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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推荐深圳市乐源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进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的推荐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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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乐源

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乐源股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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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全国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及公开

转让事宜经过董事会、股东大会决议，并向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提交了挂牌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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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网信证券”、“我

公司”）对乐源股份的财务状况、持续经营能力、公司治理和合法合规事项等进

行了尽职调查，对乐源股份本次申请进入全国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及公开转让出具

本报告。 

一、尽职调查情况 

网信证券推荐乐源股份挂牌项目小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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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乐源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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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小组与乐源股份董事长、总经理、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等管理人员，以及

部分员工等进行了交谈，并听取了公司聘请的北京市盈科（深圳）律师事务所、

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注册会计师的意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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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乐源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挂牌尽职调查报告》。 

二、公司符合挂牌基本条件 

根据项目小组对乐源股份的尽职调查情况，我公司认为乐源股份符合全国股

份转让系统公司关于全国股份转让系统所规定的挂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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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司依法设立，且存续已满两年 

公司前身深圳市乐源数码技术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9 年 4 月 13 日，于 2016

年 3 月 3 日整体变更为股份公司。公司自设立以来持续经营，每年均完成了工

商年检或年报公示，主营业务没有发生重大变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没

有发生重大变化，实际控制人没有发生变更。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业务规则（试行）》的规定，公司依法设立且存续已满两年。 

因此，公司满足“公司依法设立，且存续已满两年”的要求。 

（二）公司业务明确，具有持续经营能力 

公司主营业务是液晶显示模组及其相关产品的研发、设计、生产及销售。 

公司报告期内持续经营。2015 年度、2016 年度、2017 年 1-6 月公司主营业

务占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100%、100.00%、96.11%，主营业务明确。公司 2015

年度和 2016 年度及 2017 年度 1-6 月净利润分别为：298.24 万元、557.40 万元、

390.16 万元，报告期内公司具有较好的盈利表现。受益于未来液晶显示市场规模

的持续增长和公司自身的市场竞争优势，预期公司未来仍具有良好的持续盈利能

力。 

因此，项目小组认为公司主营业务明确，具有可持续经营能力。 

（三）公司治理机制健全，合法规范经营 

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9 年 4 月 13 日。公司按照《公司法》和有限公司章程建

立了基本治理结构，设立股东会，未设董事会，设一名执行董事；未设监事会，

设一名监事。有限公司时期，公司按照《公司法》和通过公司章程规定建立了基

本治理结构，设立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有限公司增资、股权转让、整体变

更等事项均履行了股东会决策程序，并进行工商变更登记，符合《公司法》和有

限公司《公司章程》的规定。但各项规章制度尚不完善，公司治理存在一定瑕疵：

有限公司档案保管不善；未建立关联交易等决策制度，关联交易未履行决策程序；

有限公司监事未形成书面工作报告等。上述瑕疵未对公司决策机构的运行效力产

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 

股份公司成立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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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治理结构，建立健全了股东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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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董事会、监事会等相关制度。公司制定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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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关联交易决策

管理办法》、《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等规章制度。 

公司股东大会由 23 名自然人股东和 2 名机构股东组成；董事会由 5 名成员

组成，分别为林志坚、林嘉兴、杨华、欧延欣、迟文禹，其中林志坚为董事长；

监事会由 3 名成员组成，分别为黄玉梅、黄丹婷、林雪燕，其中黄玉梅为监事会

主席，黄丹婷、林雪燕为职工代表监事。 

公司建立了与生产经营及规模相适应的组织机构，设立了总经办、销售事业

部、财务部、成本事业部、行政人事部等主要部门分别开展业务，并对子公司业

务进行指导及监督。目前子公司主要从事液晶显示模组及相关产品的生产业务，

设置了管理部、PMC、工程部、品质部、生产部、销售部和财务部。公司建立

健全了内部经营管理机构，制定了相应的内部管理制度，比较科学地划分了每个

部门的责任权限，形成了互相制衡的机制。 

自股份公司成立以来，公司能够依照《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按时召开股东大会、董事会及监事会会议。公司三会能够按照三会议事规则等公

司制度规范运行，决策程序、决策内容合法有效，三会运行良好。 

公司最近两年不存在因违法违规经营而被工商、税务、社保、环保等部门处

罚的情况，公司不存在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最近两年不存在

因违法违规经营而被工商、税务、社保、环保等部门处罚的情况，也不存在重大

违法违规行为。 

因此，公司满足“公司治理机制健全，合法规范经营”的要求。 

（四）公司股权清晰，股票发行和转让行为合法合规 

公司成立至今的股权变动均按规定履行了相关的审批程序、签署相关转让协

议以及办理工商登记等手续，合法合规；公司现有 2 名机构股东、23 名自然人

股东，股权结构清晰。 

因此，公司符合“公司股权清晰，股票发行和转让行为合法合规”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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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主办券商推荐并持续督导 

公司与主办券商网信证券签订了推荐挂牌并持续督导协议，网信证券对公司

进行了尽职调查并向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推荐公司股票挂牌，并将于公司挂牌

后实施持续督导。 

三、内核程序及内核意见 

网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我公司”）推荐业务内核委员会于 2017

年 10 月 17 日至 10 月 20 日对深圳市乐源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乐源股

份”或“公司”）股票拟申请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的申请文件进行

了认真审阅，于 2017 年 10 月 20 日召开内核会议。参与项目审核的内核成员为

高俊琴、黄巍、贺存勖（外聘专家）、王建雄、薛志强、赵佳、周君（外聘专家）

七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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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股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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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规则（试行）》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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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乐源股份本次股票挂牌公开转让出具如下的审核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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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乐源实业股份有限公

司公开转让尽职调查报告》进行了审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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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分析师已对乐源股份的

财务会计事项、法律事项、业务技术事项进行了尽职调查并出具了尽职调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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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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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公开转让说明书内容与格式指引（试行）》

的要求，公司已按上述要求制作了《深圳市乐源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开转让说明

书》等挂牌申请文件，公司挂牌申请文件和挂牌前拟披露的信息符合上述内容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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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指引的要求。 

（三）、公司依法设立且存续满两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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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符合《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

规定的股票挂牌条件。 

（四）、公司改制符合股份有限公司的设立条件，股权清晰，出资真实，改

制过程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符合相关的法律、法规及规章。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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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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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

内核成员审核了乐源股份风险评估表及风险事项，经内核会议审核，评定乐源股

份为低风险等级。 

综上所述，公司符合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颁布的股票挂

牌条件。七位内核成员经投票表决，同意推荐乐源股份挂牌。 

四、公司不存在负面清单限制的情形 

根据中国证监会颁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 年修订），公司属

于“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行业代码：C39）；根据《国民经

济行业分类标准》（GB/T 4754-2011），公司所处行业为“光电子器件及其他电

子器件制造”（行业代码：C3969）；根据《挂牌公司管理型行业分类指引》，公

司属于“光电子器件及其他电子器件制造”。（行业代码：C3969）。根据《挂牌

公司投资型行业分类指引》，公司属于“其他电子元器件”（行业代码：

17111112）。 

（一）公司属于非科技创新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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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源股份主

营业务不属于战略性新兴产业，故公司属于非科技创新类公司。 

（二）同行业平均营业收入对比 

根据公司所属行业特点，考虑行业可比性和数据获取等因素，选取同行业

上市公司及新三板挂牌公司作为对标测算基础，测算结果如下表： 

单位：个、万元 

行业 数据 市场类 2015 2016 两年平均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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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别 行业平均 

营业收入 
样本数 

行业平均 

营业收入 
样本数 

和 

可比大类

行业： 

计算机、通

信和其他

电子设备

制造业 

（分类代

码：C39） wind

数据

库 

上市公

司 
347,336.5300 332 417,513.9848 332 764,850.5148 

新三板 

挂牌公

司 

12,158.5343 738 13,901.1829 738 26,059.7172 

两类市

场 

综合 

116,157.6881 1,070 139,134.3140 1,070 255,292.0021 

可比细分

行业： 

光电子器

件及其他

电子器件

制造 

（分类代

码:C3969

） 

新三板 

挂牌公

司 

13,295.9181 125 16,327.4283 125 29,623.3464 

根据乐源股份所属细分行业液晶显示模组及相关产品的研发、设计、生产

及销售的行业特点，考虑行业可比数据获取等因素，为了真实反映公司在行业

内的地位，选取了细分行业公开市场数据作为对标测算基础。与乐源股份细分

行业最为贴近的同行业可比公众公司主要有以下 8家公司，测算结果见下表： 

                                                 单位：万元 

细分行业 
数据来

源 
同行业公司 

2015年营业收入

（万元） 

2016年营业收入

（万元） 
合计 

液晶显示

模组及其

相关产品

的研发、

设计、生

产、销售 

公开市

场数据 

江奥光电 22,200.40 20,717.96 42,918.36 

华芯开拓 4,852.52 3,790.50 8,643.02 

博远高科 7,896.22 1,042.39 8,938.61 

川马股份 5,528.02 8,327.03 13,855.05 

骏成科技 18,692.05 22,523.65 41,215.70 

超亮显示 1,133.80 803.77 1,937.57 

冀雅电子 9,069.62 9,011.63 18,081.25 

科莱电子 7,737.68 15,628.33 23,366.01 

行业平均值 9,638.79 10,230.66 
 

19,869.45 

乐源股份 10,872.81 11,684.31 22,557.12 

从上表可得，报告期两个完整会计年度乐源股份在液晶显示模组及其相关

产品的研发、设计、生产及销售细分行业中营业收入高于平均水平。符合“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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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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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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的《关于做好“十三五”期间重点行业淘汰落后和

过剩产能目标计划制订工作的通知》（工信部产业【2014】419 号），国家淘汰落

后及过剩产能类产业包括炼铁、炼钢、焦炭、铁合金、电石、电解铝、铜（含

再生铜）冶炼、铅（含再生铅）冶炼、水泥（熟料及磨机）、平板玻璃、造纸、

制革、印染、化纤、铅蓄电池（极板及组装）等。 

公司主营业务是液晶显示模组及其相关产品的研发、设计、生产及销售，

所处的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综上，主办券商认为公司最近两

年年及一期的主营业务中不存在国家淘汰落后及过剩产能类产业，与此同时，

不存在负面清单所列限制情形，符合挂牌条件。 

五、推荐意见 

参照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颁布的《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

（试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股票在全国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依法设立且存续满两年。有限责任公司按原账面净资产值折股整体变

更为股份有限公司的，存续时间可以从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之日起计算； 

（二）业务明确，具有持续经营能力； 

（三）公司治理机制健全，合法规范经营； 

（四）股权明晰，股票发行和转让行为合法合规； 

（五）主办券商推荐并持续督导； 

（六）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要求的其他条件。 

乐源股份为规范企业管理，增强股权流动，开辟融资渠道，完善激励机制，

提升宣传效应，已向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提交挂牌申请。根据项目小组对乐源

股份的尽职调查情况，我公司认为乐源股份符合进入全国股份转让系统的挂牌条

件。 

我公司同意推荐乐源股份挂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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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提醒投资者注意事项 

（一）、国内及全球宏观经济波动风险 

我国内陆地区液晶显示产业的发展主要有两个推动因素：近几年国际液晶显

示生产线逐渐向中国大陆转移；国家对新型制造业的政策扶持。如果未来国家相

关政策发生变化或者鼓励措施取消，将对液晶显示产业发展产生不利影响。从全

球宏观经济层面看，全球经济发展存在不确定性和波动性，这将直接影响液晶显

示模组上游原材料的供应以及液晶显示模组下游应用电子产品的需求量，对液晶

显示模组的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二）、人员流失和技术泄密风险 

经过多年的发展，公司拥有了自主创新能力及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公

司在经营中积累的工艺技术经验，对产品性能、品质改进等方面有深刻影响。核

心技术人员的流失将会对公司带来不利影响。如果公司出现核心技术人员大量流

失，则会给公司带来技术支撑不足、核心技术泄密的风险，对公司的生产经营和

新产品研发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公司高级管理人才对公司的运营和发展也起着

举足轻重的作用，高级管理人才的流失将对公司短期的运营产生不利影响。 

（三）、实际控制人不当控制风险 

公司实际控制人为林志坚。股东林志坚直接持有乐源股份 30,000,000 股，占

乐源股份总股本的 55.86%，通过乐源众创间接持有乐源股份 830,000 股，占乐源

股份总股本 1.55%，合计持有公司 57.41%的股份，为公司第一大股东。林志坚

目前担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其在公司决策、监督、日常经营管理上可施予重

大影响，若实际控制人利用控股权和主要决策者的地位对公司的经营决策、财务、

人事等进行不当控制，可能会产生损害公司利益的风险。 

（四）、技术进步和竞争加剧的市场风险 

目前，全球 LCD 行业形成了韩国、台湾和日本三强鼎立的格局，以上三国

的龙头企业在市场中占据主导地位：日本和韩国占据了 LCD 上游材料的技术领

先地位，并在大型 LCD 面板生产上占据绝对优势；台湾在中小面板上占有优势，

同时努力向上游材料和大型面板生产上发展；而需要较多人工的面板后段工序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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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转移到我国国内。经过几年快速的发展，公司在中小尺寸 TFT-LCD 液晶显示

模组领域较国内同行业公司具备一定的技术优势，但面对国内、国外竞争对手，

如果公司不能保持创新、提升整体竞争力，则可能在激烈的竞争中被对手取代。

因此，公司将面临技术进步和竞争加剧带来的市场风险。 

（五）、应收账款回收风险 

公司 2015年末、2016年末、2017年 6月末，公司应收账款净额分别为 3,308.12

万元、4,900.55 万元、4,278.12 万元，报告期内应收账款余额较大。虽公司客户

都能按照合同约定按期付款，且报告期末应收账款结构良好，主要为 1 年以内应

收账款。公司客户具有良好的信用和较强的实力，但客户仍可能存在逾期、拖延

付款情形。因此，公司面临客户回款的风险。 

（六）、经营活动现金短缺风险 

公司 2015 年、2016 年、2017 年 1-6 月，公司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

1,942.43 万元、-1,824.87 万元和 7.8 万元。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活动现金流量 2016

年后为净流出状态，虽然公司能够通过银行借款等方式筹集资金，但仍存在现金

短缺，影响公司正常经营情形。因此，公司面临经营活动现金短缺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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