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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推荐广州市鲁班建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进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的推荐报

告 

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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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鲁班建筑科技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鲁班股份”或“公司”）就其股份进入全国中小

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公开转让事宜经过董事会决议、股东大会批准，并向开源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开源证券”）提交了《关于公司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

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及公开转让的申请》。 

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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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券商尽

职调查工作指引（试行）》（以下简称“《指引》”），开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开源证券”或“我公司”）对鲁班股份的财务状况、持续经营能力、公司

治理和合法合规等事项进行了尽职调查，对鲁班股份本次申请股份进入全国中小

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事宜出具本报告。 

一、尽职调查情况 

开源证券推荐鲁班股份挂牌项目小组（以下简称“项目小组”）根据《指引》

的要求，对鲁班股份进行了尽职调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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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小组与鲁班股份董事、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监

事、员工进行了访谈；同公司聘请的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的注

册会计师、国信信扬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广东中联羊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的注册

资产评估师进行交流；查阅了公司章程、“三会”【股东大会（股东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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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了公司的经营状况、内控制度、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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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作情况和发展计划。项目小组通过对公司实际控制人、公司非自然人股东大雄

投资及其合伙人进行访谈，查阅相关私募基金、基金管理相关法律、法规及规

范 性 文 件 ， 查 询 并 检 索 中 国 证 券 投 资 基 金 业 协 会 网 站

（http://www.amac.org.cn/）公示信息，查阅公司、公司非自然人股东的工商

档案等核查程序对公司非自然股东是否属于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或私募投资基

金进行了核查，确认公司的非自然人股东不属于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或私募投

资基金，无需按照《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及

《私募投资基金管理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等相关规定履行登记备案程

序。通过上述尽职调查，项目小组出具了《广州市鲁班建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公开转让尽职调查报告》。 

二、现场核查 

开源证券推荐鲁班股份挂牌项目小组向质量控制部提交了现场核查申请，质

量控制部指定苏晓慧为内核专员，安排苏晓慧、宋维妙作为现场核查人员，于

2017 年 4 月 9 日至 4 月 11 日，对鲁班股份拟申请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挂牌公开转让项目履行现场核查程序。 

现场核查的主要核查方法有： 

（一）与项目组深入分析、探讨推荐项目的高风险区域，要求项目负责人、

各中介机构项目负责人参加讨论会，形成中介机构交流会议记录； 

（二）与有关人员进行访谈，2017 年 4 月 10 日对企业董事长李国雄、董事

会秘书刘立平、财务负责人周秀丰进行访谈并形成相应的访谈记录； 

（三）根据全国股转公司《主办券商尽职调查工作指引》等的相关规定，检

查推荐工作底稿的完备情况，完成现场核查底稿查验记录； 

（四）拟挂牌公司财务重点核查，包括但不限于营业收入的真实性及准确性

核查（相应合同核查、收入确认时点是否合适、收入确认数额是否准确）、主要

成本项目的真实性及准确性核查、存货（若适用）的真实性及准确性核查； 

（五）抽查拟挂牌公司报告期重要合同签署及履行情况； 

（六）通过查阅中介机构协调会记录等方式，检查项目负责人及项目组尽职

调查的完整性和真实性； 

http://www.amac.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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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察看现场，根据项目的特点选择鲁班股份办公场所进行现场察看，并

形成相应的走访记录； 

（八）审核整套申请文件，主要是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对申请挂牌条件实质

性问题、申请文件齐备情况、信息披露合规性等进行审核； 

（九）检查项目执行过程中对监管部门及我公司立项阶段意见的落实情况。 

截至 4 月 11 日，内核专员已完成现场核查程序，提请内核委员关注的问题

详见现场核查报告。 

三、公司符合挂牌基本条件 

（一）公司依法设立且存续满两年 

1、依法设立 

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7 年 10 月 11 日，股份公司设立于 2016 年 2 月 17 日，

均系依据《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章程的规定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登记，并已

取得《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2、存续满两年 

鲁班股份系由广州市鲁班建筑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鲁班有限”）整体

变更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存续已满两年，不存在法律法规或公司章程规定

的应当终止的情形，具备本次挂牌的主体资格。 

综上，项目组认为公司满足“依法设立且存续满两年”的要求。 

（二）公司业务明确，具有持续经营能力 

公司的主要业务为特种专业工程（结构补强、建筑物纠偏和平移），地基与

基础工程，建筑结构防水补漏工程，房屋检测与鉴定工程、古建筑修缮工程及相

关技术的研发、设计及施工；防水、补强加固材料的研发、生产与销售。 

根据《审计报告》显示，2015 年度、2016 年度，公司的营业收入分别为

62,416,193.38 元、67,133,228.70 元，净利润分别为 4,225,734.24 元、8,021,407.63

元，业绩不断增加。公司具有持续经营能力。 

根据调查人员对工商登记资料、公司纳税情况的调查，报告期内没有发现公

司有重大违法经营的情形，而且公司每年均按时完成了工商年检，所以公司自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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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以来一直依法存续。 

综上，公司满足“业务明确，具有持续经营能力”的要求。 

（三）公司治理机制健全，合法合规经营 

有限公司未设立董事会，设执行董事一名，负责召集股东会并向股东会报告

工作，执行股东会的决议，决定公司的经营计划和投资方案，制订公司的年度财

务预算方案、决算方案，制定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制订公司的

增加或减少注册资本的方案，拟订公司合并、分立、变更公司形式、解散的方案，

决定公司内部管理机构的设置，聘任或解聘公司副经理、财务负责人、决定其报

酬事项，制定公司的基本管理制度；有限公司未设立监事会，设监事一名，由股

东会选举产生，负责检查公司财务，对执行董事、经理执行公司职务时违反法律、

法规或公司章程的行为进行监督，当执行董事、经理的行为损害公司的利益时要

求执行董事、经理予以纠正，提议召开临时股东会。有限公司设总经理一名，由

执行董事聘任或解聘，总经理对执行董事负责，主持公司的日常生产经营管理工

作。在股权转让、变更经营范围、变更公司住所、增加注册资本、整体变更等事

项上，公司股东能够按照《公司法》、《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认真召开股东会，

并形成相应的股东会决议。 

股份公司成立后，公司建立健全了组织机构，按照《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

规的要求，建立了由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高级管理人员组成的法人治理

结构，制订了《公司章程》，公司的重大事项能够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

相应决策程序。 

2015 年 12 月 31 日，职工代表大会选举出一名职工代表监事。 

2016 年 1 月 19 日，公司全体发起人依法召开公司创立大会暨第一次股东大

会。依据《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创立大会审议并通过了股份公司《关于广州市

鲁班建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筹办情况的议案》、《关于广州市鲁班建筑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设立费用情况报告的议案》、《关于广州市鲁班建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起

人出资情况报告的议案》、《关于确认、批准广州市鲁班建筑集团有限公司的权利

义务以及为筹建股份公司所签署的一切有关文件、协议等均由广州市鲁班建筑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承继的议案》、《关于<广州市鲁班建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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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议案》、《关于广州市鲁班建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聘请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股份公司创立大会选举产生了公司第一届董事会及第一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

事成员。此外，创立大会还通过了《广州市鲁班建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

议事规则》、《广州市鲁班建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广州市鲁班

建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等相关管理制度。 

2016 年 1 月 19 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召开，选举产生了公司董

事长；根据董事长提名，聘任了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总监和董事会秘书等高

级管理人员。 

2016 年 1 月 19 日，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召开，选举产生了公司监

事会主席。 

至此，公司依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建立健全了公司的

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制度，并制定了相应的议事规则和工作细则。 

公司整体变更设立后，能够按照《公司法》、《公司章程》及相关治理制度规

范运行。截至本公开转让说明书签署之日，股份公司共召开了四次股东大会、四

次董事会、二次监事会，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三会”议事规则的要求，

决议内容没有违反《公司法》、《公司章程》及“三会”议事规则等规定的情形，也

没有损害股东、债权人及第三人合法利益的情况，会议程序规范、会议记录完整。

公司通过制定《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以及《监

事会议事规则》，进一步完善了公司的重大事项分层决策制度。公司“三会”的相

关人员均符合《公司法》的任职要求，能按照“三会”议事规则独立、勤勉、诚信

地履行职责及义务。公司股东大会和董事会能够按期召开，对公司的重大决策事

项作出决议，保证公司的正常经营。公司监事会能够较好地履行对公司财务状况

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监督职责，保证公司治理的合法合规。 

由于股份公司成立时间尚短，“三会”的规范运作及相关人员的规范意识和执

行能力仍待进一步提高。公司将在未来的治理实践中，严格执行相关法律法规、

《公司章程》、各项内部管理制度；继续强化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在公司

治理和规范运作等方面的理解能力和执行能力，使其勤勉尽责，使公司规范治理

更加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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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项目组认为公司目前满足“公司治理机制健全，合法合规经营”的要

求。 

（四）公司股权明晰，股票发行和转让行为合法合规  

2007 年 8 月 18 日，李国雄、谷伟平、鲁班防水补强签署《公司章程》，根

据该《公司章程》规定，鲁班有限注册资本为 3.00 万元，其中，李国雄出资 2.67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89.00%，谷伟平出资 0.3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10.00%，鲁

班防水补强出资 0.03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1.00%。广州华天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

司出具“华天会验字【2007】第 0907 号”《验资报告书》，经审验，截至 2007 年

9 月 21 日止，鲁班有限已收到李国雄、谷伟平、鲁班防水补强缴纳的注册资本

合计人民币 3.00 万元，全部以货币出资。 

2007 年 10 月 25 日，鲁班有限召开股东会并形成决议，同意鲁班防水补强

将持有鲁班有限 1.00%的股权（对应注册资本 0.03 万元）转让给李国雄。同日，

李国雄与鲁班防水补强签署《股权转让协议》，约定鲁班防水补强将持有鲁班有

限 1.00%的股权（对应注册资本 0.03 万元）转让给李国雄，转让对价为 0.03 万

元。 

2008 年 7 月 21 日，鲁班有限召开股东会并作出决议，同意注册资本增加至

1,100.00 万元，其中李国雄以货币 987.30 万元认缴新增注册资本 987.30 万元，

谷伟平以货币 109.70 万元认缴新增注册资本 109.70 万元。广州苏叶会计师事务

所出具“穗苏叶验字（2008）第 0314 号”《广州市鲁班建筑有限公司 2008 年 7 月

29 日验资报告》，经审验，截至 2008 年 7 月 28 日，鲁班有限已收到股东缴纳的

新增注册资本（实收资本）合计人民币 1,097.00 万元，全部以货币出资。2009

年 11 月 9 日，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下发《责令重新验（增）资通知书》（工

商责管字[2009]第 0807 号），鲁班有限在 2008 年 7 月办理注册资本验资（增资）

时，增加的注册资本 1,097.00 万元不是股东以自己名义出资，该行为违反了《公

司注册资本登记管理规定》第九条“股东或者发起人必须以自己的名义出资”的

规定，并责令鲁班有限于 2009 年 12 月 30 日之前重新办理注册资本 1,097.00 万

元验资（增资）。2010 年 5 月，鲁班有限委托广州海正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对其增资事宜重新进行审验。2010 年 5 月 6 日，广州海正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

司出具“海会验（2010）Z212 号”《广州市鲁班建筑有限公司 2010 年度验资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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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经审验，截至 2010 年 3 月 17 日，鲁班有限已收到全体股东缴纳的注册资

本人民币 1,097.00 万元。2010 年 5 月 6 日，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出具《收取

重新验（增）资报告的回执》（穗工商管回字[2010]0448 号），确认已收到鲁班

有限于 2010 年 5 月 6 日提交的由广州海正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验资报

告（海会验[2010]Z212 号），表明公司增加注册资本 1,097.00 万元，并出具了编

号为 00226182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麓景路支行出具的余额通知书。

根据 2010 年 5 月 6 日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麓景路支行出具的《代收

款（费）凭证（回单）》，股东李国雄、谷伟平已分别向鲁班有限汇入人民币

987.30 万元、109.70 万元，共计人民币 1,097.00 万元。 

2011 年 9 月 13 日，鲁班有限召开股东会并形成决议，同意公司注册资本由

1,100.00 万元增加至 5,100.00 万元，其中李国雄以货币 2,478.00 万元认缴新增注

册资本 2,478.00 万元，谷伟平以货币 1,522.00 万元认缴新增注册资本 1,522.00

万元。广州海正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海会验（2011）ZP007 号”《广州市

鲁班建筑有限公司 2011 年度验资报告》，经审验，截至 2011 年 9 月 14 日止，公

司已收到李国雄、谷伟平缴纳的新增注册资本（实收资本）合计人民币 4,000.00

万元，全部以货币出资。 

2016 年 1 月 19 日，全体发起人依法召开了创立大会暨第一次股东大会。会

议审议通过了设立股份公司并授权董事会办理股份公司工商注册登记手续等议

案，同意以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广东分所出具的“天健粤审

【2015】1015 号”《审计报告》审计的截止 2015 年 10 月 31 日的净资产

55,076,323.71 元为依据，按照 1：0.9623 的比例折股为 53,000,000 股，总额为人

民币 53,000,000.00 元的净资产作为股份公司的注册资本，净资产大于股本的余

额 2,076,323.71 元计入股份公司的资本公积。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广东分所出具“天健验字（2016）第 10 号”《验资报告》，确认股份公司各股东出

资均已到位。 

2016 年 5 月 8 日，股份公司临时股东大会通过决议，同意将公司注册资本

由 5,300.00 万元增至 5,800.00 万元。其中，新增注册资本 500.00 万元由大雄投

资以货币 500.00 万元认缴出资。广州成鹏会计师事务出具《验资报告》（成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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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2017]第 C029 号）验证，截至 2017 年 3 月 24 日止，公司已收到股东缴纳的

新增实收资本 500.00 万元。 

由此，项目小组认为公司满足“公司股权明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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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班股份委托我公司担任推荐其公司股票在全国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持续

督导的主办券商。根据《业务规则》鲁班股份已与主办券商签订推荐挂牌并持续

督导协议。主办券商承诺，在完成推荐鲁班股份进入全国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后，

并严格依据《业务规则》履行持续督导权利和义务，指导和督促公司规范履行信

息披露业务。 

因此，项目小组认为公司满足“主办券商推荐并持续督导”的要求。 

综上所述，公司符合全国中小企业股权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规定的公司股

票进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进行公开转让的条件，特推荐鲁班股份股

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 

四、内核程序及内核意见 

我公司推荐挂牌项目内核委员会于 2017 年 4 月 15 日至 4 月 19 日对鲁班股

份拟申请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开转让的备案文件进行了认真审

阅，于 2017 年 4 月 19 日召开了内核会议。参与项目审核的内核成员为华央平、

权葳（律师委员）、罗晓玲（注册会计师委员）、桂海林（行业专家）、郑煜、张

鹤洋、王俊尧，其中律师 1 名、注册会计师 1 名、行业专家 1 名，其他内核人员

4 名。上述内核人员已签署《开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推荐广州市鲁班建筑科

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进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的自律说明书》。上述

内核人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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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主办券商推荐业务规定（试行）》等规定，

内核成员经审核讨论，对鲁班股份本次挂牌股份公开转让出具如下的审核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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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公司内核委员会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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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鲁班建筑科技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股份挂牌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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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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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计

算、访谈咨询等工作；项目小组中的注册会计师、律师、行业分析师已就尽职调

查中涉及的财务事项、法律事项、经营事项出具了调查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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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进行了尽

职调查。 

（二）公司按照《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申请文件内容与格式指引

（试行）》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公开转让说明书内容与格式指引》的要求，

制作了《公开转让说明书》，公司挂牌前拟披露的信息符合信息披露规则的要求。 

（三）公司系由广州鲁班股份科技有限公司整体变更而来的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最近两年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主营业务未发生变化，公司董事和高级管

理人员未发生重大变化；公司整体变更过程中未改变历史成本计价原则，整体变

更合法合规，存续时间可自有限公司成立之日起连续计算，至今已满两年；公司

业务明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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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发行和转让行为合法合规。  

综上所述，鲁班股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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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由我公司推荐鲁班股份在全国中小企

业股份转让系统中挂牌。 

五、推荐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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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股票挂牌”中关于股份公司挂牌条件的相关规定，我公司认为鲁班股份符合全

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公司关于进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所规定的挂

牌条件，特推荐鲁班股份股票在全国股份转让系统挂牌。推荐理由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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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专业资质优势 

目前公司及子公司已取得防水防腐保温工总专业承包壹级、特种工程（限建

筑物纠偏和平移）专业承包不分等级、特种工程（限结构补强）专业承包不分等

级、地基基础工程专业承包壹级、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叁级、建筑装修装饰工程

专业承包贰级、建筑装饰工程设计专项乙级、文物保护工程施工资质证书（二级）、

文物保护工程勘察设计资质证书（乙级）、广州市房屋安全鉴定单位备案证书、

结构设计事务所甲级、安全生产许可证、高新技术企业证书。公司可以从事的业

务范围广泛，同时诸多资质也证明公司拥有全方位的专业能力。 

（二）特定区域客户资源优势 

公司从自成立以来，深耕广东及珠三角地区，并积极开拓国内其他市场。承

接了许多难度大、困难多的大型项目，在业内享有很好的声誉，是华南地区特种

建筑的知名企业。拥有一批稳定的客户资源，包括恒大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广州

百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广东瑞华集团等，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凭借着多年

来对该行业各项规范标准的深刻理解及在该行业建立的销售信息渠道，形成了有

力的市场竞争；公司拥有丰富的现场施工管理经验，在特种专业工程服务领域尤

其是住宅、酒店、市政工程等建筑施工领域具有较强的竞争力。公司通过公开的

市场信息、已有的业务渠道以及项目跟踪服务，及时、全面了解客户的信息与需

求，通过积极参与市场招投标和商业谈判获得业务来源；在项目实施阶段，公司

借助成熟的技术服务能力和丰富的项目实践经验，为客户提供工程设计与施工建

设服务以此获得项目收入。 

（三）技术优势 

公司目前拥有 3 项发明专利、2 项实用新型专利，自主研发项目“建筑物移

位改造工程新技术及应用”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颁发的国家技术发明奖二

等奖；公司拥有一二级注册建造师 15 人、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 5 人、具备安全

鉴定资格人员 10 人；有多位资深教授、专家做技术后盾，另与华南理工大学、

武汉科技大学文法与经济学院等多所高校建立了良好的校企合作关系，为企业可

持续高速发展奠定坚实基础。公司及创始人作为特种专业工程领域开创型企业，

参编中国工程建设协会标准《灾损建（构）筑物处理技术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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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项目经验优势 

公司管理的团队成员绝大部分是由公司自己培养起来的，管理团队具有建设

特种专业工程设计与施工行业和企业管理经验的多年从业经历，特别在工程设

计、施工现场管理、技术研发、技术服务等方面有丰富的经验。在长期的建筑施

工、项目管理和技术研发过程中，公司培养了一批具有丰富现场施工经验、项目

管理经验，善于解决技术难题的队伍。自设立起，公司专注于特种专业工程（结

构补强、建筑物纠偏和平移）、地基与基础工程、建筑结构防水补漏工程、房屋

检测与鉴定工程、古建筑修缮工程的设计与施工业务，公司先后承担了清远市清

城区东城莲塘沙廖村 24号基础加固及纠偏工程、深圳龙华大浪凯滨新村 88号加

固纠偏工程、北京东海花园某别墅整体顶升及增加地下室工程、侵华日军侵琼八

所死难劳工监狱平移施工工程、海联大厦基础加固及地下室结构改造设计与施工

工程、增城百晟汇翠湾改造设计与施工工程等一大批优质工程，在区域内存在较

强的竞争优势。 

（五）申请挂牌公司不存在负面清单中的情形 

1、行业分类 

公司主要业务是特种专业工程（结构补强、建筑物纠偏和平移），地基与基

础工程，建筑结构防水补漏工程，房屋检测与鉴定工程、古建筑修缮工程及相关

技术的研发、设计及施工；防水、补强加固材料的研发、生产与销售。根据国家

统计局 2011 年修订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1），公司所属行

业分类为建筑装饰和其他建筑业（E50）——其他未列明建筑业（E5090）；根

据《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 年修订版），公司所属行业分类为建筑装

饰和其他建筑业（E50）；根据《挂牌公司管理型行业分类指引》，公司所属行

业分类为 E50 大类“建筑装饰和其他建筑业”之 E5090“其他未列明建筑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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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业务不

属于战略性新兴产业，故公司不属于科技创新类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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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科技创新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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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全行业公开数据整体情况 

根据公司所处行业特点，考虑行业可比和数据获取等因素，项目组先选取全

行业数据等作为对标测算基础，测算结果见下表：  

单位：万元、个 

行业类别 数据类别 

2016年度 2015年度 
两年平均

之和 行业平均收

入 
样本数 

行业平均收

入 
样本数 

建筑装饰

行业 

行业协会数

据 
2,825.76 13.2 万 2,518.52 13.5万 5,344.28 

注：行业协会数据来源于中国建筑装饰协会 2016年出版的《中国建筑装饰蓝皮书：中

国建筑装饰行业发展报告（2016）》中的全行业数据。 

2）上市公司公开市场数据 

根据《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 年修订版）和《挂牌公司管理型行

业分类指引》，公司所属行业分类为建筑装饰和其他建筑业（E50），细分行业

分其他未列明建筑业（E5090）。选取相应行业数据等作为对标测算基础，测算

结果见下表； 

单位：万元、个 

行业 数据 市场类别 

2016年度 2015年度 
两年平均之

和 行业平均收

入 
样本数 

行业平均收

入 
样本数 

可比大类

行业：建

筑装饰和

其他建筑

业（E50） 

公开

市场

数据 

上市公司 410,328.05  30 406,188.42  30 816,516.47 

新三板 22,045.52 143 19,795.39 143 41,840.91 

区域股权

市场 

6,648.40

（2014年） 
65 11,101.66 37 17,750.06  

可比细分

行业：其

他未列明

建筑业

（E5090） 

公开

市场

数据 

新三板 12,648.58 28 11,333.24 28 23,981.82 

公司细分

子行业 
4,517.89 3 2,782.24 3 7,300.13  

根据公司所处行业特点，项目组核查了上述公司的细分行业与主营业务，

综合考虑企业的业务类型、业务上下游等因素，上述 “建筑装饰和其他建筑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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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细分行业“其他未列明建筑业”的企业开展的业务与鲁班股份主营业务可

比性较弱。 

3）新三板公司数据 

根据《挂牌公司管理型行业分类指引》，新三板挂牌公司中，属于建筑装

饰和其他建筑业（E50）大类的公司共有 143 家，其中，属于细分行业其他未列

明建筑业（E5090）的公司共有 28家，详情如下： 

单位：万元 

企业代码 企业名称 2016 年度 2015 年度 两年合计 主营业务 

871132.OC 百联科技 5,025.07 2,872.63 7,897.70  建筑节能保温产品与施工服务 

870751.OC 中建南方 14,769.65 11,251.43 26,021.08  
洁净室工程的设计施工及空气

净化设备的生产销售 

839323.OC 天人节能 10,444.09 10,273.42 20,717.50  
承接建筑装饰、保温、防水工

程施工及环保建筑材料销售 

839292.OC 新联纬讯 6,710.01 6,673.37 13,383.38  

建筑智能化系统集成工程服

务、建筑智能化系统设计服务、

运行维护服务以及配套设备的

销售 

838766.OC 蓝舶科技 13,484.91 12,127.75 25,612.66  

桥梁金属或非金属涂装与除湿

防腐蚀系统一体化的设计、施

工和管理 

838522.OC 大力加固 193.95 1,179.79 1,373.74  
工程结构加固补强、增层改造

及纠偏等特种工程的施工。 

837566.OC 中固建科 4,542.55 2,269.63 6,812.19  

房屋建筑工程改造施工、特种

专业工程施工、建筑物修缮与

维保、建筑改造与装饰装修工

程施工、建筑科技研发、建筑

工程技术咨询 

837507.OC 道脉节能 1,638.64 1,540.80 3,179.44  
承接各类建筑外墙防腐保温工

程。 

836909.OC 智房科技 10,476.71 5,195.31 15,672.02  
各类钢结构的设计、生产、销

售、安装等业务。 

836696.OC 旗华建设 8,150.64 2,901.34 11,051.98  
浮筒游艇码头、浮桥及相关水

上工程的咨询、设计和建造。 

836677.OC 中谊抗震 8,817.17 4,897.31 13,714.48  抗震加固施工 

836646.OC 博德维 9,884.60 6,477.64 16,362.25  
气膜建筑系统的研发设计、生

产安装、销售及服务 

835814.OC 中恒信 2,455.70 2,456.15 4,911.85  
洁净室工程咨询、设计、施工

安装及售后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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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5699.OC 伟盛节能 24,802.30 11,058.78 35,861.08  对既有建筑实施综合节能改造 

834494.OC 维拓环境 5,045.20 2,721.83 7,767.04  

提供污水池加盖膜密闭罩的研

发、方案策划、采购加工、销

售、安装和维护等服务。 

834150.OC 云南钢构 48,946.97 49,838.86 98,785.83  
钢结构设计、生产、销售、服

务 

834012.OC 浦敏科技 3,004.06 1,987.08 4,991.14  

楼宇智能化系统集成、消防智

能化系统集成、公共安全防范

智能化系统集成、工业楼宇控

制智能化领域的软件开发、节

能改造及信息化智能控制系统

运行维护 

833526.OC 北林科技 89,273.58 89,800.05 
179,073.6

3  

风景园林工程设计、园林工程

施工、花卉苗木种植和销售等

业务 

833415.OC 广艺园林 3,221.37 10,466.84 13,688.21  
园林工程的施工、设计和园林

养护等 

833400.OC 东惠通 11,513.40 10,157.60 21,671.00  

城市道路照明、建筑装饰装潢、

建筑智能化工程等市政建设、

酒店、高档楼宇的工程承包服

务 

833390.OC 国德医疗 7,308.84 11,382.10 18,690.94  
提供以洁净手术部为核心的医

疗专业工程整体解决方案 

833376.OC 圣尼特 2,081.21 2,580.13 4,661.34  

建筑遮阳产品及系统配件研

发、设计、生产、销售、咨询、

安装及服务业务 

832709.OC 达特照明 22,092.98 13,367.86 35,460.83  

景观照明工程施工及与之相关

的设计与维护；LED照明产品的

生产和销售 

832621.OC 三维钢构 13,008.17 11,441.87 24,450.05  
钢结构工程的设计、生产和安

装 

831948.OC 世纪天源 6,160.83 7,521.16 13,681.99  

提供地热资源综合开发利用相

关规划咨询、设备制造、工程

施工及运营管理等服务 

831527.OC 约顿气膜 6,362.66 5,008.43 11,371.10  
气膜建筑系统的总体设计、销

售、安装和售后服务 

830989.OC 北方空间 14,072.18 17,344.22 31,416.39  

为客户提供钢结构建筑的结构

系统和围护系统的研发、设计、

加工 

430647.OC 青鹰股份 672.89 2,537.36 3,210.25  
建筑遮阳系列产品的研发、设

计、生产、销售和安装 

 行业平均

值 
12,648.58 11,333.24 23,98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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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班股份 6,713.32 6,241.62 12,954.94   

项目组核查了上述公司的主营业务，其中 25家企业开展的业务与鲁班股份

主营业务不具有可比性。 

4）开展类似业务的新三板公司数据 

新三板挂牌公司中，与公司在同行业、开展类似业务的企业共 3 家，详情

如下： 

企业代码 企业名称 2016 年度 2015 年度 两年合计 主营业务 

838522.OC 大力加固 193.95 1,179.79 1,373.74  
工程结构加固补强、增层改造

及纠偏等特种工程的施工。 

837566.OC 中固建科 4,542.55 2,269.63 6,812.19  

房屋建筑工程改造施工、特种

专业工程施工、建筑物修缮与

维保、建筑改造与装饰装修工

程施工、建筑科技研发、建筑

工程技术咨询 

836677.OC 中谊抗震 8,817.17 4,897.31 13,714.48  抗震加固施工 

 行业平均

值 
4,517.89 2,782.24 7,300.13  

 鲁班股份 6,713.32 6,241.62 12,954.94   

4、数据来源 

上市公司数据来源于东方财富 Choice 数据库和 Wind 数据库，新三板已挂

牌 公 司 数 据 来 源 于 Wind 数 据 库 和 全 国 中 小 企 业 股 份 转 让 系 统

（http://www.neeq.com.cn/），区域股权市场数据来源于 Wind 数据库（不包

含未披露营业收入的已挂牌企业），数据下载日期均为 2017 年 6 月 16 日。

行业协会数据来源于中国建筑装饰协会 2016 年出版的《中国建筑装饰蓝皮书：

中国建筑装饰行业发展报告（2016）》中的全行业数据。选取两个完整的会计

年度（2015年、2016年）的营业收入进行统计，分别对这些企业的营业收入进

行算术平均，得到行业平均营业收入。再测算该行业两个完整会计年度的营业

收入之和，并与鲁班股份的情况进行比较。 

5、营业收入对标（非科技创新类） 

鲁班股份报告期营业收入情况：2015 年营业收入 6,241.62 万元，2016年

营业收入 6,713.32 万元，两年合计 12,954.94 万元。公司报告期两个完整会

计年度（2015 年、2016 年）营业收入之和低于可比大类行业中的上市公司、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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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板、区域股权市场的行业平均值；低于可比细分行业中的新三板的行业平均

值，高于开展类似业务企业的行业平均值。公司报告期两个完整会计年度（2015

年、2016年）营业收入之和高于行业协会发布的行业平均营业收入水平。其中，

行业协会发布的行业平均营业收入水平更能反映行业整体收入情况。因此可以

判断鲁班股份报告期两个完整会计年度营业收入之和高于行业平均值。 

综上所述，鲁班股份属于非科技创新类公司，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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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报告期内，2015 年、2016

年都是处于盈利状况，并非连续亏损。鲁班股份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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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关要求，

即“报告期两个完整会计年度营业收入高于同期行业平均水平”的挂牌条件。 

6、公司最近两年的主营业务中是否存在国家淘汰落后及过剩产能类产业 

公司主营业务是特种专业工程（结构补强、建筑物纠偏和平移），地基与

基础工程，建筑结构防水补漏工程，房屋检测与鉴定工程、古建筑修缮工程及

相关技术的研发、设计及施工；防水、补强加固材料的研发、生产与销售，所

处的建筑业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产业关联度高，就业容量大，是很多产业

赖以发展的基础性行业，与整个国家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的改善有着密切的

关系，并非国家淘汰落后及过剩产能类产业。与此同时，鲁班股份不存在负面

清单限制情形。 

六、提请投资者关注的事项 

（一）施工工期风险 

建筑工程施工项目通常周期较长，在特种专业工程、地基与基础工程，建筑

结构防水补漏工程，房屋检测与鉴定工程、古建筑修缮工程相关项目施工过程中，

如果出现项目设计变更、工程量增减、现场管理不善、技术保障不到位、施工设

备到位不及时以及其他事先无法预见的不利因素，将导致工程进度无法按合同约

定进行，存在工程不能按期建成交付的风险，影响建筑业企业的经营业绩和信誉。 

（二）工程分包的风险 

在实施总承包合同项目时，可以依法将非主体结构施工中的某些分项工程或

由业主指定的工程对外分包，发包给具有相应资质的企业。如果选择分包商不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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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对分包商监管不力，可能引发安全、质量和经济纠纷，会对工程质量、声誉产

生不利影响。 

（三）业务许可资质延续风险 

建筑行业具有严格的政府监管，从事特种专业工程、地基与基础工程，建筑

结构防水补漏工程，房屋检测与鉴定工程、古建筑修缮工程服务业务需要相应的

工程专业承包资质，该资质有一定的有效期限。有效期满，公司需根据相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经资质许可机关的重新评估，方可延续公司获得的专业资质。且资

质许可机关有权撤销建筑业企业的资质。如果公司无法在现有业务许可资质有效

期到期后成功延续，或资质在有效期内被资质许可机关撤销，公司将不能够继续

对应的工程服务，从而对公司的正常经营造成影响。 

（四）宏观经济周期波动的风险 

建筑业的发展与国民经济的景气度有很强的关联性，受固定资产投资规模、

城市化进程等宏观经济因素的影响重大。如果宏观经济发展放缓，将对建筑业的

经营状况产生不利影响，建筑业务收入的增长速度可能放缓。 

（五）管理风险 

公司的管理团队汇集了技术研发、市场营销、财务管理等各方面的人才，综

合管理水平较高。但是，随着公司发展，公司的资产规模逐渐增长，经营活动更

趋复杂，业务量也随之有较大增长，专业的人才队伍也将进一步扩大。因此，公

司的管理水平及驾驭经营风险的能力未来将面临较大程度的挑战。如果公司管理

水平和组织结构的设置不能满足公司资产、经营规模以及人才队伍扩大后的要

求，将对公司经营管理目标的顺利实现带来风险。 

（六）实际控制人不当控制风险 

公司股权较为集中，股东李国雄直接持有 62.14%的股份为公司控股股东。同

时，李国雄直接持有大雄投资 64.00%合伙份额，并担任大雄投资执行事务合伙

人；李国雄通过大雄投资间接控制公司 8.62%的股权。因此，李国雄合计控制公

司 70.76%的股份，能够对公司经营决策施予重大影响，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公司已经初步建立了与股份公司相适应的法人治理结构，并建立健全了各项规章

制度，公开转让后会全面接受投资者和监管部门的监督和约束，但实际控制人仍

可凭借其控股地位，可能对公司的重大人事、发展战略、经营决策、投资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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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交易等重大事项决策予以不利控制或施加重大影响，给公司生产经营带来影

响。 

（七）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不足的风险 

2016 年，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是-4,583,372.21 元；2015 年由

于公司收回关联方广州市鲁班建筑防水补强有限公司偿还拆借资金，导致当期经

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是 4,368,432.32 元，此种经营活动现金流入不具持续

性，扣除上述原因当期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仍为负数。报告期内公司经

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不足的主要原因是由于业主方对工程项目验收和结算滞

后，结果造成存货期末余额偏高。根据工程施工企业结算惯例，公司在工程项目

结算后，需要及时向材料供货方结算信用欠款，结果造成公司经营活动现金净流

入偏少。（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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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开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推荐广州市鲁班建筑科技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进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的推荐报告》之

主办券商盖章页） 

 

 

 

 

 

 

 

 

 

 

    

 

 

 

 

 

 

 

 

 

 

开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盖章） 

2017 年 6  月 26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