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苏州广尔纳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在全

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 

申请文件反馈意见的回复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根据贵公司2015年11月13日下发的《关于苏州广尔纳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挂牌申请文件反馈意见》，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平安证券”）

已严格按照要求组织苏州广尔纳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尔纳”）

及有关中介机构对该反馈意见进行了认真讨论、核查，对相关反馈意见中所有提

到的问题逐项予以落实并进行了书面说明。涉及需要相关中介机构核查并发表意

见的问题，已由各中介机构分别出具专项审核意见或补充意见。涉及需对公开转

让说明书进行修改或补充披露的部分，已按照反馈意见的要求进行了修改和补充。

本次回复已经拟挂牌公司审阅认可。 

 

一、公司特殊问题 

1、关于公司股东。请主办券商及律师核查公司股权架构中直接

和间接股东是否属于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或私募投资基金，是否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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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公司补充说明并披露：（1）公司引入机构投资者的定价依据；

（2）公司与投资者签署的协议情况。请主办券商及律师结合机构投

资者取得公司股权的价格、方式，进一步核查公司引入机构投资者是



否与公司存在对赌协或其他投资安排。 

【回复】： 

（一）请主办券商及律师核查公司股权架构中直接和间接股东是否属于私

募投资基金管理人或私募投资基金，是否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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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办券商和律师查阅了公司工商资料及公司章程，截至本回复签署之日，公

司的三家非自然人股东基本情况如下： 

（1）上海芝流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下简称“芝流投资”) 

公司名称 上海芝流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地址 上海市奉贤区青村镇人民北路 918 号 A194 室 

法定代表人 毛尚辉 

注册资本 480 万元 

成立日期 2015 年 05 月 25 日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 
投资管理，投资信息咨询，商务信息咨询。（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芝流投资的股权结构如下图所示： 

单位：万元 

股东名称 出资额 出资比例 

毛尚辉 384.00 80.00% 

梁红萍 96.00 20.00% 

合计 480.00 100.00% 

（2）上海凹溪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下简称“凹溪投资”） 

公司名称 上海凹溪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地址 上海市奉贤区青村镇人民北路 918 号 A193 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 毛尚辉 

出资额 120 万元 

成立日期 2015 年 5 月 22 日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经营范围 
投资管理，投资信息咨询，商务信息咨询。（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凹溪投资的股权结构如下图所示： 

单位：万元 

股东名称 出资额 出资比例 

梁红萍 118.80 99.00% 

毛尚辉 1.20 1.00% 

合计 120.00 100.00% 

（3）上海承鱼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下简称“承鱼投资”) 

公司名称 上海承鱼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地址 上海市奉贤区青村镇人民北路 918 号 A192 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 张云仙 

出资额 84.50 万元 

成立日期 2015 年 5 月 22 日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经营范围 
投资管理，投资信息咨询，商务信息咨询。（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承鱼投资的股权结构如下图所示： 

单位：万元 

股东名称 出资额 出资比例 

伏守强 45.00 53.25% 

刘江红 15.00 17.75% 

张占波 12.00 14.20% 

范敬钰 6.40 7.57% 



股东名称 出资额 出资比例 

梁红兵 6.00 7.10% 

张云仙 0.10 0.12% 

合计 84.50 100.00% 

经核查三家企业的出资证明，上述三家非公司的设立资金均出资其本身股东

的自有资金，不存在向他人募集资金的情景；上述三家公司也不存在资产由基金

管理人或者普通合伙人管理的情景；上述三家公司除投资于广尔纳外，未投资其

他公司或者企业，因此三家公司不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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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定义的私募投资基金。 

上述三家公司均是自然人成立的一般持股平台公司，芝流投资、凹溪投资是

由实际控制人毛尚辉实际控制的企业，其中凹溪投资是为以后员工持股预留的持

股平台；承鱼投资是广尔纳小股东为行使权利方便而组成的持股平台。 

公司间接股东不存在非自然人股东情形。 

经核查，主办券商认为：公司直接和间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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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核查，律师认为：广尔纳的非自然人股东芝流投资、凹溪投资、承鱼投

资均系自然人成立的一般持股平台公司，非系专门从事私募投资的基金或私募

投资基金管理人，不属于《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

办法》、《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所规范的私募投

资基金或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不需要按照规定履行备案程序。 

 

（二）请公司补充说明并披露：（1）公司引入机构投资者的定价依据；（2）

公司与投资者签署的协议情况。 

公司已在《公开转让说明书》“第一节 基本情况”之“五、公司股本形成

及其变化情况”之“（一）有限责任公司阶段”补充披露如下： 

6、2015 年 5 月，广尔纳有限第三次股权转让 



2015 年 5 月 25 日，公司召开股东会，同意毛尚辉、张国华、刘海峰、伏汉

龙将所持部分公司股权以注册资本 1:1 作价，分别转让给芝流投资、凹溪投资、

承鱼投资、杨晓群，该次合计转让广尔纳有限 628.56 万元股权(占注册资本

52.38%)。具体情况如下： 

出让方 受让方 
转让股数 

(万元) 
占比(%) 

价格 
(万元) 

毛尚辉 芝流投资 168.00 14.00 168.00 

张国华 

芝流投资 7.80 0.65 7.80 

凹溪投资 120.00 10.00 120.00 

杨晓群 38.40 3.20 38.40 

承鱼投资 101.40 8.45 101.40 

刘海峰 芝流投资 123.36 10.28 123.36 

伏汉龙 芝流投资 69.60 5.80 69.60 

2015 年 5 月 25 日，各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公司注册资本 1,200.00

万元，截止 2014 年 12 月的净资产为 1,138.65 万元，净资产基本与注册资本保

持一致，且鉴于芝流投资、凹溪投资为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承鱼投资系部

分利于公司发展的自然人成立的持股平台，因此经协商按注册资本 1：1 作价。

本次股权转让不涉及对公司的增资，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原股东利益的情形。 

2015 年 5 月完成工商变更，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广尔纳有限的股权结构

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出资方式 

芝流投资 368.76 30.73 货币 

毛尚辉 180.00 15.00 货币、债权 

张国华 140.40 11.70 货币 

凹溪投资 120.00 10.00 货币 

刘海峰 116.64 9.72 货币 

承鱼投资 101.40 8.45 货币 

伏汉龙 86.40 7.20 货币 

杨晓群 86.40 7.20 货币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出资方式 

合  计 1,200.00 100.00  

（三）请主办券商及律师结合机构投资者取得公司股权的价格、方式，进

一步核查公司引入机构投资者是否与公司存在对赌协或其他投资安排。 

2015年5月25日，毛尚辉、张国华、刘海峰、伏汉龙、杨晓群、芝流投资、

凹溪投资、承鱼投资共同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由毛尚辉、张国华、刘海峰、

伏汉龙将各自所持的广尔纳有限部分股权以注册资本1:1作价，分别转让给杨晓

群、芝流投资、凹溪投资、承鱼投资，该次合计转让广尔纳有限628.56万元股权

(占注册资本52.38%)。 

通过查阅公司历次股权变动的工商登记文件，股权转让过程中所签署的股权

转让协议以及对公司股东的访谈，公司及全体股东均出具《承诺函》，承诺通过

2015年5月25日的股权转让，原先涉及广尔纳有限公司股权的问题(包括股权代持

等)均已完全、彻底得到清理；股权转让完成后，广尔纳有限公司(即广尔纳股份

公司目前)的股本结构真实、不存在委托持股情况、不存在争议或纠纷；且各方

股东之间、各方股东与广尔纳股份公司之间不存在对赌协议或其他投资安排。 

经核查，主办券商认为：公司引入机构投资者的价格、方式符合相关法律、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公司引入机构投资者与公司不存在对赌协议或其他

投资安排。 

经核查，律师认为：该次股权转让不存在对赌协议或其他投资安排。 

 

 

2、公开转让说明书显示，公司历史沿革中存在债转股。请主办

券商及律师补充核查如下事项并发表明确意见：（1）债权是否真实；

（2）债转股程序是否合法合规；（3）公司注册资本是否充实，是否

符合“股权清晰”的挂牌条件。 

【回复】： 

（一）债权是否真实 



通过查阅公司其他应付款明细账、记账凭证、银行进账单 、现金缴款单、

对账单等资料，公司实际控制人毛尚辉对公司的债权主要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自 2012 年 4 月至 2013 年 8 月，公司实际控制人毛尚辉陆续向公司提供二十五笔

金额合计 200.27 万元的借款，款项用途为“公司经营借款”，具体借款情况如

下：  

序号 债权人 发生额（元） 发生时间 

1 毛尚辉 250,000.00 2012.04.11

2 毛尚辉 49,000.00 2012.06.13

3 毛尚辉 89,000.00 2012.08.22

4 毛尚辉 49,000.00 2012.08.29

5 毛尚辉 30,000.00 2012.09.17

6 毛尚辉 49,900.00 2012.09.18

7 毛尚辉 49,900.00 2012.09.21

8 毛尚辉 49,900.00 2012.09.29

9 毛尚辉 50,000.00 2012.10.19

10 毛尚辉 100,000.00 2012.10.29

11 毛尚辉 50,000.00 2012.11.06

12 毛尚辉 70,000.00 2012.11.09

13 毛尚辉 55,000.00 2012.11.13

14 毛尚辉 55,000.00 2012.11.15

15 毛尚辉 47,000.00 2012.11.19

16 毛尚辉 50,000.00 2012.12.07

17 毛尚辉 60,000.00 2012.12.14

18 毛尚辉 170,000.00 2013.02.17

19 毛尚辉 50,000.00 2013.02.06

20 毛尚辉 150,000.00 2013.07.09

21 毛尚辉 30,000.00 2013.07.10

22 毛尚辉 60,000.00 2013.07.15

23 毛尚辉 59,000.00 2013.07.16



24 毛尚辉 180,000.00 2013.08.08

25 毛尚辉 150,000.00 2013.08.22

 合计 2,002,700.00

根据苏州名典资产评估事务所 2013 年 10 月 8 日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苏

名典(评)字[2013]第 2-002 号)，经评估毛尚辉对公司债权账面价值 200.27 万元，

评估值为 200.27 万元。 

经核查，主办券商和律师认为：公司债转股所涉债权真实。 

（二）债转股程序是否合法合规 

根据《公司债权转股权登记管理办法》（工商总局令第57号，2012年1月1

日起施行，2014年3月1日起废止）的规定，债权转股权，是指债权人以其依法享

有的对在中国境内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或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统称公司）的债

权，转为公司股权，增加公司注册资本的行为。债权转股权作价出资金额与其他

非货币财产作价出资金额之和，不得高于公司注册资本的百分之七十。用以转为

股权的债权，应当经依法设立的资产评估机构评估。债权转股权的作价出资金额

不得高于该债权的评估值。债权转股权应当经依法设立的验资机构验资并出具验

资证明。债权转为股权的，公司应当依法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办理注册资本和实

收资本变更登记。 

2013 年 9 月 30 日，公司召开股东会，全体股东一致同意将毛尚辉对公司的

200.27 万元债权转为对公司增资 200 万元股本，转入资本公积 0.27 万元；同意

修改公司章程。公司注册资本原为 200 万元，且均为货币出资，债转股后注册资

本增加至 400 万元，债权转股权作价出资金额与其他非货币财产作价出资金额之

和，未高于公司注册资本的百分之七十。 

2013 年 9 月 30 日，公司与毛尚辉签订债权转股权的协议书，毛尚辉对公司

的 200.27 万元债权转为对公司的股权，其中债权转为股本 200 万元，0.27 万元

转为资本公积。 

2013 年 10 月 8 日，苏州名典资产评估事务所出具《资产评估报告》（苏名

典（评）字【2013】第 2-002 号），经评估毛尚辉对公司债权账面价值 200.27

万元，评估值为 200.27 万元。 



2013年10月16日，上海兢实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出具《验资报告》（沪

兢实验字【2013】SZ-007号），经审验截至2013年8月31日，苏州广尔纳公司已

经收到毛尚辉缴纳的新增注册资本合计200万元。 

2013年11月4日，广尔纳有限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了苏州市吴

中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的《营业执照》。 

 

经核查，主办券商认为：公司在本次债权转股权过程中已按照《公司法》、

《公司债权转股权登记管理办法》及其他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召开

股东会，签署债权转股权协议，并履行了评估、验资、工商变更等必要手续，

本次债权转股权合法合规。 

经核查，律师认为：广尔纳的债转股增资行为已依法履行了相关股东会决

议、评估、验资、工商变更登记等必要的程序，合法合规。 

（三）公司注册资本是否充实，是否符合“股权清晰”的挂牌条件。 

通过查阅公司其他应付款明细账、记账凭证、银行进账单 、现金缴款单、

对账单等资料，以及相关的评估报告（苏名典（评）字【2013】第2-002号）、

验资报告（沪兢实验字【2013】SZ-007号）、债权转股权协议和兴华会计师于2015

年8月2日出具的编号为“[2015]京会兴验字第60000038号”的验资报告，公司实

际控制人毛尚辉以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借款形成的对公司债权转增公司资本，转

增价格1元/每注册资本，债权真实、定价合理，公司本次债权转股权过程中已按

照《公司法》及其他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召开股东会，签署债权转股

权协议，并履行了评估、验资、工商变更等必要手续，本次债权转股权合法合规。 

公司历次出资已按期缴纳、合法、有效，公司注册资本充实。截止本回复出

具日，公司股权结构清晰、权属分明、真实确定、合法合规；股东持有公司的股

份不存在权属争议或潜在纠纷；公司的股东不存在国家法律、法规、规章及规范

性文件规定不适宜担任股东的情形。 

经核查，主办券商认为：公司注册资本出资到位，股权结构清晰，权属分

明，真实确定，合法合规，不存在权属争议或潜在纠纷，符合“股权清晰”的

挂牌条件。 

经核查，律师认为：广尔纳股权清晰，符合《业务规则》第2.1条第(四)项



及《标准指引》第四条规定的相关挂牌条件。 

 

 

 

 

3、公司 2013 年、2014 年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为大额负数，报

告期内投资活动现金净流量均为负数，吸收投资及借款为公司主要资

金来源；报告期内公司应收、应付款项均快速增长。请公司说明（1）

公司销售回款是否存在拖延情况；（2）公司是否存在拖延支付供应商

款项的情况，是否因此而发生过纠纷；（3）公司是否存在流动性风险；

（4）公司资金紧张的状况是否会影响研发投入，从而削弱公司的竞

争能力。 

请主办券商对公司是否存在因流动性不足而影响持续经营能力

的风险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公司销售回款是否存在拖延情况 

（1）公司报告期内应收账款账龄较短，周转率正常 

单位：元 

账龄 

2015 年 6 月 30 日 2014 年 12 月 31 日 2013 年 12 月 31 日 

账面余额 账面余额 账面余额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1 年以内 12,475,275.94 99.09% 9,661,359.40 98.56% 4,231,231.18 99.33%

1－2 年 26,488.15 0.21% 113,161.64 1.15% 28,633.02 0.67%

2－3 年 87,514.30 0.70% 28,362.45 0.29%  

3 年以上   

合 计 12,589,278.39 100.00% 9,802,883.49 100.00% 4,259,864.20 100.00%



公司应收账款账龄在一年以内的比例在98%以上，账龄较短，且报告期末余

额中前五大应收款占比接近50%，与之对应的客户均属于规模较大的企业，业绩

良好，信用优良，未出现到期不还款的情况，其余50%的应收款由金额较小但数

量较多的款项组成，因此风险得以分散，不能收回的风险较低；截至2015年10

月，公司应收账款11,000,845.25元，回款情况良好。 

从同行业挂牌公司竹林伟业来看，其应收账款周转率2014年度和2015年1-6

月分别为2.94和1.51，而公司分别为3.72和1.61，公司应收账款周转率稍高，整体

来看公司的应收账款出现减值的风险较低。 

（2）报告期末前五大客户应收账款期后回款情况良好 

截至本回复出具日，公司2015年6月30日应收账款前五名回款情况良好，具

体情况如下： 

单位：元 

客户名称 
2015 年 6 月 30 日

应收账款余额 
期后已回款金

额 
期后回款时间 

苏州工业园区天势科技有限公司 2,451,607.83 2,239,940.79

2015-7-10；2015-8-5 
2015-9-7；2015-9-15 
2015-10-15；
2015-10-21 

昆山大伟印刷科技有限公司 1,554,289.03 1,554,289.03
2015-7-10；2015-7-17 
2015-8-10；2015-9-10 
2015-11-11 

重庆星枫科技有限公司 901,869.90 901,869.90
2015-7-6；2015-8-5 
2015-9-6 

苏州宏升包装制品有限公司 527,219.17 527,219.17
2015-7-24；2015-8-28 
2015-10-16 

上海标能实业有限公司 503,061.87 503,061.87
2015-8-17；2015-9-11 
2015-10-16 

合计 5,938,047.80 5,726,380.76  

截至本回复出具日，公司2014年12月31日应收账款前五名收款情况如下： 

单位：元 

客户名称 
2014 年 12 月 31
日应收账款余额 

期后已回款金

额 
期后回款时间 

昆山大伟印刷科技有限公司 1,562,587.41 1,562,587.41
2015-1-11；2015-2-10 
2015-3-10；2015-4-10 

苏州工业园区天势科技有限公司 1,376,029.97 1,376,029.97
2015-1-23；2015-1-30 
2015-3-9；2015-3-31 



2015-5-7；2015-6-9 

重庆星枫科技有限公司 441,259.03 441,259.03
2015-2-4；2015-3-9 
2015-4-8 

苏州宏升包装制品有限公司 410,660.21 410,660.21 2015-1-16; 2015-3-25 

苏州海荣包装制品有限公司 359,017.15 359,017.15
2015-1-30；2015-3-3 
2015-3-26 

合计 4,149,553.77 4,149,553.77  

截至本回复出具日，公司2013年12月31日应收账款前五名收款情况如下： 

单位：元 

客户名称 
2013 年 12 月 31 日

应收账款余额 
期后已回款金

额 
期后回款时间 

苏州海荣包装制品有限公司   331,878.63   331,878.63 
2014-2-21；2014-3-5 
2014-3-28 

上海彩利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298,808.37   298,808.37 2014-1-17 

苏州纮迪印务有限公司   292,745.17   292,745.17 
2014-1-6；2014-1-23 
2014-2-28；2014-3-31 

苏州普林特包装制品有限公司   270,154.79   270,154.79 
2014-1-8；2014-1-26 
2014-3-12；2014-4-10 
2014-4-25 

苏州威尔迅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172,499.25   172,499.25 
2014-1-6；2014-1-25 
2014-3-10；2014-4-10 

合计 1,366,086.21 1,366,086.21  

（3）公司制定有多项应收账款措施保证公司应收账款周转正常 

1）公司对客户会根据其整体规模、业绩情况、订单情况等多方面的考量，

来给予客户不同的信用期限。客户规模较大、行业内信誉良好、经营情况正常的

企业，公司会给予较长的信用期，而对于初次交易、规模较小的企业公司一般给

予的信用期较短。 

2）公司建立了完善的应收账款考评制度，应收账款收回情况对于销售人员

的年度业绩考评具有一定的影响；公司销售人员会对应收账款进行持续跟踪，督

促客户尽快还款。 

3）公司财务上按照会计准则的要求，制订了谨慎的坏账准备计提政策，并

及时对公司应收账款计提坏账准备；同时对于超出付款期30-45天的客户，由财



务通知销售部正式停止对其供货。 

（二）公司是否存在拖延支付供应商款项的情况，是否因此而发生过纠纷 

（1）公司应付账款支付正常，符合公司日常经营情况 

公司报告期内采购情况和应付账款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2015 年 6 月 30 日 2014 年 12 月 31 日 2013 年 12 月 31 日 

应付账款余额 751.45 375.67 385.95

本期采购金额 1,537.91 2,127.86 1,402.00

期末应付账款金额

占本期采购比例 48.86% 17.65% 27.53%

公司目前处于高速发展时期，采购总金额增长较快，2014年度公司采购额较

2013年度增长了51.72%，虽然公司采购额增长较快，但公司应付账款支付正常；

2015年6月末公司应付账款增长较多，主要原因是公司采购规模扩大，经过较长

时间合作，供应商给予公司的信用期限较长。 

公司应付账款支付正常，截至 2015年 10月 31日公司应付账款余额

5,861,594.44元。截至本回复出具之日，报告期末前五大应付账款支付情况如下： 

单位：元 

供应商名称 
2015 年 6 月 30 日

应付账款余额 
期后已付款金额 期后付款时间 

江苏福泰涂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227,850.99 2,120,451.10
2015-7-1；2015-8-4 
2015-9-8；2015-9-9 
2015-10-12 

杭州大华塑业有限公司 764,672.00 764,672.00
2015-7-2；2015-7-31；
2015-8-10 

上海复勒贸易有限公司 407,560.50 407,560.50
2015-7-10；2015-7-24 
2015-8-31 

昆山石梅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398,730.00 398,730.00
2015-7-10；2015-7-15 
2015-7-31；2015-9-2 
2015-9-10 

上海缘励健工贸有限公司 392,763.40 392,763.40
2015-7-7；2015-7-8 
2015-7-23；2015-9-1 
2015-9-2；2015-10-28 

合计 4,191,576.89 4,084,177.00  

单位：元 



供应商名称 
2014 年 12 月 31
日应付账款余额 

期后付款金额 期后付款时间 

珠海桦王离型纸工业有限公司 676,140.01 676,140.01
2015-1-20；2015-1-23 
2015-3-19；2015-4-10 
2015-6-1 

江苏福泰涂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624,660.52 624,660.52
2015-1-28；2015-3-4 
2015-3-31 

长兴化学工业（中国）有限公司 544,045.13 544,045.13
2015-1-6；2015-1-30 
2015-3-9 

昆山石梅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301,954.00 301,954.00
2015-1-7；2015-1-30 
2015-3-9 

上海复勒贸易有限公司 239,909.00 239,909.00
2015-1-4；2015-2-2 
2015-2-15 

合计 2,386,708.66 2,386,708.66  

单位：元 

供应商名称 
2013 年 12 月 31
日应付账款余额 

期后付款金额 期后付款时间 

江苏福泰涂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998,992.22 998,992.22
2014-1-21；2014-1-24 
2014-2-27；2014-3-7 
2014-3-28 

珠海桦王离型纸工业有限公司 417,455.03 417,455.03
2014-2-17；2014-3-10 
2014-4-10 

上海进伟实业有限公司 321,387.69 321,387.69
2014-2-8；2014-2-21 
2014-2-24 

昆山石梅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266,380.18 266,380.18 2014-1-10；2014-2-18 

长兴化学工业（中国）有限公司 253,926.00 253,926.00

2014-1-2；2014-1-9 
2014-1-13；2014-1-16 
2014-1-23；2014-2-15 
2014-2-17 

合计 2,258,141.12 2,258,141.12  

（2）公司不存在因为拖欠供应商账款情况而发生纠纷 

主办券商在“中国裁判文书网”（http://www.court.gov.cn/zgcpwsw/）、

“全国法院被执行人信息查询系统”（http:zhixing.court.gov.cn/search/）

等网站进行搜索，访谈公司管理层，取得公司声明文件，对公司的前五大供应商

进行了走访，结合财务调查对相关费用及非经常性损益的核查结果，经核查，主

办券商认为：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因为拖欠供应商账款情况而发生纠纷的情形。 



（三）公司是否存在流动性风险 

（1）公司经营持续向好，业务规模逐步扩大，发生流动性风险概率较低 

公司现金流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5 年 1-6 月 2014 年度 2013 年度 

净利润 83.69 -2.05 20.0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38.48 -945.23 -120.67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58.37 -152.38 -73.45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2.57 1,133.97 200.27

公司2013年、2014年经营性现金流量净额为负数的情况主要是公司增加了存

货储备；新增大客户信用账期较长；公司归还往来款金额较大等因素所致。2013

年公司经营活动现金流为负主要是由于公司为提高客户服务效率，增加了储备存

货约2,039,428.12元。2014年公司经营活动现金流出现较大的负数，主要是由于

公司2014年收入大幅上升，同时公司开拓了较多大客户，公司给予规模较大、信

用较好的客户较长的信用期，使得公司应收账款增长较多；并且公司为了加强独

立性，归还了较多往来款（其他应付款），多因素结合使得公司2014年经营活动

现金流出现负数。 

同时由于目前的产量规模已经不能满足公司的供给，公司2014年开始构建新

的生产设备，增大公司产能规模，使得公司投资活动现金流为负。 

上述情形属于公司业务发展过程中的短暂过渡时期。随着公司盈利能力的持

续提高、客户供应商关系的逐步稳定，公司2015年1-6月经营活动现金流转负为

正，同时公司新设备已经投资完毕，投产运营，因此未来随着公司产能提高、盈

利向好、应收应付账款的稳定变动，公司流动性风险较小，不会对公司的持续经

营能力构成影响。 

（2）公司合理进行资金安排，保证资金周转的稳定 

由于公司规模增长较快，资金周转亦需要较多资金，因此公司根据业务发展

情况，有序进行资金融资，截至本回复出具日，凭借良好的信用条件，公司成功

在苏州市政府支持的科技企业融资支持平台“苏州市科技金融超市”取得了宁波

银行100万和江苏银行100万两笔贷款，进一步充实公司日常运营资金。公司还将



严格控制管理费用及销售费用，进一步加大应收账款的催收力度，缩短回款周期。 

同时公司已计划多家机构投资者和合格个人投资者进行初步接洽，如若公司

未来挂牌成功，将尽快完成意向投资者的定向增发计划，进一步增强公司资金实

力。 

（3）充分提示风险 

公司已在公开转让说明书“重大事项提示”及“第五节 风险因素”中增加

披露流动性风险： 

“十二、流动性风险  

公司2013年度、2014年度和2015年1-6月，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

别为-120.67万元、-945.23万元和138.48万元；公司报告期内投资活动现金净

流量均为负数，应收、应付款项余额增长较快。主要原因系公司近年来业务规

模不断扩大，为提高服务效率，增加存货储备，给予大型优质客户较长信用期，

增加生产设备投资及规范经营等多种因素导致，虽然此情形属于公司前期业务

快速发展过程中的正常现象，不会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造成重大影响，但若行

业发生不利变动、下游客户出现大幅拖欠公司货款等情形，公司将可能出现流

动性风险。” 

（四）公司资金紧张的状况是否会影响研发投入，从而削弱公司的竞争能

力 

（1）公司研发费用正常支出 

公司自成立来就十分重视产品研发，坚持以创新做为企业发展的动力，以提

高公司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和产业竞争力为目标，不断提高技术水平，提升产品质

量，进而推动公司整体业绩的持续增长；公司在收入提高的同时，也不断增加研

发投入，2013年度公司研发投入140.00万元，2014年度公司研发投入161.54万元，

增长了15%左右，2015年1至6月公司研发费用为94.73万元，预计全年研发费用将

为200万元左右，确保充足研发投入未来公司将坚持研发投入促进收入增长，收

入增长提高研发投入的良性循环模式，不会降低整体研发投入。 

（2）公司研发活动正常 

报告期内，公司根据行业状况、自身经营情况等因素，积极开展自主研发，

并未因为经营性现金流为负的情况而降低了研发立项数量，报告期内公司研发情



况如下： 

 

年份 序号 立项项目名称 拟达到的目标 目前的进展 

2013 

1 
双淋封底制品导

入及推广 
推广使用与丝网印刷类的

客户 

材料从单价及成本上不具

有竞争力，还有部分材料

小批量出货 

2 
间隔不干胶制品

推广 
按客户需求生产不同间隔

要求之不干胶 

客户需求数量不够，改委

外撒胶，进行，小批量出

货 

3 
印刷涂层改良制

品 
有效改善各类材料的UV
印刷附着及条码打印性能

已正常在各类材料上涂布

该涂层，大批量出货中  

4 
热敏纸可移除制

品 
满足部分客户热打印要求

之标签材料 
稳定出货中 

2014 

1 
压花底及制品的

导入及推广 
推广电子标签及电池标签

厂用 
14年底起已批量出货客户 

2 
阻燃PET产品推

广 
主要是配合压花胶推广

V2/V0 阻燃PET产品 
V0/V2压花胶制品都已批

量销售中 

3 
薄涂高粘PI包覆

用不干胶开发 
主要用于锂电池包覆用 小批量出货中 

4 
喷墨打印专用不

干胶 
喷墨打印类客户推广使用 PP合成纸类已量产出货中

2015
年至

今 
 
 

1 
哑白PET材料开

发 
替代进口哑白PET，降低成

本 
已批量出货并推广中 

2 
菱形压花底及制

品的导入及推广

部分替代格底压花底纸改

善部分方格底缺点 

部分客户已稳定出货中，

后续新增客户都在稳步推

广中 

3 
V0涂层阻燃PET
材料开发 

替代现用V0材料降低成本

并改善现用材料的机械性

能 

刚开始小批量试产， 另外

还在送样确认中，并送SGS 
认证V0中  

4 
耐高温白色涂层

PI材料的开发 
改善现有外购品的条码性

能并降低成本 

机台改善完成，目前正持

续跟进，少量客户需求由

委外满足 

公司未来将继续加大产品研发支持力度，加快新产品的开发，增强公司产品

的核心竞争力，加大专业人才的引进，计划再引进多名专业技术人员；同时公司

也将进一步加大研发设备投入，计划未来两年内再增加一台试验（打样）机；另

外，公司将积极与南京理工大学、合肥工业大学等高等学校进行接洽，努力推动

形成合作研究项目，提高公司整体科研能力。 

（3）公司资金回笼正常，运营资金能够满足公司正常经营需要。 

截至2015年6月30日，公司货币资金余额为1,120,852.64元；如前所述，公司



报告期内应收账款账期较短，周转率正常，前五大客户应收账款期后回款情况良

好，因此公司整体运营资金能够满足正常研发支出需要，不会影响研发投入或削

弱公司竞争力。 

经核查，主办券商认为：公司报告期内存在经营性现金流净额和投资性现

金流净额为负数的情况，系公司经营发展中的暂时性情况，但经营规模持续扩

张、财务指标日益改善，客户及供应商结构不断优化，外部融资渠道逐步拓宽，

未来公司业绩将继续保持良性快速增长，可持续经营基础有望进一步巩固，出

现重大流动性风险可能性较小，不存在因流动性不足而影响持续经营能力的风

险。 

 

 

 

二、中介机构执业质量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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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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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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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两年一期财务指标简表格式是否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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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历次修改的文件均需重新签字盖章并签署最新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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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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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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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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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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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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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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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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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已根据上述要求全面检视、补充披露《公开转让说明书》等披露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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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重要事项。 

【回复】： 

除上述问题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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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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