营业务收入和其他业务收入构成，业务

收入分类情况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主营业务收入 51,350,672.58 26,441,562.46 

其他业务收入 194,444.99 136,006.84 

合计 51,545,117.57 26,577,569.30 

经核查，万淇股份已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编制并披露报告期内的财

务报表，公司不存在《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324 号—持续经营》中列举

的影响其持续经营能力的相关事项，并由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

务所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经核查，万淇股份不存在依据《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一条规定解散的情形，

或法院依法受理重整、和解或者破产申请。 

因此，万淇股份符合“主营业务明确且具有持续经营能力”的条件。 

（三）公司治理结构健全，运作规范 

有限公司阶段，公司按照《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建立了公司的基

本架构：公司股东会由全体股东组成；公司未设董事会，设执行董事一名；公司

未设监事会，设监事一名。有限公司阶段，公司减资、股权转让、公司章程修改

等事项的变更均召开了股东会，相关的决议均得到公司全体股东同意，且履行了

工商登记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有限公司章程，合法有效。 

2017 年 9 月 18 日，公司召开创立大会暨第一次股东大会，依据《公司法》

的相关规定，股东大会通过了《公司章程》，选举产生了由 5 名董事组成的股份

公司第一届董事会及 1 名股东代表监事。股东代表监事与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

的 2 名职工代表监事共同组成监事会。此外，股东大会通过了《股东大会议事规

则》、《董事会议事规则》、《监事会议事规则》、《关联交易决策制度》、《对

外担保决策制度》、《对外投资管理制度》、《防范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公

司资金管理制度》等规章制度。 

2018 年 1 月 17 日，公司召开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

于申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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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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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后采取集合竞价转让方式进行转让的

议案》、《关于聘请公司申请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的

中介机构的议案》、《关于聘请公司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关于授权公司第一届

董事会办理公司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相关事宜的

议案》、《关于公司 2016-2017 年度关联交易的议案》、《关于制定<江苏万淇生物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利润分配管理制度>的议案》等议案。 

自股份公司成立以来，公司共召开了 2 次股东大会，2 次董事会，1 次监事

会。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的召开程序、决策内容与程序均依照《公司

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以及“三会”议事规则的规定进行。公司的“三

会”相关人员均符合《公司法》规定的任职要求，能够按照《公司章程》和“三

会”议事规则履行义务，执行“三会”的决议，公司的董事、监事分别通过出席

董事会、监事会以及列席股东大会等形式参与公司重大事项的决策或监督，职工

代表监事通过参加监事会、列席股东大会、董事会等方式对公司的经营管理和管

理层进行监督，维护职工合法权益。 

报告期内，未发现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近两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

行为而受到处罚的情形。 

因此，万淇股份符合“治理机制健全、合法规范经营”的条件。 

（四）公司股份发行和转让行为合法合规 

根据工商备案资料显示，万淇股份历史上存在多次股权转让、多次增资及一

次减资的情形，股权转让、增资、减资均履行了股东会决议程序，股权转让双方

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增资经会计师事务所验证，上述股权转让、增资和减

资行为均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或备案手续，合法有效。万淇股份股权明晰，不存

在股东委托持股、信托持股、工会持股等情形，股东之间不存在股权纠纷。 

因此，万淇股份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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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与万淇股份签订了推荐挂牌并持续督导协议，同意推荐该公司进入全

国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开转让，并将为其提供持续督导和信息披露服务。 

鉴于万淇股份符合进入全国股份转让系统挂牌的条件，本公司推荐万淇股份

进入全国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进行公开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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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提请投资者关注的风险事项 

（一） 实际控制人不当控制风险 

截至本公开转让说明书签署之日，公司股东荆丰伟、毛炜夫妻直接及间接持

有公司 80.00%的股份，由于荆丰伟为上海侠虞的执行事务合伙人，荆丰伟、毛

炜夫妻控制公司 90.00%的表决权，为公司的共同实际控制人。若公司实际控制

人利用其对公司的实际控制权，对公司的经营决策、人事、财务等进行不当控制，

可能损害公司或少数权益股东的利益。 

针对上述风险，公司按照《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

要求，建立了相对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和关联交易回避表决等制度，并根据董事

会与股东大会的决策机制实行。同时公司在日常经营管理中对生产经营决策、财

务决策、人事安排决策等重要控制活动通过部门领导会议讨论与通过决定，以降

低和避免实际控制人不当对控制公司经营产生的风险。 

（二） 原材料价格变动风险 

传统表面传统表面活性剂产品的主要原材料是石油、天然油脂等，绿色表面

活性剂的原料为玉米、椰子、土豆等农产品提取、分解的脂肪醇、葡萄糖等，这

些原材料的价格均具有一定的波动性。如果原材料价格上涨幅度大于产品价格上

涨幅度，将降低公司盈利能力，减少利润空间，将会直接影响公司的产品生产和

经营业绩。如成本变化不能及时向下游行业传导，行业将面临利润率下降的风险。 

应对措施：加强原材料市场信息的搜集、整理、分析和研究，并与国内的原

材料市场进行对比分析，为以更低的价格采购原材料提供决策支持依据；与供应

商建立长期合作关系，不断加大从主要供应商的采购规模，争取更大的价格优惠；

加强技术研发投入，通过提高产品的性能增加产品附加值。 

（三） 公司治理的风险 

在有限责任公司阶段，公司的法人治理不够健全。股份公司设立以来，公司

建立健全了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及高级管理人员的法人治理机制，制定了

适应企业现阶段发展的内部管理制度和风险控制体系。但由于股份公司成立时间

很短，高管团队协作尚不完善，各项管理制度的执行需要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检

验，并在生产经营中不断完善。随着公司的快速发展，经营规模不断扩大，人员

不断增加，特别是公司在股转系统挂牌后，对公司规范治理将会提出更高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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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未来经营中存在因内部管理不适应发展需要，而影响公司持续健康发展的风

险。 

应对措施：公司将进一步加强内部管理，积极完善高管团队协作，严格执行

各项公司治理规章制度，不断促进公司规范运作。 

（四） 客户集中度高的风险 

2016 年度、2017 年度，公司对前五大客户的销售金额占当期全部营业收入

的比例分别为 64.85%、63.30%，公司客户集中度较高。如果未来公司的客户结

构不能有效改善，公司的主要客户因任何原因大幅减少采用公司的产品或服务，

而公司无法及时找到新的替代客户，将会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应对措施：公司将加大市场销售渠道的开发力度，开发行业内的新客户，增

加公司营业收入的同时降低对集中度较高客户的依赖。同时公司将持续加大对研

发的投入，增加产品种类，在产品质量方面争取领先行业内竞争者，增加公司产

品的市场占有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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