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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推荐河北康远清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股份 

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之推荐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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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康远清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远股份”、“公司”、

“股份公司”）就其股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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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牌并公开转让事宜经过董事会决议、股东大会批准，并与开源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开源证券”、“主办券商”）签订了推荐挂牌并持续督导

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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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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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指引》”）、《全国中

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挂牌条件适用基本标准指引》，开源证券对康远股份的

业务情况、公司治理情况、公司财务情况、公司合法合规情况等进行了尽职调查，

对股份公司申请股票进入全国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出具本报告。 

一、尽职调查情况 

开源证券康远股份挂牌公开转让项目小组（以下简称“项目小组”）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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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对康远

股份进行了尽职调查，调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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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国外销售，项目小组检查货物出库记录，海关出口记录，核实与公司

收入确认匹配性；发函询证国外客户，包括收入总额和应收账款余额，并对回

函实施有效监督；检查期后回款情况，以证实国外销售的真实性；检查资产负

债表日后退货情况，以确定是否存在于资产负债表日前已经发出并签收产品大

批量的退货等异常情况，判断是否存在不能确认收入的情形；核查公司产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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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存在在其他销售平台销售而未入账的情况，以判断收入确认的完整性。 

项目小组与康远股份董事长、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财务负责人、员工等进

行了交谈，并同公司聘请的北京市中策律师事务所、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注册会计师进行了交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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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管理部门登记资料、纳税凭证等；了解了公司的生产经营状况、内控制度、

规范运作情况和发展计划。通过上述尽职调查，项目小组出具了《开源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河北康远清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股份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

统挂牌并公开转让之尽职调查报告》，对公司的业务状况、公司治理、公司财务

和公司合法合规等事项发表了意见。 

二、现场核查情况 

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主办券商内核工作指引（试行）》及《全

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主办券商推荐业务规定（试行）》等法律、法规和规范

性文件的要求，开源证券指定了相关内核专员，并于 2018 年 6 月 4 日-6 日进行

了现场检查。 

通过查阅相关工作底稿、对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进行访谈、对经

营场所进行现场查看等现场核查程序，内核专员认为项目组已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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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进行了尽职调查，

提交了符合要求的推荐挂牌申请文件，符合公司内核会议召开条件，同意该项目

提交内核会议审议，并出具了《河北康远清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现场核查报告》。 

三、内核意见  

我公司内核小组对康远股份拟申请在全国股份转让系统挂牌的备案文件进

行了认真审阅，于 2018 年 6 月 20 日召开了内核会议，参与项目审核的内核成员

为吴子仪（财务会计事项）、林琳（法律事项）、张月彗（行业事项）、郑大江、

谢家乡、阎星伯、方榕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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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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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 

根据《业务规则》对内核机构审核的要求，内核成员经审核讨论，对康远股

份在全国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出具如下的审核意见： 

（一）我公司内核小组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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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对项目小组制作的康远股份拟申请在全国中小企业

股份转让系统挂牌的备案申请文件的进行了审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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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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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对公司进行了实地考察、资料核查等工作；项目小组

中注册会计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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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技术事项出具了调查报告。项目小组已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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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进行了尽职调查。 

（二）根据《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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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转让说明书内容与格式指

引（试行）》、《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申请文件内容与格式指引（试行）》

的要求，公司制作了《公开转让说明书》等整套申报材料，公司挂牌前拟披露的

信息符合信息披露的要求。 

（三）2004 年 11 月 24 日，马海增、毕晓春以实物资产出资设立了河北康

远清真食品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1,000 万元。2017 年 5 月 16 日，河北康远清真

食品有限公司按经审计的净资产折股，整体变更为河北康远清真食品股份有限公

司。 

公司依法设立已满两年；业务明确，具有持续经营能力；公司设立了股东大

会、董事会、监事会的法人治理结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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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远股份与我公司签订了《推荐挂牌并持

续督导协议书》，由我公司负责推荐其股份挂牌公开转让，并对其进行持续督导。 

综上所述，公司符合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公司颁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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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挂牌条件适

用基本标准指引》规定的挂牌条件。7 名内核成员经投票表决，一致同意推荐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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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股份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 

四、推荐意见 

根据项目小组对康远股份的尽职调查情况，我公司认为康远股份符合进入全

国股份转让系统所规定的挂牌条件： 

（一）公司依法设立且存续满两年 

公司前身河北康远清真食品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4 年 11 月 24 日，2017 年 5

月 16 日公司以有限公司 2016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的账面净资产值折股整体变更

为股份有限公司，并在邯郸市行政审批局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公司改制过程合

法合规，存续期间已满两年。 

（二）公司业务明确，具有持续经营能力 

公司的主营业务为牛羊肉的进口及销售，羊的屠宰加工及销售。产品主要为

冷冻牛羊肉，牛羊肉主要来源于国外进口，小部分羊肉为收购周边养殖户的肥羊，

经过屠宰加工后入库冷冻产品。截至本推荐报告出具之日，公司主营业务未发生

重大变化。 

根据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中兴华审字（2018）第

011170 号”《审计报告》，公司 2018 年 1-2 月、2017 年、2016 年主营业务收入分

别为 10,238.17 万元、59,803.81 万元、44,600.50 万元，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收

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达 90.00%以上，公司主营业务明确，自设立以来主营业务

未发生重大变化。 

报告期内，公司具有持续经营记录，2016 年、2017 年、2018 年 1-2 月，公

司营业收入分别为 44,600.50 万元、59,803.81 万元、10,238.17 万元，实现净利润

分别为 1,026.42 万元、3,120.86 万元、449.10 万元。截至 2018 年 2 月 28 日，公

司股本为 9,250 万元，每股净资产为 1.89 元。 

在可预见的未来，公司具有按照既定目标持续经营的能力，公司不存在《公

司法》第一百八十条规定解散的情形，或法院依法受理重整、和解或者破产申请

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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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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已建立健全了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总经理办公会制度、董事会

秘书制度。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能够按照《公司法》、《公司章程》及相关

议事规则的规定规范运作。此外，公司还制订了《重大投资决策管理办法》、《关

联交易决策管理办法》等制度。 

公司没有因违反环保、知识产权、产品质量、劳动安全、人身权等产生的侵

权行为。公司缴纳的税种和税率符合国家的法律、法规的规定。报告期内，公司

不存在其他违法违规被主管机关行政处罚的事项。 

公司的治理结构和内控制度已经步入规范化轨道，公司管理层承诺将在今后

的实际运作中不断深化公司治理理念，加深相关知识的学习，提高规范运作的意

识，以保证公司治理机制的有效运行。 

（四）股权明晰，股票发行和转让行为合法合规 

公司自成立以来，增资、股权转让等均履行了股东会决议、工商登记等法律

手续，合法有效；公司股份制变更的过程中，各股东均依法履行了出资义务，履

行了股东会审批，工商变更登记等法律手续。公司股权明晰，不存在潜在股权纠

纷，股票发行和转让行为合法合规。 

（五）主办券商推荐并持续督导 

康远股份已与我公司签订了《推荐挂牌并持续督导协议》。开源证券同意推

荐康远股份进入全国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持续督导。 

我公司同意推荐康远股份挂牌的理由具体如下： 

1、公司拥有较强的品牌优势 

公司经过十几年的努力，特别是近几年主要从国外优质牛羊肉生产国进口牛

羊肉再分割，提升了公司牛羊肉产品在国内中高档牛肉市场中份额。公司在河北

中高档牛羊肉市场中占据较高份额，是河北省重点龙头企业，是国家少数民族特

需商品定点企业，是中国穆斯林企业百强，是中国最具影响力十大清真品牌。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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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历来注重食品安全工作，先后获得并通过 ISO9001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CHTC

食品安全管理体系认证、中国清真食品认证、中国绿色食品认证。 

公司自有的艾克拜尔商标，是牛羊的清真品牌，已经逐步获得市场的认可，

公司的艾克拜尔牛羊肉品牌已经具有了产品高质量、高认知度，极大的增强了公

司在河北省乃至全国的品牌知名度，彰显了公司品牌影响力，提高公司综合竞争

力和市场占有率。 

2、公司拥有一定的肉源供应优势 

目前，公司与新西兰、澳大利亚、阿根廷、乌拉圭、巴西等传统牛羊肉生产

国维持了良好的合作关系，肉源稳定肉质有保障。公司每年从长期合作供应商持

续购买牛羊肉，基本采用先款后货形式，因此，对供应商有一定的黏贴性。 

3、公司拥有多年积累的销售网络优势 

公司经过十几年的探索，初步形成“南到广东、北到哈尔滨，东到上海，西

到乌鲁木齐”的销售网络。销售客户分布在黑龙江、北京、天津、山东、新疆、

上海、江苏、河南、广东、河北、陕西、山西等十几个省份。公司正以邯郸为中

心，面向河北，辐射国内四大区域市场，即华中地区、京津唐环渤海湾地区、长

三角地区和珠三角地区。 

五、提请投资者关注的事项 

开源证券提醒投资者重点关注以下事项： 

（一）原材料价格波动风险  

公司所用主要生产原料包括羊胴体、牛胴体等，来源主要包括国内收购的活

羊以及国外采购的各种牛羊分割肉，因此，国内和国际市场的价格变化都会影响

公司的营业成本，而国内和国际市场受各种因素的影响价格会呈现不同程度的波

动，若未来市场价格出现大幅波动，将对公司成本控制、生产经营以及盈利状况

带来不利的影响。 

（二）动物疫情及食品安全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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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羊常见的疫病有布鲁氏菌病、牛结核病、炭疽、棘球蚴病（包虫病）、绵

羊痘和山羊痘、蓝舌病、肝片吸虫等寄生虫病、羊快疫、羔羊痢疾、牛流行热、

前胃弛缓、胃肠炎等。牛羊疫病具有常年多发和直接接触传播的特点，一旦发生

牛羊疫病，不仅直接影响生产性能，对公司采购带来不利影响，而且会容易引发

食品安全问题，给公司的生产和经济造成严重损失。 

（三）供应商集中度较高的风险 

公司主要原材料为牛羊肉胴体及分割肉，为发挥集中采购的优势控制采购成

本，公司挑选优质供应商并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形成了较为集中的供应

商体系。2016 年度、2017 年度、2018 年 1-2 月，公司向前五大供应商采购原材

料占同期采购总额的比例分别为 63.86%、86.27%、88.34%。供应商的集中程度

相对较高。目前公司所需原材料市场货源充足，但若主要供应商因自身经营情况

恶化或与公司合作关系发生变化导致其不能按时、足额、保质的供货而公司短期

内又无可替代的供应商选择，则可能影响公司的正常经营。 

（四）期末存货余额较大的风险 

2016 年末、2017 年末、2018 年 2 月末，公司存货账面价值分别为 8,750.647

万元、12,601.12 万元、10,843.40 万元，占流动资产比例分别为 38.76%、49.08%、

44.25%，占总资产的比重分别为 26.55%、34.85%、30.94%，存货余额相对较大，

如公司销售产品价格出现较大波动，将会给公司经营业绩带来较大风险，进而影

响公司正常生产经营。 

（五）个人卡及现金结算导致的内控风险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为牛羊肉制品的加工与销售，存在部分个人客户及

直接向活羊养殖户收购活羊的情形，由于个人与对公账户结算存在汇款手续复

杂、到账不及时、周末及节假日不营业等原因，为方便个人客户、供应商与公司

进行货款结算，报告期内存在使用现金和个人卡进行款项结算的情况，具体情况

如下： 

收付款方式 

2018年1-2月 2017年度 2016年度 

金额（元） 比例(%) 金额（元） 比例(%) 金额（元） 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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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付款方式 

2018年1-2月 2017年度 2016年度 

金额（元） 比例(%) 金额（元） 比例(%) 金额（元） 比例(%) 

个人卡销售收款     9,522,215.27 1.45 44,728,595.29 10.92 

现金销售收款 15,268.20 0.01 83,301.00 0.01 1,249,245.76 0.30 

对公账户销售收款 128,748,391.66 99.99 647,504,888.00 98.54 363,713,813.66 88.78 

合计 128,763,659.86 100.00  657,110,404.27 100.00  409,691,654.71 100.00  

个人卡采购付款         1,652,691.21 0.42 

现金采购付款   604,225.00 0.10 1,866,092.93 0.47 

对公账户采购付款 127,118,106.53  100.00  585,224,253.73 99.90 393,644,069.71 99.11 

合计 127,118,106.53  100.00  585,828,478.73  100.00  397,162,853.85  100.00  

报告期内，公司存在销售、采购环节内部控制不足导致的风险。公司于 2017

年 3 月采取整改措施，将个人卡全部注销，建立了一系列规章制度，严格控制销

售、采购环节中现金收付货款的情况。 

（六）政府补助政策和税收优惠政策变化的风险 

农产品初加工行业受产业政策扶持较大，国家对农业企业在税收、政府补助

等政策上均有一定程度的优惠。一旦国家降低产业优惠政策的扶持力度，将会对

行业内农产品初加工企业产生不利影响。 

1、政府补助政策变化对净利润影响较大的风险 

2016 年度、2017 年度、2018 年 1-2 月，公司政府补助补助收入分别为

4,374,195.43 元、6,736,571.48 元及 74,428.58 元，占当期净利润的比重分别为

42.62%、21.59%、1.66%。公司净利润对政府补助存在一定依赖。若政府补助政

策发生改变，政府补助金额急剧下降，公司经营业绩将受到一定程度影响。 

2、税收优惠政策变化的风险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八十六条、《中华人民共

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第二十七条第（一）项的规定，公司从事农产品初加工的所

得免征企业所得税。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财税[2012]75 号文《关于免征部

分鲜活肉蛋产品流通环节增值税政策的通知》，对从事农产品批发、零售的纳税

人销售的部分鲜活肉蛋产品免征增值税。公司从事的肉类产品批发、零售免征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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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税。根据上述税收优惠文件，报告期内公司享受农产品初加工所得免征企业所

得税的优惠，因公司对客户开具增值税发票，故未享受免征增值税的优惠。上述

税收优惠政策对公司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如遇国家税收政策调整使公

司未能继续享受上述优惠，将会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不利影响。 

（七）公司内部控制风险 

公司自成立以来积累了丰富的经营、管理经验，法人治理结构得到不断完善，

形成了较为有效的约束机制与内部管理机制。但是，随着公司业务规模的扩大，

公司需要对资源整合、市场开拓、技术研发、质量管理、财务管理以及内部控制

等诸多方面进行调整，这对各部门工作的协调性、严密性以及连续性提出了更高

的要求。如果公司管理层的管理水平不能适应公司规模扩张的需要，且组织形式

和管理制度未能随着公司规模的扩大及时调整和完善，公司将面临内部控制的风

险。 

（八）公司收入存在季节性波动的风险 

公司主要业务为生产、销售冷冻牛羊肉制品，其中第三、四季度为销售旺

季，第一、二季度对冷冻牛羊肉的需求量相对较小。由于收入存在季节性影响

因素，可能导致年度内各季度收入存在季节性波动的风险。 

（九）人民币汇率波动风险 

报告期内，公司所使用的原料肉主要为进口牛羊胴体及分割肉，进口地为

新西兰、巴西等传统牛羊肉生产国，进口货物结算币种为美元。2018年1-2月、

2017年度和2016年度，公司的汇兑收益分别为186,326.52元、276,344.97元和

-131,483.52元，占当期利润总额的比例分别为4.16%、0.87%和-1.14%。目前人

民币汇率波动未对公司业绩构成重大影响。如果公司进口国家或地区贸易政策

发生较大变化或人民币汇率出现大幅波动，将对公司业绩构成较大影响，公司

生产经营存在一定的汇率风险。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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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开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推荐河北康远清真食品股份

有限公司股份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之推荐报告》盖章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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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