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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天津市旭辉恒远塑料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挂牌申请文件的反馈意见》的回复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贵公司《关于天津市旭辉恒远塑料包装股份有限公司挂牌申请文

件的反馈意见》已于 2015 年 11 月 20 日收悉，天津市旭辉恒远塑料

包装股份有限公司并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立即组织天津众磊律师

事务所律师、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注册会计师就反

馈意见中的问题进行了逐项落实，现就反馈意见中有关问题回复如

下： 

一、公司特殊问题 

1、关于环境保护。请主办券商及律师： 

（1）核查公司所处行业是否为重污染行业，以及认定的依据或

参考。 

回复：根据国家环保总局发布的《关于对申请上市的企业和申请

再融资的上市企业进行环境保护核查的规定》（环发[2003]101 号）、

以及环保部发布的《环境保护部办公厅关于印发<上市公司环境核查

行业分类管理名录>的通知》（环办函[2008]373 号），将重污染行业界

定为：火力、钢铁、水泥、电解铝、煤炭、冶金、建材、采矿、化工、

石化、制药、轻工、纺织、制革业。 

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1），公司所属行业为：

“橡胶和塑料制品业（C29）”下的“塑料丝、绳及编织品制造（C2923）”

公司的主营业务为：生产（复合）塑料编织袋、纸塑复合编织袋和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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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袋（集装袋），不属于重污染行业。 

公司的产品为各类编织袋，其生产工序是将颗粒型原材料通过预

热、挤压、拉丝变为丝状材料，而后将丝状材料编织成塑料袋，公司

的生产工序主要是物理制成。整个工序仅在挤出工序和印字工序产生

有机废气非甲烷总烃，不产生工业废水，产生的固体废物均为可回收

的边角料、废包装物。综上，公司生产过程中不产生严重污染。 

（2）若公司不属于前述重污染行业，请核查：①公司建设项目

的环保合规性，包括且不限于公司建设项目的环评批复、环评验收及

“三同时”验收等批复文件的取得情况；②公司是否需要办理排污许

可证以及取得情况；③结合公司的业务流程核查公司日常环保合规情

况，是否存在环保违法和受处罚的情况。 

回复： 

○1 公司建设项目环评批复、环保验收情况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批复情况 项目环保验收情况 

1 
年产 2.7 万吨塑

料编织袋项目 

2010 年 6 月 4 日，天津市宝坻区

环境保护局出具了关于《建设项

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审批意见

（宝环许可表[2010]65 号），同

意项目建设。 

2012 年 7 月 4 日，天津市宝

坻区环境保护局出具了《年产

2.7 万吨塑料编织袋项目竣工

环境保护验收意见的函》（宝

环许可验[2012]第 16 号），同

意项目验收。 

公司建设项目已经获得了必须的环评批复、环保竣工验收。 

○2 排污许可证 

根据天津市审批办 2015 年 3 月 16 日发布的“天津市行政许可事

项目录（2015 年版）”（津审[2015]4 号），排污许可证暂不列入行政

许可事项目录。另外，根据天津市宝坻区环保局 2015 年 11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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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具的证明，天津市目前已暂停排污许可证的发放工作。综上，企业

无法办理排污许可证。 

根据公司环评影响报告及环评批复，旭辉恒远的主要污染物为挤

出和印刷工序产生的非甲烷总烃。根据《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GB16297-1996，污染源排放非甲烷总烃的最高允许量为 120 mg/m
3，

最高允许排放速率为 10kg/h；周界外浓度最高点非甲烷总烃允许排放

量为 4.0mg/m
3。2015 年 10 月 8 日，谱尼测试科技（天津）有限公司

对旭辉恒远的污染排放源、工厂周界的非甲烷总烃排放浓度分别进行

了检测。公司四个集中排放口的非甲烷总烃排放量为，集中排放口

1#的排放浓度结果（mg/m³）为 1.89，排放速率结果（kg/h）为 8.3

×10
-4

 ，集中排放口 2#的排放浓度结果（mg/m³）为 1.96，排放速率

结果（kg/h）为 1.2×10
-3，集中排放口 3#的排放浓度结果（mg/m³）

为 2.34，排放速率结果（kg/h）为 1.6×10
-3，集中排放口 4#的排放浓

度结果（mg/m³）为 1.68，排放速率结果（kg/h）为 7.2×10
-4。公司

周界的非甲烷总烃排放量为上风向○1 0.82 mg/m³，下方向○2 1.01 

mg/m³，下风向 0.96 mg/m³，下风向○4 0.94 mg/m³。根据检测结果，

公司的主要污染物排放量符合国家的排放标准。另外，根据天津市宝

坻区环保局 2015 年 11 月 30 日出具的证明，旭辉恒远不排放工业污

水，各项污染物排放符合国家及天津市规定的排放标准。综上，公司

无需办理排污许可证。 

○3 公司日常环保合规情况 

2015 年 6 月 30 日，天津市宝坻区环保局出具了证明，确认旭辉

恒远报告期内未受到环保行政处罚。 

2015 年 11 月 30 日，天津市宝坻区环保局出具了证明，确认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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辉恒远不排放工业污水，各项污染物排放符合国家及天津市规定的排

放标准。 

2015 年 11 月 30 日，天津市宝坻区塑料制品工业区管理委员会

出具了证明，确认旭辉恒远所有生活污水均由宝坻塑料制品工业区污

水处理厂集中处理。 

综上，公司常环保合规合法合规。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受到环

保处罚的情况。 

（3）若公司属于重污染行业，请核查： 

①关于公司建设项目，请核查公司建设项目的环评批复、环评验

收及“三同时”验收等批复文件的取得情况。建设项目未完工或尚未

取得相关主管部门的验收文件的，请核查环评批复文件中的环保要求

的执行情况。对建设项目环保事项的合法合规性发表意见。 

②关于污染物排放，请结合公司的业务流程核查公司是否存在污

染物排放，若存在污染物排放，请核查公司的排污许可证取得和排污

费缴纳情况，公司是否属于污染物减排对象，公司的排放是否符合标

准，是否遵守重点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 

③关于公司的日常环保运转，请核查：公司有关污染处理设施是

否正常有效运转；公司的环境保护责任制度和突发环境应急预案建设

情况；公司是否存在公司工业固体废物和危险废物申报和处理情况；

公司是否有禁止使用或重点防控的物质处理问题。 

④公司是否被环保监管部门列入重点排污单位名录，是否依法公

开披露环境信息。 

⑤公司是否存在环保事故、环保纠纷或潜在纠纷、是否存在处罚

等；公司曾受到处罚的，是否构成重大违法行为，以及公司的相关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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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情况。 

回复：不适用。 

（4）请核查公司是否存在排污许可、环评等行政许可手续未办

理或未办理完成等等环保违法情形，若存在，请核查违法原因以及公

司的补救措施，相应补救措施的进展及是否可行、可预期，请说明向

环保监管机构的尽职调查情况，并分析公司存在的风险、相应的风险

管理措施及其有效性、风险可控性，以及是否影响公司的持续经营能

力。 

回复：不存在上述情况。 

（5）请主办券商及律师综合以上事项对公司的环保事项的合法

合规性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综上，公司环保事项合法合规。 

已经在“公开转让说明书，第三节 公司治理 九、合法合规经营 

（二）环境保护”中补充披露。 

2、关于存货。报告期内公司存货余额较高，最后一期存货余额

大幅增长。（1）请公司结合经营模式、生产周期、生产模式、公司订

单增长情况等补充分析并披露最后一期存货余额大幅增长的原因；

（2）说明公司对存货是否已制定了科学、合理的内控和管理制度；

（3）结合存货跌价的具体测算过程补充分析存货价值是否存在较大

的减值风险；（4）结合生产模式分析公司的生产核算流程与主要环节，

说明如何区分存货明细项目的核算时点，存货各项目的确认、计量与

结转是否符合会计准则的规定。 

回复： 

（1）请公司结合经营模式、生产周期、生产模式、公司订单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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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情况等补充分析并披露最后一期存货余额大幅增长的原因： 

1、每年 6、7、8、9四个月，由于气温较高，南方正值雨季，下

游化工原料生产企业会采取减少产量的方法来降低由于天气原因带

来的产品风险，同时进行设备检修，因此减少了对公司的包装产品送

货量的要求，但是订单并未减少。10 月份以后各客户会大幅要求增

加包装产品的送货量。为保证客户的订单需求，公司每年在此期间仍

然按照原有生产订单和生产计划进行生产，同时也会提前生产属于下

半年订单的产品，以应对 10 月份以后各客户会大幅要求增加包装产

品的送货量以及一些其他突发情况。每年年底时随着送货量的增加库

存产品会较年中时大幅减少，因此 2015 年 6 月 30 日产成品余额较

2014年末大幅增加。 

2、基于往年公司产品下半年交货量会大幅增加，且主要客户在

春节期间不停产，而公司会在春节期间放假停产的情况，为保证年底

对客户供给量充裕，公司会在 4月份开始在保证原生产量的同时，相

应增加属于下半年订单产品的半产品的生产量和存储量，因此造成了

2015年 6月 30日半成品较 2014年末有所增加。 

3、公司在 4-6 月份与主要客户续订了 2 亿多元的销售合同，同

时签订了 2千多万元的编织袋和集装袋新合同，此部分产品销售价格

已经锁定。为保证下半年生产的需要，同时原材料价格较年初已大幅

下跌，出于生产成本的考虑，公司适当增加了原材料和辅助材料的储

备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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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说明公司对存货是否已制定了科学、合理的内控和管理制

度。 

公司将客户订单进行分解，同时考虑客户的一些突发需求，按照

公司实际产能安排产品生产，同时适时、适量增加相应半产品的储备。

根据订单情况和材料的价格变化情况综合考虑原材料的仓储量。 

（3）结合存货跌价的具体测算过程补充分析存货价值是否存在

较大的减值风险。 

公司按照销售订单情况进行生产产品，严格按照产品交货期或者

客户需求交货，不存在产成品大量积压的情况。原材料价格变化对产

品成本影响的周期比较短。公司产品销售价格在销售订单签订时就已

锁定，因此原材料价格的下跌反而会增加公司产品的利润空间，因此

产成品不存在减值风险。 

公司主要原材料的价格受国际油价波动的影响。目前国际油价在

低位稳定运行，不排除将来大幅上升的可能性，且公司不存在大量储

备原材料和积压原材料的情况。因此不存在较大的减值风险。 

（4）结合生产模式分析公司的生产核算流程与主要环节，说明

如何区分存货明细项目的核算时点，存货各项目的确认、计量与结转

是否符合会计准则的规定。 

公司按照产品的生产程序，采用分步法和产品品种法相结合的方

式进行产品成本核算：从原材料的原始颗粒到拉成扁丝的半产品成本

核算、从扁丝编织成布的半产品成本核算，再将印刷、裁切、缝纫、

打包工序发生的成本按照编织袋、纸塑袋、集装袋的产品分类方式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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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进行成本核算。其中原材料的采购根据实际入库情况按月进行原材

料的购入核算；原材料的生产领用、半成品的完工入库和领用、产成

品的完工入库按月进行完工产品和在产品的成本核算。产品的销售根

据实际送货情况进行按月进行销售成本得结转。综上，公司存货各项

目的确认、计量与结转符合会计准则的规定。 

3、关于行业可比公司。请公司补充说明公司是否存在行业可比

公司，如存在请公司补充披露与行业可比公司财务指标和会计政策的

对比情况。 

回复：公司已在公开转让说明书 “第四节 公司财务 之 五、主

要财务指标变动分析 之 （五）可比公司财务指标对比分析” 中补

充披露，公司从股转系统中筛选同行业挂牌公司，选取了与公司业务

最为接近的宁夏润龙包装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润龙包装”

股票代码：832535）作为可比企业。润龙包装是一家以塑料编织袋（复

合）、纸塑复合袋、吨袋的生产和销售为主营业务的公司。 

（1）财务指标的对比情况 

对比企业 对比财务指标 
2015 年 1-6

月 
2014 年度 2013 年度 

旭辉恒远 毛利率（%） 14.68% 11.50% 10.55% 

润龙包装 毛利率（%） 15.68% 11.38% 10.31%  

旭辉恒远 净资产收益率（%） 6.82% 12.35% 7.94% 

润龙包装 净资产收益率（%） 3.78% 4.11% 19.91% 

旭辉恒远 资产负债率（%） 65.95% 61.43% 68.25% 

旭辉恒远 流动比率 0.94 0.90 0.99 

旭辉恒远 速动比率 0.66 0.69 0.81 

润龙包装 资产负债率（%） 72.52% 57.62% 89.53% 

润龙包装 流动比率 1.11 1.27 0.88 

润龙包装 速动比率 0.86 0.89 0.75 

旭辉恒远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年） 3.12 9.85 11.20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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旭辉恒远 存货周转率（次/年） 4.02 15.83 13.83 

润龙包装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年） 2.12 5.78 5.99 

润龙包装 存货周转率（次/年） 1.94 5.35 4.84 

旭辉恒远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万元) -246.18 4,001.03 4,193.09 

润龙包装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万元) -175.24 -1,728.67 -137.32 

由上表可见，报告期内毛利率水平与行业内可比公司基本持平；

净资产收益率的差异主要是由于两家公司的净资产规模和收入规模

不一致引起的；偿债能力指标中资产负债率、流动资产和速动资产差

异不大，均呈现资产负债率水平较高、流动比率和速动比率较低的态

势；营运能力水平和获取现金流的水平略高于可比公司，主要在于两

家公司的规模不一致，管理模式有所差别。 

（2）会计政策对比情况 

 旭辉恒远 润龙包装 

账龄 
应收账款计提

比例% 

其他应收款计

提比例% 

应收账款计提

比例% 

其他应收款计

提比例% 

1 年 以 内

（含 1年） 
0.50 1.00 1.00 1.00 

1－2年 10.00 10.00 5.00 5.00 

2－3年 20.00 20.00 10.00 10.00 

3－4年 30.00 30.00 20.00 20.00 

4－5年 50.00 50.00 30.00 30.00 

5年以上 100.00 100.00 50.00 50.00 

旭辉恒远和润龙包装残值率均为 5%： 

 旭辉恒远 润龙包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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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折旧年限（年） 年折旧率

（%） 

折旧年限（年） 年折旧率（%） 

房屋建筑物 20.00 4.75 10.00-20.00 4.75-9.50 

机器设备 5.00-10.00 19.00-9.50 5.00-10.00 19.00-9.50 

运输设备 5.00 19.00 10.00 9.50 

电子设备及其他 3.00-5.00 31.67-19.00 3.00-5.00 31.67-19.00 

经项目组核查，对比两家公司的坏账政策、折旧计提政策等，差

别不大，未见异常情况。 

4、关于偿债能力。报告期公司资产负债率较高且存在大额短期

借款。（1）请公司补充披露报告期资产负债率较高的原因；同时补充

披露最近一期相关借款及应付账款的偿还计划；是否存在偿债能力不

足风险。（2）请主办券商核查公司获取现金能力、偿债能力，并请主

办券商针对上述情况是否影响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发表专业意见。（3）

请律师核查报告期内公司是否存在债务纠纷，并对公司是否存在潜在

债务纠纷发表意见。 

回复：（1）公司报告期内资产负债率水平较高，2013 年、2014

年、2015年 6月 30日分别为 68.25%、61.43%和 65.95%。主要原因：

客户主要集中在下半年支付货款，且结算方式以承兑汇票居多，而公

司采购原材料多以现金方式结算，造成公司在短期内流动资金的周转

紧张，为保证生产经营的正常运转，公司向银行进行短期融资。 

最近一期相关借款公司将严格按照合同按期偿还利息和本金，公

司已于8月份和10月份分别按期归还了天津科技小额贷款公司的300

万元贷款和渣打银行的 970万元银行贷款；同时积极催缴销售款，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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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与供应商协调应付账款支付事宜，按照双方约定条款进行偿还。公

司的业务规模正在不断扩大，2015 年下半年又增加了大批优质客户

的订单，因此不存在偿债能力不足的风险。 

（2）报告期内，公司现金流情况如下： 

财务指标 2015 年 1-6 月 2014 年度 2013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461,789.95 40,010,268.66 41,930,935.27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232,912.57 -14,459,287.38 -9,885,453.86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042,296.15 -34,558,887.68 -24,631,124.66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652,406.37 -9,007,906.40 7,414,356.75 

从上表可以看出，2013年度和 2014年度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保持在 4000 万左右，但是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有

所波动，主要是跟企业规模不断扩大，下半年业绩一般高于上半年，

回款主要集中在年底和第二年年初。企业报告期内资产负债率水平保

持在 60%左右，且最近一期，公司开展承兑汇票支付材料采购款业务，

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公司流动资金周转的压力。另一方面，公司加强对

应收账款的管理，积极催缴销售款。整体来看，公司短期内不存在影

响公司持续经营能力的情况。 

（3）根据公司提供的说明，并经律师核查相关合同和中国裁判

文书网信息，公司报告期内不存在逾期偿还借款等违约情形，亦未发

生过诉讼等债务纠纷。综上所述，公司报告期内的短期借款不存在潜

在的债务纠纷。 

5、关于预收账款。报告期内公司预收账款余额波动较大。请主

办券商和申报会计师核查是否存在调节收入的风险并发表明确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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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公司报告期内预收账款余额波动较大，2013 年末、2014

年末、2015 年 6 月 30 日预收账款余额分别为 160.32 万元、1.16 万

元和 48.64 万元，原因在于 2013 年度主要客户之一新疆宜化化工有

限公司预收账款余额 128.13 万，由于该客户回款较慢，公司要求对

方必须先打款，再发货。且公司客户主要以承兑汇票方式结算，其中

交易量大的客户存在票据结算额多于应收账款双方协商做为客户下

次购货的预付款；上述情况具有一定的偶然性。 

项目组通过访谈管理层、业务人员、财务人员关于企业的销售收

入确认政策、收款方式等，核查主要客户的合同、发票、出库单、发

货单、银行收款单等原始凭证，与申报会计师沟通收入确认的核查记

录，项目组认为公司不存在通过预收账款来调节收入的风险； 

6、报告期公司存在售后回租融资租赁业务。请公司补充披露具

体会计核算方法，请主办券商及会计师就其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

发表意见。 

回复：公司已在公开转让说明书中“第四节、公司财务之 三、

报告期内采用的主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 之 （八）租赁 之 2、融

资租赁的会计处理方法 之 （1）承租人的会计处理”中对售后回租

形成的融资租赁业务会计核算方法作出披露。 

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认定报告期内售后租回交易属于融资

租赁，判断标准主要为： 

（1）在租赁期届满时，资产所有权实质转移给了承租人。 

（2）在租赁开始日的最低租赁付款额现值 1780万几乎相当于租



 13 / 20 
 

赁开始日租赁资产的公允价值 1710万。 

（3）承租人有购买租赁资产的选择权，且行权价格 100 元远低

于行权时资产公允价值。 

公司在租赁开始日将售价与资产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予以递延，

并进行分摊。 

在租赁期开始日，公司将租赁开始日租赁资产公允价值与最低租

赁付款额现值两者中较低者，即租赁开始日租赁资产公允价值 1710

万作为租入资产的入账价值，将最低租赁付款额 18,877,354.10作为

长期应付款的入账价值，其差额 1,781,418.08 作为未确认融资费用

核算。 

公司采用实际利率法计算确认当期的融资费用，并在租赁期内各

个期间进行分摊。 

申报公司采用与自有固定资产相一致的折旧政策计提租赁资产

折旧，折旧年限为 14年 

综上所述，主办券商项目组认为公司对其售后租回融资租赁业务

会计核算方法的披露内容，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 21号-租赁》中关

于融资租赁的认定条件及对售后租回交易认定为融资租赁会计处理

的要求。 

7、关于其他应付款。报告期公司其他应付款存在大量与个人的

往来款项，（1）请公司补充说明公司与个人发生大量往来款项的原因，

是否属于参与民间借贷等行为。（2）请主办券商和律师就上述问题核

查并发表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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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1）2012 年以来，随着公司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以及客

户主要以银行承兑汇票的方式支付货款的原因，造成公司流动资金周

转暂时出现紧张的状况。公司骨干及股东亲属和股东朋友都主动向公

司提供无偿短期借款，以保证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快速解决了公司

流动资金暂时紧张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

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本规定所称的民间借贷，是指自然

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及其相互之间进行资金融通的行为。报告期

内，公司与个人的其他应付款为上述个人为缓解公司资金压力而对公

司的资金融通行为，因此属于民间借贷。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

规定》第十四条，具有下列情形之一，人民法院应当认定民间借贷合

同无效：（一）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又高利转贷给借款人，且借款

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二）以向其他企业借贷或者向本单位

职工集资取得的资金又转贷给借款人牟利，且借款人事先知道或者应

当知道的；（三）出借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借款人借款用于违法

犯罪活动仍然提供借款的；（四）违背社会公序良俗的；（五）其他违

反法律、行政法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公司与上述个人之间发生的

资金借贷不属于上述情况，合法有效。 

律师：根据公司提供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报告期内，因

生产规模扩大以及客户主要以银行承兑汇票的方式支付货款的原因，

公司流动资金周转出现暂时紧张的状况，因此，公司采取向公司股东、

股东亲属、朋友及公司员工个人等累计 17 人无息借款的方式筹集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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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以保证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缓解公司流动资金暂时紧张的问题。

公司所筹资金全部用于公司流动资金周转，未用做其他用途。根据《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

“民间借贷是指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及其相互之间进行资金

融通的行为”，及《合同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本所律师认为，

公司与上述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应属民间借贷，该等民间借贷不违反相

关法律法规规定，合法合规。 

目前，除尚有向股东王旭辉的借款 450,000.00 元及向吕炳芬的

借款 1,200,000.00元未偿还外，公司与个人间的其他借款均已偿清。 

 

二、中介机构执业质量问题 

无。 

 

三、申报文件的相关问题 

请公司和中介机构知晓并检查《公开转让说明书》等申报文件中

包括但不限于以下事项： 

（1）为便于登记，请以“股”为单位列示股份数。 

回复：已按要求进行列示。 

（2）请列表披露可流通股股份数量，检查股份解限售是否准确

无误。 

回复：已按要求进行进行核查和列示。 

（3）公司所属行业归类应按照上市公司、国民经济、股转系统

的行业分类分别列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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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已按要求进行分别列示。 

（4）两年一期财务指标简表格式是否正确。 

回复：已按要求进行披露。 

（5）在《公开转让说明书》中披露挂牌后股票转让方式；如果

采用做市转让的，请披露做市股份的取得方式、做市商信息。 

回复：已按要求进行披露，“转让方式：协议转让”。 

（6）历次修改的文件均需重新签字盖章并签署最新日期。 

回复：已按要求进行签署。 

（7）请将补充法律意见书、修改后的公开转让说明书、推荐报

告、审计报告（如有）等披露文件上传到指定披露位置，以保证能成

功披露和归档。 

回复：已按要求上传到指定披露位置。 

（8）申请挂牌公司自申报受理之日起，即纳入信息披露监管。

请知悉全国股转系统信息披露相关的业务规则，对于报告期内、报告

期后、自申报受理至取得挂牌函并首次信息披露的期间发生的重大事

项及时在公开转让说明书中披露。 

回复：经核查，除说明书披露的期后事项外，没有其他应披露而

未披露的重大事项。 

（9）请公司及中介机构等相关责任主体检查各自的公开披露文

件中是否存在不一致的内容，若有，请在相关文件中说明具体情况。 

回复：已按要求进行核查。 

（10）请公司及中介机构注意反馈回复为公开文件，回复时请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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酌披露的方式及内容，若存在由于涉及特殊原因申请豁免披露的，请

提交豁免申请。 

回复：公司不存在申请豁免披露的情形。 

（11）请主办券商提交股票初始登记申请表（券商盖章版本和可

编辑版本）。 

回复：已按要求提交。 

（12）若公司存在挂牌同时发行，请公司在公开转让说明书中披

露股票发行事项，于股票发行事项完成后提交发行备案材料的电子文

件至受理部门邮箱 shouli@neeq.org.cn，并在取得受理通知后将全

套发行备案材料上传至全国股份转让系统业务支持平台（BPM）。 

回复：公司不存在挂牌同时定向发行股票的情形。 

（13）存在不能按期回复的，请于到期前告知审查人员并将公司

或主办券商盖章的延期回复申请的电子版发送至审查人员邮箱，并在

上传回复文件时作为附件提交。  

回复：已知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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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重要事项。 

回复：不存在上述事项。 

（以下无正文） 

 



 18 / 20 
 

《“关于天津市旭辉恒远塑料包装股份有限公司挂牌申请文件 

的反馈意见”的回复》附件目录 

 

附件1 公开转让说明书  

附件2 天津众磊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天津市旭辉恒远塑料包装股份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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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补充

法律意见书（一）》 

附件3 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关于<关于天津市旭

辉恒远塑料包装股份有限公司挂牌申请文件的反馈意见>的回复》 

附件4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天津市旭辉恒远塑料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挂牌申请的反馈督查报告 

附件5 股票初始登记明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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