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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深圳市乐源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挂牌申请文件的第二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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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贵公司下发的《关于深圳市乐源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挂牌申请

文件的反馈意见》（以下简称“反馈意见”）的要求，网信证券有限责

任公司（以下简称“网信证券”或“主办券商”）作为深圳市乐源实业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乐源股份”、“拟挂牌公司”或“公司”）申请股

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的主办券商，已会同

拟挂牌公司和北京市盈科（深圳）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律师”）、

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会计师”）对反馈

意见提出的问题进行了认真核查和落实。现将反馈意见的落实情况逐

条报告如下。 

如无特别说明，本反馈意见回复中所使用的简称与公开转让说明

书中的简称具有相同含义，涉及对公开转让说明书等申请文件的修改

内容以楷体加粗标明。 

本反馈意见回复财务数据均保留两位小数，若出现与总数和各分

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本回复中的字体代表以下含义： 

宋体（加粗） 反馈意见所列问题 

宋体（不加粗） 对反馈意见所列问题的回复 

楷体（加粗） 对公开转让说明书等申报文件的修改或补充部分 

 



2 / 14 
 

1、公司属于非科技创新类公司，主办券商关于公司是否存在挂牌准入负面

清单限制情形的问题仅有结论，未有论证。请主办券商在推荐报告和督查报告

中补充论证说明公司是否存在挂牌准入负面清单限制情形。 

【主办券商回复】 

（1） 核查程序 

① 查阅《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 年修订）、《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

准》（GB/T 4754-2011）、《挂牌公司管理型行业分类指引》、《挂牌公司投资型行

业分类指引》、《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产品和服务指导目录》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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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 上市公司数据来源于 Wind 数据库，新三板已挂牌公司数据来源于 Wind

数据库、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http://www.neeq.com.cn/），数据下载日

期均为 2017 年 12 月 26 日。并将两年行业平均营业收入之和与乐源股份的情况

进行比较。 

（2）核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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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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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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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 

市场类

别 

2015 2016 两年平均之

和 行业平均 样本数 行业平均 样本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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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收入 营业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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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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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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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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结论意见 

经核查，主办券商认为公司不存在挂牌准入负面清单限制情形。 

主办券商已在推荐报告和督查报告中补充论证说明及披露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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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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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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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 

市场类

别 

2015 2016 
两年平均之

和 
行业平均 

营业收入 
样本数 

行业平均 

营业收入 
样本数 

可比大类

行业： 

wind

数据

上市公

司 
347,336.5300 332 417,513.9848 332 764,850.5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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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通

信和其他

电子设备

制造业 

（分类代

码：C39） 

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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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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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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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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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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根据反馈回复，“报告期内，公司在淘宝、京东、阿里巴巴、苏宁易购、

人人优品、拼多多、贝贝网、当当网平台进行儿童早教机的销售。公司在电商

平台接收客户订单后，通过快递发出货物，一般产品送至客户需 3-4 日。公司根

据电商平台的后台数据，确认客户签收货物后，确认对应的网销收入。”请主办

券商、会计师结合电商平台退货相关规定和公司实际退货情况等，就公司电商

平台销售模式的收入确认方法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要求发表明确意见。 

【主办券商回复】 

（1）核查程序 

①核查公司网销平台后台数据，与公司网销收入明细进行核对； 

②与公司管理层、财务总监交流沟通； 

③查阅审计报告，与会计师进行沟通； 

④核查公司快递发货单等原始单据。 

（2）核查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在淘宝、京东、阿里巴巴、苏宁易购、人人优品、拼多多、

贝贝网、当当网平台进行儿童早教机的销售。公司在电商平台接收客户订单后，

通过快递发出货物，一般产品送至客户需 3-4日。公司根据电商平台的后台数据，

确认客户签收货物后，确认对应的网销收入。 

客户签字确认签收后，产品的所有权上的主要风险和报酬已转移给客户，公

司也不再保留与所有权相联系的继续管理权，也不再对已售出的商品实施有效控

制；同时公司产品售价已在平台上标明，客户已付款至平台账户，客户签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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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将货款转移至公司，相关的经济利益将流入企业；公司生产过程中，产品的

成本能有效核算，可靠计量。 

公司按照淘宝等相关电商平台的规定，公司销售货物后实行 7 天无理由退货。

发生退货情形后，公司冲回相关已确认的收入。报告期内，公司实际退货情况如

下： 

单位：元 

期间 网销收入总额 退货金额 退货比率 

2017 年 1-6 月 1,773,430.15 24,092.89 1.34% 

综上分析，公司关于网络销售的确认方法，符合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的规定。网络销售中实际退货比率较小，退货会计处理正确，不存在

利用期后退货调节收入的情形。 

（3）结论意见 

经核查，主办券商认为公司网销收入的确认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3、公司购销与供应链服务公司存在较多业务关联。请主办券商、律师、会

计师结合公司与供应链服务公司的合作模式及业务往来情况、供应链服务公司

市场情况、市场同类业务模式情况等，就公司经营和财务数据是否真实、准确、

完整，经营模式是否合法合规发表明确意见。 

【主办券商回复】 

（1）核查程序 

①核查公司与供应链公司的采购与销售合同； 

②与公司管理层、财务总监交流沟通； 

③查阅审计报告，与会计师进行沟通； 

④查阅同行业公司的经营模式，进行对比。 

（2）核查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与供应链公司存在购销行为及业务往来。 

采购方面，公司通过深圳市旗丰供应链服务有限公司、深圳嘉晟供应链股份

有限公司等供应链公司进行采购公司产品所需的主要原材料，即各种规格的液晶

显示面板。公司通过供应链公司委托采购材料的主要原因包括：①全球 LCD 行

业的中上游材料、面板生产制造主要集中在韩国、台湾和日本等国，尤其是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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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小面板上占有优势；而公司主营面板后段工序，受下游终端客户需求的影响，

公司需向海外优质供应商及其代理商采购液晶显示片、集成电路等原材料。②公

司规模较小，未积累向海外集中采购大额物资的经验，特别是在进口报关上缺乏

专业的人才，向经验丰富的供应链公司委托采购可以降低采购的沟通成本。公司

与供应链公司采购模式为公司预付货款后，供应链公司向海外采购液晶显示面板

后销售给乐源股份，公司与供应链公司直接办理货物接收及款项结算。 

销售方面，公司通过深圳市一达通企业服务有限公司、深圳市旗丰供应链服

务有限公司等供应链公司对外销售公司的液晶显示模组等产品。公司通过供应链

销售的主要原因包括：①供应链公司具有充足的客户资源，公司需要利用其客户

资源对外销售公司产品，扩大产品销售渠道。②供应链公司具有专业的出口报关

专业人才，可以降低销售方面的相关成本。公司与供应链公司的销售模式为：公

司将产品转移至给供应链公司后，公司确认销售收入，办理交易款项确认。 

供应链服务是一种服务的商业模式，可以用来帮助企业以较低的运作成本达

到较高的客户服务水平，最终可提高企业的利润率。目前供应链公司形成了专业

的供应链管理服务，为产业上下游客户优化资源配置，降低交易成本，实现多方

共赢。通过“采购、加工、仓储、配送、分销”，为终端用户提供多种、全链条、

一站式的大宗商品供应链管理服务。通过保值代销、包销等模式，为大宗商品生

产企业扩宽销售渠道，提供一体化，一揽子销售解决方案服务。 

经了解同行业公司的经营模式，同行业公司已大部分接受供应链公司的服务，

以降低经营成本，扩大产品销售渠道。以新三板挂牌企业易快来（834918）为例，

其司向深圳市万华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华富洋供应链有限公司、深圳市

富森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和深圳市朗华供应链服务有限公司采购公司产品所需

的主要原材料，即各种规格的液晶显示片。 

（3）结论意见 

经核查，主办券商认为与供应链公司间的购销行为真实、合理，合法合规，

往来及财务数据真实、准确、完整。 

4、关于公司曾在前海股权交易中心挂牌事项。请主办券商及律师补充核查

公司是否在向全国股转系统提交申请挂牌文件前在前海股权交易中心停牌；同

时请公司提交摘牌证明文件，并请主办券商和律师核查摘牌程序是否符合前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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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权交易中心的要求。 

【公司回复】 

2015 年 3 月 26 日，前海股权交易中心出具《关于深圳市乐源数码技术有限

公司挂牌的通知》，同意公司股份在前海股权交易中心挂牌，公司代码为665172。

前海股权交易中心提供的服务分为挂牌展示服务和挂牌交易服务，公司在前海股

权交易中心平台仅进行挂牌展示，并未申请托管登记、未开立投资账户。前海股

权交易中心于 2017 年 12 月 5 日向公司出具的《证明》中，明确载明乐源有限在

前海股权交易中心挂牌期间未办理过股权转让、股权质押、股权增减资等交易行

为。 

2015 年 7 月 15 日，公司向前海股权交易中心提交暂停挂牌信息展示申请，

前海股权交易中心亦出具证明确认收到公司提交的该书面申请，此后公司处于实

际被摘牌状态，后因前海股权交易中心负责摘牌的工作人员变更，导致未及时向

公司出具《关于同意终止企业挂牌服务的通知》。经公司多次向前海股权交易中

心反映，前海股权交易中心于 2017 年 12 月 5 日出具《关于同意终止企业挂牌服

务的通知》，确认公司股份自 2017 年 12 月 5 日起终止挂牌，双方所签订的《企

业挂牌服务协议》自动终止。 

【主办券商回复】 

（1）核查程序 

① 查 询 公 司 工 商 登 记 档 案 及 登 录 前 海 股 权 交 易 中 心

（ https://www.qhee.com/ ） 、 广 州 股 权 交 易 中 心

（http://www.china-gee.com/frontpage/index.jsp）、广东金融高新区股权交易中心

（http://www.gdotc.cn/）等官方网站进行核查，公司目前不存在在地方股权交易

中心挂牌的情况。且公司及公司实际控制人出具承诺函，承诺公司目前不存在在

地方股权交易中心挂牌的情形。 

② 访谈公司管理层等相关人员；  

③ 核查前海股权交易中心同意挂牌、摘牌相关文件； 

④ 查询公司工商登记档案；  

⑤ 取得前海股权交易中心出具的未在区域股权交易中心挂牌并融资及转

让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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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登陆前海股权交易中心官网，查阅相关的业务规则及前海股权交易中心

发布的相关公告； 

⑦ 查阅《国务院关于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切实防范金融风险的决定》（国

发【2011】38 号）的相关规定； 

（2）核查依据 

①  前海股权交易中心（ https://www.qhee.com/）、广州股权交易中心

（http://www.china-gee.com/frontpage/index.jsp）、广东金融高新区股权交易中心

（http://www.gdotc.cn/）等区域股权交易中心网站的查询记录；  

② 公司管理层、前海股权交易中心相关人员的访谈记录；  

③ 前海股权交易中心出具的未在区域股权交易中心挂牌并融资及转让的

证明。 

（3）核查情况及结论意见： 

经访谈公司管理层相关人员、核查公司工商登记档案及登录前海股权交易中

心 （ https://www.qhee.com/ ） 、 广 州 股 权 交 易 中 心

（http://www.china-gee.com/frontpage/index.jsp）、广东金融高新区股权交易中心

（http://www.gdotc.cn/）等区域股权交易中心网站查询，公司股权目前不存在在

区域股权交易中心挂牌的情形；公司自在前海股权交易中心平台挂牌之日起至今，

仅进行挂牌展示，并没有申请过托管登记，亦未通过该平台进行过股权融资及股

权转让事宜。  

综上，主办券商及律师认为，公司在前海股权交易中心仅进行挂牌展示，未

正式挂牌，未进行任何交易，自 2015 年 7 月 15 日提交暂停挂牌信息展示申请后

即处于实际被摘牌状态，2017 年 12 月 5 日前海股权交易中心出具《关于同意终

止企业挂牌服务的通知》确认公司完成全部摘牌手续并正式摘牌。摘牌程序符合

前海股权交易中心的要求。 

5、据反馈回复显示，公司与国内部分高校进行合作研发。请公司补充披露

研发合作单位、公司与合作方合作期限。并请主办券商及律师补充核查合作研

发的相关成果、知识产权的归属及利益分配方式、纠纷解决机制、纠纷解决情

况（如有），合作研发对公司核心技术的贡献情况以及公司在技术上是否对合作

研发单位存在依赖，如在技术上存在对第三方的依赖，分析公司持续经营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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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遭受的影响。 

【公司回复】 

已在公开转让说明书之“第二节公司业务”之“三、与主营业务相关的资产和

资质情况（九）研发能力”中补充披露如下： 

“… 

子公司河源市乐源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与河源广工大协同创新研究院于 2017

年 8月 25 日，签署了联合共建河源市乐源智能机器人研究院合作协议，双方合

作期限自协议签订日期起三年。 

…” 

【主办券商回复】 

根据河源乐源与广工大签署的《联合共建河源市乐源智能机器人研究院合作

协议》第五条知识产权归属中约定：“1、对研究院的研发成果所形成的知识产权，

如系属甲方在其对应具体项目实施过程中独立完成的，则归甲方所有；如系属合

作完成的，则双方共同享有，署名按照各方成员贡献大小排序，权益分配由双方

在具体项目合作协议中予以明确。2、依托研究院双方共同的技术成果甲方有优

先实施权，甲乙双方不得单独对外转让共有技术成果，如需对外转让或许可使用

时，需双方另行协商。” 

根据《联合共建河源市乐源智能机器人研究院合作协议》第九条附则第 2 项

约定：“双方在履行本协议过程中若发生争议，先友好协商解决；若协商不成或

不愿协商的，可向本协议签订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解决。”第 4 项约

定：“本协议于 2017 年 8 月 25 日在河源市高新区创业服务中心签订。”故如发生

争议，双方均有权向河源市高新区创业服务中心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

诉讼解决。 

本协议签订后双方合作时间较短，河源乐源与广工大合作研发的教育机器人

目前处于立项、研发阶段，合作研发的相关成果、知识产权的归属及利益分配方

式、纠纷解决机制不存在纠纷或者潜在纠纷情况。 

公司设立项目工程部，进行产品的研发工作，覆盖项目开发、结构、软件、

设计、测试等研发阶段，研发流程涉及立项、FMEA（可靠性设计）和DFMEA(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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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阶段的潜在失效模式分析)、开发验证、试产、量产等。公司研发团队对专业

技术不断总结和创新，不断关注国内外行业及技术的发展动向，将专业领域的新

技术、新工艺及产品应用到公司运营之中。公司核心技术主要为自主研发，公司

在技术上对合作研发单位不存在依赖，并未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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