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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推荐 

舒朋士环境科技（常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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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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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规则（试行）》，舒朋士环境

科技（常州）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舒朋士”、“股份公司”或“公司”）就

其股份进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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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让事宜经过董事会决议、股东大会批准。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渤

海证券”或“本公司”）对舒朋士的财务状况、公司治理、合法合规、业务情况

进行了尽职调查，对舒朋士本次申请股份进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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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渤海证券推荐舒朋士挂牌项目小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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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舒朋士进

行了尽职调查，调查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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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事项等。项目

小组对舒朋士董事、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财务负责人、核心技术人员等进行了

访谈；查阅了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会议决议、公司各项规

章制度、会计凭证、会计账簿、审计报告、工商登记资料、纳税凭证等；调查了

公司的生产经营情况、内部控制、规范运作情况。通过上述尽职调查，项目小组

出具了《舒朋士环境科技（常州）股份有限公司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

工作尽职调查报告》。 

 

二、逐项说明申请挂牌公司是否符合《业务规则》规定的挂牌条件 

（一）依法设立且存续满两年  

1、有限公司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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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12 月 31 日，江苏省常州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了《核准通知书》（名

称核准号：320400M341762），核准名称为“舒朋士泵业常州有限公司”。 

2014 年 4 月 25 日，舒朋士泵业常州有限公司召开股东会，选举田冬为公司

执行董事；选举孙斌为公司监事。 

同日，公司股东签署了《公司章程》。 

2014 年 5 月 13 日，常州工商行政管理局高新区新北分局向舒朋士有限核发

了《公司准予设立登记通知书》（（040700711）公司设立[2014]第 05130028 号），

并核准了舒朋士有限的设立。 

有限公司成立时，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认缴金额（元） 实缴金额（元） 出资方式 出资比例（%） 

舒朋士（上海） 19,000,000 500,000 货币 95.00 

田冬 1,000,000 0 货币 5.00 

合计 20,000,000 500,000 - 100.00 

2、有限公司第一次股权转让以及执行董事与监事变更 

2016年12月15日，舒朋士泵业常州有限公司召开股东会，同意免去田冬执行

董事职务，重新选举田明为公司执行董事。免去孙斌监事职务，重新选举田冬为

公司监事；同意舒朋士泵业（上海）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700万元股权转让给股

东田冬；同意舒朋士泵业（上海）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1,200万元股权转让给新

股东田明；并同意修改公司章程的相关条款。 

同日，舒朋士泵业（上海）有限公司（原名“上海舒朋士泵业有限公司”）与

田明签署股权转让协议，约定舒朋士泵业（上海）有限公司将持有的1200万元股

权（其中实缴170.5263万元）以人民币170.5263万元的价格转让给田明。本次股

权转让价格系原股东与新股东协商一致确定，主要参照了公司实缴注册资本，转

让价格为1元/股。 

同日，舒朋士泵业（上海）有限公司与田冬签署股权转让协议，约定舒朋士

泵业（上海）有限公司将持有的700万元股权（其中实缴99.4737万元）以人民币

99.4737万元的价格转让给田冬。本次股权转让价格系原股东与新股东协商一致

确定，主要参照了公司实缴注册资本，转让价格为1元/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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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日，舒朋士泵业常州有限公司变更了公司章程。 

2016年12月27日，常州国家高新区（新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向舒朋士有限

核发了《公司准予变更登记通知书》（（040700301）公司变更[2016]第12270011

号），并核准了上述变更。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认缴额（元） 实缴额（元） 出资方式 出资比例（%） 

田明 12,000,000 1,705,263.16 货币 60.00 

田冬 8,000,000 994,736.84 货币 40.00 

合计 20,000,000 2,700,000 - 100.00 

3、有限公司首次变更注册资本 

2017 年 5 月 2 日，舒朋士泵业常州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同意公司注册资本

由 2000 万元减至 518.00 万元；公司减少注册资本后，股东的出资额和持股比例

为：田明出资 310.80 万元，占比 60%；田冬出资 207.20 万元，占比 40%。 

2017 年 8 月 7 日，舒朋士泵业常州有限公司签署新的章程修正案。 

同日，舒朋士泵业常州有限公司做出《债务提供担保说明 》，公司注册资本

从 2,000.00 万元减至 518.00 万元，公司已于减资决议作出之日起 10 日内通知了

全体债权人，并于 2017 年 5 月 17 日在常州日报上发布了减资公告，至 2017 年

8 月 7 日，公司已对债务提供了相应的担保。 

2017 年 8 月 9 日，常州国家高新区（新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向舒朋士有

限核发了《公司准予变更登记通知书》（040702291）公司变更[2017]第 08090016

号，并核准了上述变更。 

本次减资完成后，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认缴额（元） 实缴额（元） 出资方式 出资比例（%） 

田明 3,108,000 2,005,263.16 货币 60.00 

田冬 2,072,000 1,194,736.84 货币 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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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5,180,000 3,200,000 - 100.00 

4、有限公司实缴注册资本 

2018年 7月 2日，常州中正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了常中正会内验[2018]

第 017 号《验资报告》。截至 2018 年 3 月 29 日，公司已收到舒朋士（上海）、田

冬、田明缴纳的注册资本（实缴资本）合计人民币 518.00 万元，实收资本占注

册资本的 100.00%。①田明实际缴纳出资额人民币 140.273684 万元，分别于 2016

年 12 月 28 日、2018 年 3 月 20 日、2018 年 3 月 21 日、2018 年 3 月 22 日缴存；

2016 年 12 月 15 日通过受让舒朋士（上海）1200 万元的出资额（其中已到位

170.526316 万元，未到位 1029.473684 万元），出资额合计 310.80 万元。②田冬

实际缴纳出资额人民币 107.726316 万元，分别于 2016 年 12 月 28 日、2018 年 3

月 29 日缴存；2016 年 12 月 15 日通过受让舒朋士（上海）700 万元的出资额（其

中已到位 99.473684 万元，未到位 600.526316 万元），出资额合计 207.20 万元。

③舒朋士（上海）实际缴纳出资额人民币 270.00 万元，分别于 2014 年 12 月 16

日、2015 年 7 月 1 日、2015 年 7 月 17 日、2015 年 8 月 26 日、2015 年 9 月 14

日、2015 年 9 月 24 日缴存。后舒朋士（上海）将其持有的全部出资额分别转让

给了田明、田冬。 

本次实缴后，公司的股权结构为： 

股东名称 认缴额（元） 实缴额（元） 出资方式 出资比例（%） 

田明 3,108,000 3,108,000 货币 60.00 

田冬 2,072,000 2,072,000 货币 40.00 

合计 5,180,000 5,180,000 - 100.00 

5、股份公司设立情况 

（1）资产审计与评估 

2018年5月28日，中证天通出具的中证天通[2018]证审字第1801022号《审计

报告》，截至2018年3月31日止，舒朋士有限经审计的原账面净资产值为人民币

10,541,639.14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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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5月30日，中企华中天评估出具的苏中资评报字（2018）第1028号《资

产评估报告》，截至2018年3月31日止，舒朋士有限的净资产评估价值为人民币

1,529.77万元。 

（2）决策程序 

2018年6月6日，舒朋士有限召开临时股东会，经审议一致同意公司类型由有

限责任公司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同意以田明、田冬为发起人，经全体股东

一致确认以基准日2018年3月31日经审计的原账面净资产为依据，采用发起设立

的方式，将公司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变更后各股东的持股比例不变；经审

议一致通过，同意中证天通以2018年3月31日为基准日出具的中证天通[2018]证

审字第1801022号《审计报告》，确认其账面净资产值10,541,639.14元，按照

2.0351:1折股5,180,000股，每股人民币1元，其余5,361,639.14元计入资本公积，

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经审议一致通过，同意中企华中天评估以2018年3月

31日为基准日出具的苏中资评报字（2018）第1028号《资产评估报告》，确认其

净资产评估值为1,529.77万元。 

（3）创立大会 

2018年6月21日，召开舒朋士环境科技（常州）股份有限公司创立大会暨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出席发起人为田明与田冬。 

同日，召开舒朋士环境科技（常州）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

选举田明为公司董事长兼法定代表人，任期三年；聘任公司总经、副总经理、财

务负责人以及董事会秘书。 

同日，召开舒朋士环境科技（常州）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

选举张芹为公司监事会主席任期三年。 

同日召开舒朋士环境科技（常州）股份有限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唐小琴

为职工代表监事。 

（4）工商变更登记 

2018年6月21日，股份有限公司创立大会暨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舒朋士

环境科技（常州）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其中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单位：元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出资方式 持股比例 

1 田明 3,108,000 净资产折股 60.00% 



1-5-6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出资方式 持股比例 

2 田冬 2,072,000 净资产折股 40.00% 

合计 5,180,000 - 100.00% 

2018 年 6 月 29 日，常州工商局向舒朋士有限核发了《公司准予变更登记通

知书》（（04003152）公司变更[2018]第 06290001 号）及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320411302007152L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资本为 518.00 万元整。 

2018年7月10日，中证天通出具了中证天通（2018）证验字第1801002号《验

资报告》。经审验，截至2018年6月21日，公司（筹）全体股东已将舒朋士有限截

至2018年3月31日的净资产折为公司（筹）实收资本伍佰壹拾捌万元，剩余净资

产5,361,639.14元计入资本公积。 

有限公司历次变更、有限公司整体变更为股份公司涉及出资时均有中介机构

出具的验资报告验证出资，设立及变更均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了变更登记。

公司近两年均按期进行年检。 

因此，公司符合“依法设立且存续满两年”的要求。 

（二）业务明确，具有持续经营能力 

公司主营业务为一体化预制泵站的研发、生产、销售及运维服务。自成立以

来，公司主营业务未发生变更。 

报告期内，公司 2018 年 1-6 月、2017 年度及 2016 年度主营业务收入分别为

17,236,928.17 元、31,767,162.45 元以及 11,923,705.64 元，占当期营业收入的比

例分别为 100.00%、99.95%及 99.97%。2018 年 1-6 月、2017 年度及 2016 年度，

公司净利润分别为 1,429,515.15 元、3,246,532.45 元和 482,697.28 元。公司自设

立以来主营业务未发生重大变化。 

报告期内，公司合法经营，历年均通过了工商年检。经审计，公司报告期内

连续实现盈利，具有持续经营能力。 

综上，项目小组认为公司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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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 2018 年 6 月股份公司设立后，公司按照《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

设立了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并按照《公司法》、《公司章程》及相关议事

规则的规定规范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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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制订了《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监事会议事规则》、

《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关联交易管理制度》、《信息披露管理制度》、《对外担保

管理制度》、《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防范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及关联方资金

占用管理制度》等制度，并得到了良好的执行。 

经项目组审查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及职工代表大会的相关材料，

公司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变更符合有关规定，并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

序。 

项目组与公司管理层进行了有关诚信情况的沟通，并取得了公司管理层所签

署的书面声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因《公司法》第一百四十

六条规定之情形而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被中国证监会采取

证券市场禁入措施尚在禁入期；最近 36 个月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或最

近十二个月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

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因违反国家法律、行政

法规、部门规章、自律规则等受到刑事、民事、行政处罚或纪律处分的情形；因

涉嫌违法违规行为处于调查之中尚无定论的情形；最近三年内对所任职（包括现

任职和曾任职）的公司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而被处罚负有责任的情形；个人负有

数额较大债务到期未清偿的情形；欺诈或其他不诚实行为等情形。 

因此，公司符合“公司治理机制健全，合法规范运营”的要求。  

（四）股权明晰，股票发行和转让行为合法合规 

截至本推荐报告出具日，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股东性质 

1 田明 3,108,000 51.03 自然人 

2 田冬 2,072,000 34.02 自然人 

3 
常州舒朋士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606,700 9.96 合伙企业 

4 
常州清淼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303,300 4.98 合伙企业 

合 计 6,090,000 100.00% - 

上述股东所持的公司股份，不存在质押或冻结等转让限制情形，股东所持公

司股份不存在股权纠纷或潜在纠纷。 

公司自有限公司成立以来，共进行了1次股权转让、整体变更为股份公司，



1-5-8 

 

上述股权转让、整体变更均履行了股东会决议程序，并经过了会计师事务所验资，

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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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舒朋士已与渤海证券签订推荐挂牌并持续督导协议，委任渤海证券为主办券

商推荐公司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符合“主办券商推荐并

持续督导”的要求。 

鉴于舒朋士符合《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第2.1条

规定的挂牌要求，本公司特推荐舒朋士在全国股份转让系统挂牌。 

（六）股东中是否存在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或私募投资基金的核查意见 

截至本推荐报告签署日，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股东性质 

1 田明 3,108,000 51.03 自然人 

2 田冬 2,072,000 34.02 自然人 

3 
常州舒朋士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606,700 9.96 合伙企业 

4 
常州清淼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303,300 4.98 合伙企业 

合 计 6,090,000 100.00% - 

经核查，主办券商认为，公司股东不属于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或私募投资基

金，不存在需要按照《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暂行办法》及《登记和备案办

法》的规定履行备案或登记程序的情况。 

（七）第三方聘请情况 

主办券商在本项目中不存在直接或间接有偿聘请第三方的行为，不存在未披

露的聘请第三方行为。舒朋士亦不存在直接或间接有偿聘请律师事务所、会计师

事务所、资产评估机构等依法需要聘请的证券服务机构之外的第三方机构或个人

的行为。 

三、立项程序及立项意见 

2018年9月6日，渤海证券投资银行非债券类业务立项委员会对舒朋士环境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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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常州）股份有限公司推荐挂牌项目立项审议。立项委员会应到会5人，实到5

人，参加表决5人。经评议，5位立项委员对是否通过该项目立项进行了书面表决，

表决结果为5票同意，0票不同意。立项决议为通过该项目立项。 

四、质量控制程序及质量控制意见 

舒朋士项目小组于 2018 年 9 月向渤海证券投资银行业务质量控制部提出审

核申请，投资银行业务质量控制部审阅了公开转让说明书、公司章程、项目小组

出具的尽职调查报告及工作底稿等相关申报材料，经审核后认为：推荐文件、申

报材料及尽职调查工作底稿基本完善，同意项目小组向内核机构提交舒朋士环境

科技（常州）股份有限公司挂牌申请文件。 

五、内核程序及内核意见 

本公司推荐挂牌项目内核委员会于2018年10月24日至10月28日对舒朋士拟

申请在全国股份转让系统挂牌的申请文件进行了认真审阅，于2018年10月29日召

开了内核会议。出席会议的内核成员七名，分别为：刘嫣、陈士莉、封莎、崔健、

张建雷、李明旺、庄国良。其中行业内核委员是崔健，财务内核委员是庄国良，

法律内核委员是张建雷。上述内核成员不存在担任该项目小组成员的情形，不存

在直接或间接持有舒朋士股份或者在该公司任职的情形，不存在其配偶直接或间

接持有舒朋士股份的情形，不存在其他可能影响公正履行职责的情形。  

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和《全国中小企业股

份转让系统主办券商推荐挂牌业务规定》对内核机构审核的要求，内核成员经过

审核讨论，对舒朋士本次挂牌出具如下审核意见：  

内核委员会7位参会成员经投票表决，一致同意推荐舒朋士挂牌。  

六、推荐意见  

根据项目小组对舒朋士的尽职调查情况，本公司认为舒朋士符合全国股份转

让系统公司关于进入全国股份转让系统所规定的挂牌条件，本公司同意推荐舒朋

士进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 

七、提请投资者注意的事项  

公司在生产经营过程中，由于所处行业及自身特点所决定，特提示投资者应 



1-5-10 

 

对公司以下重大事项或可能出现的风险予以充分关注： 

（一）行业环境风险 

当前世界经济环境下行从而引起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其中技术壁垒以其隐蔽

性受到美国、欧盟和日韩等国家和地区的“青睐”，对我国产品出口产生了重大影

响，亟待多方联合应对。 

从国内环境来看，目前国内一体化预制泵站市场的竞争实质上就是品牌竞

争。对于一体化预制泵站生产企业而言，品牌就意味着高附加值、高利润、高市

场占有率，是否拥有自己的强势品牌、知名品牌，也就成了泵站生产企业发展水

平高低的标志和综合实力强弱的集中体现。 

虽然我国一体化预制泵站产业起步较晚，但目前已有众多企业以各种形式参

与到一体化预制泵站行业，市场竞争加剧，竞争环境复杂。国内企业规模普遍不

大且分布较为零散，尚未形成规模效应和集聚效应。行业内价格恶性竞争，市场

内鱼龙混杂，对公司的利润率构成影响。 

（二）产业链上下游变化波动风险 

由于一体化预制泵站的生产很大程度上依赖上游原材料厂商。大宗商品价格

受国内外宏观经济形势、政治因素、金融形势、汇率变动、供求关系等多因素影

响，如果原材料的供求发生较大变化导致价格有异常波动，将可能会对行业产生

不利影响。供货量不足、原材料涨价或质量问题等不可测因素，都将会影响泵站

产品的产量、生产成本。 

一体化预制泵站行业受下游消费影响较大，行业的发展受市场下游产业，如

工业、城乡排污、雨水防涝、环保等产业波动的影响较大。因此行业内主要产品

的生产和销售与上下游产业的发展和景气状况密切相关，存在一定的行业波动风

险。 

（三）政策风险 

政策风险是指政府针对有关市场的政策发生重大变化或是有重要的举措、法

规出台，引起相关行业市场的波动，从而给投资者带来风险、政策风险主要包括

反向性政策风险和突变性政策风险。如今一体化预制泵站的蓬勃发展离不开国内

及国际的政策支持。西方国家日益严格的环保政策促进了污水处理及环保行业的

发展，而国内一方面推进三农政策，一方面加大环保监察，大力整治黑臭水体，

建设海绵城市，这些都极大促进了一体化预制泵站的生产销售。因此，一旦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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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了变化，行业将受到极大影响。 

（四）资金短缺风险 

相比行业内其他成熟企业，公司目前的资金规模仍显不足，在公司不断迎合

市场需求，实现发展的过程中，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以加强技术研发和产能扩张。

公司目前由于资金实力及融资渠道的限制，在快速发展的过程中面临一定的融资

压力。 

（五）应收账款金额较大的风险 

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销售收入的增加，公司应收账款增长较快，最近两年

一期应收账款情况如下：2016 年 12 月 31 日、2017 年 12 月 31 日和 2018 年 6

月 30 日，公司应收账款净额分别为 1,593,978.63 元、8,653,389.74 元和

11,344,899.14 元，占当期总资产的比例分别为 9.57%、25.75%和 21.78%。 

公司已按照会计准则的规定制定了坏账准备计提政策，且公司与绝大部分客

户均建立了合作关系，但是随着客户数量及应收账款总额的增加，可能出现客户

延迟付款并导致公司生产经营资金不足或发生坏账损失的风险，将对公司生产经

营产生一定的影响。 

（六）报告期末存货余额较大的风险 

2016 年 12 月 31 日、2017 年 12 月 31 日和 2018 年 6 月 30 日，公司存货的

账面余额占总资产的比例分别为 68.88%、50.94%与 45.78%，比重较高。报告期

末存货余额主要由发出商品组成，较大的存货规模占用了公司较多的营运资金，

可能会对公司未来扩大经营造成资金压力。尽管目前公司产品不存在滞销的风

险，但未来市场的价格波动可能会使公司面临存货跌价的风险，对公司的生产经

营带来负面影响。 

（七）税收优惠政策变化的风险 

2017年12月7日公司取得了编号为GR201732003522的高新技术企业证书，有

效期三年，公司从2017年至2019年享受所得税优惠。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

所得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实施条例》、《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

法》等相关规定，所得税税率减按 15%征收。高新技术企业满 3 年后需要重新

认证，如果公司未来不能被继续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或相关税收政策发生变化，

公司将不再享受相关税收优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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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实际控制人不当控制的风险 

截至本推荐报告签署之日，田明、田冬先生为实际控制人。同时，田明先生

担任公司的董事长、总经理，田冬先生担任公司的董事、副总经理。若田明、田

冬先生利用实际控制人的特殊地位，通过行使表决权或其他方式对公司的经营决

策、人事任免等方面进行控制，可能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一定的影响。  

八、全国股转公司要求的其他内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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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业无正文，为《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推荐舒朋士环境科技（常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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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盖章页） 

 

 

 

 

 

 

 

 

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