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海证券有限公司 

东莞市森泰玻璃科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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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证监会”）发布的《非上市公众公

司监督管理办法》，以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全

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公司”）下发的《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

（试行）》、《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主办券商推荐业务规定（试行）》、2016

年 9 月 9 日发布的《关于发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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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的公告》（股转系统公告〔2016〕78 号）

（以下简称“挂牌条件适用解答（二）”）文件等规定，东莞市森泰玻璃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森泰玻璃”、“股份公司”或“公司”）就其股票进入全国中小

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公开转让事宜经过股东大会批准，并向江海证券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江海证券”或“我公司”）提交了挂牌申请。 

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公司发布的《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主

办券商尽职调查工作指引（试行）》，我公司对森泰玻璃的财务状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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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森泰玻璃本次申请进入全国

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公开转让出具本报告。 

一、尽职调查情况 

江海证券推荐森泰玻璃挂牌项目小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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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森泰玻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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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小组与森泰玻璃全体董事、总经理、财务总监、员工等进行了交谈，并

同公司聘请的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和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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伙）审计师进行了交流；查阅了公司章程、“三会”即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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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市森泰玻璃科

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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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职调查报告》

（以下简称“尽职调查报告”）。 

二、内核意见 

我公司推荐挂牌项目内核小组于 2017 年 4 月 11 日至 13 日对森泰玻璃拟申

请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公开转让的备案文件进行了认真审阅，于

2017 年 4 月 14 日召开了内核会议。内核小组现有 7 名成员，参加此次内核会议

的 7 名内核成员为：严海英、刘鹏、王雪莲、黄薇、毛海涛、刘建和马玖军。其

中律师、注册会计师、行业专家各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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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主办券商推荐业务规定（试行）》对内核

机构审核的要求，内核成员经审核讨论，对森泰玻璃本次挂牌公开转让出具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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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市森泰玻璃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申请股票挂牌公开转让尽职调查报告》进行了审阅，并对尽职调查工作底稿进

行了抽查核实。内核小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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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小组已基本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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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信息披露细则（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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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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格

式要求，公司已按上述要求制作了《东莞市森泰玻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转让

说明书》，公司挂牌前拟披露的信息基本符合信息披露的要求。 

（三）公司前身为于 2007年 6月 22日成立的东莞市森泰玻璃制品有限公司，

于 2016 年 10 月 25 日由有限公司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存续时间已满

两年；业务明确，具有持续经营能力；公司治理结构健全，合法合规经营；股权

明晰，股票发行和转让行为合法合规。 

综上所述，森泰玻璃符合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公司规定的挂牌条件，

7 位内核成员经投票表决，7 票同意、0 票反对，同意我公司推荐森泰玻璃进入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 

三、推荐意见 

根据《推荐业务规定》的要求，我公司对森泰玻璃按《尽调工作指引》要求

进行了尽职调查，按《业务规则》要求进行了内部审核。经我公司内核会议审核

通过，我公司认为森泰玻璃符合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公司关于公开转让所

规定的挂牌条件，同意推荐森泰玻璃进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进行公开转

让。 

（一）《业务规则》中所规定的挂牌条件 

1、依法设立且存续满两年 

森泰玻璃是 2007 年 6 月 22 日设成立的有限公司，2016 年 10 月 25 日整体

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已合法存续两年以上。 

（1）有限公司设立 

东莞市森泰玻璃制品有限公司于 2007 年 6 月 22 日成立，由股东邱宗海单独

出资 50.00 万元设立。 

2007 年 6 月 15 日，有限公司（筹）取得“（粤莞）名称预核内字[2007]第

0700568931 号”《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预先核准的企业名称为：东莞市

森泰玻璃制品有限公司。 



3 

2007 年 6 月 22 日，东莞市华必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华必信验字

（2007）第 015 号《验资报告》，确认截至 2007 年 6 月 21 日，有限公司（筹）

已收到股东邱宗海以货币方式缴纳的 500,000.00 元出资款。 

2007 年 6 月 22 日，有限公司取得了东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注册号为

4419001913117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有限公司成立时的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东莞市森泰玻璃制品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注册号码 4419001913117 

法定代表人 邱宗海 

住所 东莞市南城区胜和体育路 2 号鸿禧中心 B1011 室 

注册资本 500,000.00 元 

成立日期 2007年6月22日 

营业期限 -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 

经营范围 销售：玻璃制品。 

有限公司设立时，其股东及出资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出资方式 

1 邱宗海 50.00 100.00 货币 

合计 50.00 100.00  

（2）有限公司整体变更为股份公司 

2016 年 8 月 23 日，森泰有限取得东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的粤莞名称变

核内字[2016]第 1600656128 号《企业名称核准变更登记通知书》，核准公司名

称变更为“东莞市森泰玻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 9 月 14 日，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审

计报告》（亚会 B 审字（2016）1659 号），确认截至 2016 年 7 月 31 日，森泰

有限的账面净资产值为 15,912,279.18 元。 

2016 年 9 月 15 日，北京中林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了《资产评估报告书》

（中林评字[2016]160 号），确认截至 2016 年 7 月 31 日，森泰有限净资产评估

值为 16,202,5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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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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变更后的公司名称为“东莞市森泰玻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同意将森泰有限以截至 2016年 7月 31日经审计后的净资产值按一定比例折为股

份公司股份，每股面值 1 元，股份公司的注册资本不高于 2016 年 7 月 31 日经审

计的有限公司净资产额。公司原股东各自的持股比例保持不变，折股溢价全部计

入股份公司的资本公积。 

2016 年 9 月 19 日，森泰有限全体股东作为公司的发起人签署了《东莞市森

泰玻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起人协议》，约定将森泰有限以截至 2016 年 7 月 31

日经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的账面净资产 15,912,279.18

元为基础，按 1:0.7943 的比例折成 12,625,300 股，每股面值为 1 元人民币，净资

产余额部分 3,286,979.18 元转为股份有限公司的资本公积，股份有限公司的注册

资本确定为人民币 12,625,300.00 元。 

2016 年 9 月 21 日，森泰玻璃召开职工代表大会并作出决议，选举曹贞权为

股份公司第一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 

2016 年 10 月 5 日，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亚

会 B 验字（2016）[0644]号”《验资报告》，确认将森泰有限截至 2016 年 7 月 31

日止经审计的净资产人民币 15,912,279.18 元中 12,625,300.00 元折为发起人的股

本，公司股本总数为 12,625,300 股，每股面值 1 元，净资产折合股本后的余额

3,286,979.18 元计入公司的资本公积。 

2016 年 10 月 5 日，公司召开创立大会暨第一次股东大会，通过了《关于东

莞市森泰玻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筹办情况的报告》、《关于设立东莞市森泰玻璃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议案》、《东莞市森泰玻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议案，

选举了公司第一届董事会成员和第一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成员。同日，公司召

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高苹儿为公司董事长；召开第一届监事会第一

次会议，选举曹贞权为监事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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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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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根据《外资企业法》（2016.9.3 修订）第六条、第十条、第二十条、第

二十三条，商务部令 2016年 3号《外商投资企业设立及变更备案管理暂行办法》，

广东省商务厅《外商投资企业设立及变更备案办事指南》，除涉及国家规定实施

准入特别管理措施的，外商投资企业设立及变更由审批变为备案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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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公司满足“依法设立且存续满两年”的要求。 

2、业务明确，具有持续经营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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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亚会 B 字（2017）

0103 号《审计报告》，2015 年度、2016 年度公司来源于上述业务的收入分别为

50,175,225.60 元、53,632,414.37 元，占当期营业收入的 99.97%和 99.92%，公司

主营业务突出。 

公司主营业务明确。近两年公司经营合法规范，按时通过工商年检，有持续

经营记录。 

因此，公司满足“业务明确，具有持续经营能力”的规定。 

3、公司治理结构健全，合法合规经营 

有限公司自成立至 2016 年 10 月，公司未设立监事会，仅设立一名监事；自

成立至 2016 年 4 月，公司仅有执行董事，2016 年 4 月设立董事会，仅召开一次

董事会会议。公司就生产经营中出现的问题召开会议时，未严格按照《公司法》

和公司章程形成会议记录，部分会议文件未归档保存，会议届次不清。但上述程

序瑕疵不影响决策机构决议的实质效力，也未对有限公司和股东利益造成损害。 

公司整体变更为股份公司后，已依法建立健全了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

总经理等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制定了股份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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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事务

管理制度》等公司管理制度，为完善公司治理准备了制度基础与操作规范。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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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严格按照《公司法》及《公司章程》分别召开“三会”，股份公司历次的股东大

会、董事会、监事会都形成完整的会议决议及会议记录，三会运作机制逐步规范。 

因此，公司满足“公司治理结构健全，合法合规经营”的要求。 

4、股权明晰，股票发行和转让行为合法合规 

在有限公司阶段，公司共进行 2 次股权转让、2 次增资。有限公司的增资及

股权转让均经过股东会决议程序，符合《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在股权转让过程

中，转让方与受让方对于股权转让价格进行协商，并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明

确了双方的权利义务。在增资及股权转让过程中，公司履行了《公司法》规定的

程序，保障了公司债权人的合法权益。有限公司的上述变更均在工商行政管理部

门进行了变更登记，合法合规。 

股份公司成立之后，未进行股权转让，截至本推荐报告出具之日，公司股权

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出资方式 

1 恒丰发展有限公司 10,100,240 80.00 净资产 

2 深圳市汇信安和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2,525,060 20.00 净资产 

合计 12,625,300 100.00  

公司股权结构明晰，股份不存在质押等限制转让情形，也不存在股权纠纷或

潜在纠纷等情形。 

通过核查发起人相关资料，得知发起人不存在资金募集行为、不存在基金管

理人依据授权进行其它投资活动，且不存在设立私募投资基金从事基金管理人的

计划。因此，发起人不属于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或私募投资基金，无需按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及《私募投

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等相关规定履行登记备案程序。 

因此，公司满足“股份发行和转让行为合法合规”的要求。 

5、主办券商推荐并持续督导 

2017 年 1 月 5 日，森泰玻璃同江海证券签订《推荐挂牌并持续督导协议书》，

约定由江海证券作为主办券商推荐其股票进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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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让，并进行持续督导工作。 

因此，公司满足“主办券商推荐并持续督导”的要求。 

鉴于森泰玻璃符合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公司规定的进入全国中小企

业股份转让系统公开转让的条件，我公司特推荐森泰玻璃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

让系统挂牌。 

根据项目小组对森泰玻璃的尽职调查情况，江海证券认为森泰玻璃符合《业

务规则》规定的公司申请股票在全国股份转让系统挂牌的条件，同意推荐森泰玻

璃股票在全国股份转让系统挂牌。 

（二）《挂牌条件适用解答（二）》规定的挂牌条件 

1、对挂牌准入负面清单管理 

（1）行业分类 

依据证监会《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 修订）公司行业分类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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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行业分类为“非金属矿物制品业（C30）”之“玻璃制品制造（C305）”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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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判断是否属于科技创新类公司 

根据国家发改委《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产品和服务指导目录（2016 版）》，

东莞市森泰玻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经营业务不属于战略性新兴产业，故本公司属

于非科技创新类公司，应满足报告期两个完整会计年度营业收入不低于同期行业

平均水平的要求。 

（3）行业平均营业收入水平测算 

根据公司所属行业特点，考虑行业可比和数据获取等因素，主办券商选取公

开市场数据作为对标测算基础对所涉大类及细分行业的行业平均水平测算。具体

而言，利用 wind 数据库的公开渠道统计了资本市场（上市公司、新三板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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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股权交易中心）大类及细分行业企业最近两年的收入数据，并将其与东莞市

森泰玻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收入数据进行对比，测算结果见下表： 

行业 

数

据

来

源 

市

场

类

别 

2015 年 2016 年 

两年平均之和 行业平均营业

收入（元） 

样本

数

（家） 

行业平均营业

收入（元） 

样本

数

（家） 

可比大类

行业：非

金属矿物

制品业

（C30） 

公

开

市

场

数

据 

上

市

公

司 

358,216.65 86 416,291.45 86 774,508.10 

新

三

板

挂

牌

公

司 

11,914.50 259 12,751.73 252 24,666.23 

区

域

股

权

市

场 

9,905.34 67 35,283.12 5 45,188.47 

三

类

市

场

综

合 

83,874.14 412 114,259.23 343 198,133.37 

可比细分

行业：技

术玻璃制

品制造

（C3051） 

公

开

市

场

数

据 

新

三

板

挂

牌

公

司 

81,608,266.8

9 
16 

85,891,163.5

3 
15 

167,499,430.4

2 

备注 1：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发布的挂牌公司行业分类信息

（http://www.neeq.com.cn/fenglei/hyfl.html），可比细分行业：技术玻璃制

品制造（C3051）的新三板挂牌公司在 2016 年度共有 16 家，该 16 家公司中武耀

股份于 2017 年 3 月 29 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中发布了《武耀股份：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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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公司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终止挂牌的提示性公告》，故武耀股份

并未发布 2016 年年报，项目组无法获取武耀股份 2016 年的公开市场数据，且武

耀股份已停止挂牌，项目组在进行细分行业 2016 年新三板挂牌公司的公开市场

数据行业平均营业收入测算时，使用了除武耀股份外的 15 家同行业公司的年报

数据进行测算。 

备注 2：数据来源：非金属矿物制品业（C30）的上市公司和新三板已挂牌

公司数据、区域股权市场挂牌公司数据都来源于 Wind 数据库，数据下载日期均

为 2017 年 6 月 5 日。技术玻璃制品制造（C3051）的新三板挂牌公司数据来源于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中公司年报披露的数据，数据下载日期均为 2017 年

6 月 5 日。 

具体分析过程如下： 

1）与公司所属大类行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C30）”、细分行业“技术玻璃

制品制造（C3051）”的比较结果分析 

上表中，大类行业上市公司 86 家主营业务和公司差异较大；区域股权市场

可比大类行业公司较多，有 294 家，但是由于没有要求披露财务数据，2015 年

度、2016 年度公布了财务数据的分别只有 67 家、5 家，且部分公司 2015 年度、

2016 年度财务数据披露不全；可比大类行业新三板挂牌公司较多，包括了“光

学玻璃制造、制镜及类似品加工、技术玻璃制品制造、日用玻璃制品制造等”大

类行业中的所有公司。基于“应尽可能选取最细分行业数据作为对标测算基础”

的原则，选取细分行业数据对标测算。 

公司主要从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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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家具制造商和电子产品制造商提供深加工玻璃制品。公司所处行业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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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 05 月 12 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发

布的最新挂牌公司行业分类信息（http://www.neeq.com.cn/fenglei/hyfl.html）

可知，截至 2017 年 4 月份，公司所处细分行业挂牌公司共有 15 家。按现有行业

分类方法查询到的公开数据虽能够精确到细分行业层面，但从新三板已挂牌的

15 家公司的主营业务分析，其主营产品用途与东莞市森泰玻璃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差异较大，导致营业收入差异性很大，因此若简单的将每家公司与本公司的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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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收入进行比较，缺乏可比性。另外公司所属细分行业的区域股权市场企业，主

营业务与公司差异性较大，简单将其与本公司的营业收入进行比较，也缺乏可比

性。 

2）可比细分行业数据的选取依据 

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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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度、2015 年度公司来自于电子玻璃及家私玻璃的收入占营业收

入的比例为 99.92%和 99.97%，主营业务未发生重大变化。 

经查阅公开市场资料，包括公开转让说明书、审计报告及年报，在新三板

市场中，细分行业各公司情况如下：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经营范围 Wind 行业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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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材料--材料

Ⅱ--建材Ⅲ--

建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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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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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3675 环宇科技 
公司的主营业务为玻璃深加工制品的生产和销售。公司

产品主要应用于汽车、工程机械、农业机械等装备。 

可选消费--汽

车与汽车零部

件--汽车零配

件--机动车零

配件与设备 

839589 百澳股份 

主要从事玻璃制品的研发、加工及销售，专业从事高端

建筑用玻璃制品深加工以及产业玻璃的研发、设计、生

产和销售，公司业务集研发、设计、制造、销售及售后

服务为一体。公司主要产品包括 Low-E 中空玻璃、普通

中空玻璃、夹层（夹胶）玻璃、钢化玻璃、节能改造超

薄安全玻璃及导电膜工业玻璃。 

工业--资本货

物--建筑产品

Ⅲ--建筑产品 

837280 坤瑞股份 

专业从事高性能低辐射镀膜玻璃、钢化玻璃、中空玻璃、

夹胶玻璃、防爆玻璃等各种节能环保玻璃产品为主的国

家级高新技术企业。 

839420 南晶玻璃 

主营业务为玻璃深加工制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主要

产品包括钢化玻璃、夹层玻璃、中空玻璃、中空夹层玻

璃、喷绘玻璃等。主要产品为建筑节能玻璃，供应幕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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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窗公司，产品的终端客户为房地产开发公司，用于商

业住宅。 

832273 华鹰玻璃 

主营业务为玻璃深加工制品的生产和销售，主要客户包

括松下冷链（大连）有限公司、上海三电冷机有限公司、

飞格乐思制冷设备有限集团公司、爱斯佩克有限公司

等。公司的主要产品包括中空玻璃、单片玻璃、镜面玻

璃、钢化玻璃、电加温中空玻璃及其他种类玻璃。按用

途可细分为冷柜门用中空玻璃、模拟环境试验仪器用电

加温中空玻璃、建筑用幕墙及门窗用中空玻璃、家具玻

璃、防弹防爆玻璃五大类，被应用于工业、建筑、家居、

轨道交通、特种设备视窗等领域。 

材料--材料

Ⅱ--金属、非

金属与采矿--

金属非金属 

832125 乐克科技 

专业进行高端节能玻璃的深度加工，公司业务集合设

计、制造、销售及售后服务为一体，产品涉及领域有高

端建筑、家电、轨道交通等多个领域。 

839764 新瑞欣 
主营业务为光伏玻璃的镀膜生产以及光伏镀膜玻璃销

售，主要产品为光伏减反玻璃。 

839683 鑫亿鼎 主要产品为石英管、石英棒及熔融石英。 

831706 领航科技 

微结构光学材料的研发、生产和经营业务，产品工艺涵

盖两大技术体系，一是以微晶立方体反射技术为核心的

新型光学节能环保材料，产品包括液晶显示及普通民用

照明行业所用的增光膜、扩散板、导光板等；二是以玻

璃微珠反射技术为核心的新型节能反光材料，产品包括

高折射玻璃原料、高折射玻璃微珠、反光布、反光膜，

反光制品等。 

835179 凯德石英 
主营业务为石英仪器、石英管道、石英舟等石英玻璃制

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材料--材料

Ⅱ--容器与包

装--金属与玻

璃容器 836529 明营科技 

主营浮法玻璃，钢化玻璃，夹层玻璃，中空玻璃，喷砂

玻璃，防弹玻璃，烤漆玻璃，Low-E 玻璃等各种深加工

玻璃。  

836128 温声股份 

从事玻璃深加工的知名企业，主要产品有：中空玻璃、

钢化玻璃、夹胶玻璃、LOW-E 低辐射节能玻璃、太阳能

玻璃、幕墙玻璃以及彩釉、热弯、防弹、防火等建筑玻

璃 

根据以上细分同行业公司情况分析，新三板已挂牌的 15 家公司中： 

①下游行业为汽车配件等设备制造业与建筑行业的公司，其与本公司下游行

业家居、电子行业的差异较大，不具可比性，剔除： 

下游行业为汽车配件等设备制造业的公司环宇科技（股票代码：8336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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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游行业为建筑行业的公司百澳股份（股票代码：839589）、坤瑞股份（股

票代码：837280）、南晶玻璃（股票代码：839420）、明营科技（股票代码：836529）、

温声股份（股票代码：836128）。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经营范围 Wind 行业划分 

833675 环宇科技 
公司的主营业务为玻璃深加工制品的生产和销售。公司

产品主要应用于汽车、工程机械、农业机械等装备。 

可选消费--汽

车与汽车零部

件--汽车零配

件--机动车零

配件与设备 

839589 百澳股份 

主要从事玻璃制品的研发、加工及销售，专业从事高端

建筑用玻璃制品深加工以及产业玻璃的研发、设计、生

产和销售，公司业务集研发、设计、制造、销售及售后

服务为一体。公司主要产品包括 Low-E 中空玻璃、普通

中空玻璃、夹层（夹胶）玻璃、钢化玻璃、节能改造超

薄安全玻璃及导电膜工业玻璃。 

工业--资本货

物--建筑产品

Ⅲ--建筑产品 

837280 坤瑞股份 

专业从事高性能低辐射镀膜玻璃、钢化玻璃、中空玻璃、

夹胶玻璃、防爆玻璃等各种节能环保玻璃产品为主的国

家级高新技术企业。 

839420 南晶玻璃 

主营业务为玻璃深加工制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主要

产品包括钢化玻璃、夹层玻璃、中空玻璃、中空夹层玻

璃、喷绘玻璃等。主要产品为建筑节能玻璃，供应幕墙、

门窗公司，产品的终端客户为房地产开发公司，用于商

业住宅。 

836529 明营科技 

主营浮法玻璃，钢化玻璃，夹层玻璃，中空玻璃，喷砂

玻璃，防弹玻璃，烤漆玻璃，Low-E 玻璃等各种深加工

玻璃。主要客户包括门窗生产制造企业、建筑幕墙工程

设计企业、建材商贸企业、房地产企业等 

材料--材料

Ⅱ--容器与包

装--金属与玻

璃容器 

836128 温声股份 

从事玻璃深加工，主要产品有：中空玻璃、钢化玻璃、

夹胶玻璃、LOW-E低辐射节能玻璃、太阳能玻璃、幕墙

玻璃以及彩釉、热弯、防弹、防火等建筑玻璃。产品应

用范围涉及民用建筑、商业楼宇、玻璃幕墙等领域。 

②原材料与森泰玻璃差异较大，不具可比性，剔除： 

主要原材料为石英的公司鑫亿鼎（股票代码：839683）、凯德石英（股票

代码：835179），主要原材料为微结构光学材料的公司领航科技（股票代码：

831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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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原材料为光伏玻璃的公司新瑞欣（股票代码：839764），且其主营业务

为光伏玻璃的镀膜生产，其主营业务也与森泰玻璃差异较大。 

    光伏玻璃是一种通过层压入太阳电池，能够利用太阳辐射发电，并具有相关

电流引出装置以及电缆的特种玻璃。它有着美观、透光可控、节能发电且它不需

燃料，不产生废气，无余热，无废渣，无噪音污染的优点，广泛应用于太阳能智

能窗，太阳能凉亭和光伏玻璃建筑顶棚，以及光伏玻璃幕墙。 

    主要原材料为 LOW-E 玻璃的公司华鹰玻璃（股票代码：832273）、乐克科

技（股票代码：832125）。 

    LOW-E 玻璃属于特种玻璃的一类，也称低辐射玻璃，其与普通玻璃及传统

的建筑用镀膜玻璃相比，具有优异的隔热效果和良好的透光性。用 Low-E 玻璃

制造建筑物门窗，可大大降低因辐射而造成的室内热能向室外的传递，达到理想

的节能效果，同时能够实现冬天和夏天的要求，既能保温又能隔热，起到环保低

碳的效果，同时其良好的光学性能，也满足幕墙可见光反射率不大于 30%的要求。

主要用于建筑物的玻璃门窗、幕墙。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经营范围 Wind 行业划

分 

839764 新瑞欣 
主营业务为光伏玻璃的镀膜生产以及光伏镀膜玻璃销

售，主要产品为光伏减反玻璃。 
材料--材料Ⅱ--
金属、非金属

与采矿--金属

非金属 839683 鑫亿鼎 主要产品为石英管、石英棒及熔融石英。 

831706 领航科技 

微结构光学材料的研发、生产和经营业务，产品工艺涵

盖两大技术体系，一是以微晶立方体反射技术为核心的

新型光学节能环保材料，产品包括液晶显示及普通民用

照明行业所用的增光膜、扩散板、导光板等；二是以玻

璃微珠反射技术为核心的新型节能反光材料，产品包括

高折射玻璃原料、高折射玻璃微珠、反光布、反光膜，

反光制品等。 

832273 华鹰玻璃 

主营业务为玻璃深加工制品的生产和销售，主要客户包

括松下冷链（大连）有限公司、上海三电冷机有限公司、

飞格乐思制冷设备有限集团公司、爱斯佩克有限公司

等。公司的主要产品包括中空玻璃、单片玻璃、镜面玻

璃、钢化玻璃、电加温中空玻璃及其他种类玻璃。按用

途可细分为冷柜门用中空玻璃、模拟环境试验仪器用电

加温中空玻璃、建筑用幕墙及门窗用中空玻璃、家具玻

璃、防弹防爆玻璃五大类，被应用于工业、建筑、家居、

轨道交通、特种设备视窗等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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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2125 乐克科技 
专业进行高端节能玻璃的深度加工，公司业务集合设

计、制造、销售及售后服务为一体，产品涉及领域有高

端建筑、家电、轨道交通等多个领域。 

835179 凯德石英 
主营业务为石英仪器、石英管道、石英舟等石英玻璃制

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材料--材料Ⅱ--
容器与包装--
金属与玻璃容

器 

③公司主要从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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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家具制造商和电子产品制造商提供深加工玻璃制品，主要产品与公

司相似的有金旭股份（股票代码：838156）、吉瑞节能（股票代码：837412）、

鑫鑫龙鑫（股票代码：834530）。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经营范围 
Wind 行业划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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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材料--材料Ⅱ--
建材Ⅲ--建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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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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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选取细分同行业可比公司公开市场数据作为对标测算基础，测算结果见

下表： 

可比细分

行业 
代码 简称 

2016 年营业收入

（元） 

2015 年营业收入

（元） 

两年营业收入

之和（元） 

技术玻璃

制品制造

（C3051） 

838156 金旭股份 12,110,178.25 13,108,493.57 25,218,671.82 

837412 吉瑞节能 35,882,265.47 37,507,740.98 73,390,006.45 

834530 鑫鑫龙鑫 19,679,146.69 35,538,492.10 55,217,638.79 

行业平均值 22,557,196.80 28,718,242.22 51,275,439.02 

公司同期营业收入情况：2015 年营业收入 50,175,225.60 万元，2016 年营

业收入 53,632,414.37 元，两年合计 103,807,639.97 万元。 

综上，主办券商认为，本公司同期两个完整会计年度（2015 年度、2016 年

度）营业收入，高于公开市场数据可比细分行业平均营业收入水平，符合挂牌条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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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数据来源说明 

大类行业上市公司、新三板已挂牌公司和区域股权市场挂牌公司数据来源于

wind 数据库，数据下载日期为 2017 年 6 月 5 日。细分行业新三板已挂牌公司数

据来源于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发布的公司年报数据，数据下载日期为

2017 年 6 月 5 日。 

（5）项目组使用 2015 年、2016 年两个年度数据进行对标，营业收入对标公

司 2015 年度、2016 年度两个完整会计年度的营业收入之和高于新三板市场可比

细分同行业公司平均营业收入水平，所以项目组认为公司符合“报告期两个完整

会计年度营业收入高于同行业平均水平”的挂牌条件。 

（6）关于是否存在“非科技创新类公司且最近两年及一期持续亏损，但最近

两年营业收入连续增长，且年均复合增长率超过 50%” 

公司 2015 年、2016 年净利润分别为 41.93 万元、129.60 万元，未出现连续

亏损。 

（7）关于公司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营业务中是否存在国家淘汰落后及过剩

产能类产业 

根据《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1 年版）（2013 年修正）规定，淘汰

类落后生产工艺集中在农林业、煤炭、电力、石化化工、钢铁、有色金属、黄金、

建材、医药、机械、船舶、轻工、纺织、印刷、民爆产品、消防、其他等十七类

行业，淘汰类落后产品集中在石化化工、铁路、钢铁、有色金属、建材、医药、

机械、船舶、轻工、消防、民爆产品、其他等十二类行业。 

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能源局联合公告 2015 年各地区淘汰落后和过

剩产能目标任务完成情况》（2016 年第 50 号文件）内容显示，2015 年淘汰落后

和过剩产能涉及的行业集中在炼铁、炼钢、焦炭、铁合金、电石、电解铝、铜冶

炼、铅冶炼、水泥（熟料及磨机）、平板玻璃、造纸、制革、印染、铅蓄电池（极

板及组装）、电力、煤炭等十六类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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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最近两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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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家具制造商和电子产品制造商提供深加工玻璃制品，因此

公司的主营业务中并不涉及国家淘汰落后及产能过剩类行业。 

2、森泰玻璃国有控股或国有参股情形核查 

截至本推荐报告签署之日，公司股权情况如下： 

股东姓名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股东性质 
质押、冻结、

争议情况 

恒丰发展有限公司 10,100,240 80.00 境外法人 无 

深圳市汇信安和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2,525,060 20.00 境内法人 无 

合计 12,625,300 100.00   

恒丰发展有限公司为自然人高苹儿 100%持股的公司，深圳市汇信安和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为自然人许振英 100%持股的公司。 

经项目组核查，公司自成立以来，出资份额或股份中均不涉及国有控股或

参股的情形。 

3、森泰玻璃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核查 

截至本推荐报告签署之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均不存

在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况，公司董、监、高及持股 5%以上股东均出具承诺未来不

会占用公司资金。 

报告期内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不存在由公司代垫费用，

代偿债务；由公司承担担保责任而形成债权；无偿使用公司的土地房产、设备动

产等资产；无偿使用公司的劳务等人力资源的情况。 

4、森泰玻璃涉军企事业单位情形核查 

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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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电

子玻璃，公司业务不涉及军工业务。 

5、森泰玻璃涉失信被执行人情形核查 

经查询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http://shixin.court.gov.cn/），公司的法定代表

人高苹儿，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高苹儿，董事、监事、高管，自申报报表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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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准日至本推荐报告出具之日不存在被列入失信被执行名单、被执行联合惩戒的

情形。 

经核查，森泰玻璃项目小组认为，申请挂牌公司森泰玻璃不存在股转系统

公告〔2016〕78 号文件所列示的负面清单中规定的情形、不涉及国有控股或国

有参股情形、不存在关联方资金占用、不属于涉军企事业单位、不存在被列入失

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情形，符合挂牌条件。 

四、提请投资者关注的事项 

（一）申报期内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风险 

申报期内，公司实际控制人由高泉森先生变更为高苹儿女士，尽管高泉森

先生与高苹儿女士为姐弟关系，且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后至本推荐报告出具之日，

公司的主营业务、主要管理人员和可持续经营能力并未发生重大改变，但由于实

际控制人变更的时间较短，可能会对公司管理团队的稳定性及业务发展方向造成

一定影响。 

（二）公司治理和内部控制风险 

随着公司的发展，业务经营规模将不断扩大，人员将不断增加，从而对未

来公司治理和内部控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尽管通过股份制改制和中介机构辅导，

公司已经建立了相对完善的《公司章程》、三会议事规则和内部控制体系，并且

针对内部控制中的不足已经采取积极的改进措施，但内部控制具有固有局限性，

存在不能防止或发现错报的可能性。公司未来经营中存在因公司治理不善或内部

控制未能有效执行而影响公司持续稳定发展的风险。 

（三）客户集中度较高的风险 

报告期内公司的客户集中度较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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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公司的客户集中

度较高且存在依赖单一客户的情形。如果未来第一大客户不再选择与公司合作，

将对公司的业务造成严重冲击。 

（四）原材料价格波动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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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国内平板玻璃行业面临产能过剩、结构不合理等急需解决的矛盾和

问题，平板玻璃被列入限产限能结构调整行列。受到上游原片玻璃行业结构调整

的影响，未来玻璃原片价格存在较大的波动性。因此，原材料价格波动对企业的

经营管理和成本控制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若玻璃原片价格大幅上涨，会造成

企业生产成本的大幅度提高，对企业的利润产生一定的影响。 

（五）公司生产、办公地点搬迁风险 

公司现在生产经营所用厂房、办公场所均为租赁所得，并不享有所有权。

同时，东莞市锦秀贸易有限公司虽然已与东莞市常平镇司马经济联合社签署土地

使用权转让合同，但并未办理相应的建设用地使用权证，对所出租的厂房等亦未

获得房产证，该厂房、办公房屋属违规建筑。如果未来相关管理部门要求出租方

拆除违规建筑，公司将会面临搬迁的风险。 

（六）公司高端人才缺乏的风险 

公司目前本科以上学历 3 人，大专学历 2 人，其余均为大专以下学历，由

于公司为传统制造业企业，较多研发及生产工艺依赖的是技术工人长期积累的技

术经验，日常生产也主要为机械化作业，对员工的学历水平要求不高，公司管理

人员和技术人员接受过系统的管理知识和专业技能的较少，如公司规模不断扩大，

业务快速发展，缺少具有专业知识的技术和管理人员可能会对公司未来的发展会

产生不利影响。 

（七）公司盈利能力较低的风险 

2015 年和 2016 年公司的毛利率分别为 5.64%和 10.61%，销售净利率分别

为 0.84%和 2.41%，毛利率和销售净利率均较低，如果在未来生产经营过程中，

该状况未能改变，将会对公司未来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