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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推荐珠海天威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进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

转让系统挂牌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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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统业务规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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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调查指引”），珠海天威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天威新材”、“股份公司”或“公司”）就其股份进入全国中小企

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事宜已经召开了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并通过了相关决议。同

时，我公司对其财务状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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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天威新材本次申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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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莞证券”）推荐天威新材进入全国中

小企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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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天威新材进行了尽职调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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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运作、持续经营、财务状况、发展

前景、重大事项等。 

项目小组与天威新材总经理、财务负责人及部分董事、监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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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天威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尽职调查报

告》，对天威新材的财务状况、持续经营能力、公司治理和合法合规等事项发表

了意见。 

二、内核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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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证券推荐挂牌项目内核小组（以下简称“内核小组”）在对天威新材拟

申请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的备案文件进行了认真查阅，并于2016

年5月26日召开了内核会议，参加内核会议的委员包括彭阳、余淑敏、罗秋红、

李隆海、倪梦云、章畅、黄秀瑜七人，其中彭阳为内核专员，余淑敏为法律专员，

罗秋红为财务专员，李隆海为行业分析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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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推荐业务规定》等对内核审核的要求，参会内核委员经过讨论，对天

威新材本次挂牌出具如下审核意见： 

（一）项目小组已按照《调查指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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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

查指引》的要求对公司进行了尽职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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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天威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公开转让说明书》，挂牌前拟披露的

信息符合信息披露的要求。 

（三）天威新材设立已满两年；业务明确，具有持续经营能力；公司治理机

制健全，合法规范经营；股权明晰，股票发行和转让行为合法合规；主办券商推

荐并持续督导。 

按《推荐业务规定》的要求，内核会议就是否推荐天威新材在全国中小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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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意票7票，反对票0票。会议有条件同意推荐天威新材进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

让系统挂牌。 

三、推荐意见 

根据项目小组对天威新材的尽职调查情况，我公司认为天威新材符合进入全

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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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依法设立且存续满两年 

珠海天威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股份公司”、

“天威新材”或“天威新材”）前身为珠海保税区天然宝杰数码科技材料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有限公司”或“天然宝杰”），于2004年11月18日设立，取得了珠海市

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的编号为企独粤珠总字第006623号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2016 年 3 月 10 日，有限公司原股东作为发起人签署了《发起人协议》，同

意共同作为发起人，以发起设立方式将天然宝杰公司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有限公司设立后，原有限责任公司的资产、负债和权益全部由股份有限公司

承继。 

2016 年 3 月 26 日，公司召开创立大会暨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全体股东审

议通过按公司净资产折合股份设立股份有限公司的议案。根据瑞华会计师事务所

出具《验资报告》（瑞华验字[2016]40040005 号），验证“截至 2016 年 3 月 26 日

止，公司收到全体股东以其拥有的天然宝杰截至 2016 年 1 月 31 日止经审计后的

净资产 75,293,711.05 元按照 1：0.2112 的比例折合的股本人民币 15,898,621.00

元，折合股份的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1 元，净资产折股后剩余部分 59,395,090.05

元计入资本公积，由天威新材全体股东以原持股比例分别享有。” 

2016 年 4 月 13 日，珠海市商务局出具《关于珠海保税区天然宝杰数码科技

材料有限公司由合资企业改制为外商投资股份制企业的请示》（珠商资[2016]214

号），向广东省商务厅请示天然宝杰股改事宜。 

2016 年 5 月 4 日，广东省商务厅出具粤商务资字【2016】142 号《关于合资

企业珠海保税区天然宝杰数码科技材料有限公司转制为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的批复》，同意公司转制为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并更名为：珠海天威新材股份

有限公司。 

2016 年 5 月 26 日，股份有限公司取得珠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为 914404007684484438 的《营业执照》，股份公司正式成立。 

股份公司折合的股本总额并未高于经审计净资产。 

经查验公司的历次验资报告，公司注册资本已缴实，不存在出资不实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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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项目小组认为公司满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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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公司成立于 2004 年 11 月 18 日，主营业务研发和生产适应数码喷墨技术

的功能性、环保型喷墨墨水，并向客户提供专业的喷墨打印解决方案及服务，是

一家行业领先的喷墨产品和创新解决方案供应商。 

2、根据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16 年 3 月 10 日出具的瑞

华审字[2016]40040014 号《审计报告》，天然宝杰 2016 年 1 月、2015 年度、2014

年度，公司的主营业务收入分别为 8,857,458.99 元、123,241,527.72 元、

122,138,277.72 元，占当期营业收入的比例均在 98%以上，主营业务突出。 

3、通过询问公司管理层、会计人员，查阅公司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年度检验

文件等，公司近两年持续经营，不存在终止经营的情况。 

4、通过与公司管理层、公司业务人员和财务人员就海外销售业务进行访谈，

了解公司外销的业务流程、收入确认的方法等；根据访谈结果，确定公司内部控

制关键点，根据内部控制关键点对公司销售与收款循环实施穿行测试，获取内部

控制关键点的相关证据，未见异常；通过海关系统查询公司报告期内报关出口情

况，将税务申报系统“生产企业出口货物免抵退申报明细表”与公司账面确认的

收入逐月、逐笔核对，经测试未见异常；抽查公司与主要外销客户的重大合同、

出库单、报关单、对账单、银行回款单以及入账凭证，并根据序时账抽查大额的

收入确认凭证，反向抽查相应的业务合同、出库单、报关单、对账单、银行回款

单等；对公司各期利润表项目变动情况是否合理进行分析，通过分析公司主要产

品毛利率并对比同行业，判断是否处于合理范围内，对比各期的营业收入和营业

成本，分析其是否匹配，分析公司应收账款的余额变动及账龄情况。截止本尽职

调查报告出具之日，公司报告期内的海外业务收入是真实、完整、准确，不存在

虚增或隐藏收入的情形，公司海外业务真实，合法合规。 

综上，公司最近两年内主营业务未发生重大变化。 

（三）公司治理结构健全、合法规范经营 

公司设立了设立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等决策机构和监督机构，聘请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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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理、财务总监和董事会秘书等高级管理人员，组成了完整的法人治理结构。公

司内部设有市场部、产品部、销售部、财务部、研发部、品保部、技术应用服务

部、生产部、物流部、采购部、行政人事部、总经办等内部管理职能部门，不存

在与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合署办公的情形。公司已形成了

与实际情况相适应的、有效的经营运作模式，组织机构分工明确、职能健全清晰。 

公司股改后，按照《公司法》及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完善了《公司章程》，

建立了“三会”议事规则。目前公司董事会由 5 名董事组成，监事会由 3 名监事

组成。公司董事会、监事会的职责完备、明确，运作符合《公司章程》、“三会”

议事规则的相关规定。 

股份公司成立后，公司针对自身经营特点，按照现代企业管理制度的要求建

立了一整套规范合理的内部控制制度及配套的内部控制流程，包括《股东大会议

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监事会议事规则》、《总经理工作细则》、《董事会

秘书工作细则》、《关联交易管理制度》、《对外投资制度》、《对外担保管理办法》、

《财务管理制度》、《采购控制管理程序》、《生产计划控制程序》、《营销控制管理

程序》等等，涵盖了公司采购管理、销售管理、财务会计等主要营运活动环节。   

因此，项目小组认为公司满足“公司治理结构健全，运作规范”的要求。 

（四）公司股份发行和转让行为合法合规 

根据对公司的调查，公司股份发行和转让行为召开了必要的会议，签署了相

关协议，履行了必要的手续，合法合规。 

在审期间增资情况： 

1、关于本次增资定价方式、定价过程是否公正、公平，定价结果是否合法

有效的意见 

（1）定价方式 

本次增资的价格为 4.80 元/股。本次增资定价依据参考公司所处行业、成长

性、每股净资产等因素。 

（2）定价过程是否公正、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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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瑞华审字[2016]40040014 号

《审计报告》，截止 2016 年 1 月 31 日，公司经审计的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为 7,092.33 万元，每股净资产为 4.46 元。本次增资价格为 4.80 元/股，高于

2016 年 1 月 31 日每股净资产 4.46 元。本次增资定价公正、公平。 

（3）定价结果是否合法有效 

2016 年 6 月 8 日，股份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通过了本次

增资方案。2016 年 6 月 10 日，股份公司召开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了本次增

资方案。公司本次发行价格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2、增资程序合规性 

本次增资已经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会议的召集、召开、出席人

员资格及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2016 年 7 月 6 日，广东省商务厅出具《关于外商投资股份制企业珠海天威

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增资的批复》，批复同意公司增加股份 289 万股，其中由天

威兴业以 1344 万元认购 280 万股，小蚂蚁投资以 43.2 万元认购 9 万股。 

2016 年 7 月 15 日，珠海市工商局核准了本次增资并核发了营业执照。 

综上，本次增资程序合法、合规。 

3、验资程序合规性 

2016 年 7 月 21 日，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瑞华验字

[2016]400400010 号《验资报告》，截至 2016 年 7 月 19 日，公司已经收到股东

缴纳的新增注册资本合计 289 万元。其中天威兴业实际缴纳出资 1,344 万元，计

入股本 280 万元，资本公积 1,064 万元。小蚂蚁投资实际缴纳 43.20 万元，计入

股本 9 万元，计入资本公积 34.20 万元。 

本次增资完成后，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姓名（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出资方式 
1 捷时国际有限公司（香港） 15,739,635 83.772 净资产折股 

2 
珠海天威兴业管理咨询有限

公司 
2,958,986 15.749 

净资产折

股、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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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珠海小蚂蚁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90,000 0.479 货币 

合计 18,788,621 100.000 — 

4、本次增资对象共计 2 名。其不属于私募投资基金或者管理人或私募投资

基金；另外也不存在资产管理计划，无需特殊备案，符合投资者适格性规定。 

5、根据本次增资的情况，本次增资对象 2 名中包括 1 名新增股东。本次增

资完成后，公司在册股东为 3 名，穿透计算公司股东为 12 名，公司在册股东累

计不超过 200 人，符合《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中关于符合豁免向中国

证监会申请核准股票发行的条件。 

6、公司未与本次增资股东签订业绩对赌、股权回购、优先权等条款。本次

增资不存在股权代持，其中珠海天威兴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珠海小蚂蚁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为持股平台。 

7、本次增资原股东捷时国际有限公司（香港）自愿放弃优先认购权。 

8、根据《公司法》、《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规

定，本次增资完成之后，珠海天威兴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挂牌之日可转让股份为

986,328 股。本次增资的对象珠海小蚂蚁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挂牌之日可

转让股份为 90,000 股。本次增资新增股份没有自愿限售锁定。 

（五）主办券商推荐并持续督导 

公司与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推荐挂牌并持续督导协议》，协议合

法、合规有效。 

四、推荐理由及推荐意见 

公司的主营业务是研发和生产适应数码喷墨技术的功能性、环保型喷墨墨

水，并向客户提供专业的喷墨打印解决方案及服务，是一家行业领先的喷墨产品

和创新解决方案供应商。 

按行业分类，公司所属细分行业为油墨及类似产品制造；按照公司主营业

务类别分类，公司属于数码喷墨墨水制造行业。在纺织印刷行业，数码喷墨印花

技术受到国家政策支持。印染生产在加工过程中会产生一定的印染废水，而数

http://gsxt.gdgs.gov.cn/aiccips/GSpublicity/GSpublicityList.html?service=entInfo_0X+vJxAA12a8rpmh/tJHfmp4bktrOa1kSPvLeekiruwaxbRP4S73JXqCQJVBFZtz-A4QQZ+x+p5w5+akWCcoRY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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码喷墨印花符合国家环保低碳可持续发展的要求，是我国今后重点扶持发展的

产业之一。“数码喷印技术推广工程”是未来十年我国纺织工业可持续发展确

定的重点开展工程之一。按照《工业节能“十二五”规划》的指导思想，在纺织

印刷行业推广数码印花和小浴比染色等少水印染加工、生物酶（菌）处理、在线

自动检测和控制等技术。同时，数码喷印技术已经应用于图文图像领域、数字

出版印刷领域、大幅面艺术品打印领域、各种展览展示领域和建筑装饰领域

等，潜在的市场规模较大。 

公司是广东省科学技术厅、广东省财政厅、广东省国家税务局、广东省地方

税务局联合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积极参与高校产学研合作。 

公司研发中心下设研发部、品保部、技术应用服务部。其中研发部针对不同

产品领域进行专项开发，包括水性桌面产品研发室、水性大幅面产品研发室、溶

剂类产品研发室、纺织墨水研发室、UV 墨水研发室、精密仪器及原材料研发室；

品保部主要负责墨水产品从原材料到成品入仓整个过程的品质检验和控制；技术

应用服务部负责墨水打印技术应用研究，并形成技术方案产品。 

公司研发中心配备 Q-SUN 耐候仪、墨滴仪、观测仪、气象色谱等多款先进

的精密检测仪器，与华中科技大学、华南理工大学等多所知名高校建立了广泛的

技术交流和项目合作关系，研发中心还与广东省打印耗材工程中心、珠海市技术

监督局、珠海国家打印耗材检验检测中心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 

主办券商认为，天威新材的业务存在较大的市场空间和发展潜力，公司经

营运作规范，主营业务明确，符合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发布的《全国中小企业股份

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对公司股票公开转让规定的条件。鉴于天威新材符

合全国股份转让系统规定的股票进入全国股份转让系统挂牌的条件，我公司推

荐天威新材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 

五、提请投资者关注的事项 

（一）关联交易风险 

2016年1月、2015年度、2014年度，公司向Print-Rite Procurement Services Limited、

天威打印机耗材制造厂、珠海天威飞马打印耗材有限公司、珠海天威泛凌贸易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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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公司等 6 家关联方采购货物，采购内容主要制作喷墨墨水所需辅料、墨盒、墨

嘴等，采购金额合计分别为 17,284.41 元、7,609,233.14 元和 7,776,177.75 元，合

计占当期采购总额的比例分别为 0.29%、10.95%和 11.37%，具体的交易明细如

下： 

公司名称 
交易类

型 
2016 年 1

月 

总额

占

比% 
2015 年度 

总额

占

比% 
2014 年度 

总额

占

比% 
天威打印机耗材制

造厂 
采购物

料 
7,700.51 0.13 259,338.83 0.37 81,974.67 0.12 

珠海天威飞马打印

耗材有限公司 
采购物

料 
  64,663.56 0.09 81,984.73 0.12 

珠海天威泛凌贸易

有限公司 
采购物

料 
  1,184,665.38 1.71 4,608.55 0.01 

Print-RiteProcurem
entServicesLimited 

采购物

料 
9,583.90 0.16 6,099,448.32 8.78 7,607,108.94 11.12 

珠海天威技术开发

有限公司 
采购物

料 
  941.02 0.00 500.86 0.00 

天博打印耗材有限

公司 
采购物

料 
  176.03 0.00   

合计  17,284.41 0.29 7,609,233.14 10.95 7,776,177.75 11.37 

2016 年 1 月、2015 年度、2014 年度，公司向 Union Technology International 

(Macao Commercial Offshore) Company Limited、珠海天威泛凌贸易有限公司、天

威打印机耗材制造厂等 10 家关联方销售喷墨墨水，销售金额合计分别为

1,660,348.57 元、41,022,222.77 元和 58,694,700.27 元，合计分别占当期主营业务

收入的比例为 18.74%、33.28%和 48.06%，具体的交易明细如下： 

公司名称 
交 易 类

型 
2016 年 1 月 

总额

占

比% 

2015 年度 
总额占

比% 
2014 年度 

总额

占

比% 

UnionTechnologyInter

national(MacaoComm

ercialOffshore)Compa

nyLimited 

销 售 商

品 
1,014,174.78 11.45 6,974,813.75 5.66 7,042,191.10 5.77 

Print-Rite(A&J)Limit

ed(天威(安捷)有限公

司) 

销 售 商

品 
  62,470.10 0.05 15,128.15 0.01 

PrimeSuccessCompan

yLimited 

销 售 商

品 
5,780.90 0.06 387,707.96 0.31 351,622.57 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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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天威泛凌贸易有

限公司 

销 售 商

品 
85,441.88 0.96 28,489,442.82 23.12 45,279,781.28 37.07 

珠海天威飞马打印耗

材有限公司 

销 售 商

品 
3,563.66 0.04 15,990.85 0.01 59,306.98 0.05 

天威打印机耗材制造

厂 

销 售 商

品 
505,895.99 5.71 5,001,654.90 4.06 5,936,180.02 4.86 

珠海天威技术开发有

限公司 

销 售 商

品 
  618.77 0.00 478.63 0.00 

天博打印耗材有限公

司 

销 售 商

品 
  2,043.24 0.00 2,043.24 0.00 

珠海展望打印耗材有

限公司 

销 售 商

品 
45,491.36 0.51 86,249.61 0.07 7,968.30 0.01 

天杭办公耗材(杭州)

有限公司 

销 售 商

品 
  1,230.77 0.00   

合计   1,660,348.57 18.74 41,022,222.77 33.28 58,694,700.27 48.06 

报告期内，公司与上述多家关联方之间存在采购和销售的经济活动，涉及采

购的原材料和销售的产品等种类较多，虽然上述关联交易行为均合理且价格公

允，关联交易比例逐年降低，但若未来公司与关联方间交易价格存在不公允的变

动或关联交易比例呈上升趋势，将对公司的独立性以及持续经营能力产生较大影

响。 

（二）关联方依赖风险 

报告期内公司多次与关联方之间发生关联采购与关联销售，2016 年 1 月、

2015 年度、2014 年度公司的关联销售占当期销售的比例分别为 18.74%、33.28%

和 48.06%，2016 年 1 月、2015 年度、2014 年度公司的关联采购占当期采购的比

例分别为 0.29%、10.95%和 11.37%。报告期内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关联销售和

关联采购占比较大，对关联方有较大依赖。 

（三）关联往来风险 

报告期内公司多次与关联方之间发生资金拆入与拆出，其中 2014 年年初、

2014 年年末关联方资金拆出的余额分别为 500 万元、700 万元，2014 年初关联

方资金拆入的余额为 1000 万元。公司与关联方之间资金拆借金额较大，当拆借

资金到期后可能存在因不能按时还款等原因引起的纠纷。同时关联方资金拆借引

起公司的其他往来增加，2016 年 1 月 31 日、2015 年年末、2014 年年末公司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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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关联方的款项余额占当年其他应收款净额的比例分别为 31.48%、36.23%、

96.00%，占比较大，报告期内应收关联方的款项主要系应收关联方的拆借资金及

利息，当拆借资金到期后可能存在关联方不能按时还款的风险。 

（四）税收优惠变动风险 

公司自 2014 年 10 月 10 日取得由广东省科学技术厅、广东省财政厅、广东

省国家税务局、广东省地方税务局颁发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证书，证书编号：

GR201444000951。该证书的有效期为 2014 年 10 月 10 日至 2017 年 10 月 10 日。

据此，本公司报告期内企业所得税适用税率为 15%。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公司

将继续享受高新技术企业的优惠所得税率。若未来因公司不能持续符合高新技术

企业资质的要求或国家针对高新技术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发生变化，公司将不能

继续享受优惠所得税率，公司的净利润将受到直接不利影响。 

（五）市场竞争风险 

喷墨墨水制造行业的竞争激烈，主要体现在对下游细分行业市场份额的抢

占。目前，数码喷墨技术普及和推广速度较快的是纺织印染行业。在国内纺织墨

水领域，主要国内竞争对手包括郑州鸿盛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浙江蓝宇数码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国外竞争对手包括美国杜邦公司、美国亨斯曼公司等。上

述竞争对手在资本规模、产品系列、产品研发能力、测试能力等方面均具有一定

实力。相对于上述主要竞争对手，公司虽然在产品性能、测试能力、市场营销、

品牌影响力方面有一定的优势，但未来若无法保持自身优势，取长补短，公司将

面临竞争力逐步下降而导致的产品毛利率和市场份额下降的风险。 

（六）数码喷印技术推广预期的风险 

相比传统的印刷工艺，数码喷印技术作为一种新技术，在不同行业应用的

广度和深度有很大差异，目前数码喷印技术在下游细分行业处于全面推广的关

键时期，市场接受程度和速度快慢，将会对喷墨墨水制造行业造成影响。 

公司属于喷墨墨水制造行业，墨水系列丰富，广泛应用于桌面打印、大幅

面喷绘、纺织印花、建筑陶瓷、印制电子等领域，下游细分行业覆盖较为广

泛，下游细分行业对数码喷印技术的接收程度和速度，将会对公司的业务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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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一定的影响。 

（七）公司治理风险 

公司于 2016年 5月 26 日整体变更为股份公司。虽然股份公司制定了新的《公

司章程》、“三会”议事规则、《总经理工作细则》、《关联交易管理制度》、《信息

披露管理制度》等制度，建立了内部控制体系，完善了法人治理结构，提高了管

理层的规范化意识，但由于股份公司成立时间较短，公司管理层及员工对相关制

度的理解和执行尚需要一个过程，因此短期内公司治理存在一定的不规范风险。 

（八）汇率变动风险 

报告期内公司的收入按照地域分类可分为外销和内销，2016 年 1 月、2015

年度、2014 年度公司外销收入分别为 1,344,316.04 元、10,106,927.73 元、

9,278,308.96 元，汇兑损益分别为-28,817.66 元、-251,344.02 元、-10,260.29 元，

占当期利润总额的比重分别为-3.12%、-1.20%、-0.05%，公司出口主要采用港元、

美元结算，汇率变动会对公司当期净利润产生一定影响，公司面临汇率变动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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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推荐珠海天威新材料股份有

限公司进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的报告》之签字盖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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