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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苏州制氧机股份有限公司股票进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

系统公开转让的推荐报告 

 

根据中国证券管理监督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下发的《非上市公众

公司监督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指引第 4 号—股

东人数超过 200 人的未上市股份有限公司申请行政许可有关问题的审核指引》（以下

简称“审核指引”），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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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制氧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氧股份”或“公司”）就

其股份进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进行股份公开转让事宜已经召开了董事会和

股东大会，并通过了相关决议。苏氧股份就其股份进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进

行股份公开转让事宜向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京证券”或“主办券商”）

提交了申请。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审核指引》、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公司发

布的《业务规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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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证券对苏氧股份的公司业务、公司财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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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本次申请进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

转让系统进行股份公开转让出具本报告。 

一、尽职调查情况 

南京证券推荐苏氧股份的股票公开转让的项目小组（以下简称“项目小组”）根

据《调查指引》的要求，对苏氧股份进行了现场尽职调查，了解的主要事项包括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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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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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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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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小组完成了尽职调查报告，对苏氧股份的财务状况、持续经营能力、公司治

理和合法合规等事项发表了意见。 

二、内核程序及内核意见 

南京证券推荐挂牌业务内核小组于 2015 年 9 月 14 日至 9 月 25 日对苏氧股份拟

申请股份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的相关文件进行了认真审阅，

于 2015 年 9 月 25 日召开了内核会议。参与项目审核的内核成员为窦智、李尔山、周

旭、杨晓辉、周建萍、李灿、校坚等 7 人，其中李尔山为审核专员，杨晓辉为注册会

计师，李尔山法律专家，周旭为行业专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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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持有拟推荐公司股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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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照《业务规则》及《审核指引》等规定，内核成员经审核讨论，对苏氧股份本

次股份挂牌并公开转让出具如下的审核意见： 

1、项目小组已按照《调查指引》的要求对苏氧股份进行了尽职调查； 

2、苏氧股份符合《业务规则》所规定的挂牌条件； 

3、苏氧股份的申报文件符合《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非上市公众公

司监管指引第 1 号--信息披露》、《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申请文件》、《非上

市公众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章程必备条款》、《非上市公众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

准则第 1 号—公开转让说明书》、《非上市公众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 号—

公开转让股票申请文件》及相关配套规则的规定， 

4、苏氧股份符合《审核指引》所规定的股东人数已经超过 200 人的未上市股份

有限公司的合规性审核要求。 

5、公司前身为苏州制氧机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 1997 年 5 月。2014 年 6 月 20

日，整体变更为苏州制氧机股份有限公司。整体变更中，公司管理层、实际控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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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营业务范围等均未发生重大变化，公司每年均按时完成了工商年检，自成立以来一

直依法存续。公司符合“依法设立且存续满两年”的要求。 

公司业务明确且主营业务突出，具有持续经营能力。公司治理机制健全，合法合

规经营。 

公司股权明晰，股份发行和转让行为合法合规。 

我公司将作为苏州制氧机股份有限公司的推荐主办券商，并为其提供持续督导。 

综上所述，苏氧股份符合《业务规则》及《审核指引》规定的挂牌条件，7 位内

核成员经投票表决，7 票同意、0 票反对，内核会议同意推荐苏州股份向中国证监会非

公部申请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开转让核准。 

三、推荐意见 

根据项目组对苏氧股份的尽职调查情况，我公司认为苏氧股份符合向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申请股东人数超过 200人的未上市股份有限公司合规性审核及其股票进

入全国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开转让的条件： 

（一）公司依法设立且合法存续 

苏氧股份，前身为吴县制氧机厂（后更名为：苏州制氧机厂），成立于 1971 年；

1997 年 5 月，苏州制氧机厂改制为有限责任公司，即苏氧有限。2002 年 11 月，苏氧

有限由国有企业改制为民营企业。2014 年 6 月 20 日，苏氧有限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

公司，即苏氧股份。根据苏氧股份《公司章程》及《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苏氧股份

为永久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当前不存在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的需要终止

的情形。 

经公司股东书面确认，公司在股份形成及转让过程中不存在虚假陈述、出资不实、

股权管理混乱等情形，不存在重大诉讼、纠纷及重大风险隐患。2015 年 1 月 5 日，江

苏省人民政府出具《省政府关于确认苏州制氧机股份有限公司历史沿革及改制等事项

合规性的函》（苏政办函[2015]3 号），确认公司的历史沿革及改制等事项履行了相关

程序，并经主管部门批准，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合法有效。 

经核查，公司的设立、历次增资、主要股本变更等行为已经履行了相应的审批程

序，不违反当时法律明确的禁止性规定，公司目前处于合法存续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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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司业务明确，具有持续经营能力 

公司的主营业务为气体分离及液化设备、液化天然气的生产与销售，拥有 A2、

C2、C3 压力容器设计制造证、GC 类压力管道设计证，并获 ISO9001:2008、ASME“U”

及“U2”、韩国 KGS 质量管理及质量保证体系等认证以及 CCS 中国船级社认证。 

公司最近两年一期的主营业务收入如下： 

单位：万元 

2015 年 1-10 月 2014 年度 2013 年度 
收入类别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气体分离及液化设备 18,553.60 50.51% 21,706.92 43.55% 19,577.51 42.17%

天然气销售 16,141.94 43.95% 24,212.97 48.58% 20,943.98 45.11%

低温液体贮槽等 1521.21 4.14% 2,915.15 5.85% 4,708.39 10.14%

配件及工业性作业 514.99 1.40% 859.97 1.73% 1,016.80 2.19%

工业设备安装 - 0.00% 150.00 0.30% 180.00 0.39%

合计 36,731.74 100.00% 49,845.02 100.00% 46,426.68 100.00%

报告期内，设备制造与天然气销售业务占公司总营业收入比例超过 80%，主营业

务明确。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指标 2015-10-31 2014-12-31 2013-12-31 

资产负债率 71.38% 75.98% 46.08%

流动比率 1.04 0.99 1.57

速动比率 0.66 0.60 1.11

每股净资产（元） 3.31 3.04 6.35

归属于申请挂牌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3.11 2.81 6.15

指标 2015 年 1-10 月 2014 年度 2013 年度 

营业收入（万元） 36,825.63 50,011.92 46,698.09

净利润（万元） 1,470.54 2,835.42 3,255.78

归属于申请挂牌公司股东净利润（万元） 1,495.60 2,706.35 3,093.66
归属于申请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净利润（万元） 
1,456.79 2,611.49 3,052.21

2013年度、2014年度、2015年度1-10月，营业收入分别为46,698.09万元、50,011.92

万元和 36,825.63 万元，公司业务具有可持续性。2013 年、2014 年和 2015 年 10 月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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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公司资产负债率分别为 46.08%、75.98%和 71.38%，扣除公司在整体变更为股份公

司前实施利润分配形成应付股利的影响，2014 年 12 月 31 日及 2015 年 10 月 31 日公

司资产负债率分别为 46.61%、42.76%，公司资产负债率较为合理。 

公司最近二年持续经营，不存在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的终止经营

及影响持续经营的情况。公司合法规范经营，具有持续经营能力，不存在资不抵债或

者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等破产风险的情形。 

综上，公司业务明确，经营规范，具有持续经营能力。 

（三）公司治理与信息披露制度健全，合法规范经营 

公司按照《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制定了《公司章程》，

建立了由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高级管理人员组成的公司治理架构，形成了权

力机构、决策机构、监督机构和管理层之间权责明确、运作规范的相互协调和相互制

衡机制，使公司治理能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内部制度有效运作。 

公司已根据《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制定《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建立健全了股东大会制度，股东大会运作规范。同时，公司股东大会严格履行职责，

对公司董事会及监事会的选举、利润分配、《公司章程》及其他主要管理制度的制定

和修改等重大事宜均做出了有效决议，公司股东大会规范运行。 

公司于 2014 年度股份公司创立大会暨第一次股东大会及第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

议审议制定了三会议事规则、《总经理工作细则》等内部制度，完善了公司内控和管

理制度。此外，公司还根据《公司法》、《证券法》、《管理办法》、《非上市公众公司监

督指引第 1号——信息披露》、《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信息披露细则（试

行）》以及《公司章程》等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信息披露管理制度》，规

范了公司的信息披露行为，加强信息披露事务管理。《信息披露管理制度》规定董事

会秘书为信息披露的直接责任人，负责协调和组织公司的信息披露事项，包括健全和

完善信息披露制度，确保公司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和公平地进行信息披露。 

根据《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章程

必备条款》以及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的要求，公司对章程进行了修改，增加了章

程必备条款相关内容，并经 2014 年 7 月 5 日召开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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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已建立健全了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董事会秘书制度，并且运行情况

良好。公司已按照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建立健全了公司治理机制和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的各项制度，满足“公司治理与信息披露制度健全”的要求。 

（四）公司股权清晰 

2014 年 6 月，公司启动股份确权工作。2014 年 7 月 5 日，公司向全体股东发出

了《股份确权通知》，明确了确权时间、地点、以及具体要求。2014 年 7 月 18 日，公

司在《苏州日报》刊登了《确权公告》。 

截至本报告签署日，本次股份确权共确认股东 274 名，该等股东持有 49,958,725

股公司股份，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99.91745%。具体情况如下： 

项目 股东人数 股份数 

确权数 274 49,958,725 

总数 275 50,000,000 

确权比例 99.6364% 99.91745% 

截至本报告签署日，共有 41,275 股尚未进行确权，占公司总股本的 0.08255%，

主要系自然人股东徐永胜去世（持股 41,275 股，占比 0.08255%），其持有股份的继承

人尚未确定，故其股份确权未完成。 

对于未进行确权的股份，苏州股权登记托管中心办理了股权托管手续，并归入打

包账户管理，苏氧股份对未确权股份有关责任的承担主体进行了明确。 

本次股份确权完成后，公司股东、公司及相关方对股份归属、股份数量及持股比

例无异议，公司已经设置股东名册进行专项管理。 

综上所述，公司股权清晰。 

（五）主办券商推荐并持续督导 

经过尽职调查，南京证券接受苏氧股份的聘请，作为苏氧股份股票进入全国股份

转让系统挂牌公开转让事宜的推荐主办券商，进行了尽职调查并履行了内核程序，并

与苏氧股份签署了推荐挂牌并持续督导协议。 

综上所述，公司经主办券商推荐并持续督导。 

四、提请投资者关注的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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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实际控制人的控制风险 

公司由张凤华、吕裕坤、张建勋、陆建伟、顾伟民、李克锦等 6 名自然人股东共

同控制，前述 6 人合计持有公司 40.49%的股份。同时，张凤华等 6 名自然人股东作为

公司的核心管理人员，对公司的生产经营和决策有重大影响。如果公司内控制度不能

有效发挥作用，则以张凤华为代表的实际控制人可能会通过控制财务和经营决策，而

导致出现不利于其他股东或投资者的风险。 

2、部分资产资质证书更名未完成风险 

苏氧有限于 2014 年 6 月 20 日，整体变更设立为股份有限公司。截至本说明书签

署日，苏氧股份拥有的部分无形资产及业务资质证书的权利人名称仍为苏氧有限，公

司已向相关部门提交了资产资质证书权利人名称变更的申请。前述资产资质名称未变

更完成，可能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等产生不利影响。 

3、应收账款的风险 

截至 2015 年 10 月 31 日，公司应收账款账面余额为 10,876.78 万元，其中 3 年以

上金额为 419.70 万元（占比 3.86%），主要系气体分离及液化设备销售形成的应收账

款。尽管公司制定了严格的收款政策，但随着公司销售规模的进一步扩大，公司的应

收账款未来将会增加，坏账风险可能随之增加。同时，公司部分下游企业由于行业不

景气以及自身经营效益的下滑，可能会存在难以按合同约定支付货款的风险，并造成

公司的坏账损失。 

4、生产成本上升的风险 

公司设备制造业务中，原材料成本占生产成本的 85%以上，主要原材料成本受钢

材价格影响最大；目前钢材价格处于历史较低水平，如果未来钢材价格上涨，则公司

设备制造成本将会上升。公司液化天然气业务中，主要原材料为气态天然气，占成本

的 88%以上；如果未来上游天然气供给紧张，可能会导致公司原材料采购成本上升。

另外，近几年人力成本逐年上升，预期未来仍将维持上涨趋势，也将会导致公司的生

产成本增加。如果公司未来不能将原材料和人力成本上升带来的不利影响转移至下游

客户，则公司的毛利率将存在下降的风险。 

5、产品升级与市场竞争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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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行业技术和制造工艺的发展，气体分离设备呈现出大型化趋势，未来市场需

求增长将主要集中于大型及特大型气体分离设备。在大型及特大型气体分离设备市场

已经初步形成了寡头竞争局面，在大中型和小型气体分离设备市场，生产企业较多，

竞争相对比较激烈。公司目前顺应行业发展趋势，加大了大型气体分离设备的研制和

销售，大型气体分离设备的订单和发货量逐年增加，但相较于行业龙头企业仍存在不

足。如果公司未来不能在大型气体分离设备领域推出优秀产品，那么行业竞争地位存

在下降风险，并对公司的未来竞争力和盈利能力产生不利影响。 

6、宏观经济周期性波动风险 

公司所在的设备制造行业与宏观经济运行情况、国家产业政策密切相关，宏观经

济的周期性波动影响着设备制造行业的景气程度。如果受经济周期影响，国民经济增

长速度放缓或宏观经济出现周期性波动而公司未能对其有合理的预期并相应调整公

司的经营行为，则将对公司的经营状况产生不利的影响。 

（以下无正文，转签章页） 

 



9 

（本页无正文，为《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苏州制氧机股份有限公司股票进入全

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公开转让的推荐报告》盖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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