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上海格瑞特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挂牌申请文件的第二次反馈意见回复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根据贵公司2017年12月1日下发的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文件《关于上

海格瑞特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挂牌申请文件的第二次反馈意见》（以下简称“反

馈意见”）的要求，开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开源证券”或“主办券

商”）作为上海格瑞特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格瑞特”或“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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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会同公司、公司申

报会计师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注册会计师、会

计师”）、公司律师北京市中银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律师”），本着勤勉尽责、

诚实守信的原则，就反馈意见所提问题逐条进行了认真核查及落实，具体情况如

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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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一、如无特别说明，本回复报告中的简称或名词释义与公开转让说明

书中的相同。  

二、本回复中的字体代表以下含义：  

 黑体（不加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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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楷体（加粗）：对公开转让说明书、推荐报告进行补充披露、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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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根据前次反馈回复, 公司聘请上海格瑞特机电系统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格瑞特机电”）相关安装调试人员专职从事安装调试工作，此后，公司不再

与格瑞特机电发生安装调试关联交易。请主办券商及律师核查以下事项并发表

明确意见：（1）聘请专职安装调试人员后，公司是否具有进行设备安装调试及

相关经营业务所需的全部资质、许可、认证，并对公司业务资质的合法合规性

发表意见；（2）公司是否与所聘请的安装调试人员签订劳务合同，前述合同以

及相关用工行为是否合法合规，相关人员与格瑞特机电是否存在纠纷或潜在纠

纷，若存在，是否会对公司的经营产生不利影响。请公司补充说明相关情况。 

【公司回复】 

（1）聘请专职安装调试人员后，公司是否具有进行设备安装调试及相关经

营业务所需的全部资质、许可、认证，并对公司业务资质的合法合规性发表意见； 

根据 2015年 3 月实施的《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建筑业企业资质分为

施工总承包资质、专业承包资质、施工劳务资质三个序列。另依据《建筑业资质

分类标准》，建筑机电安装工程专业承包工程内容包括锅炉、通风空调、制冷、

电气、仪表、电机、压缩机机组和广播电影、电视播控等设备。公司主营业务为

楼宇自控系统和巡更巡检管理系统的研发、设计、生产与销售，公司的楼宇自控

系统和巡更巡检管理系统与上述建筑机电安装工程专业承包工程有明显的区别，

且公司所属行业为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不属于建筑业，因此，公司不需要按

该资质规定办理建筑机电安装工程专业承包企业资质，也不需要办理其他行政许

可资质。 

公司聘请专职安装调试人员后，具备自主完成楼宇自控系统和巡更巡检管理

系统从研发设计、销售到安装调试等整个业务链，可进一步提高公司的业务竞争

能力。公司专职安装调试人员不需要相关安装资质，只需要具备对计算机软硬件

系统熟悉，公司目前对销售的楼宇自控系统和巡更巡检管理系统已具备进行自主

安装调试能力。2017 年 8月 18日，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市场监督管理

局为公司出具了合规证明。截至本反馈回复出具之日，公司未受到工商行政管理

等相关部门处罚，公司业务经营合法合规。 

公司已在公开转让说明书“第二节公司业务”之“四、与公司业务相关的关

键资源要素”之“（三）公司业务许可、获得资质、特许经营权及认证证书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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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进行如下修改并补充披露： 

公司主营业务为楼宇自控系统和巡更巡检管理系统的研发、设计、生产与

销售，所属行业为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软件开发、销售及相应技术服务不

需要获取行政许可、前置行政审批等资质。截至公开转让说明书签署之日，公

司未取得任何特许经营权，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取得的其他资格或认证证书如下： 

发证日期 资质名称 核发机构 证书编号（码） 有效期限 持有人 

2013.11.

19 
高新技术企业证书 

上海市科学技术

委员会、上海市

财政局、上海市

国家税务局、上

海市地方税务局 

GR201331000423 三年 
格瑞特

有限 

2016.11.

24 
高新技术企业证书 

上海市科学技术

委员会、上海市

财政局、上海市

国家税务局、上

海市地方税务局 

GR201631000923 三年 
格瑞特

有限 

2015.8.2

6 

质量体系认证证书

ISO9001:2008 

TQCS 

International 

(Group) Pty Ltd 

QC-C-760 2018.8.25 
格瑞特

有限 

2014.8.3

0 

软件产品登记证书（格瑞

特分项计量及用能安全管

理软件 V1.0） 

上海市经济和信

息化委员会 
沪 DGY-2014-1830 五年 

格瑞特

有限 

2015.2.2

0 

软件产品登记证书（格瑞

特电子巡查管理系统应用

软件） 

上海市经济和信

息化委员会 
沪 DGY-2015-0170 五年 

格瑞特

信息 

2013.5.1

0 

软件产品登记证书（格瑞

特电子巡检管理系统

V1.0） 

上海市经济和信

息化委员会 
沪 DGY-2013-0818 五年 

格瑞特

信息 

2013.10.

24 
软件企业认定证书 

上海市经济和信

息化委员会 
沪 R-2010-0185 每年年审 

格瑞特

信息 

综上，公司具有经营业务所需的资质，不存在超越资质、范围经营、使用

过期资质的情况，相关资质不存在即将到期情况，无法续期的风险也较小。 

（2）公司是否与所聘请的安装调试人员签订劳务合同，前述合同以及相关

用工行为是否合法合规，相关人员与格瑞特机电是否存在纠纷或潜在纠纷，若存



 

4 

在，是否会对公司的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公司与所聘请的安装调试人员（李炯等 5 人）均已签订正式劳动合同，合同

期限自 2017 年 7 月 1 日起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止，劳动合同约定了工作内容、

工作时间、工作条件、工作保护、劳动报酬及福利待遇、劳动纪律、合同变更解

除、解除及终止、劳动争议、法律责任等事项，公司亦为上述安装调试人员缴纳

了社会保险及住房公积金。公司与上述安装调试人员用工行为合法合规。 

上述安装调试人员离职格瑞特机电公司时，均与格瑞特机电公司签署了协商

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同时作了离职声明并确认：“1、本次离职及入职上海格瑞

特科技实业有限公司均为本人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虚假、胁迫等情形；2、本

人在上海格瑞特机电系统工程有限公司任职期间，未与其签订竞业禁止协议或含

有服务期限内容的协议等文件，离职后不需要履行相关义务。3、本人离职后，

不存在与上海格瑞特机电系统工程有限公司任何劳动争议或者潜在纠纷。”因此，

上述相关人员与格瑞特机电不存在纠纷或潜在纠纷。 

【主办券商回复】 

（1）聘请专职安装调试人员后，公司是否具有进行设备安装调试及相关经

营业务所需的全部资质、许可、认证，并对公司业务资质的合法合规性发表意见； 

主办券商查阅了公司工商登记文件；查询了公司所处行业需要具备的资质许

可、公司提供的资质、认证；查阅了建筑业企业资质规定；获取了中国（上海）

自由贸易试验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出具的合规证明；查阅了会计师出具的审计报告

及附注；查阅了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和补充法律意见书；并对公司的管理层进

行了访谈。  

根据 2015年 3 月实施的《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建筑业企业资质分为

施工总承包资质、专业承包资质、施工劳务资质三个序列。另依据《建筑业资质

分类标准》，建筑机电安装工程专业承包工程内容包括锅炉、通风空调、制冷、

电气、仪表、电机、压缩机机组和广播电影、电视播控等设备。公司主营业务为

楼宇自控系统和巡更巡检管理系统的研发、设计、生产与销售，公司的楼宇自控

系统和巡更巡检管理系统与上述建筑机电安装工程专业承包工程有明显的区别，

且公司所属行业为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不属于建筑业，因此，公司不需要按

该资质规定办理建筑机电安装工程专业承包企业资质，也不需要办理其他行政许

可资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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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聘请专职安装调试人员后，具备自主完成楼宇自控系统和巡更巡检管理

系统从研发设计、销售到安装调试等整个业务链，可进一步提高公司的业务竞争

能力。公司专职安装调试人员不需要相关安装资质，只需要具备对计算机软硬件

系统熟悉，公司目前对销售的楼宇自控系统和巡更巡检管理系统已具备进行自主

安装调试能力。2017 年 8月 18日，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市场监督管理

局为公司出具了合规证明。截至本反馈回复出具之日，公司未受到工商行政管理

等相关部门处罚，公司业务经营合法合规。 

公司已在公开转让说明书“第二节公司业务”之“四、与公司业务相关的关

键资源要素”之“（三）公司业务许可、获得资质、特许经营权及认证证书情况”

中完整的披露了公司所拥有的各项资质或认证证书情况。 

综上，主办券商认为，公司具有进行销售设备安装调试及相关经营业务所需

的全部资质、许可、认证，不存在超越资质、范围经营情况，公司业务经营合法

合规。 

（2）公司是否与所聘请的安装调试人员签订劳务合同，前述合同以及相关

用工行为是否合法合规，相关人员与格瑞特机电是否存在纠纷或潜在纠纷，若存

在，是否会对公司的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主办券商查阅了安装调试人员与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公司缴纳的社会保险

及住房公积金凭证；安装调试人员与格瑞特机电公司签订的协商解除劳动合同协

议书；安装调试人员作出的离职声明；查阅了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和补充法律

意见书；并对公司的管理层进行了访谈。 

公司与所聘请的安装调试人员均已签订正式劳动合同，合同期限自 2017 年

7 月 1 日起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止，劳动合同约定了工作内容、工作时间、工作

条件、工作保护、劳动报酬及福利待遇、劳动纪律、合同变更解除、解除及终止、

劳动争议、法律责任等事项，公司亦为上述安装调试人员缴纳了社会保险及住房

公积金。 

上述安装调试人员离职格瑞特机电公司时，均与格瑞特机电公司签署了协商

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同时作了离职声明并确认：“1、本次离职及入职上海格瑞

特科技实业有限公司均为本人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虚假、胁迫等情形；2、本

人在上海格瑞特机电系统工程有限公司任职期间，未与其签订竞业禁止协议或含

有服务期限内容的协议等文件，离职后不需要履行相关义务。3、本人离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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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与上海格瑞特机电系统工程有限公司任何劳动争议或者潜在纠纷。”  

综上，主办券商认为，公司与上述安装调试人员用工行为合法合规，上述相

关人员与格瑞特机电公司不存在纠纷或潜在纠纷。 

2、关于公司及下属子公司财务机构设置及财务人员配置。（1）请主办券

商、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公司及下属子公司财务机构设置及运营是否

独立，是否合法合规，公司及下属子公司的财务会计制度及内控制度是否健全

并得到有效执行，会计基础工作是否规范，公司及下属子公司财务机构设置及

财务人员配置是否符合《公司法》、《会计法》要求、子公司是否存在财务不规

范的情形。（2）请主办券商、会计师对于不符合上述法律法规要求的情形披露

规范措施，对措施的可执行性、有效性发表明确意见。 

【主办券商回复】 

主办券商查阅了公司的财务管理相关资料及部门职责简介；核查了财务机构

设置及财务人员配置情况、会计资格证书；查阅了《公司法》、《会计法》相关规

定；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审计报告》；上海市浦东

新区国家税务局、上海市浦东新区地方税务局出具的《税务证明》；并对公司的

财务负责人（即公司财务总监）进行了访谈。 

（1）公司及下属子公司财务机构设置及运营是否独立，是否合法合规； 

根据《公司法》第一百六十三条规定：“公司应当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和国

务院财政部门的规定建立本公司的财务、会计制度。”  

根据《会计法》第三十六条规定：“各单位应当根据会计业务的需要，设置

会计机构，或者在有关机构中设置会计人员并指定会计主管人员；不具备设置条

件的，应当委托经批准设立从事会计代理记账业务的中介机构代理记账。”  

根据《会计法》第三十七条规定：“会计机构内部应当建立稽核制度。出纳

人员不得兼任稽核、会计档案保管和收入、支出、费用、债权债务账目的登记工

作。”  

根据《会计法》第三十八条规定：“会计人员应当具备从事会计工作所需要

的专业能力。担任单位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的，应当具备会计师以

上专业技术职务资格或者从事会计工作三年以上经历。”  

经核查，公司及子公司格瑞特信息均已按《公司法》及《会计法》规定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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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会计账簿，建立了健全的会计制度。公司及子公司格瑞特信息均已设置了会

计机构，并指定会计主管人员。目前，公司财务总监 1 名，公司及子公司一般财

务人员 3 名，合计 4 人，公司及子公司财务部门具体组成情况为：公司财务总监

兼会计主管 1 人、出纳 1 人，子公司格瑞特信息会计主管 1 人、出纳 1 人。 

经核查，公司及子公司格瑞特信息公司均设置会计、出纳岗位，做到岗位不

兼容设置。会计主管人员岗位职能：主要负责组织实施公司的会计核算、成本管

理、财务预算控制和本部门的日常管理工作。出纳负责现金与银行存款收支业务。

财务不相容岗位已分离。  

经核查，公司及子公司格瑞特信息的财务人员会计工作经验丰富，均具备从

事会计工作所需要的专业能力。其中公司财务总监从事会计工作二十年以上经历

并具备会计师资格，格瑞特信息公司会计主管人员从事会计工作十年以上经历。 

综上，主办券商认为，公司及下属子公司财务机构设置独立，财务人员配备

符合《公司法》、《会计法》的相关要求。  

（2）公司及下属子公司的财务会计制度及内控制度是否健全并得到有效执

行，会计基础工作是否规范； 

公司及子公司格瑞特信息已建立了财务会计制度及内控制度，主要有：《财

务管理制度》、《货币资金管理制度》、《销售和收款制度》、《采购及入库管理制度》、

《固定资产管理制度》等。 

经核查，公司及子公司格瑞特信息财务会计制度及内控制度健全且得到有效

执行，会计基础工作规范，符合《公司法》、《会计法》、《会计基础工作规范》、

《现金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要求。 

（3）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是否存在财务不规范的情形 

经核查，公司申报财务报表已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进行会计处理，

在所有重大方面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 

公司及子公司格瑞特信息不存在因财务核算不规范情形被税务机关采取核

定征收企业所得税情形。上海市浦东新区国家税务局、上海市浦东新区地方税务

局已出具税务证明：公司、格瑞特信息公司在报告期内，能按税法规定按期办理

纳税申报，未发现有欠税、偷逃税款和重大违反税收管理法规情形。 

综上，主办券商认为，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不存在财务不规范的情形。 

公司已在公开转让说明书“第四节 公司财务”之“十四、财务规范性”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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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并补充披露如下： 

公司及子公司设有独立的财务部门，目前配备财务人员 4 名，具备会计从

业资格和丰富的会计从业经验。公司在会计机构内部和会计人员中建立岗位责

任制，定岗定编，明确分工，各司其职。公司使用用友财务软件，依法建账，

按规定填制会计凭证、登记会计账簿、编制财务报告。公司财务岗位设置合理，

会计核算基础符合现行会计基础工作规范的要求。公司财务制度比较健全，已

建立了销售收款、购货付款、固定资产、货币资金等一系列内部控制制度且得

到有效执行。 

3、请主办券商和会计师结合合同条款等核查外协业务的会计核算内容及其

成本核算的具体依据、时点和政策，是否符合收入和成本匹配原则，是否符合

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并发表明确意见。请公司补充披露。 

【公司回复】 

公司已在公开转让说明书“第二节 公司业务”之“五、公司商业模式情况”

之“（三）生产模式”中补充披露如下： 

报告期内，公司存在少量的外协生产，具体如下： 

1、公司外协基本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收到客户订单，安排采购核心部件，公司设计好电路板程

序后，因公司经营场所为写字楼不适合焊接，故而将点焊程序及相关辅料交由

外协单位采购及加工，加工完成之后在公司内部进行组装、测试和质检，然后

包装好连同其余相关配件发给客户销售。报告期内，外协单位主要是上海泰金

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和昆山苏卿电子有限公司，其基本情况如下： 

序号 单位名称 成立日期 住所 经营范围 

1 

上海泰金

电子科技

有限公司 

2004年 2月

12 日 

上海市闵行区春东

路 508号 5幢 3楼

315 室 

从事电子科技、网络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

术服务、技术咨询、技术转让，软件开发，软件

及辅助设备的销售，电子产品、通讯设备、计算

机及配件、机电设备、仪器仪表、家用电器、电

线电缆、五金工具、办公设备、日用百货、服装

及辅料、建筑材料批发、零售，制作各类广告，

展览展示服务，企业管理咨询，会务服务，图文

设计制作，建筑智能化工程。 

2 

昆山苏卿

电子有限

公司 

2010年 3月

15 日 

昆山市千灯镇华涛

路 162号 6幢 

SMT 贴片、电子元器件、焊接板的焊接加工、销

售；电子产品、仪器仪表、照明设备的研发、生

产、加工、销售；电路板、电子原辅材料、五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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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电、劳保用品的销售；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

务。 

上述外协厂商中，上海泰金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系实际控制人控制的龙浩智

能公司投资并持股 41.33%，2016 年 12 月 7 日龙浩智能将泰金电子股权转让给

柳云峰，转让后，泰金电子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无关联关系；

昆山苏卿电子有限公司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无关联关系。 

2、与外协厂商的定价机制 

公司外协厂商的定价机制为市场定价。外协厂商主要涉及材料费和加工费，

材料费一般按同类材料市场价确定，焊接加工费按即时市场行情价（费用/焊接

点数）确定。 

3、公司相关控制措施及相应会计处理 

（1）公司对委托加工的整个环节进行了严格的管理。具体内容为： 

1）编制委外加工计划：生产部依据审批后的采购计划编制委外加工订单，

并报总经理审批。 

2）委外加工供应商选择：生产部从合格供应商名录中选取符合生产要求的

委外加工供应商，并综合考虑委外加工供应商的加工费、工艺、交货时间等因

素选择最优加工供应商，并签订订购合同。合同中对委托加工的内容、交货和

验收方式、付款方式和相关的责任进行了明确的约定。 

3）原料的挑选和调拨：生产部依据原料流转的相关制度领料后将原料和加

工要求一并交给供应商,并在加工订单上签字确认。 

4）委外加工管理和验收：生产部对委外加工供应商的履约能力、质量管理

等进行全程关注和考核。委外加工供应商加工完成后，由生产部质检验收，验

收合格产品由生产部填写相应单据办理入库手续。同时，生产部与供应商确定

加工费并通知供应商开具相应发票。 

5）资金支付：生产部按照公司资金支付审批流程填写资金支付申请单，进

行相应款项支付申请。 

（2）委托加工相应的会计处理如下： 

1）原材料出库 

借：委托加工物资-材料 

贷：原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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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发生加工费用及委托加工产品入库 

借：委托加工物资-加工费 

贷：应付账款-供应商 

借：库存商品 

贷：委托加工物资-材料 

贷：委托加工物资-加工费 

3）资金支付 

借：应付账款-供应商 

贷：货币资金-银行存款 

公司委外加工的生产周期较短，一般 1 周左右即可完成，因此公司期末存

货中委托加工物资一般无余额。产品委外加工完成之后在公司内部进行组装、

测试和质检，然后包装好连同其余相关配件发给客户，安装调试后确认收入并

结转相应的成本，公司外协业务的会计核算内容及其成本核算符合企业会计准

则的相关规定，符合收入和成本匹配原则。 

4、外协产品成本的占比情况 

外协单位 采购内容 

2017年 1-5 月 2016年度 2015年度 

采购金额

（元） 

占营业

成本比 

金采购额

（元） 

占总采

购成本

比 

采购金额

（元） 

占总采

购成本

比 

上海泰金电子

科技有限公司 

加工费、电子

围栏、电源等 
84,287.83 4.98% 210,198.45 3.51% 407,423.93 6.82% 

昆山苏卿电子

有限公司 

电路板、元件

与焊接费 
51,188.03 3.02% 209,952.16 3.51% 333,219.68 5.58% 

合计 
 

135,475.86 8.00% 420,150.61 7.02% 740,643.61 12.40% 

 

报告期内，外协单位采购成本占公司营业成本比重分别为 12.40%、7.02%、

8.00%，采购占比较低，对公司营业成本的影响也较小。 

5、外协厂商是否依法具备相应资质，外协产品的质量控制措施 

公司外协厂商主营业务为电子产品生产及加工，不需要行政主管部门核发

相关经营资质，报告期内外协厂商生产经营未受到行政处罚，未列入严重违法

失信企业名单。 

公司外协产品的质量控制措施为：外协厂商按照公司提供的图纸资料等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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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要求加工，公司给予技术指导，生产部对每一批入库的外协产品进行质量检

验，报告期内，外协产品质量合格。 

6、外协在公司整个业务中所处环节和所占地位重要性 

公司主营业务为楼宇自控系统和巡更巡检管理系统的研发、设计、生产与

销售，核心业务环节系研发、设计、销售，在生产环节公司大部分采购的产品

直接用于客户现场安装销售，个别零部件系公司自主研发生产。其中公司设计

好电路板程序后，因公司经营场所为写字楼不适合焊接，故而将点焊程序及相

关辅料交由外协单位采购及加工，目前焊接操作比较简单，技术含量较低，对

公司不属于核心竞争力，且该产业在国内较为成熟，产能充足，厂商替代性强。

外协加工对公司生产系统是一种有益补充，不影响公司业务独立性，公司对其

不构成依赖。 

【主办券商回复】 

主办券商获取了报告期内的委托加工业务明细，获取了相关业务合同，对合

同约定的内容与财务账面记录的相关信息进行了复核，核查公司成本核算及成本

结转过程，同时对公司向关联方采购的加工单价与非关联方单价进行比对。与公

司管理层进行了访谈。 

经核查，报告期内，公司存在少量的外协委托生产。报告期内，公司收到客

户订单，安排采购核心部件，公司设计好电路板程序后，因公司经营场所为写字

楼不适合焊接，故而将点焊程序及相关辅料交由外协单位采购及加工，加工完成

之后在公司内部进行组装、测试和质检，然后包装好连同其余相关配件发给客户

销售。报告期内，外协单位主要是上海泰金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和昆山苏卿电子有

限公司。 

公司外协厂商的定价机制为市场定价。外协厂商主要涉及材料费和加工费，

材料费一般按同类材料市场价确定，焊接加工费按即时市场行情价（费用/焊接

点数）确定。 

公司外协产品的质量控制措施为：外协厂商按照公司提供的图纸资料等技术

要求加工，公司给予技术指导，生产部对每一批入库的外协产品进行质量检验，

报告期内，外协产品质量合格。 

公司委托加工相应的会计处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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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原材料出库 

借：委托加工物资-材料 

贷：原材料 

2）发生加工费用及委托加工产品入库 

借：委托加工物资-加工费 

贷：应付账款-供应商 

借：库存商品 

贷：委托加工物资-材料 

贷：委托加工物资-加工费 

3）资金支付 

借：应付账款-供应商 

贷：货币资金-银行存款 

公司委外加工的生产周期较短，一般 1 周左右即可完成，因此公司期末存货

中委托加工物资一般无余额。产品委外加工完成之后在公司内部进行组装、测试

和质检，然后包装好连同其余相关配件发给客户，安装调试后确认收入并结转相

应的成本，公司外协业务的会计核算内容及其成本核算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

规定，符合收入和成本匹配原则。 

外协产品成本的占比情况 

外协单位 采购内容 

2017 年 1-5 月 2016 年度 2015 年度 

采购金额

（元） 

占营业

成本比 

金采购额

（元） 

占总采

购成本

比 

采购金额

（元） 

占总采

购成本

比 

上海泰金电子

科技有限公司 

加工费、电子

围栏、电源等 
84,287.83 4.98% 210,198.45 3.51% 407,423.93 6.82% 

昆山苏卿电子

有限公司 

电路板、元件

与焊接费 
51,188.03 3.02% 209,952.16 3.51% 333,219.68 5.58% 

合计 
 

135,475.86 8.00% 420,150.61 7.02% 740,643.61 12.40% 

 

报告期内，外协单位采购成本占公司营业成本比重分别为 12.40%、7.02%、

8.00%，采购占比较低，对公司营业成本的影响也较小。 

公司主营业务为楼宇自控系统和巡更巡检管理系统的研发、设计、生产与销

售，核心业务环节系研发、设计、销售，在生产环节公司大部分采购的产品直接



 

13 

用于客户现场安装销售，个别零部件系公司自主研发生产。其中公司设计好电路

板程序后，因公司经营场所为写字楼不适合焊接，故而将点焊程序及相关辅料交

由外协单位采购及加工，目前焊接操作比较简单，技术含量较低，对公司不属于

核心竞争力，且该产业在国内较为成熟，产能充足，厂商替代性强。外协加工对

公司生产系统是一种有益补充，不影响公司业务独立性，公司对其不构成依赖。 

综上，主办券商认为，公司委托加工业务严格按照公司的相关制度执行，会

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符合收入和成本匹配原则。公司对委托加工厂

商不存在重大依赖。 

4、请主办券商、律师、会计师核查报告期初至今，公司是否存在应披露而

未披露的关联方及关联交易，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占用公司资

金、资产或资源情形，并发表明确意见。说明核查方法。请公司补充披露。  

【公司回复】 

公司已在公开转让说明书“第四节 公司财务”之“九、关联方、关联方关

系及关联方交易、关联方往来”之“（二）关联交易情况”中修改并补充如下： 

1、经常性关联交易 

（1）报告期初至本公开转让说明书签署之日，公司向关联方采购商品、接

受劳务的关联交易具体如下： 

单位：元 

关联

方 

关联

交易

定价

方式

及决

策程

序 

交易

内容 

2017年 1-5

月 

占同类

交易金

额的比

例 

2016年度 

占同类

交易金

额的比

例 

2015年度 

占同类

交易金

额的比

例 

上 海

泰 金

电 子

科 技

有 限

公司 

市场

价 

采购

硬件

及加

工 

84,287.83 3.60% 210,198.45 3.77% 407,423.93 6.09% 

上 海

格 瑞

特 机

电 系

统 工

协议

价 

安装

调试

费 

643,071.85 100.00% 876,293.87 100.00% 567,859.14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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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

方 

关联

交易

定价

方式

及决

策程

序 

交易

内容 

2017年 1-5

月 

占同类

交易金

额的比

例 

2016年度 

占同类

交易金

额的比

例 

2015年度 

占同类

交易金

额的比

例 

程 有

限 公

司 

合计  727,359.68  1,086,492.32  975,283.07  

报告期末至本公开转让说明书签署之日，公司未向关联方采购商品，未接

受关联方劳务。 

①上海泰金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2017年1-5月： 

产品名称 关联单位名称 采购总金额（元） 
关联方采购单价（元/件、

套） 

电子围栏设备 

上海泰金电子科技有限公

司 

 18,619.26   6,206.42  

感应式巡检棒  7,179.49   23.93  

BA 产品加工费  23,944.44   36.01  

接触式巡检棒  18,307.69   23.93  

报警采集器  13,448.21   101.88  

报警中继器  2,788.74   697.18  

合计 84,287.83   

2016年度： 

产品名称 关联单位名称 采购总金额（元） 
关联方采购单价

（元/件、套） 

电子围栏设备 

上海泰金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84,258.29 7,659.84 

24V2A电源 25,641.03 51.28 

BA 产品加工费 33,769.23 48.38 

接触式巡检棒巡检棒加工费 18,427.34 23.93 

感应式巡检棒加工费 48,102.56 23.93 

合计 210,198.45  

2015年度： 

产品名称 关联单位名称 采购总金额（元） 
关联方采购单价

（元/件、套） 

24V2A电源 上海泰金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53,743.59 5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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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名称 关联单位名称 采购总金额（元） 
关联方采购单价

（元/件、套） 

电子围栏 80,205.26 7,291.39 

BA 产品加工费 93,025.67 35.51 

感应式巡检棒加工费 33,504.24 22.34 

接触式巡更巡检棒加工费 16,717.92 23.22 

围栏报警器材 127,834.08 255.67 

巡更产品加工费 2,393.17 4.79 

合计 407,423.93  

电子围栏设备： 

公司2016年度共采购11套电子围栏，平均不含税采购单价为7,659.84元/

套，2015年度共采购11套电子围栏，平均不含税采购单价为7291.39元/套，根

据阿里巴巴网上公开价格查询，市场上同类电子围栏不含税价在7,589.74元/套

至6,410.26元/套之间，均价为7,000.00元/套，格瑞特对泰金电子的关联采购

价格基本公允，系以市场价格为定价依据，不存在利益输送。 

24V2A电源： 

公司2016年度共采购500件24V2A电源，平均不含税采购单价为51.28元/件，

2015年度共采购1048件24V2A电源，平均不含税采购单价为51.28元/件，根据阿

里巴巴网上公开价格查询，市场上同类电源不含税价在49.57元/件至53.00元/

件之间，均价为51.29元/件，格瑞特对泰金电子的关联采购价格基本公允，系

以市场价格为定价依据，不存在利益输送。 

围栏报警器材： 

报告期内公司于2015年度向泰金电子采购报警器材共计127,834.08元，由

于此产品为非标产品，无法获取其公允价格，公司于2016年度开始停止采购相

关报警器材。 

BA产品加工费、感应式巡检棒加工费、接触式巡更棒加工费、巡更产品加

工费： 

公司2016年度共采购泰金电子BA产品加工费、感应式巡检棒加工费、接触

式巡更巡检棒加工费、巡更产品加工费共计100,299.13元，其中，BA产品共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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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698件，感应式巡检棒共加工2,010件，接触式巡更棒共加工770件；2015年度

共采购泰金电子BA产品加工费、感应式巡检棒加工费、接触式巡更棒加工费、

巡更产品加工费145,641.00元，其中，BA产品共加工2,620件，加工费93,025.67

元，感应式巡检棒共加工1,500件，接触式巡更棒巡检棒共加工720件，巡更产

品加工费共加工500件。 

2016年12月7日，龙浩智能将泰金电子相关股权转让给柳云峰，此后公司实

质上已与泰金电子无任何关联关系，且公司已在逐步减少泰金电子相关采购金

额。公司2017年采购的BA产品加工费为36.01元/件，感应式巡检棒、接触式巡

更巡检棒加工费为23.93元/件，与2016年度、2015年度采购的相关加工费基本

保持一致，未出现较大偏差，因此相关加工费用的价格基本公允，不存在利益

输送情形。 

②上海格瑞特机电系统工程有限公司 

在楼宇自控系统销售业务过程中，公司将主要精力投入在研发及设计方案

方面，由于公司人员有限，在项目实施现场，将设备的安装调试全部委托给格

瑞特机电实施，结算费用为公司销售合同金额的10%。楼宇自控系统销售工作内

容包括系统研发设计、材料供应生产、产品发货配送、项目深化设计、现场安

装调试等。格瑞特机电承接的现场安装调试具体工作内容包括现场接线、DDC安

装及单机调试、系统联合调试，工作难度不是很高，从工作量分析，现场安装

调试工作量约占整个BA项目工作量10%左右，因此，公司与格瑞特机电安装调试

关联交易作价较为公允。2017年1-5月、2016年度、2015年度，安装调试费用发

生额分别为643,071.85元、876,293.87元、567,859.14元。为避免关联交易，

2017年7月，公司与格瑞特机电安装调试相关专业人员协商一致并聘请到公司来

专职从事安装调试工作，此后，公司不再与格瑞特机电发生安装调试关联交易。 

（2）报告期初至本公开转让说明书签署之日，公司向关联方销售商品、提

供劳务的关联交易具体如下： 

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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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方 
交易

内容 

报告期末

至本公开

转让说明

书签署之

日 

2017年

1-5 月 

占同

类交

易金

额的

比例 

2016年度 

占同类

交易金

额的比

例 

2015年

度 

占同

类交

易金

额的

比例 

定价方

式 

上海格瑞

特机电系

统工程有

限公司 

销

售

产

品 

1,358.98 6,442.57 0.18% 11,527.36 0.09%   

按同类

产品市

场价格 

合计 1,358.98 6,442.57 0.18% 11,527.36 0.09%    

报告期内，2016年、2017年 1-5月格瑞特向格瑞特机电销售产品合计 1.80

万元，关联交易金额较小，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无重大影响。报告期

末至本公开转让说明书签署之日，公司向机电公司销售产品合计 0.14 万元，对

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无重大影响。 

2、偶发性关联交易 

（1）向关联方出售股权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关联交易定价原

则 

报告期末至本

公开转让说明

书签署之日 

2017年 1-5 月 2016年度  

金额（元） 金额（元） 金额（元） 

上海龙浩智

能科技有限

公司 

出售格瑞特机电

股权 
按协议价 

 

2,390,000.00 1,140,000.00 

公司为专注于楼宇自控系统和巡更巡检管理系统的研发、设计、生产与销

售，将公司全部资源用在主营业务当中，因此公司于2016年7月28日、2017年5

月8日分两次将格瑞特机电的股权转让给龙浩智能，具体情况如下：①2016年7

月28日，公司将格瑞特机电9%的股权作价114.00万元转让给龙浩智能，定价参

考格瑞特机电经审计的2015年12月31日净资产（12,633,151.41元），9%对应价

值应为113.70万元，双方协商一致转让价为114万元，转让价格基本公允，不存

在利益输出。②2017年5月8日，公司将格瑞特机电剩余19.30%的股权以239.00

万元转让给龙浩智能，定价参考格瑞特机电经审计的2016年12月31日净资产

（12,631,670.52元）, 19.30%对应价值应为243.82万元，由于2017年1-4月格

瑞特机电经营亏损，双方协商一致转让价为239万元，本次转让产生了较小的亏

损4.82万元，转让价格也基本公允，不存在利益输出。报告期末至本公开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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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书签署之日，公司未发生上述类型关联交易。 

（2）向关联方收购股权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关联交易定价原

则 

报告期末至本

公开转让说明

书签署之日 

2017年 1-5 月 2016年度  

金额（元） 金额（元） 金额（元） 

上海龙浩智

能科技有限

公司 

购买格瑞特信息

股权 
按实缴注册资本 

 

 
500,000.00 

王衍德 
购买格瑞特信息

股权 
按实缴注册资本 

 

 
300,000.00 

王峻 
购买格瑞特信息

股权 
按实缴注册资本 

 

 
100,000.00 

蔡钧 
购买格瑞特信息

股权 
按实缴注册资本 

 
 100,000.00 

2016年5月17日，上海格瑞特科技实业有限公司与上海龙浩智能科技有限公

司、王衍德、蔡钧、王峻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上海龙浩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王衍德、蔡钧、王峻分别将其持有的上海格瑞特信息技术有限公司50%、30%、

10%、10%的股权以50万元、30万元、10万元、10万元转让给上海格瑞特科技实

业有限公司。由于格瑞特信息成立后业务规模一直较小，营业收入也全部来源

于公司，自身盈利能力不高，故转让时各方协商一致按照工商注册的实缴资本1

元/股平价转让。格瑞特信息截至2016年5月31日每股净资产为1.39元。总体来

看，转让价格相对公允，不存在利益输出及损害公司利益。报告期末至本公开

转让说明书签署之日，公司未发生上述类型关联交易。 

（3）关联方资金拆借 

单位：元 

关联方名称 发生日期 公司拆出 公司拆入 
余额 

公司欠对方 对方欠公司 

王衍德 

期初余额         

2015年度 8,027,200.00 8,127,200.00 100,000.00   

2016年度     100,000.00   

2017年 1-5 月     100,000.00   

上海格瑞特

机电系统工

程有限公司 

期初余额     3,886,965.90   

2015年度 8,202,800.00 8,063,705.80 3,747,871.70   

2016年度 9,680,415.90 6,093,573.90 161,02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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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方名称 发生日期 公司拆出 公司拆入 
余额 

公司欠对方 对方欠公司 

2017年 1-5 月 400,000.00 22,379.70 183,409.40 400,000.00 

报告期末至本

公开转让说明

书签署之日 

400,000.00 800,000.00   

上海龙浩智

能科技有限

公司 

期初余额       5,951,200.00 

2015年度   1,325,000.00   4,626,200.00 

2016年度 523,666.67 5,149,866.67     

2017年 1-5 月         

上海欣赛电

子有限公司 

期初余额         

2015年度 35,179.04   35,179.04   

2016年度     35,179.04   

2017年 1-5 月     35,179.04   

报告期末至本

公开转让说明

书签署之日 

 35,179.04   

上海泰金电

子科技有限

公司 

期初余额       537,517.05 

2015年度   382,530.41   154,986.64 

2016年度   154,986.64     

2017年 1-5 月         

①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情况统计如下： 

关联方名称 占用金额（元） 
报告期内资金拆

借起始日 

资金拆借归

还日 

占用次

数 

是否支

付资金

占用费 

上海欣赛电子有限公司 35,179.04 2015/01/20 2017/07/28 1 否 

上海泰金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200,445.86 

2015年初 

2015/05/07 1 否 

47,250.00 2015/06/15 1 否 

85,674.55 2015/06/18 1 否 

25,800.00 2015/07/15 1 否 

7,300.00 2015/10/19 1 否 

16,060.00 2015/11/13 1 否 

154,986.64 2016/10/31 1 否 

上海龙浩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1,305,000.00  

2015年初  

2015/04/28 1 否 

20,000.00 2015/06/02 1 否 

4,626,200.00 2016/05/30 1 否 

206,666.67 2016/03/24 2016/06/02 1 否 

317,000.00 2016/06/30 2016/06/30 1 否 

上海格瑞特机电系统工程有

限公司 

2,718,544.20 2016/07/21 2016/07/26 1 否 

281,455.80 2016/07/26 2016/07/26 1 否 

1,218,544.20 2016/07/26 2016/07/28 1 否 

400,000.00 2017/04/01 2017/06/21 1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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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方名称 占用金额（元） 
报告期内资金拆

借起始日 

资金拆借归

还日 

占用次

数 

是否支

付资金

占用费 

400,000.00 2017/06/01 2017/07/07 1 否 

王衍德 

1,000,000.00 2015/01/02 2015/02/15 1 否 

500,000.00 2015/01/02 2015/03/16 1 否 

400,000.00 2015/03/12 2015/03/16 1 否 

100,000.00 2015/03/31 2015/04/17 1 否 

500,000.00 2015/04/10 2015/04/17 1 否 

300,000.00 2015/05/20 2015/06/08 1 否 

50,000.00 2015/06/02 2015/06/08 1 否 

200,000.00 2015/06/02 2015/06/09 1 否 

80,000.00 2015/06/02 2015/06/11 1 否 

670,000.00 2015/06/02 2015/06/25 1 否 

50,000.00 2015/06/08 2015/06/25 1 否 

100,000.00 2015/06/08 2015/06/25 1 否 

280,000.00 2015/06/08 2015/06/25 1 否 

100,000.00 2015/06/08 2015/07/01 1 否 

20,000.00 2015/06/08 2015/10/20 1 否 

100,000.00 2015/06/18 2015/10/20 1 否 

截至 2017 年 5 月 31 日，公司关联方上海格瑞特机电系统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欣赛电子有限公司等共占用公司资金 435,179.04 元（其他应收款核算）。

2017 年 6 月 1 日，关联方上海格瑞特机电系统工程有限公司占用公司资金

400,000.00元。上述资金占用款项 835,179.04 元已于 2017 年 7 月 28 日前全部

收回。股份公司成立后，公司制定了《关联交易管理制度》，建立了严格的资金

管理制度以规范关联资金往来。股份公司成立后至公开转让说明书签署之日，

公司不存在被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占用资金、资产或资源的情

形。 

②公司占用关联方资金情况统计如下： 

关联方名称 占用金额（元） 
报告期内资金拆借

起始日 

资金拆借归还

日 

占用次

数 

是否支

付资金

占用费 

王衍德 

200,000.00 2015/03/16 2015/03/31 1 否 

100,000.00 2015/04/17 2015/04/30 1 否 

300,000.00 2015/04/17 2015/05/20 1 否 

100,000.00 2015/05/05 2015/05/20 1 否 

380,000.00 2015/10/20 2015/12/04 1 否 

297,200.00 2015/11/17 2015/12/04 1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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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方名称 占用金额（元） 
报告期内资金拆借

起始日 

资金拆借归还

日 

占用次

数 

是否支

付资金

占用费 

402,800.00 2015/11/17 2015/12/15 1 否 

297,200.00 2015/11/17 2015/12/15 1 否 

402,800.00 2015/11/25 2015/12/29 1 否 

397,200.00 2015/12/09 2015/12/29 1 否 

700,000.00 2015/12/29 2015/12/29 1 否 

100,000.00 2015/12/29 未归还 1 否 

上海格瑞特机电

系统工程有限公

司 

1,000,000.00 

2015年初 

2015/02/15 1 否 

200,000.00 2015/02/16 1 否 

80,000.00 2015/03/25 1 否 

500,000.00 2015/03/30 1 否 

800,000.00 2015/04/10 1 否 

800,000.00 2015/04/28 1 否 

500,000.00 2015/05/26 1 否 

6,965.90 2015/06/05 1 否 

1,093,034.10 2015/01/15 2015/06/05 1 否 

600,000.00 2015/01/15 2015/06/08 1 否 

100,000.00 2015/01/15 2015/06/09 1 否 

6,965.90 2015/01/15 2015/06/19 1 否 

93,034.10 2015/01/26 2015/06/19 1 否 

406,965.90 2015/01/26 2015/06/29 1 否 

393,034.10 2015/02/06 2015/06/29 1 否 

106,965.90 2015/02/06 2015/08/25 1 否 

300,000.00 2015/03/31 2015/08/25 1 否 

93,034.10 2015/04/10 2015/08/25 1 否 

100,000.00 2015/04/10 2015/09/25 1 否 

100,000.00 2015/04/10 2015/10/20 1 否 

200,000.00 2015/04/10 2015/10/22 1 否 

100,000.00 2015/04/10 2015/11/10 1 否 

200,000.00 2015/04/10 2015/11/16 1 否 

6,965.90 2015/04/10 2015/12/04 1 否 

315,834.10 2015/05/20 2015/12/04 1 否 

100,000.00 2015/05/20 2015/12/15 1 否 

284,165.90 2015/05/20 2016/02/02 1 否 

600,000.00 2015/06/02 2016/02/02 1 否 

115,834.10 2015/06/18 2016/02/02 1 否 

200,000.00 2015/06/18 2016/04/08 1 否 

400,000.00 2015/06/18 2016/04/15 1 否 

784,165.90 2015/06/18 2016/06/14 1 否 

200,000.00 2015/10/23 2016/06/14 1 否 

882,250.00 2015/12/31 2016/06/14 1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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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方名称 占用金额（元） 
报告期内资金拆借

起始日 

资金拆借归还

日 

占用次

数 

是否支

付资金

占用费 

281,455.80 2015/12/31 2016/07/21 1 否 

194,000.00 2016/07/28 2016/12/22 1 否 

87,455.80 2016/07/28 2016/12/28 1 否 

1,432,544.20 2016/12/27 2016/12/28 1 否 

87,455.80 2016/12/27 未归还 1 否 

73,573.90 2016/12/31 未归还 1 否 

22,379.70 2017/05/31 未归还 1 否 

报告期末至本公开转让说明书签署之日，公司无新增占用关联方资金的情

形。 

报告期内，由于资金周转需要，公司与关联方资金拆借较多，既存在关联

方占用公司资金，也存在公司占用关联方资金，故不存在关联方故意损害公司

利益的情况。 

（4）接受关联方担保 

公司 2014 年 10 月 21 日与上海浦东新区张江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

借款合同，合同约定公司向上海浦东新区张江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贷款

150.00 万元，贷款期限自 2014 年 10 月 23 日至 2015 年 10 月 22 日，贷款年利

率为 12%。合同约定由王衍德、姜海峰、王奕飞拥有的完全产权的上海市崇明县

城桥镇东引路 28 弄 137 号房产提供抵押担保，同时约定上海格瑞特机电系统工

程有限公司、王衍德、姜海峰、王奕飞、奚亦鸣提供担保。此笔贷款中 100 万

元于 2014 年 10月 29日到账，公司于 2015 年 1月 27 日偿还 100 万贷款，另外

50 万元贷款于 2015 年 3 月 26 日到账，公司于 2015 年 10 月 21 日偿还 50 万元

贷款。报告期末至本公开转让说明书签署之日,公司未再接受关联方担保。 

3、关联交易的原因、必要性、决策程序 

（1）向泰金电子采购硬件及加工装配服务 

2015 年度、2016 年度，公司向关联方泰金电子采购硬件及合计 37.17万元，

采购加工装配服务 24.59 万元。由于泰金电子业务专业，产品质量可靠，价格

比较公允，所以业务仍然持续，因此公司 2017 年度仍向其采购硬件及加工装配

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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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采购格瑞特机电调试费 

在楼宇自控系统销售业务过程中，公司将主要精力投入在研发及设计方案

方面，由于公司人员有限，在项目实施现场，将设备的安装调试委托给格瑞特

机电实施，结算价格主要参考现场安装调试工作量占整个 BA项目工作量确定。

2017 年 7 月，公司与格瑞特机电安装调试相关专业人员协商一致并聘请到公司

来专职从事安装调试工作，此后，公司不再与格瑞特机电发生安装调试关联交

易。 

（3）出售格瑞特机电股权 

公司为专注于楼宇自控系统和巡更巡检管理系统的研发、设计、生产与销

售，将公司全部资源用在主营业务当中，因此公司于 2016 年 7 月 28 日、2017

年 5月 8日分两次将对格瑞特机电的股权转让给龙浩智能。 

（4）购买格瑞特信息股权 

为消除格瑞特与格瑞特信息之间的同业竞争问题，2016 年 5月 17 日，上海

格瑞特科技实业有限公司与上海龙浩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王衍德、蔡钧、王峻

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上海龙浩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王衍德、蔡钧、王峻分

别将其持有的上海格瑞特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50%、30%、10%、10%的股权以 50 万

元、30 万元、10 万元、10万元转让给上海格瑞特科技实业有限公司。至此公司

与格瑞特信息的同业竞争得到了解决。 

（5）有限公司阶段，公司治理不规范，未制定专门的关联交易内控制度，

报告期内发生的关联资金拆借、接受关联方担保，未经过股东会决议，资金拆

借也未约定支付利息。股份公司成立后，公司已制订《公司章程》、《关联交

易管理制度》等制度，进一步规范了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占用

资金行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王衍德出具了《关于避免资金占用事项

的承诺书》，承诺本人或本人控制的企业将来不占用公司资金。股份公司成立

后至公开转让说明书签署之日，公司不存在被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

联方占用资金、资产或资源的情形，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切实履

行了《关于避免资金占用事项的承诺书》。 

4、关联交易的持续性分析 

上述关联交易中，经常性关联交易中向关联方采购商品、接受劳务在可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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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的时间内将不再持续；经常性关联交易中向关联方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未来

将持续，并且以市场价格为基础对关联方进行销售；偶发性关联交易中，除关

联方向公司提供资金支持外，其余偶发性关联交易将不再持续。公司对关联方

不存在重大依赖。 

5、关联交易对财务状况和业务经营的影响 

公司2015年度、2016年度、2017年1-5月的关联交易价格公允、合法，没有

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利益；上述期间内重大关联交易合同的签订均遵循了平

等、自愿、等价、有偿的原则，合同条款是公允的、合理的，关联交易价格未

偏离市场独立第三方的交易价格，由交易双方根据市场情况及变化协商确定，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公司报告期内发生的上述关联交易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业

务完整性不构成重大影响。 

【主办券商回复】 

主办券商执行了以下程序： 

（1）主办券商访谈了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了解了公司及实际控制人对外投

资的具体情况； 

（2）主办券商核查了公司董事会决议、股东（大）会决议等三会文件，了

解公司关联交易发生是否合法合规，是否履行了相关决策程序； 

（3）主办券商获取了公司关联交易明细，检查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采购、

销售业务及资金往来相关的会计凭证，并与相关采购发票、采购合同、销售发票、

销售合同、银行转账单等附件进行核对，确定公司与关联方是否存在除正常销售

业务往来之外的资金往来情况；将公司关联交易的单价与非关联方单价进行比

对，检查公司关联交易是否公允； 

（4）主办券商取得公司报告期初至本公开转让说明书签署之日的银行日记

账、序时账、往来明细账、科目余额表；获取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出具的

《关于避免资金占用事项的承诺书》；检查资金占用是否签署借款合同，有无利

息； 

（5）主办券商核查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投资及兼职调查表》、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况查询表》；查阅公司《公司章程》、《关联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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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制度》、《关于避免资金占用事项的承诺书》等规章制度以及承诺。 

根据《公司法》第二百一十六条关于关联关系的认定以及《企业会计准则第

36 号--关联方披露》第三条、第四条、第五条关于关联方范围的规定，主办券

商查阅了公司的工商登记资料、股东名册、关联自然人的身份证、关联企业的营

业执照、公司董事、监事、高管人员情况查询表等材料，并根据公司控股股东及

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管人员的承诺与说明，经核查，公司关联方认定及

关联交易披露严格按照《公司法》及《企业会计准则》执行，关联方和关联交易

已在公开转让说明书“第四节 公司财务”之“九、关联方、关联方关系及关联

方交易、关联方往来”中进行了披露。 

截至 2017 年 5 月 31 日，公司关联方上海格瑞特机电系统工程有限公司、上

海欣赛电子有限公司等共占用公司资金 435,179.04 元（其他应收款核算）。2017

年 6 月 1 日，关联方上海格瑞特机电系统工程有限公司占用公司资金 400,000.00

元。上述资金占用款项 835,179.04 元已于 2017 年 7 月 28 日前全部收回。股份公

司成立后，公司已制订《公司章程》、《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等制度，进一步规范

了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占用资金行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王衍德出具了《关于避免资金占用事项的承诺书》，承诺本人或本人控制的企

业将来不占用公司资金。股份公司成立后至公开转让说明书签署之日，公司不存

在被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占用资金、资产或资源的情形，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切实履行了《关于避免资金占用事项的承诺书》。 

综上，主办券商认为，公司不存在应披露未披露的关联方和关联交易。报告

期内，公司存在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情形，但截至 2017年 7月 28日已全部归还。

股份公司成立后至本次反馈回复出具之日，公司未再发生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及其他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资产或资源情形，因此公司符合全国中小企业股份

转让系统股票挂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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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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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重要事项。 

【回复】 

除上述问题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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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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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页无正文，为《关于上海格瑞特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挂牌申请文件的

第二次反馈意见回复》之签字盖章页） 

 

 

法定代表人： 

 

 

 

 

 

上海格瑞特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本页无正文，为开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

责任公司《关于上海格瑞特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挂牌申请文件的第二次反馈意

见回复》签章页） 

 

项目负责人签字： 

 

______________ 

     鲍有凤 

 

 

项目小组人员签字：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鲍有凤                朱小峰                 邹继伟 

 

 

 

项目内核专员签字： 

 

______________ 

    吴黎敏 

 

 

开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