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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东莞市森泰玻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挂牌申请文件的

第一次反馈意见》的回复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根据贵司《关于东莞市森泰玻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挂牌申请文

件的第一次反馈意见》（以下简称“反馈意见”）的内容要求，我公

司组织拟挂牌公司、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对贵司提出的《反馈

意见》进行了认真核查和进一步调查，已逐条落实，对涉及《公开转

让说明书》等材料相关部分的内容进行了修改及补充说明。现将《反

馈意见》的落实情况逐条报告如下，请予以审核。 

如无特别说明，本回复中的简称或名词的释义与公开转让说明

书（反馈稿）相同。本回复中的字体代表以下含义： 

黑体：反馈意见所列问题 

宋体：对反馈意见所列问题的回复、说明及核查意见 

楷体：对公开转让说明书进行补充披露、更新 

一、公司特殊问题 

1、公司为外商投资企业。请主办券商及律师：（1）补充核查公

司股东对公司投资是否符合外商投资产业政策的限制要求；（2）以

列表方式梳理公司外商投资企业设立及股权变更履行的内部审议及

外部审批情况，并对股权变动程序的合规性发表意见；（3）对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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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变更是否涉及返程投资，若涉及，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是否履行了返程投资相关审批、登记、备案程序，返程投资是否合规，

公司及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是否存在行政处罚的风险及应对措施。 

【回复】 

【主办券商及律师回复】 

（1）主办券商及律师查询了公司工商资料、全国企业信用信息

公示系统，查看《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2007 年修订版、2011

年修订版、2015 年修订版）。公司主要从事玻璃深加工制品的生产

与销售，主要产品为家私玻璃与电子玻璃。依据证监会《上市公司行

业分类指引》（2012 修订）行业分类为“非金属矿物制品业（C30）”，

按照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1）行业分类

为“技术玻璃制品制造（C3051）”，依据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挂

牌公司管理型行业分类指引》行业分类为“技术玻璃制品制造

（C3051）”。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公司发布的《挂牌公

司投资型行业分类指引》,公司行业属于“原材料（11）”之“原材

料（1110）”之“新材料（111014）”之“新型功能材料（11101410）”。 

根据《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2007 修订版、2011 修订版、

2015 修订版），公司所属行业不属于限制和禁止外商投资产业目录

的行业，公司股东对公司的投资符合外商投资产业政策的限制性要求。 

（2）主办券商及律师查询了公司工商资料、全国企业信用信息

公示系统，公司外商投资企业设立及股权变更履行的内部审议和外部

审批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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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公司变更内容 内部审议 外部审批 

1 
外商投资企业设

立及第一次增加

注册资本 

2007 年 12 月 10 日，公

司股东同意邱宗海将公

司 100%股权（合计人民

币 50 万元）转让给（英

属维尔京群岛）恒丰发

展有限公司；同意增加

注册资本 680 万元，全

部以等值于 680 万元人

民币的外汇货币出资。 

2008 年 3 月 8 日，广东

省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厅

出具粤外经贸资字

[2008]308 号关于外资并

购设立外资企业东莞市

森泰玻璃制品有限公司

的批复。 
 
2008 年 6 月 16 日，广东

省人民政府核发的批准

号为商外资粤外资证字

[2008]0163 号《外商投资

企业批准证书》，发证序

号为 4400076651。 

2008 年 4 月 11 日，东莞

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

了本次变更并颁发了

441900400078680 的《企

业法人营业执照》。 

 

2 
第二次注册资本

变更 

2009 年 10 月 12 日，有

限公司执行董事作出决

议，同意增加注册资本

78 万美元。 

2009 年 11 月 3 日，东莞

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

作出东外经贸资

[2009]2227 号《关于外资

企业东莞市森泰玻璃制

品有限公司补充章程之

二的批复》。 
 
2009 年 11 月 9 日，广东

省人民政府向森泰有限

核发了批准号为商外资

粤东外资证字

[2008]0422 号《外商投资

企业批准证书》，发证序

号为 4400091517。 

2009 年 12 月 7 日，东莞

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

此次变更，并颁发新的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3 第二次股权转让 2016 年 4 月 8 日，森泰

有限股东作出决议，同
2016 年 7 月 15 日，东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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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股东恒丰发展将其持

有公司 20%的股权（合

计 36.924 万美元），以

3,206,698.12 元的价格

转让给汇信安和。 

市商务局出具编号为“东
商务资（2016）927 号”
的《关于外资企业东莞市

森泰玻璃制品有限公司

补充章程之三的批复》。 

2016 年 7 月 19 日，广东

省人民政府核发批准号

为商外资粤东合资证字

[2008]第 0019 号《外商

投资企业批准证书》，发

证序号为 4400158169。 

2016 年 7 月 29 日，东莞

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

了此次变更并颁发了新

的营业执照。 

4 整体变更 

2016 年 9 月 19 日，森泰

有限召开股东会，全体

股东同意公司依法整体

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 10 月 5 日，公司

召开创立大会暨第一次

股东大会。 

2016 年 10 月 17 日，东

莞市商务局出具《外商投

资企业变更备案回执》，

同意有限公司变更为股

份有限公司，经营期限为

长期。 

2016 年 10 月 25 日，东

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

准了此次变更并颁发了

新的《企业法人营业执

照》。 

经核查，主办券商及律师认为公司外商投资企业的设立及各次股

权变更都履行了内部审议与外部审批程序，各次股权变动合法合规，

符合挂牌要求。 

（3）主办券商及律师查询公司工商档案，获取恒丰发展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恒丰发展）境外法律意见书、公司实际控制人高苹儿身

份 证 明 文 件 ， 查 询 查 询 了 国 家 外 汇 管 理 局 官 方 网 站

（http://www.safe.gov.cn/wps/portal/sy/xxgk_whzfxx_whwfxx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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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认高苹儿为香港居民，恒丰发展为高苹儿控制的公司，并非境

内居民（含境内机构和境内居民个人）以投融资为目的，以其合法持

有的境内企业资产或权益，或者以其合法持有的境外资产或权益，在

境外直接设立或间接控制的“特殊目的公司”，所以公司整体变更也

不涉及“返程投资”。 

2、公司的主营业务为玻璃深加工制品的生产与销售，主要产品

为家私玻璃与电子玻璃，同时公司为高新技术企业。请公司补充披露

公司的研发能力，公司目前是否有在研品或在研优化项目，如有，请

简要披露在研基本情况。请公司结合以上情况，进一步说明公司在细

分行业中的核心竞争能力。 

【回复】 

【公司回复】 

（1）请公司补充披露公司的研发能力，公司目前是否有在研品

或在研优化项目，如有，请简要披露在研基本情况。 

公司的主营业务为玻璃深加工制品的生产与销售，主要产品为家

私玻璃与电子玻璃，公司一直积极研发各类新产品。 

公司已在《公开转让说明书》中“第二节 公司业务”之“三、 公

司业务相关的关键资源要素”之“(五)研究开发情况”之“2、研发

情况及研发方向”中补充披露如下： 

公司目前有三项在研产品，分别为自动清洁家具玻璃、家具用陶

瓷玻璃、人体脂肪秤用面板玻璃。基本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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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研

品名

称 

项

目

阶

段 

市场需求 主要原理 基本实现过程 

自动

清洁

家具

玻璃 

立

项

阶

段 

家具玻璃：公司的自

洁玻璃用于电子玻

璃，目前仍未涉足家

具玻璃自洁功能。由

于玻璃是一种非晶体

固体，令玻璃在使用

一段时间后，表面沉

积污垢，令其粗糙，

透明度下降。加上家

具经常接触有色液

体，如油脂、茶渍、

酱油、可乐等，玻璃

一旦沾上清理极为困

难。 

使用纳米易洁涂层

技术，将一层独特类

似荷叶表面的分子

保护膜涂在玻璃表

面上，令灰尘与涂层

表面接触面积减少

90%，并具有极强疏

水功能。使水污垢、

油脂很难附在玻璃

表面上形成污垢，令

玻璃达到自清洁目

的。 

首先使用物理或化学

方法清洁干净，使纳米

涂层材料溶液均匀涂

于玻璃或钢化玻璃或

彩釉玻璃上，溶液开始

挥发，纳米涂层材料组

织逐步在基材表面形

成有序排列，待全干后

再均匀涂于第二层纳

米涂层材料在原有已

干的涂层上令涂层厚

度加倍，比传统家具玻

璃有着较强的优势。产

品的加工要求精细，由

玻璃清洁，第一次涂

料，凉干至第二次涂

料，家具玻璃的每一部

分均需彻底处理，令涂

层可以完全发挥及长

久使用。 

家具

用陶

瓷玻

璃 

立

项

阶

段 

家具玻璃桌面：陶瓷

板一直局限于脆性而

多用在建筑上，在家

具中亦只有用在木框

或铁框内。陶瓷板有

着良好的装饰效果，

有着各种颜色及花纹

或图案，非常美观。

将陶瓷使用在家具桌

面上，能增加家具的

美观性，适应市场的

需求。 

主体以玻璃或钢化

玻璃为基材，强度

高，热稳定性高，安

全性好，将脆而容易

破碎的陶瓷板通过

工艺粘在玻璃上，从

而增强陶瓷的位置

强度，不易在大片而

且部分悬空时破裂。 

底层为普通或钢化玻

璃，PVB 或 EVA 胶用作

胶合材料，最上层为低

于 6MM 厚度的陶瓷板，

采用高压、高温及抽真

空方式，进行完美结

合，达到弥补陶瓷强度

不够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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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请公司结合以上情况，进一步说明公司在细分行业中的核

心竞争能力。 

公司自2007年成立以来，坚持立足于市场导向和客户需求，结合

本公司的现有技术，适应市场潮流，积极进行新工艺、新技术的研发，

并将新工艺、新技术投入实际生产制造中，不断推出新产品，公司的

产品“高强度夹胶玻璃”、“功能新型强化玻璃”、“纳米级二氧化

钛自清洁玻璃”、“彩釉钢化玻璃”已获得广东省高新技术企业协会

2016年12月颁发的“广东省高新技术产品”称号。目前公司有在研新

产品三项，这些将有利于提升公司在细分行业的核心竞争能力，具体

如下： 

①传统的家具玻璃由于玻璃的非晶固体特性，往往在使用一段时

间后，玻璃表面沉积污垢而粗糙且透明度下降；并且家具经常接触有

色液体，玻璃一旦沾上清理极为困难，公司已经成功的在电子玻璃中

使用了自洁的功能，为了开拓家具玻璃这个细分行业的市场，目前公

人体

脂肪

秤用

面板

玻璃 

立

项

阶

段 

人体脂肪秤：适应市

场需求，可以将体重

秤与人体脂肪秤结合

为一体，不需分二次

量度而快捷取得体重

及脂肪比例，现已广

泛应用于商业及家

庭。人体脂肪秤的面

板是整个装置一个重

要组成部分，包括有

LCD 显示功能、装饰与

标志效果的印刷图

案、提供安全且不易

碎裂的承重基板及电

极作用的 ITO 局部镀

膜层。 

在原有电子秤玻璃

面板产品的技术基

础上，通过现代技

术，以真空磁控溅射

方法，将一层 ITO

镀在玻璃表面，经过

精密的局部退镀及

测量，令 ITO 在玻璃

表面上形成电极。

ITO 局部镀膜层作

为电极以连接秤内

电子部件度量人体

的电阻，从而经过微

电脑的计算而得出

人体脂肪的比例。 

从上到下通过各种工

艺依次形成 ITO 局部

镀膜层、玻璃基板层和

多色油墨的印刷层。在

玻璃表面镀上一层导

电膜 ITO，在经过局部

退镀后，形成电极。当

人接触到电极后，即可

量度及计算人体的脂

肪比例。并且通过工艺

将该层 ITO 局部镀膜

层与玻璃基板层和多

色油墨的印刷层完美

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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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已经立项研发家具自洁玻璃，预计研发新产品可解决家具玻璃使用

一段时间后沉积污垢，粗糙，透明度下降等极难清洁现象，有效延长

家具玻璃使用寿命，减轻清洁劳动强度，该产品研发成功投产，能够

提升公司在家具玻璃细分行业的市场竞争力。 

②传统的家具玻璃市场，局限于陶瓷的脆性，而无法利用陶瓷的

良好的装饰效果，公司为了开拓新的市场，立项研发，预计引进陶瓷

作为玻璃家具制品的材料，利用工艺制成陶瓷玻璃桌面，陶瓷玻璃家

具有利于家具玻璃细分行业中对美观、装饰效果的需求的满足，项目

研发预计将开拓公司在家私玻璃细分行业的市场，能够提升公司在家

具玻璃细分行业的市场竞争力。 

③公司对电子秤玻璃面板的制造经验丰富，通过对电子玻璃市场

的调研，对客户需求的分析，公司研发团队研究立项了对人体脂肪秤

用面板玻璃的研发，人体脂肪秤能快速准确的测量人体重量及人体的

脂肪比例，现已广泛应用于商业及家庭内使用，该项目的研发将提升

公司在电子玻璃细分行业的市场竞争力。  

3、公司第一大客户深圳恒丰尔发展有限公司与公司控股股东恒

丰发展有限公司名称相似，且经营范围与森泰玻璃重叠。请主办券商

及律师进一步核查深圳恒丰尔发展有限公司与森泰玻璃是否存在关

联关系，并说明核查过程和结果。 

【回复】 

【主办券商及律师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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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核查过程 

主办券商及律师查询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司工商资料、

公司章程、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调查问卷、访谈公司管理

人员、访谈深圳恒丰尔发展有限公司股东、监事张天云，确认深圳市

恒丰尔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恒丰尔”）与森泰玻璃不存在

关联关系。 

深圳恒丰尔经营范围为五金制品、玻璃制品、家具制品、服装、

日用品、化工用品（不含危险化学品、易爆易制毒化学品、成品油）、

清洁用品、电子产品、电脑周边设备的销售；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

目另行申报）；国内贸易；货物及技术进出口。（法律、行政法规禁

止的项目除外；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公司的经营范围与深圳恒丰尔虽然有重叠，但是深圳恒丰尔实际主要

从事家私玻璃配套供应，主要为出口业务，森泰玻璃不经营出口业务，

主要为国内贸易。同时深圳恒丰尔与控股股东恒丰发展名称相似，是

由于深圳恒丰尔客户资源广阔，客户遍布全球，但并没有自己的生产

基地，为使重要客户能够实地考察生产基地，使用与恒丰发展相似的

名称为其经营提供便利。所以，公司与深圳恒丰尔的经营业务并不冲

突。主办券商查阅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调查问卷、访谈深

圳恒丰尔股东、监事张云天，确认公司与深圳恒丰尔亦不存在关联关

系。 

（2）核查结果 

经核查，主办券商及律师确认公司与深圳恒丰尔为正常的商业合

作关系，不存在关联关系。 

4、请主办券商及律师补充核查公司报告期内及本反馈回复之日

前是否存在未决诉讼、仲裁等纠纷。如有，请公司补充说明并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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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司涉及未决诉讼(执行)、仲裁产生的原因、诉讼（执行）标

的情况以及诉讼（执行）最新进展情况；（2）公司涉及未决诉讼（执

行）对公司资产、生产经营的影响。请主办券商和律师进一步核查。 

【回复】 

【主办券商及律师回复】 

主办券商及律师查询了中国裁判文书网

（http://wenshu.court.gov.cn/）、全国法院被执行人信息查询系统

（http://zhixing.court.gov.cn/search/），询问公司实际控制人高

苹儿，确认公司报告期内及反馈回复之日前是否存在未决诉讼、仲裁

等纠纷。 

经核查，主办券商及律师确认公司报告期内及本反馈回复之日前

不存在未决诉讼、仲裁等纠纷。 

5、请主办券商及律师按照《关于对失信主体实施联合惩戒措施

的监管问答》核查并说明：（1）申请挂牌公司及法定代表人、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控股子公司是

否为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公司是否符合监管要求，主办券商及律师是

否按要求进行核查和推荐；（2）前述主体是否存在因违法行为而被

列入环保、食品药品、产品质量、税收违法和其他领域各级监管部门

公布的其他形式“黑名单”的情形，结合具体情况对申请挂牌公司是

否符合“合法规范经营”的挂牌条件出具明确意见。 

【回复】 

【主办券商及律师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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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主办券商及律师对公司法定代表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进行访谈；取得公司法定代表人、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具的声明与承诺

书；取得公司法定代表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的《个人信用报告》及《无违法犯罪记录证明》；通过“中

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全国法院被执行人信息查询系统”

（http://zhixing.court.gov.cn/search/）、“信用中国”网站

（http://www.creditchina.gov.cn/home）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

单信息公布与查询系统（http://shixin.court.gov.cn/index.html）、

“中国裁判文书网”（http://wenshu.court.gov.cn/）、人民法院

公告网（http://rmfygg.court.gov.cn）等网站进行检索，确认申请

挂牌公司及法定代表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以及控股子公司是否为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公司是否符合

监管要求。 

经核查，主办券商及律师确认公司以及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实际

控制人（高苹儿）、控股股东（恒丰发展）、董事（高苹儿、李建平、

何晓鑫、刘树锋、欧阳巧丽）、监事（曹贞权、崔元海、刘家琪）、

高级管理人员（高苹儿、李建平、何晓鑫）自报告期期初至本反馈回

复期间不存在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被执行联合惩戒的情形，符

合挂牌条件。 

（2）主办券商及律师查询环保部门、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质

量技术监督局相关网站，未发现前述主体存在因违法行为而被列入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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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食品药品、产品质量、税收违法等监管部门公布的其他形式“黑

名单”的情形。 

同时获取公司相关主管部门的合法合规证明： 

2017 年 2 月 28 日，东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出具的证明，未发现

公司在申报期内存在违反相关法律法规而受到处罚的情况。 

2017 年 2 月 14 日，东莞市国家税务局常平分局和东莞市地方税

务局常平分局出具的证明，确认公司在申报期内未受到税务主管部门

重大处罚。 

2017 年 3 月 6 日，东莞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出具证明，确认公司

自 2015 年 1 月 1 日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未发生违反质量技术监督

相关法律法规受到处罚的情况。 

2017 年 2月 13 日，东莞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常平分局出具《证

明》，确认公司申报期内，不存在因生产行为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受到

处罚的情况。 

2017 年 2 月 27 日，东莞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出具的证明，未发现

公司因违反出入境检验检疫法律法规而受到行政处罚的情况。 

2017 年 3 月 2 日，黄埔海关常平办事处出具的证明，未发现公

司存在违法违规行为。 

2017 年 3 月 25 日，东莞消防部门出具的证明，未发现公司因违

反相关法律法规而受到行政处罚的情况。 

经核查，主办券商及律师认为公司申报期内不存在重大违法违规

行为，符合“合法规范经营”的挂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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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关于资金占用。请公司披露：报告期初至本次反馈回复出具

之日，公司是否存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

的情形，若存在，请说明资金占用情况，包括且不限于占用主体、发

生的时间与次数、金额、决策程序的完备性、资金占用费的支付情况、

是否违反相应承诺、归还时间及规范情况。请主办券商、律师及会计

师核查前述事项，并就公司是否符合挂牌条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公司回复】 

（1）①报告期内公司存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占

用公司资金的情况，但截止至报告期末，相关关联方资金占用已清理

完毕，具体情况如下： 

名称 年度 占款次数 拆借金额 拆借归还金额 期末余额 
高苹儿 2015 7   8,245,000.00    11,320,100.00  0.00 
高苹儿 2016 1 607,100.00 607,100.00 0.00 

②报告期末至申报审查期间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

其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 

（2）上述资金占用决策程序的完备性、资金占用费的支付情况、

是否违反相应承诺、规范情况 

有限公司阶段，公司内部控制存在不规范之处，未就关联方资金

占用制定专门的制度，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向公司借款

时，仅履行了公司内部审批手续，未签订相关资金借款协议对借款期

限等作出事先约定，未约定收取相关借款的资金占用费。股份公司成

立后，公司建立了较为完善的治理机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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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监事会议

事规则》、《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等制度文件，对关联交易的决策权

限、决策程序及关联董事、关联股东的回避表决制度进行了详细的规

定，以保证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的关联交易决策对其他股东利益的

公允性。 

股份公司成立以后，公司严格按照相关制度规范执行，未有发生

过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违反相关承诺、违规占用公司资

金的情形。 

股份公司成立后，公司持股 5.00%以上股东及董事、监事及高级

管理人员出具了《规范及减少关联交易的承诺函》，自该承诺函出具

日，已不存在且未发生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占用公司资

金的情形，不存在违反相关承诺的情形。 

（3）公司就资金占用有关情况的在公开转让说明书“第四部分

公司财务”之“七、关联方、关联方关系及关联交易”之“（二）关

联交易”补充披露,披露内容如下： 

“5、报告期内公司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 

（1）报告期内公司存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占用

公司资金的情况，但截止报告期末，相关关联方资金占用已清理完毕，

具体情况如下： 

名称 年度 占款次数 拆借金额 拆借归还金额 期末余额 

高苹儿 2015 7 8,245,000.00  11,320,100.00  0.00 

高苹儿 2016 1 607,100.00 607,100.00 0.00 



16	  /	  37	  
	  

报告期末至申报审查期间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

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 

【主办券商、律师及会计师回复】 

（1）主办券商、律师及会计师核查情况： 

主办券商、律师及会计师核查了上述资金往来，包括账簿记录、

资金收付资料等，有限公司阶段，公司内部控制存在不规范之处，未

就关联方资金占用制定专门的制度，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

方向公司借款时，仅履行了公司内部审批手续，未签订相关资金借款

协议对借款期限等作出事先约定，未约定收取相关借款的资金占用费。 

股份公司成立后，为防止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或转移公司资金，

公司建立了较为完善的治理机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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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等制度文件，对关联交易的决策权限、决策程

序及关联董事、关联股东的回避表决制度进行了详细的规定，以保证

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的关联交易决策对其他股东利益的公允性。股

份公司成立以后，公司严格按照相关制度规范执行，未有发生过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违反相关承诺、违规占用公司资金的情

形。 

此外，公司持股 5.00%以上股东及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

具了《规范及减少关联交易的承诺函》，自该承诺函出具日，已不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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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且未发生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

不存在违反相关承诺的情形。 

（2）主办券商、律师及会计师核查意见： 

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业务问答——关于挂牌条

件适用若干问题的解答(一)》的规定，“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

控制的其他企业占用公司款项未在申报前归还”属于财务不规范，不

符合挂牌条件。 

经核查，公司已于申报基准日（2016 年 12 月 31 日）前对资金

占用事项进行了规范，收回了全部被占用资金，且审查期间未发生资

金占用情况。 

主办券商、律师及会计师认为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占用公司款项未在申报前归还”的情形。因此，

公司符合挂牌条件。 

7、关于客户集中度。2015 年和 2016 年公司向前五大客户的销

售收入分别占到同期营业收入总额的 96.36%和 91.46%，同时向第一

大客户的销售收入占公司营业收入的比重分别为 79.47%和 72.36%。

请公司说明并披露：（1）销售的具体内容，报告期内与其合作模式，

销售具体内容，结算方式、信用政策、产品定价依据，分析对其销售

的稳定性及未来变化趋势,说明公司经营业绩是否对其存在重大依赖；

（2）公司针对前五大客户集中度较高所采取的措施；（3）客户对象

构成稳定性、客户忠诚度及未来变化趋势，是否符合公司行业与产品

特征。请主办券商发表明确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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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公司回复】 

（1）公司已在公开转让说明书“第二节 公司业务”之“五、销

售及采购情况”之“2、报告期内向前五名客户销售情况”补充披露

如下： “ 

2016

年度 
单位名称 销售内容 销售收入 

占营业收

入比例 

1 
深圳市恒丰尔发展有限公

司 

玻璃制品、玻璃

镜制品 
38,807,398.68 72.36% 

2 
深圳市倍泰健康测量分析

技术有限公司 
玻璃制品 4,295,153.87 8.01% 

3 东莞市宇豪家具有限公司 玻璃制品 2,329,392.44 4.34% 

4 中山市新力家居有限公司 玻璃制品 2,129,175.02 3.97% 

5 
深圳市比亚迪供应链管理

有限公司 
玻璃制品 1,492,412.93 2.78% 

  合计  49,053,532.99 91.46% 

2015

年度 
单位名称  销售收入 

占营业收

入比例 

1 
深圳市恒丰尔发展有限公

司 

玻璃制品、玻璃

镜制品 
39,875,884.08 79.47% 

2 
深圳市倍泰健康测量分析

技术有限公司 
玻璃制品 3,212,573.89 6.40% 

3 中山市新力家居有限公司 玻璃制品 2,575,343.81 5.13% 

4 深圳同兴隆家具有限公司 玻璃制品 1,765,334.19 3.52% 

5 东莞市宇豪家具有限公司 玻璃制品 922,971.37 1.84% 

  合计  48,352,107.34 96.36% 

公司与主要客户的结算方式、信用政策、定价依据如下： 

序号 单位名称 结算方式 
信用政策 

（账期） 
定价依据 

1 深圳市恒丰尔发展有限公司 银行转账 3 个月 
单独定制、 

公允价格 

2 
深圳市倍泰健康测量分析技

术有限公司 
银行转账 6 个月 

单独定制、公允价

格 

3 东莞市宇豪家具有限公司 银行转账 6 个月 
单独定制、公允价

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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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中山市新力家居有限公司 银行转账 3 个月 
单独定制、公允价

格 

5 
深圳市比亚迪供应链管理有

限公司 
银行转账 6 个月 

单独定制、公允价

格 

 6 深圳同兴隆家具有限公司 银行转账 6 个月 
单独定制、公允价

格 

合作模式：公司通过商务谈判方式获取客户，客户根据自身需求

向公司下达订单；在订单中，列明了产品的数量、规格、价格、交期

及其它要求。 

结算方式及信用政策：客户收到产品和发票后 90 天-180 天内通

过电汇方式支付 100%货款。 

在定价政策方面，公司与常年合作的大客户一般每年年初协商定

价，公司根据产品所需材料耗用数量、品质和当年的材料市场价格、

人工费用等综合生产成本，与客户协调定价，如遇到原材料波动巨大

时，年中会进行调价。” 

报告期内对前五名客户的销售变动情况如下： 

序

号 
单位名称 2015 年销售额 2016年销售额 增长率 

1 
深圳市恒丰尔发展有限

公司 39,875,884.08 38,807,398.68 -2.68% 

2 
深圳市倍泰健康测量分

析技术有限公司 3,212,573.89 4,295,153.87 33.70% 

3 
东莞市宇豪家具有限公

司 922,971.37 2,329,392.44 152.38% 

4 
中山市新力家居有限公

司 2,575,343.81 2,129,175.02 -17.32% 

5 深圳市比亚迪供应链管

理有限公司 
 1,492,412.93  

 6 深圳同兴隆家具有限公

司 1,765,334.19 526,362.37 -70.18% 

报告期内公司前五名客户总体销售额较为稳定，但由于客户销售

情况的变化，会导致对各公司销售业绩存在小幅度波动，公司主要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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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客户多为合作时间较长的老客户，客户忠诚度较高，各年度的销售

额总体稳定，预期未来对老客户的销售不会存在较大变动，公司对于

除第一大客户外的其他客户依赖较小，对深圳市恒丰尔发展有限公司

的销售存在依赖性。 

（2）公司已在公开转让说明书“第四节 公司财务”之“十二、

风险因素”之“（三）客户集中度较高的风险”补充披露如下：  

“公司主要客户均为合作多年的老客户，同时也在不断开发新客

户，由于公司开模成本较高，一般不接受单次小批量订单，合作客户

多为较为稳定的大客户。公司目前正在积极研发新产品，以适应其他

类型客户的生产需要，并向原有客户推广新型产品；同时，公司也在

不断拓展新客户，力争拓展销售渠道，提高公司盈利能力。” 

2016年开拓的新客户为深圳市比亚迪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2017

年公司正在与华为洽谈华为电子秤的合作，目前已经处于试生产阶段，

预计业务正式合作后年销售额可达 2000 万元。 

（3）报告期内公司前五大客户中有 4 家一直维持在前五名中，

公司主要客户稳定，客户忠诚度较高。未来公司还将不断拓展新客户，

以降低对单一大客户的依赖。客户集中度高属于玻璃深加工行业特点，

目前公开市场中并没有与公司完全相同细分领域的公司可以进行数

据比对，玻璃深加工行业细分领域较多，规模差异巨大，所以并没有

太多的可比性，但从公司所属的大行业来看，绝大部分公司前五大客

户销售的占比均超过 50%，其中新瑞欣 2016 年对第一大客户销售占

比为 99.32%，前五大客户销售占比为 99.98%，环宇科技第一大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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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占比为 41.09%，前五大客户销售占比为 74.22%，细分可比公司

金旭股份 2014 年（后续年报未披露前五大客户）前五大客户占比超

过 88%。由于玻璃深加工行业基本都不直接对接消费者，主要对接如

建筑商、家私制造商、汽车生产厂商等下游客户，所以对主要客户存

在一定依赖性属于较为普遍的现象。 

【主办券商回复】 

主办券商核查意见： 

主办券商在对公司主要客户进行访谈、函证，并与同行业挂牌公

司财务数据进行对比分析后认为，虽然公司向前五大客户销售比重较

高，且对单一大客户存在较大的依赖性，但客户集中度较高属于玻璃

深加工行业的行业特点，公司目前与客户合作关系良好，客户忠诚度

较高，销售业绩稳定，回款情况较好，能够维持公司持续稳定的发展，

且公司目前也在不断的开发新客户，降低对单一大客户的依赖性，公

司目前持续经营能力较强，未来与现有客户能够维持良好的合作，维

持公司较为稳定的经营发展。 

8、关于毛利率。报告期内公司毛利率大幅增长，2015 年和 2016

年公司的毛利率分别为 5.64%和 10.61%。请公司：（1）披露毛利的

构成明细，如在报告期间波动较大的，请结合销售价格及单位成本的

内外部影响因素的变动情况分析并披露各项毛利波动的原因；（2）

结合同行业情况、公司自身优劣势等分析公司毛利率水平与同行业可

比公司是否存在重大差异，如存在，请披露原因。请主办券商及会计

师：（1）核查毛利水平以及波动是否合理；（2）针对公司营业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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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期间费用的各组成项目的划分归集是否合规发表意见，并针对公司

报告期内收入、成本的配比关系是否合理核查并发表意见。 

【回复】 

【公司回复】 

（1）报告期内公司毛利率构成情况如下： 

年度 收入 成本 毛利 毛利率 毛利占比 
2016 年度 

家私玻璃 49,156,629.41 43,959,081.01 5,197,548.40 10.57% 91.98% 
电子玻璃 4,475,784.96 4,022,838.45 452,946.51 10.12% 8.02% 
合计 53,632,414.37 47,981,919.46 5,650,494.91 10.54% 100.00% 

2015 年度 
家私玻璃 46,524,500.97 43,957,708.02 2,566,792.95 5.52% 91.20% 
电子玻璃 3,650,724.63 3,403,095.98 247,628.65 6.78% 8.80% 
合计 50,175,225.60 47,360,804.00 2,814,421.60 5.61% 100.00% 

报告期内各类别毛利与公司总体毛利变动情况一致，主要是公司

产品的主要成本为原材料，原材料成本占主营业务成本比例在 75%以

上，直接人工与制造费用分摊到各个产品相对均衡，造成公司各类别

毛利率与公司总体毛利率接近。 

报告期内公司整体毛利率由 2015 年的 5.61%提高到 2016 年的

10.54%，变动较大，主要原因包括：①2016 年公司销售收入

53,675,149.41 元，较上年的 50,192,319.62 元增长 6.94%。2016 年，

随着家居市场的回暖，公司玻璃制品销售面积有所增加，2016 年销

售面积约 185 万平方米，较 2015 年的 165 万平方米增长 12.08%，由

于整个玻璃行业价格均有所上涨，但下游家具市场涨价空间较小，为

降低玻璃价格波动对家具利润的影响，部分家居生产客户在不影响产

品使用质量的情况下降低了玻璃层板的厚度，以节约成本，201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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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薄片玻璃的销售量增幅较大，厚片玻璃的销售量有一定幅度的下

滑，致使公司销售面积增涨幅度高于销售收入增长。②公司原材料成

本占生产成本的 75%以上，原材料价格波动对公司营业成本的影响较

大，2015 年底，公司预计市场玻璃价格看涨，在供应商年底低价销

售时公司采购了大量玻璃原片，2016 年下半年玻璃原片价格逐渐上

涨，但公司生产的玻璃制品除个别产品价格有小幅度调整外，主要产

品销售价格相对稳定，2015 年底公司以折扣价格采购部分玻璃原片

使公司 2016 年成本受原材料价格影响较小，报告期内材料价格占销

售收入的比重相对稳定。③2016 年制造费用大幅度下降，报告期内

制造费用由 2015 年的 9,676,748.27 元下降至 2016 年的

6,611,606.54 元，主要由于：A：减少装饰配饰。2016 年由于市场中

玻璃原片价格逐渐上涨，为避免利润空间被压缩，部分客户选择减少

玻璃制品的装饰及工艺，2016 年用于茶几及桌面等家私玻璃的金属

配件使用量大幅度下降；B：降低包装成本。2016 年公司将原有高消

耗的根据客户需求定制的木制包装箱改为金属包装箱，提高包装的使

用周期，降低了木板采购加工成本；C：设备大修支出。公司机器设

备使用周期较长，一般每 3-4 年时间需要进行设备大修以维持设备的

正常运转，2015 年公司对设备进行了大修，造成 2015 年制造费用支

出较高。D：加强生产管理。2016 年，公司加强了对生产车间的管理，

主要消耗物料的使用率有所提高，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制造费用。 

（2）可比公司毛利率情况： 



24	  /	  37	  
	  

公司主要产品为家私玻璃，目前在公开市场中并不存在以家私玻

璃为主要产品的上市公司或挂牌公司，公司的同行业公司多为建筑玻

璃、汽车玻璃以及各类特种玻璃，虽然同属于技术玻璃范畴，但技术

及工艺相差较大，且规模差距巨大，因此，公司与同行业公司并不具

备较强的可比性。 

我们选取了与公司细分领域最相近的建材类进行比较，可比公司

毛利率情况如下： 

报告期内，公司毛利率与可比公司相比明显低于其他公司，但可

比公司中金旭股份主要产品为中空玻璃与夹层玻璃，工艺类型与公司

股票代

码 
公司简

称 
主营业务 2016 年度 2015 年度 

838156 金旭股

份 

公司是一家集设计、制造、销

售及售后服务为一体的玻璃深

加工企业,生产的主要产品包

括(Low-E)中空玻璃、钢化玻

璃、夹层玻璃、防火玻璃及防

弹玻璃等五大类,广泛应用于

建筑施工、装饰装修、家居等

领域。  

17.89% 19.37% 

837412 吉瑞节

能 

以建筑节能玻璃研发、生产、

施工为主体的新型综合性 绿

色、节能、环保玻璃产品生产

加工企业。主要产品有: 单银 

LOW-E 节能玻璃、双银 

LOW-E 节能玻璃、三银 

LOW-E节能玻璃、安全LOW-E
节能玻璃、超白LOW-E 节能中

空玻璃等。  

26.65% 25.71% 

834530 鑫鑫龙

鑫 

以玻璃深加工产品为基础产

品,以节能环保门窗系统为 衍

生产品的总体业务格局。  
31.61% 31.37% 



25	  /	  37	  
	  

存在明显差别；吉瑞节能主要产品为 LOW-E 玻璃和中空玻璃，工艺类

型与公司存在明显差别；鑫鑫龙鑫主要产品为中空玻璃与塑钢门窗，

产品及工艺类型与公司也存在明显差别。由于公司主要产品单价较低，

完全竞争的同行业企业规模较小，目前并未有细分市场同行业公司上

市或挂牌，所以无法针对毛利率与公开市场中的同行业公司进行比较。 

【主办券商及会计师回复】 

（1）核查毛利水平以及波动是否合理； 

主办券商及会计师核查程序： 

①获取企业收入明细账、合同台帐、银行对账单、销售合同、出

库单、客户签收单、销售发票存根、记账凭证，并对重要的客户销售

情况进行了访谈或函证，确认公司销售收入核算正确； 

②获取企业成本明细账、合同台帐、银行对账单，采购合同、入

库单、工资表、记账凭证，对存货进行了实地盘点，对重要的供应商

进行了函证，对成本分摊进行了重新计算，确认公司报告期成本核算

正确； 

③对公司总经理、财务总监、生产及采购人员进行了访谈，了解

公司采购及销售情况，公司生产经营情况； 

主办券商及会计师核查意见： 

经核查，主办券商及会计师认为公司毛利率水平能够满足目前的

经营需要，虽然公司毛利率变动幅度较大，但毛利率的变动原因属于

公司生产过程中正常的波动，不存在异常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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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针对公司营业成本和期间费用的各组成项目的划分归集是

否合规发表意见，并针对公司报告期内收入、成本的配比关系是否合

理核查并发表意见。 

主办券商及会计师核查程序： 

①核查采购单、采购合同、验收单、卖方发票；所记录的采购均

已收到商品或接受劳务；已采购的交易均有记录，且记录的采购交易

价格计量准确；所记录的采购交易均准确记入期间费用和存货； 

②核查领料单、出库单；所领料材料均为公司实际成本费用的支

出；所领用材料和物品均准确记入营业成本和期间费用； 

③核查对原材料、库存商品的成本费用归集：是按领料单、出库

单的领用部门分别归集到营业成本或期间费用； 

④核查职工人工成本费用归集：人工汇总表与应付职工薪酬、人

事部门的工时记录核对相符；人工成本的归集按人事部门人员清单分

别归集到营业成本、销售费用、管理费用； 

⑤核查职工五险一金成本费用归集：人工成本中的五险一金按人

事部门人员清单分别归集到营业成本、销售费用、管理费用； 

⑥核查固定资产折旧费用、房屋租金、水电费的成本费用归集：

固定资产的折旧费用、房屋租金、水电费，均按使用部门，分别归集

到制造费用、销售费用、管理费用； 

⑦核查公司玻璃制品销售面积、原材料领用面积、存货面积：公

司领用玻璃原片面积与销售面积比率合理。 

主办券商及会计师核查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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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核查，主办券商及会计师认为公司营业成本和期间费用的各组

成项目的划分归集合理合规；公司收入和成本的配比关系合理，与企

业生产经营状况一致，不存在重大异常。 

9、关于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的波动。请公司补充说明并披露报

告期（末）净利润、净资产收益率和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等

数据或指标波动的原因及合理性。请主办券商和会计师补充核查并发

表明确意见。 

【回复】 

【公司回复】 

报告期（末）净利润、净资产收益率和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等数据如下： 

项目 2016 年度 2015 年度 
净利润 1,295,955.29 419,327.9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91% 2.70% 
经营活动产生现金流量净额 3,538,811.08 -3,283,015.29 

（1）净利润变动： 

报告期内对公司净利润变动影响较大的项目包括： 

项目 2016 年度 2015 年度 
营业收入 53,675,149.41 50,192,319.62 

营业成本 47,981,919.46 47,360,804.00 

销售毛利 5,693,229.95  2,831,515.62  
期间费用 3,696,125.99  2,136,176.46  
所得税费用 573,334.43 140,457.92 

报告期内净利润的变化主要受到以上项目变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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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营业收入变动：2016 年营业收入较上年增长 3,457,188.77 元，

增幅 6.89%，主要由于玻璃销售总面积及部分玻璃销售单价有小幅度

增长，由此影响公司销售收入小幅度增长。 

②营业成本变动：公司营业成本变动主要包括两方面因素，一方

面是直接材料的变化，另一方面为制造费用的影响。 

公司原材料成本占生产成本的 75%以上，原材料价格波动对公司

营业成本的影响较大，2015 年底，公司预计市场玻璃价格看涨，在

供应商年底低价销售时公司采购了大量玻璃原片，2016 年下半年玻

璃原片价格逐渐上涨，但公司生产的玻璃制品除个别产品价格有小幅

度调整外，主要产品销售价格相对稳定，2015 年底公司以折扣价格

采购部分玻璃原片使公司 2016 年成本受原材料价格影响较小，报告

期内材料价格占销售收入的比重相对稳定。 

2016 年制造费用大幅度下降。A：减少装饰配饰。2016 年由于市

场中玻璃原片价格逐渐上涨，为避免利润空间被压缩，部分客户选择

减少玻璃制品的装饰及工艺，2016 年用于茶几及桌面等家私玻璃的

金属配件使用量大幅度下降；B：降低包装成本。2016 年公司将原有

高消耗的根据客户需求定制的木制包装箱改为金属包装箱，提高包装

的使用周期，降低了木板采购加工成本；C：设备大修支出。公司机

器设备使用周期较长，一般每 3-4 年时间需要进行设备大修以维持设

备的正常运转，2015 年公司对设备进行了大修，造成 2015 年制造费

用支出较高。D：加强生产管理。2016 年，公司加强了对生产车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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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主要消耗物料的使用率有所提高，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制造

费用。 

两方面综合影响，造成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成本占收入比例有较为

明显的下降。 

③销售毛利变动：营业收入的增长和营业成本的相对稳定造成公

司销售毛利有较大幅度的提高。 

④期间费用变动：报告期内，公司销售费用小幅度下降，但管理

费用和财务费用都有较大幅度的增长，造成期间费用总体增加较多。

主要原因包括：2016 年公司通过与客户协商运输费用的分担，控制

了运输成本，降低了销售费用；2016 年公司进行了股份制改造，并

启动了在全国中小企业股权转让系统挂牌项目，因此支付了较高的中

介机构费用，同时，2016 年公司增加了新的研发课题，增加了较多

研究开发支出，造成 2016 年管理费用大幅度增长；2015 年末从银行

取得借款300万元，2016年末归还，造成2016年公司利息支出较2015

年有较大幅度的增长，导致 2016 年财务费用增加较多。 

（2）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报告期内，公司净资产收益率水平波动较大，如果将净资产收益

率分解为销售净利率（净利润/当期营业收入）*总资产周转率*财务

杠杆比率（平均总资产/加权平均净资产），2016 年净资产收益率

=2.41%*2.08*1.58=7.91%，2015 年净资产收益率

=0.84%*2.14*1.51=2.70%。从以上分解财务指标对比可以看出，2015

年、2016 年的总资产周转率与财务杠杆比例均较为稳定，除经营积



30	  /	  37	  
	  

累造成微小变动外，不存在明显波动情况，净资产收益率变化主要受

销售净利率变动影响，与销售净利率变动趋势一致。 

2016 年公司销售收入 53,675,149.41 元，较上年的

50,192,319.62 元增长 6.94%，增长幅度较小，销售净利率提高主要

受净利润增长较快的影响，净利润变化原因见本题“（1）净利润变

动”。 

（3）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报告期内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波动较大。由于公司正常

收款周期在 3-6 个月，但 2014 年底，公司清理了较多采购规模较小

且回款速度较慢的客户，并在 2014 年底催收了销售款项，造成 2014

年末应收账款余额较低，2015 年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低于

正常收款水平，同时，2015 年末公司增加了原材料的采购量，由于

公司向供应商采购原材料多为预付款项，造成 2015 年购买商品接受

劳务支付的现金增加较多，两方面影响造成 2015 年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为负值；2016 年，公司维持正常运营，销售及采购与

2015 年基本持平，同时，实际控制人向公司提供了部分流动资金支

持，造成 2016 年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增长较为明显。 

目前，公司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已调整至正常状态，与公司的业务

发展阶段和经营相适应。 

【主办券商及会计师回复】 

主办券商及会计师核查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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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对营业收入进行核查，调取公司营业收入明细账、销售合同台

帐、销售合同、销售面积统计表、销售发票、出库单等资料，对公司

销售情况进行核查，同时查验主要客户价格调整确认函，抽查调价前

后合同价格的差异，对销售收入及应收帐款函证，确认销售收入的真

实性； 

②抽查主要客户应收账款实际收款情况与银行帐户收入项核对，

进一步确认销售收入增加的真实性； 

③对营业成本的增加进行核查，与采购人员沟通，了解营业成本

增加的原因，查验主要原材料采购商的采购订单，抽查前后期合同价

格的波动，对采购金额及应付帐款余额询证，确认采购单位成本增加

的真实性； 

④对制造费用进行核实，对公司制造费用的变化进行询问及现场

核查、调取制造费用明细账、核查采购发票、付款记录等资料，确认

制造费用的真实性。 

⑤对应付帐款实际付款情况与银行帐户支出情况核对，进一步确

认营业成本增加的真实性； 

⑥调查期间费用变化和增长情况，确定支付的各项费用合理且属

于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必要的支出，对支付相关费用的合同、付款凭证、

发票进行查验，确定各项费用的真实性； 

⑦对往来款进行梳理，确定公司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公司款

项均已收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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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核查公司银行流水及现金收付款情况，将公司现金流量表与公

司资产负债表进行勾稽关系比对，确定公司现金流量表编制正确，询

问公司管理人员公司经营情况与收付款情况，确认公司经营活动现金

流量净额变化符合公司实际情况。 

主办券商及会计师核查意见： 

经核查，主办券商及会计师认为公司报告期内净利润、净资产收

益率和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数据的波动，属于企业生产经营过程

中正常现象，符合公司目前发展状况，不存在重大异常情况。 

二、中介机构执业质量问题 

无。 

三、申请文件的相关问题 

请公司和中介机构知晓并检查《公开转让说明书》等申请文件中

包括但不限于以下事项： 

（1）中介机构事项：请公司说明并请主办券商核查公司自报告

期初至申报时的期间是否存在更换申报券商、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

务所的情形，如有，请说明更换的时间以及更换的原因；请主办券商

核查申报的中介机构及相关人员是否存在被监管机构立案调查的情

形。 

【回复】 

自报告期初至申报时的期间，公司主办券商由安信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变更为江海证券有限公司，更换时间为 2017 年 3 月，更换原因

为原安信证券承接公司挂牌项目的项目组人员变动，不能继续为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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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挂牌及后续服务，公司为尽早实现挂牌，决定变更主办券商为江

海证券；原申报律师为深圳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变更为北京市康达律师

事务所，更换时间为 2016 年 12 月，更换原因为为了提高工作效率，

由江海证券要求公司更换律师事务所，故变更申报律师为北京市康达

律师事务所；申报会计师未进行更换。 

（2）多次申报事项：请公司说明是否曾申报 IPO 或向全国股转

系统申报挂牌，若有，请公司说明并请主办券商核查下述事项：是否

存在相关中介机构更换的情形；前次申报与本次申报的财务数据、信

息披露内容存在的差异；前次申报时公司存在的问题及其规范、整改

或解决情况。 

【回复】 

公司不存在曾申报 IPO 或向全国股转系统申报挂牌的情行。 

（3）申报文件形式事项：为便于登记，请以“股”为单位列示

股份数；请检查两年一期财务指标简表格式是否正确；历次修改的文

件均请重新签字盖章并签署最新日期；请将补充法律意见书、修改后

的公开转让说明书、推荐报告、审计报告（如有）等披露文件上传到

指定披露位置，以保证能成功披露和归档。 

【回复】 

申报文件已经按照要求披露相关内容，已重新签字盖章并签署最

新日期，披露文件已上传到指定披露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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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信息披露事项：请公司列表披露可流通股股份数量，检查

股份解限售是否准确无误；请公司按照上市公司、国民经济、股转系

统的行业分类分别列示披露公司所属行业归类；请公司披露挂牌后股

票转让方式，如果采用做市转让的，请披露做市股份的取得方式、做

市商信息；申请挂牌公司自申报受理之日起，即纳入信息披露监管。

请知悉全国股转系统信息披露相关的业务规则，对于报告期内、报告

期后、自申报受理至取得挂牌函并首次信息披露的期间发生的重大事

项及时在公开转让说明书中披露；请公司及中介机构等相关责任主体

检查各自的公开披露文件中是否存在不一致的内容，若有，请在相关

文件中说明具体情况。 

【回复】 

公司已经披露可流通股股份数量，股份限售数量准确；公司已经

按照上市公司、国民经济、股转系统的行业分类分别列示披露公司所

属行业归类；公司已经披露挂牌后的股票交易方式为协议转让。公司

及中介机构各自的公开披露文件中不存在不一致的内容。对于报告期

内、报告期后、自申报受理至《公开转让说明书（反馈稿）》签署之

日的期间发生的重大事项，已经在《公开转让说明书（反馈稿）》中

披露。 

（5）反馈回复事项：请公司及中介机构注意反馈回复为公开文

件，回复时请斟酌披露的方式及内容，若存在由于涉及特殊原因申请

豁免披露的，请提交豁免申请；存在不能按期回复的，请于到期前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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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审查人员并将公司或主办券商盖章的延期回复申请的电子版发送

至审查人员邮箱，并在上传回复文件时作为附件提交。 

【回复】 

公司不存在豁免披露的情形。 

公司于2017年 5月 26日收到贵公司关于东莞市森泰玻璃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挂牌申请文件出具的第一次反馈意见，根据贵公司要求，

我们应在 10 个工作日内向贵公司提交书面回复。因书面回复所需准

备时间较长的原因，我们已向贵公司提交延期回复的申请。 

除上述问题外，请公司、主办券商、律师、会计师对照《全国中

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条件适用基本标准指引（试行）》及《公开

转让说明书内容与格式指引》补充说明是否存在涉及挂牌条件、信息

披露以及影响投资者判断决策的其他重要事项。 

【回复】 

除已披露信息外，不存在涉及挂牌条件、信息披露以及影响投

资者判断决策的其他重要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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