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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陕西兴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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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司《关于陕西兴盛新材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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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收悉。在收悉《反馈意见》后，开源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主办券商”）会同陕西兴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兴盛新材”或“公司”）与陕西丰瑞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律师”）、中

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会计师”）等中介机构，就

《反馈意见》中提出的问题逐一进行了核查落实，并按照要求对兴盛新材挂牌申

请相关文件进行了修改。现将《反馈意见》有关问题的落实情况回复如下，请予

审核。 

如无其他特别说明，本回复中的释义与公开转让说明书中释义一致。 

本回复报告的字体设置说明： 

反馈意见所列问题 仿宋、加粗 

对问题的回复内容 宋体、不加粗 

公开转让说明书修改内容 楷体、加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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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16 年 5 月，公司第一次增资，由股东李敏、李海涛分别以其对公司的

债权进行出资。根据第一次反馈意见回复，其中 2,349.04万元用以出资的债权

（以下称出资债权）系李敏、李海涛为缓解公司资金运转紧张无息借款给公司

累计形成。（1）请公司详细说明前述出资债权形成的过程及明细，并请在“第

一节 基本情况”之“四、公司股本形成概况”之“（五）非货币资产出资情况”

部分补充披露公司股东以债权出资的情况。（2）请主办券商、律师及会计师结

合出资债权的形成过程以及李敏、李海涛与公司的资金往来情况，补充核查公

司股东是否存在出资不实、抽逃出资或占用公司资金等情形。（3）请主办券商

及律师结合（1）（2）事项的核查情况，就公司注册资本是否真实、充足发表

明确意见。 

（1）请公司详细说明前述出资债权形成的过程及明细，并请在“第一节 基

本情况”之“四、公司股本形成概况”之“（五）非货币资产出资情况”部分

补充披露公司股东以债权出资的情况。 

【公司回复】 

2016 年 5 月 31 日，经公司股东会决议，同意增加注册资本 3,471.60 万元，

以上增加的注册资本由李敏、李海涛各自认缴 2,789.36 万元及 682.24 万元。 

该次增资的实缴资金全部是由李敏、李海涛对兴盛有限的债权转股权而出资

到位的（以上债权包括股东李敏、李海涛无息借给公司的 2,349.04 万元及股东李

敏、李海涛按照账面净资产 1,122.56 万元向公司转让钛锆金属 100%股权而形成

的其他应付款）。 

以上债权形成原因具体如下： 

（1）公司生产经营过程中需要采购大量的原材料作为生产加工原料，且该

原料大多为款到发货的销售方式，因此为缓解资金运转紧张，股东李敏及李海涛

累积无息借款给公司 2,349.04 万元用以公司日常运营。（其中股东李敏借给公司

2,115.824 万元，李海涛借给公司 233.216 万元 ） 

（2）股东李敏及李海涛按照账面净资产 1,122.56 万元向兴盛有限转让钛锆

金属 100%股权中股权转让款形成的股东债权。 



3 

以上股东债权 2,349.04 万元形成的过程及明细情况列表如下： 

李敏债权明细 

序号 记账日期 
凭证

号 
凭证摘要 

出借人

名称 
汇款单日期

或发生日期 

款项收

取或支

付方式 

借款金额 
（元） 

1 2013-1-31 记-79 借李敏款 李敏 2013.1.17 转账 4,100,000.00 

2 2013-12-31 记-79 借李敏款 李敏 2013.12.2 转账 2,450,000.00 

3 2014-3-31 记-83 借李敏款 李敏 
2014.3.17 转账 5,000,000.00 

2014.3.18 转账 90,000.00 

4 2014-3-31 记-86 借李敏款 李敏 2014.3.18 转账 800,000.00 

5 2014-7-31 记-75 借李敏款 李敏 2014.7.2 转账 200,000.00 

6 2014-9-30 记-57 借李敏款 李敏 2014.9.11 转账 360,000.00 

7 2014-11-30 记-47 收李总转款 李敏 2014.11.13 转账 60,000.00 

8 2014-11-30 记-47 收李总转款 李敏 2014.11.13 转账 90,000.00 

9 2015-1-31 记-22 借李敏款 李敏 2015.1.26 转账 190,000.00 

10 2015-1-31 记-59 借李敏款 李敏 2015.1.19 转账 200,000.00 

11 2015-6-30 记-47 收李敏款 李敏 2015.6.1 转账 500,000.00 

12 2015-6-30 记-53 收李敏款 李敏 2015.6.8 转账 100,000.00 

13 2015-10-31 记-109 收李敏款 李敏 2015.10.28 转账 120,000.00 

14 2015-12-31 记-56 借李敏款 李敏 2015.12.24 转账 150,000.00 

15 2015-12-31 记-105 借李敏款 李敏 2015.12.24 转账 350,000.00 

16 2016-5-31 记-12 借李敏款 李敏 2016.5.19 转账 500,000.00 

17 2016-5-31 记-12 借李敏款 李敏 2016.5.24 转账 67,840.00 

18 2016-6-30 记-28 借李敏款 李敏 2016.6.3 转账 3,300,000.00 

19 2016-6-30 记-33 借李敏款 李敏 2016.6.22 转账 230,000.00 

20 2016-6-30 记-33 借李敏款 李敏 2016.6.23 转账 200,000.00 

21 2016-7-31 记-129 借李敏款 李敏 2016.7.05 转账 2,000,000.00 

22 2016-8-31 记-74 借李敏款 李敏 2016.8.01 转账 100,400.00 

合计      21,158,240.00 

李海涛债权明细 

序号 记账日期 凭证

号 凭证摘要 出借人

名称 

汇款单日

期或发生

日期 

款项收取

或支付方

式 

借款金额

（元） 

1 2016-5-31 记- 收李海涛借 李海涛 2016.5.24 转账 2,332,1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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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款 

合计      2,332,160.00 

以上股东李敏、李海涛于 2013 年 1 月至 2016 年 8 月通过转账方式借给公司

的款项合计为 2,349.04 万元。 

2018 年 6 月西安臻岳信会计师事务所合伙企业（普通合伙）对以上 2016 年

5 月 31 日的公司第一次增资（包括股东李敏、李海涛以上借给公司的 2,349.04

万元及股东李敏、李海涛按照账面净资产 1,122.56 万元向公司转让钛锆金属

100%股权而形成的其他应付款）进行了补充验资，并于 2018 年 6 月 30 日出具

了“臻岳信验字【2018】001 号”《验资报告》：“截至 2016 年 8 月 31 日止，

贵公司已经收到股东李敏、李海涛缴纳的新增注册资本（实收资本）合计人民币

3,471.60 万元。” 

【补充披露】 

公司已在公开转让说明书“第一节 基本情况”之“四、公司股本形成概况”

之“（五）非货币资产出资情况”中补充披露如下： 

“（五）非货币资产出资情况 

√适用  □不适用                                    

非货币资

产名称 
作价金额 是否评估 

是否与生

产经营相

关 

是否办理

产权转移

手续 

如存在瑕

疵，是否规

范 

备注 

债权 
3,471.60

万元 
是 是 是 否 

已经审计、

评估及验

资，不存在

出资瑕疵 

合计 
3,471.60

万元 
- - - - - 

以上债权包括股东李敏、李海涛无息借给公司的 2,349.04万元及股东李敏、

李海涛按照账面净资产1,122.56万元向公司转让钛锆金属 100%股权而形成的其

他应付款。 

以上非货币资产出资情况详见本公转书“第一节 基本情况”之“四、公司

股本形成概况”之“（一）历史沿革”及“第一节 基本情况”之“六、重大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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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重组情况”。” 

（2）请主办券商、律师及会计师结合出资债权的形成过程以及李敏、李海

涛与公司的资金往来情况，补充核查公司股东是否存在出资不实、抽逃出资或

占用公司资金等情形。 

【主办券商回复】 

1、核查依据 

主办券商核查了出资债权形成的全部财务凭证、股东与公司间资金往来明细

账、针对出资债权的资产评估报告、验资报告等工商登记文件，取得了就以上出

资债权形成的背景及原因对股东李敏、李海涛进行访谈的文件、取得了控股股东

李敏、实际控制人李敏、李海涛、杨小兰出具的《关于不存在资金占用事项的声

明》、《关于避免资金占用的承诺函》。 

2、核查过程 

经主办券商核查，公司生产经营过程中需要采购大量的原材料作为生产加工

原料，以上出资债权系为缓解资金运转紧张由李敏、李海涛出借给公司形成，对

于出资债权所涉及到的财务凭证，其发生日期、凭证内容及转账信息等明细列示

如下： 

李敏债权明细 

序号 记账日期 
凭证

号 
凭证摘要 

出借人

名称 
汇款单日期

或发生日期 

款项收

取或支

付方式 

借款金额 
（元） 

1 2013-1-31 记-79 借李敏款 李敏 2013.1.17 转账 4,100,000.00  

2 2013-12-31 记-79 借李敏款 李敏 2013.12.2 转账 2,450,000.00  

3 2014-3-31 记-83 借李敏款 李敏 
2014.3.17 转账 5,000,000.00  

2014.3.18 转账 90,000.00  

4 2014-3-31 记-86 借李敏款 李敏 2014.3.18 转账 800,000.00  

5 2014-7-31 记-75 借李敏款 李敏 2014.7.2 转账 200,000.00  

6 2014-9-30 记-57 借李敏款 李敏 2014.9.11 转账 360,000.00  

7 2014-11-30 记-47 收李总转款 李敏 2014.11.13 转账 60,000.00  

8 2014-11-30 记-47 收李总转款 李敏 2014.11.13 转账 9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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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2015-1-31 记-22 借李敏款 李敏 2015.1.26 转账 190,000.00  

10 2015-1-31 记-59 借李敏款 李敏 2015.1.19 转账 200,000.00  

11 2015-6-30 记-47 收李敏款 李敏 2015.6.1 转账 500,000.00  

12 2015-6-30 记-53 收李敏款 李敏 2015.6.8 转账 100,000.00  

13 2015-10-31 记-109 收李敏款 李敏 2015.10.28 转账 120,000.00  

14 2015-12-31 记-56 借李敏款 李敏 2015.12.24 转账 150,000.00  

15 2015-12-31 记-105 借李敏款 李敏 2015.12.24 转账 350,000.00  

16 2016-5-31 记-12 借李敏款 李敏 2016.5.19 转账 500,000.00  

17 2016-5-31 记-12 借李敏款 李敏 2016.5.24 转账 67,840.00  

18 2016-6-30 记-28 借李敏款 李敏 2016.6.3 转账 3,300,000.00  

19 2016-6-30 记-33 借李敏款 李敏 2016.6.22 转账 230,000.00  

20 2016-6-30 记-33 借李敏款 李敏 2016.6.23 转账 200,000.00  

21 2016-7-31 记-129 借李敏款 李敏 2016.7.05 转账 2,000,000.00  

22 2016-8-31 记-74 借李敏款 李敏 2016.8.01 转账 100,400.00  

合计      21,158,240.00 

李海涛债权明细 

序号 记账日期 凭证号 凭证摘要 出借人

名称 
汇款单日期

或发生日期 

款项收

取或支

付方式 

借款金额

（元） 

1 2016-5-31 记- 12 收李海涛借

款 李海涛 2016.5.24 转账 2,332,160.00 

合计      2,332,160.00 

以上凭证记录完整，清晰，同时以上债权发生时间为 2013 年 1 月至 2016

年 8 月，经核查以上时段公司往来明细账，并未发生公司股东以借款等方式占用

公司资金的情形。 

同时，以上出资债权已于 2018 年 6 月由西安臻岳信会计师事务所合伙企业

（普通合伙）（包括股东李敏、李海涛以上借给公司的 2,349.04 万元及股东李敏、

李海涛按照账面净资产 1,122.56 万元向公司转让钛锆金属 100%股权而形成的其

他应付款）进行了补充验资，并于 2018 年 6 月 30 日出具了“臻岳信验字【2018】

001 号”《验资报告》：“截至 2016 年 8 月 31 日止，贵公司已经收到股东李敏、

李海涛缴纳的新增注册资本（实收资本）合计人民币 3,471.60 万元。” 

以上出资债权系因生产经营客观原因逐渐形成并形成了完整的财务记录，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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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出资不实情形；同时公司已于 2016 年 8 月在债权真实的基础上进行了债转

股，因此不涉及抽逃出资情形；以上债权的形成期间未发生公司股东以借款等方

式占用资金情形。 

3、核查结论 

综上，主办券商认为，以上出资债权形成过程清晰明确，公司股东不存在出

资不实、抽逃出资或占用公司资金等情形。 

（3）请主办券商及律师结合（1）（2）事项的核查情况，就公司注册资本

是否真实、充足发表明确意见。 

【主办券商回复】 

1、核查依据 

主办券商核查了出资债权形成的全部财务凭证、股东与公司间资金往来明细

账、针对出资债权的资产评估报告、验资报告等工商登记文件，取得了就以上出

资债权形成的背景及原因对股东李敏、李海涛进行访谈的文件、取得了控股股东

李敏、实际控制人李敏、李海涛、杨小兰出具的《关于不存在资金占用事项的声

明》、《关于避免资金占用的承诺函》。 

2、核查过程 

经主办券商核查，根据上述完整、清晰的财务凭证记录，以上出资债权均通

过银行转账的方式付给了公司，并按照 2013 年 1 月—2016 年 8 月形成的债权金

额计入了其他应付款中，通过债转股的方式形成了股东李敏、李海涛在 2016 年

公司第一次增资时的出资。 

根据 2014 年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发布实施并现行有效的《公司注册资本

登记管理规定》第七条规定：“债权人可以将其依法享有的对在中国境内设立的

公司的债权，转为公司股权。转为公司股权的债权应当符合下列情形之一：（一）

债权人已经履行债权所对应的合同义务，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

或者公司章程的禁止性规定；（二）经人民法院生效裁判或者仲裁机构裁决确认

（三）公司破产重整或者和解期间，列入经人民法院批准的重整计划或者裁定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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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的和解协议。用以转为公司股权的债权有两个以上债权人的，债权人对债权应

当已经作出分割。债权转为公司股权的，公司应当增加注册资本。” 

以上债权系股东李敏及李海涛借出给公司而形成，已经履行了借款的借出义

务，符合以上情形（一）债权人已经履行债权所对应的合同义务，且不违反法律、

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或者公司章程的禁止性规定，同时每笔借款均计入了其他

应付款科目，归类正确。以上股东李敏及李海涛同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以上借款

行为无纠纷或潜在纠纷。 

同时对公司债转股出资比例及形式存在要求的《公司债权转股权登记管理办

法》已于上述《公司注册资本登记管理规定》出台时废止，以上出资债权的出资

形式及比例符合当时法律法规的规定。 

在对以上出资债权的专项评估方面，天健兴业资产评估（陕西）有限公司以

2016 年 8 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对李敏、李海涛与陕西兴盛金属有限公司之间

拟债权转股权的其他应付款进行了评估，出具“天兴陕评报字（2018）第 0288

号”《陕西兴盛金属有限公司拟债权转股权所涉及其他应付款项目追溯性资产评

估报告》，确认经成本法评估，陕西兴盛金属有限公司于 2016 年 8 月 31 日拟债

权转股权而涉及的其他应付款账面值 3,471.60 万元，评估值为 3,471.60 万元，其

中李敏为 2789.36 万元，李海涛为 682.24 万元。（以上评估债权包括股东李敏、

李海涛无息借给公司的 2,349.04 万元及股东李敏、李海涛按照账面净资产

1,122.56 万元向公司转让钛锆金属 100%股权而形成的其他应付款） 

在补充验资方面，西安臻岳信会计师事务所合伙企业（普通合伙）于 2018

年 6 月 30 日出具了“臻岳信验字【2018】001 号”《验资报告》，截至 2016 年

8 月 31 日止，贵公司已经收到股东李敏、李海涛缴纳的新增注册资本（实收资

本）合计人民币 3,471.60 万元。 

3、核查结论 

综上，主办券商认为，以上债转股出资中的债权形成过程真实、有效，债转

股过程合法且已出资到位，公司注册资本真实、充足。 

2、2016 年 7月，宝鸡泽润企业管理咨询所（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宝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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泽润”）以 1100万元的价格受让 24.42%股权进入公司，成为公司股东。宝鸡泽

润有 33名合伙人，根据第一次反馈意见回复，宝鸡泽润系由公司内部核心人员

及外部自然人设立的持股平台。（1）请主办券商及律师补充核查以下事项并发

表明确意见：①宝鸡泽润合伙人的出资来源，是否存在非法集资或以非公开方

式向投资者募集资金设立基金的情况，是否存在代持或其他特殊利益安排，穿

透合并计算后公司实际股东是否超过 200 人；②相关员工离开公司时其直接或

间接持有的权益的处置方式及其合法合规性；③是否存在争议或潜在纠纷，公

司股权是否明晰。（2）请公司就相应未披露事项作补充披露。 

（1）请主办券商及律师补充核查以下事项并发表明确意见：①宝鸡泽润合

伙人的出资来源，是否存在非法集资或以非公开方式向投资者募集资金设立基

金的情况，是否存在代持或其他特殊利益安排，穿透合并计算后公司实际股东

是否超过 200 人；②相关员工离开公司时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权益的处置方式

及其合法合规性；③是否存在争议或潜在纠纷，公司股权是否明晰。 

【主办券商回复】 

①宝鸡泽润合伙人的出资来源，是否存在非法集资或以非公开方式向投资

者募集资金设立基金的情况，是否存在代持或其他特殊利益安排，穿透合并计

算后公司实际股东是否超过 200 人； 

1、核查依据 

主办券商查阅了公司历史沿革涉及到的工商资料、股东会决议、宝鸡泽润合

伙人出资时的银行流水、宝鸡泽润支付股权转让款的银行回单、合伙协议、宝鸡

泽润全体合伙人的出资承诺、宝鸡泽润执行事务合伙人李敏的访谈文件、宝鸡泽

润出具的书面说明等文件、查询宝鸡泽润的公开信息。 

2、核查过程 

经主办券商核查，宝鸡泽润成立于 2016 年 6 月 29 日，其出资人包括了公司

内部核心人员及外部出资人，为以合伙企业的形式成立的持股平台。 

2016 年 7 月，宝鸡泽润以 1,100 万元的价格受让股东李敏 24.42%股权进入

公司，成为公司股东，宝鸡泽润受让公司以上股权时的合伙人出资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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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合伙人姓名 
认缴出资 
（万元） 

实缴出资 
（万元） 

出资比例

（%） 
出资方式 

1 李  敏 38.067 38.067 3.4608 货币 
2 李勤升 200.00 200.00 18.1818 货币 
3 谢宽让 200.00 200.00 18.1818 货币 
4 班  红 70.00 70.00 6.3636 货币 
5 任  捷 65.00 65.00 5.9091 货币 
6 鱼奇鳞 60.00 60.00 5.4545 货币 
7 杨爱雪 50.00 50.00 4.5455 货币 
8 殷君湘 30.00 30.00 2.7273 货币 
9 李有生 30.00 30.00 2.7273 货币 
10 刘新文 29.333 29.333 2.6666 货币 
11 邢国建 20.00 20.00 1.8182 货币 
12 薛文娇 20.00 20.00 1.8182 货币 
13 陈洛伊 20.00 20.00 1.8182 货币 
14 邓沪秋 20.00 20.00 1.8182 货币 
15 屠维平 20.00 20.00 1.8182 货币 
16 郑  婷 20.00 20.00 1.8182 货币 
17 杨小强 20.00 20.00 1.8182 货币 
18 郝玉平 13.00 13.00 1.1818 货币 
19 杨小刚 12.00 12.00 1.0909 货币 
20 程  灏 12.00 12.00 1.0909 货币 
21 雷  冰 12.00 12.00 1.0909 货币 
22 庞正达 12.00 12.00 1.0909 货币 
23 高俊杰 12.00 12.00 1.0909 货币 
24 聂建孝 10.00 10.00 0.9091 货币 
25 高鹏翔 10.00 10.00 0.9091 货币 
26 张  宇 10.00 10.00 0.9091 货币 
27 杨红艳 10.00 10.00 0.9091 货币 
28 宋长荣 10.00 10.00 0.9091 货币 
29 王克凡 8.00 8.00 0.7273 货币 
30 侯  钧 6.80 6.80 0.6182 货币 
31 董芳芳 6.00 6.00 0.5455 货币 
32 樊广明 5.00 5.00 0.4545 货币 
33 陈亚玲 3.50 3.50 0.3182 货币 
34 刘  莉 3.00 3.00 0.2727 货币 
35 王宏波 3.00 3.00 0.2727 货币 
36 张西平 3.00 3.00 0.2727 货币 
37 崔凤莲 3.00 3.00 0.2727 货币 
38 李会侠 3.00 3.00 0.2727 货币 
39 范  辉 2.00 2.00 0.1818 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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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王晓娟 2.00 2.00 0.1818 货币 
41 刘建军 2.00 2.00 0.1818 货币 
42 李宏洛 2.00 2.00 0.1818 货币 
43 史孝斌 2.00 2.00 0.1818 货币 
44 杨玉华 2.00 2.00 0.1818 货币 
45 刘宏宇 2.00 2.00 0.1818 货币 
46 李梅霞 2.00 2.00 0.1818 货币 
47 齐海涛 2.00 2.00 0.1818 货币 
48 袁八保 1.30 1.30 0.1182 货币 
49 韩银娟 1.00 1.00 0.0909 货币 

合计 1100.00 1100.00 100.00 - 

根据银行回单显示，2016 年 8 月宝鸡泽润向股东李敏支付了以上 1,100 万元

的全部出资款项。 

截至本反馈意见回复日，宝鸡泽润全体合伙人出具了出资承诺，内容如下：

“截至本承诺出具日，本人为宝鸡泽润企业管理咨询所（有限合伙）的合伙人，

现就出资来源等相关情况作出承诺如下：本人投入宝鸡泽润企业管理咨询所（有

限合伙）的全部资金均为本人自有资金，不存在非法集资或以非公开方式向投资

者募集资金设立基金的情况，不存在代持或其他特殊利益安排，不存在争议或潜

在纠纷。本承诺自签署之日起生效，为不可撤销的承诺。特此承诺。” 

根据宝鸡泽润受让公司股权时的《合伙协议》、合伙人决议、访谈记录及宝

鸡泽润全体合伙人的出资承诺，各合伙人共同出资至宝鸡泽润时，以上合伙人的

构成是公司内部核心人员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宝鸡泽润执行事务合伙

人李敏的同学朋友，宝鸡泽润合伙人系李敏根据内部核心人员表现及外部同学朋

友的关系程度，在充分介绍公司情况及了解出资意愿的基础上协商确定的，并签

署了《合伙协议》并按照协议以自有资金完成了全部出资，协议签署及转账记录

完整，设立及出资合法有效。经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http://www.gsxt.gov.cn）及中国证监会证券期货监督管理信息公开目录

（http://www.csrc.gov.cn/pub/zjhpublic）、中国证监会证券期货市场失信记录查询

平 台 （ http://neris.csrc.gov.cn/shixinchaxun/ ） 、 中 国 裁 判 文 书 网

（http://wenshu.court.gov.cn），获取宝鸡泽润的信用信息报告（通过查询信用中

国网站 https://www.creditchina.gov.cn/取得)，宝鸡泽润不存在因非法集资、非法

发行股份而受到行政处罚或刑事处罚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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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根据以上核查内容，通过查询合伙协议、转账凭证、访谈记录及宝鸡泽

润全体合伙人的出资承诺，宝鸡泽润由相应的合伙人签署相关合伙协议并以自有

资金进行了全部出资，该全部出资到位后通过向股东李敏支付 1,100 万元股权转

让款取得了公司 24.42%的股权，不存在代持及其他利益安排。 

经核查工商资料及股东会决议，2016 年 7 月宝鸡泽润通过股权转让取得公

司股权后，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序

号 
股东姓名 认缴出资（万元） 实缴出资（万元） 股权比例（%） 

1 杨小兰 600.00 600.00 13.32 
2 李敏 1,896.36 1,896.36 42.11 
3 李海涛 682.24 682.24 15.15 
4 宝鸡泽润企业管理咨询所 

（有限合伙） 
1,100.00 1,100.00 24.42 

5 陕西泉雨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25.00 225.00 5.00 
合计 4,503.60 4,503.60 100.00 

通过以上股权结构，经穿透合并计算，公司实际股东为 53 人，未超过 200

人。 

截至本反馈意见回复日，公司股权结构及出资情况如下： 
序

号 
股东姓名 认缴出资（元） 实缴出资（元） 股权比例（%） 

1 李敏 23,542,733 23,542,733 47.09 

2 
宝鸡泽润企业管理咨询所（有限合

伙） 
11,684,478 11,684,478 23.37 

3 李海涛 7,246,925 7,246,925 14.49 
4 杨小兰 6,373,351 6,373,351 12.75 
5 刘丽英 531,113 531,113 1.06 
6 李喜 53,111 53,111 0.11 
7 李灵 53,111 53,111 0.11 
8 张晓东 53,111 53,111 0.11 
9 张继平 53,111 53,111 0.11 
10 孙继民 53,111 53,111 0.11 
11 张怡 53,111 53,111 0.11 
12 俞伟微 53,111 53,111 0.11 
13 陕西秦峰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53,111 53,111 0.11 

14 
宝鸡市丰茂物资再生利用有限责任

公司 
53,111 53,111 0.11 

15 侯春慧 39,833 39,833 0.08 
16 李银生 26,556 26,556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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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张春节 21,245 21,245 0.04 
18 张颖睿 21,245 21,245 0.04 
19 刘勇 13,278 13,278 0.03 
20 史亚云 10,622 10,622 0.02 
21 杨红艳 10,622 10,622 0.02 

合计 50,000,000 50,000,000 100.00 

通过以上股权结构，经穿透合并计算，公司实际股东为 55 人，未超过 200

人。 

3、核查结论 

综上，主办券商认为，宝鸡泽润出资不存在非法集资或以非公开方式向投资

者募集资金设立基金的情况，不存在代持或其他特殊利益安排，穿透合并计算后

公司实际股东未超过 200 人。 

②相关员工离开公司时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权益的处置方式及其合法合规

性； 

1、核查依据 

主办券商核查了宝鸡泽润合伙协议、相关员工劳动合同及公司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宝鸡泽润执行事务合伙人李敏的访谈记录等文件。 

2、核查过程 

经主办券商核查，宝鸡泽润成立于 2016 年 6 月 29 日，其出资人包括了公司

内部核心人员及外部出资人，为以合伙企业的形式成立的持股平台，其中李敏为

公司董事长，杨红艳、董芳芳、王宏波、范辉、袁八保、韩银娟为公司员工。 

以上人员自宝鸡泽润初始设立时即为合伙人，截至本反馈意见回复日，宝鸡

泽润的合伙人出资情况如下： 

序号 合伙人姓名 认缴出资 
（万元） 

实缴出资 
（万元） 

出资比例

（%） 出资方式 

1 李  敏 322.40 322.40 29.3091 货币 
2 李勤升 200.00 200.00 18.1818 货币 
3 谢宽让 200.00 200.00 18.1818 货币 
4 班  红 70.00 70.00 6.3636 货币 
5 任  捷 65.00 65.00 5.9091 货币 
6 殷君湘 30.00 30.00 2.7273 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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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邓林贤 32.00 32.00 2.9091 货币 
8 邓沪秋 20.00 20.00 1.8182 货币 
9 郑  婷 20.00 20.00 1.8182 货币 
10 杨小强 20.00 20.00 1.8182 货币 
11 郝玉平 13.00 13.00 1.1818 货币 
12 杨小刚 12.00 12.00 1.0909 货币 
13 程  灏 12.00 12.00 1.0909 货币 
14 高俊杰 12.00 12.00 1.0909 货币 
15 张  宇 10.00 10.00 0.9091 货币 
16 杨红艳 2.00 2.00 0.1818 货币 
17 宋长荣 10.00 10.00 0.9091 货币 
18 王克凡 8.00 8.00 0.7273 货币 
19 侯  钧 6.80 6.80 0.6182 货币 
20 董芳芳 5.00 5.00 0.4545 货币 
21 张亚宁 1.00 1.00 0.0909 货币 
22 樊广明 5.00 5.00 0.4545 货币 
23 陈亚玲 3.50 3.50 0.3182 货币 
24 王宏波 3.00 3.00 0.2727 货币 
25 李会侠 3.00 3.00 0.2727 货币 
26 范  辉 2.00 2.00 0.1818 货币 
27 刘建军 2.00 2.00 0.1818 货币 
28 李宏洛 2.00 2.00 0.1818 货币 
29 史孝斌 2.00 2.00 0.1818 货币 
30 王艺棟 2.00 2.00 0.1818 货币 
31 齐海涛 2.00 2.00 0.1818 货币 
32 袁八保 1.30 1.30 0.1182 货币 
33 韩银娟 1.00 1.00 0.0909 货币 

合计 1100.00 1100.00 100.00 - 

因此，截至本反馈意见回复日，以上人员仍为宝鸡泽润合伙人且仍在公司担

任职务，经核查合伙协议及访谈记录，合伙协议并无针对内部核心人员合伙人离

职时的权益处置安排，即并无特殊的、相关员工离开公司时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

权益的处置方式约定，因此相关人员劳动关系的存续与否不影响其作为宝鸡泽润

合伙人享有的合法权益。 

3、核查结论 

综上，主办券商认为，目前对于相关员工离开公司时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权

益的处置方式并无特别约定，劳动关系的存续与否不影响相关人员作为宝鸡泽润

合伙人享有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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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是否存在争议或潜在纠纷，公司股权是否明晰。 

1、核查依据 

主办券商查阅了公司章程、宝鸡泽润受让股权时的股东会决议、股权转让协

议、取得付款凭证及宝鸡泽润全体合伙人的出资承诺，查询了宝鸡泽润及公司的

公开诚信相关信息。 

2、核查过程 

经核查，2016 年 7 月 14 日，有限公司股东会做出决议，同意李敏将其持有

的 24.42%股权以 1,100.00 万元即 1 元/注册资本的价格转让给宝鸡泽润企业管理

咨询所（有限合伙），同意李敏将其持有的 5.00%股权以 225.00 万元即 1 元/注

册资本的价格转让陕西泉雨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同日，本次股权转让各方签订

《股权转让协议》。 

2016 年 7 月 18 日，公司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工商登记，以上股权转让程序齐

备，合法合规。 

在实际支付股权转让款方面，经核查宝鸡泽润 2016 年 8 月银行流水及向股

东李敏支付全部股权转让款的银行回单，宝鸡泽润已于 2016 年 8 月向股东李敏

支付了受让 24.42%股权的对价 1,100.00 万元。 

至此，根据《公司法》第三条：“公司是企业法人，有独立的法人财产，享

有法人财产权。公司以其全部财产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

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以其认购的股份为

限对公司承担责任。” 

《公司法》第四条：“公司股东依法享有资产收益、参与重大决策和选择管

理者等权利。” 

因此在以上审议程序及出资交付完备的基础上，宝鸡泽润作为独立的法律主

体，已经成为公司的股东并享有公司权益，并以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 

截至本反馈意见回复日，宝鸡泽润全体合伙人出具了出资承诺，内容如下：

“截至本承诺出具日，本人为宝鸡泽润企业管理咨询所（有限合伙）的合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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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就出资来源等相关情况作出承诺如下：本人投入宝鸡泽润企业管理咨询所（有

限合伙）的全部资金均为本人自有资金，不存在非法集资或以非公开方式向投资

者募集资金设立基金的情况，不存在代持或其他特殊利益安排，不存在争议或潜

在纠纷。本承诺自签署之日起生效，为不可撤销的承诺。特此承诺。” 

经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网址：http://www.gsxt.gov.cn）及中国

证 监 会 证 券 期 货 监 督 管 理 信 息 公 开 目 录 （ 网 址 ：

http://www.csrc.gov.cn/pub/zjhpublic）、中国证监会证券期货市场失信记录查询平

台 （ http://neris.csrc.gov.cn/shixinchaxun/ ） 、 中 国 裁 判 文 书 网

（http://wenshu.court.gov.cn），获取宝鸡泽润及公司的信用信息报告（通过查询

信用中国网站 https://www.creditchina.gov.cn/取得)，宝鸡泽润及公司均未发生涉

及股权方面的涉诉情况及行政处罚信息。 

同时公司全体股东签署了《股权无转让限制和潜在纠纷以及不存在代持的声

明》，内容如下：“本人/本机构作为陕西兴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的股东，承诺截至本说明出具之日，本人/本机构所持公司的股份不

存在信托持股、委托代持、质押、锁定、特别转让安排等转让限制情形，所持股

份无被冻结、保全的情况，亦不存在股权纠纷或潜在纠纷。” 

3、核查结论 

综上，主办券商认为，宝鸡泽润设立、出资及受让公司股权程序合法完备，

股权转让对价已支付完毕，作为独立法律主体行使公司股东权利及承担责任，不

存在争议或潜在纠纷，公司股权明晰。 

（2）请公司就相应未披露事项作补充披露。 

【补充披露】 

公司已在公开转让说明书“第一节 基本情况”之“三、公司股权结构”之

“（四）股东适格性核查”中补充披露如下： 

“（四）股东适格性核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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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名称 
是否适

格 

是否为

私募股

东 

是否为

三类股

东 

具体情况 

1 李敏 是 否 否 - 

2 

宝鸡泽润企业管

理咨询所（有限合

伙） 

是 否 否 

宝鸡泽润企业管理咨询所（有限合

伙）系由公司内部核心人员及公司

控股股东李敏外部同学朋友等自

然人设立的持股平台，出资来源为

合伙人自有资金，不存在非法集资

或以非公开方式向投资者募集资

金设立基金的情况，不存在代持或

其他特殊利益安排，不存在资产由

私募基金管理人管理的情形，也未

担任任何私募基金的管理人，其不

属于私募基金或私募基金管理人，

不需按照《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

暂行办法》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

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

的规定履行登记或备案手续。 

3 李海涛 是 否 否 - 

4 杨小兰 是 否 否 - 

5 刘丽英 是 否 否 - 

6 李喜 是 否 否 - 

7 李灵 是 否 否 - 

8 张晓东 是 否 否 - 

9 张继平 是 否 否 - 

10 孙继民 是 否 否 - 

11 张怡 是 否 否 - 

12 俞伟微 是 否 否 - 

13 
陕西秦峰建筑工

程有限责任公司 
是 否 否 

陕西秦峰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的出资来源为自有资金，不存在非

法集资或以非公开方式向投资者

募集资金设立基金的情况，不存在

代持或其他特殊利益安排，不存在

资产由私募基金管理人管理的情

形，也未担任任何私募基金的管理

人，其不属于私募基金或私募基金

管理人，不需按照《私募投资基金

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及《私募投资

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

（试行）》的规定履行登记或备案

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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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根据申报文件及第一次反馈意见回复，公司需要办理排污许可证，但因

生态环境部尚未发布针对公司所在行业的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暂时

无法办理。（1）请主办券商及律师补充核查以下事项并发表意见：①公司及子

公司对污染物排放采取的处理措施；②公司及子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是否已就及时跟进办理《排污许可证》出具承诺，前述承诺是否已披露。（2）

请公司就相应未披露事项作补充披露。 

（1）请主办券商及律师补充核查以下事项并发表意见：①公司及子公司对

污染物排放采取的处理措施；②公司及子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是否已

就及时跟进办理《排污许可证》出具承诺，前述承诺是否已披露。 

【主办券商回复】 

①公司及子公司对污染物排放采取的处理措施； 

1、核查依据 

主办券商核查了公司及子公司出具的处理措施说明、现场实地核查了污染物

14 

宝鸡市丰茂物资

再生利用有限责

任 

公司 

是 否 否 

宝鸡市丰茂物资再生利用有限责

任公司的出资来源为自有资金，不

存在非法集资或以非公开方式向

投资者募集资金设立基金的情况，

不存在代持或其他特殊利益安排，

不存在资产由私募基金管理人管

理的情形，也未担任任何私募基金

的管理人，其不属于私募基金或私

募基金管理人，不需按照《私募投

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及《私

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

案办法（试行）》的规定履行登记

或备案手续。 

15 侯春慧 是 否 否 - 

16 李银生 是 否 否 - 

17 张春节 是 否 否 - 

18 张颖睿 是 否 否 - 

19 刘勇 是 否 否 - 

20 史亚云 是 否 否 - 

21 杨红艳 是 否 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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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设备运行情况、公司与第三方签订的《危险废物处置合同书》等文件。 

2、核查过程 

经主办券商核查，公司需要办理排污许可证，但因生态环境部尚未发布针对

公司所在行业的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暂时无法办理，以上情况已于第

一次反馈意见回复中进行了详细论证及说明。目前公司及子公司涉及到的污染物

主要为废气、废水、噪声、固体废物，其污染来源及环保处置措施等具体情况如

下： 

污染物种类 污染来源 处理措施 
环保设备是否正常

运行 

废气 

焊接工序产生的无组

织排放 
经由焊烟净化器收集处理 正常运行 

打磨工序产生的有组

织排放 
经由水喷淋除尘方式过滤

后排放 
正常运行 

废水 
生活废水 

经化粪池沉淀后排入污水

管网 
正常运行 

生产废水 循环使用，不外排  

固体废物 

生活垃圾 由市政环卫部门统一清运  
边角料、钛屑 回收再利用  

废矿物油、废油布 
公司委托危险废物处置资

质的第三方进行回收处理 
 

噪声 机器设备 
采取消声、减震、密封厂房

等措施处理 
 

以上固体废物中的废矿物油、废油布需要委托危险废物处置资质的第三方进

行专业收集及处置，公司于 2019 年 8 月 29 日与具有陕西省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资

质（该资质有效期自 2017 年 2 月 28 日至 2022 年 2 月 27 日）的陕西明瑞资源再

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陕西明瑞”）签订了《危险废物处置合同书》，为期一

年。 

子公司钛锆金属于 2018 年正式投产后将危险废物密封放置于单独隔离的危

废存放间内，自 2019 年 8 月公司与陕西明瑞签订以上《危险废物处置合同书》

后，子公司发生的以上危险废物也由陕西明瑞按照该合同约定予以处理，在申报

核查期间主办券商已提示子公司需与陕西明瑞签订正式的书面处置协议，目前因

外部环境影响陕西明瑞尚未正式复工，子公司承诺待其正式复工后以子公司名义

签订正式的书面处置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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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核查结论 

综上，主办券商认为，公司及子公司针对污染物排放采取了有效的处置措施。 

②公司及子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是否已就及时跟进办理《排污许

可证》出具承诺，前述承诺是否已披露。 

1、核查依据 

主办券商核查了公司及子公司相关承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跟进办理承

诺、申报公开转让说明书等相关文件。 

2、核查过程 

经主办券商核查，截至本反馈意见出具日，公司及子公司就及时跟进办理《排

污许可证》出具了相关承诺，内容如下：“截至本承诺出具日，本公司尚未取得

《排污许可证》，本公司承诺将在国家生态环境部发布针对本公司所在行业的排

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后，严格按照《排污许可管理办法（试行）》中的

相关规定及时跟进《排污许可证》的办理工作，确保本公司不发生因未取得以上

许可而受到相关处罚从而影响公司日常经营情形发生。” 

同时公司控股股东李敏、实际控制人李敏、李海涛、杨小兰就及时跟进办理

《排污许可证》承诺如下：“截至本承诺出具日，兴盛新材及全资子公司钛锆金

属尚未取得《排污许可证》，本人承诺将在国家生态环境部发布针对兴盛新材及

全资子公司钛锆金属所在行业的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后，严格按照

《排污许可管理办法（试行）》中的相关规定及时跟进兴盛新材与子公司钛锆金

属《排污许可证》的办理工作，确保兴盛新材及子公司钛锆金属不发生因未取得

以上许可而受到相关处罚从而影响公司日常经营情形发生，若因发生相关部门对

兴盛新材或子公司钛锆金属采取处罚措施，该处罚所涉全部金额由本人承担，本

承诺函自签署之日起生效，为不可撤销的承诺。” 

以上承诺内容详见下文补充披露内容。 

3、核查结论 

综上，主办券商认为，截至本反馈意见出具日公司及子公司、控股股东、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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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控制人已就及时跟进办理《排污许可证》出具承诺，前述承诺已披露于本反馈

意见出具日提交的公开转让说明书相关章节之内。 

（2）请公司就相应未披露事项作补充披露。 

针对以上情况，公司已在公开转让说明书“重大事项提示”之“二、挂牌时

承诺的事项”后补充披露如下： 

“…… 

承诺主体名称 兴盛新材；钛锆金属；李敏、杨小兰、李海涛 

承诺主体类型 √申请挂牌公司     √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 

其他股东          董监高    
收购人            √其他  全资子公司  

承诺类别 同业竞争的承诺    关联交易的承诺   
资金占用的承诺    业绩承诺及补偿安排   

股份增减持承诺    √其他承诺 及时跟进办理排污许可承

诺 

承诺开始日期 2020年 2月 10日 

承诺结束日期 无 

承诺事项概况 关于及时跟进办理排污许可承诺：详见“第二节 公司业务”

之“五、经营合规情况”之“（一）环保情况” 

” 

同时，公司已在公开转让说明书“第二节 公司业务”之“五、经营合规情

况”之“（一）环保情况”中修订披露如下： 

“……（3）排污许可证办理情况核查 

2019 年 6 月，公司已在《全国排污许可证管理信息平台》申报办理排污许

可证，根据国家生态环境部 2019 年 12 月发布的《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分类管

理名录（2019 年版）》中，第二十七类 79项，公司及子公司钛锆金属主营业务

属于有色金属压延加工行业，同时根据《排污许可管理办法（试行）》中的相

关规定，截至本公开转让说明书签署之日，国家生态环境部尚未发布针对公司

所在行业的《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公司及子公司将在以上技术

规范发布之日，在已经取得环评验收的基础上，根据规范标准及时完成自行监

测方案并取得排污许可证，因此公司及子公司未发生因自身原因而造成环保合

规性出现实质性障碍的情形。 



22 

鉴于以上情况，为确保及时跟进办理公司及子公司的《排污许可证》办理，

公司及子公司就及时跟进办理《排污许可证》出具了相关承诺，内容如下：“截

至本承诺出具日，本公司尚未取得《排污许可证》，本公司承诺将在国家生态

环境部发布针对本公司所在行业的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后，严格按

照《排污许可管理办法（试行）》中的相关规定及时跟进《排污许可证》的办

理工作，确保本公司不发生因未取得以上许可而受到相关处罚从而影响公司日

常经营情形发生。” 

同时公司控股股东李敏、实际控制人李敏、李海涛、杨小兰就及时跟进办

理《排污许可证》承诺如下：“截至本承诺出具日，兴盛新材及全资子公司钛

锆金属尚未取得《排污许可证》，本人承诺将在国家生态环境部发布针对兴盛

新材及全资子公司钛锆金属所在行业的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后，严

格按照《排污许可管理办法（试行）》中的相关规定及时跟进兴盛新材与子公

司钛锆金属《排污许可证》的办理工作，确保兴盛新材及子公司钛锆金属不发

生因未取得以上许可而受到相关处罚从而影响公司日常经营情形发生，若因发

生相关部门对兴盛新材或子公司钛锆金属采取处罚措施，该处罚所涉全部金额

由本人承担，本承诺函自签署之日起生效，为不可撤销的承诺。”……” 

4、请公司补充披露报告期内材料直销和来料加工业务的具体内容，并补充

更新公司“商业模式”部分描述。 

【补充披露】 

公司已在公开转让说明书“第二节 公司业务”之“六、商业模式”之“3、

销售模式”中补充更新披露如下： 

“公司目前采用内外销相结合的战略，一方面不断巩固国内市场，积极与

国内知名厂家合作，另一方面，积极拓展海外市场，提高公司的品牌影响力。 

销售流程如下： 

接受采购意向/确认客户要求→合同评审单→仓储物流部、技术部、生产部、

财务部审批→营销总监审核→总经理审核→合同签订→收预付款→销售任务通

知单→生产→收余款→交货→产品交验清单→开具发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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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目前主要销售模式包括自产产品销售、来料加工业务和材料直销。 

（1）自产产品销售系经由公司根据客户订单需求，通过公司自有的生产设

备及加工技术将原材料进行加工，将相应产品出售给客户。 

（2）来料加工业务系公司接受客户的委托进行来料加工，利用公司的设备

及加工技术承揽钛锭熔炼、板坯锯切、板材剪切、板材表面处理、退火、开卷

等加工业务，并收取相应的加工费用。 

（3）材料直销模式系公司根据市场情况、客户需求和订单工期，选择适当

的销售机会，将对应的原材料直接对外销售。 

公司主要原材料包括钛锭、板坯、钛卷和毛板，其中钛锭和钛卷在“原材

料”和“库存商品”中皆有列示，但对应的具体产品不同。具体区别如下： 

○1 钛锭：列示在“库存商品”中的是经由公司生产的φ460 规格的钛锭（公

司熔炼炉只能熔炼φ460 规格的钛锭）；列示在“原材料”中的是除φ460 规格

以外（如规格为φ580、φ790、φ1020 等）的外购钛锭，购入后拟进一步加工，

如有适合的销售机会则作为材料直销产品出售。 

○2 钛卷：列示在“库存商品”中的是经由公司根据客户订单指定规格和条

件生产的钛卷；列示在“原材料”中的是公司根据订单及库存情况购入的钛卷，

购入后拟进一步加工，如有适合的销售机会则作为材料直销产品出售。” 

公司已在公开转让说明书“第四节 公司财务”之“五、报告期利润形成的

有关情况”之“（一）营业收入分析”之“2.营业收入的主要构成”之“（1）

按产品（服务）类别分类”中补充披露如下：  

“…… 

2）来料加工费。来料加工业务系公司接受客户的委托进行来料加工，利用

公司的设备及加工技术承揽钛锭熔炼、板坯锯切、板材剪切、板材表面处理、

退火、开卷等加工业务，并收取相应的加工费用。……报告期内来料加工收入

明细如下： 

加工项目 
2019年 1-7 月 2018年度 2017年度 

金额（元） 占 比 金额（元） 占 比 金额（元） 占 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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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熔炼费 1,501,505.68 38.90 1,871,523.23 91.87 2,444,986.65 80.82 

锯切费 14,694.84 0.38 64,734.66 3.18 76,130.74 2.52 

丝材加工（拉丝、

复绕、退火） 
315,973.66 8.19 87,714.66 4.31 39,578.69 1.31 

板材加工（剪切、

修磨、退火、表

面处理） 

2,027,461.66 52.53 13,126.24 0.64 464,443.92 15.35 

合计 3,859,635.84 -  2,037,098.79 -  3,025,140.00 -  

3）材料直销。材料直销系公司根据市场情况、客户需求和订单工期，选择

适当的销售机会，将对应的原材料直接对外销售。……报告期内材料直销收入

明细如下： 

材料名称 

2019年 1-7月 2018年度 2017年度 

金额（元） 
占 比

（%） 
金额（元） 

占 比

（%） 
金额（元） 

占 比

（%） 

海绵钛 -  -  893,941.24 4.49 1,986,003.83 8.65  

钛锭 3,711,720.70 61.72 11,611,799.51 58.29 12,961,015.03 56.45  

板坯 -  -  407,953.13 2.05 1,906,243.59 8.30  

钛卷 2,301,918.46 38.28 7,005,381.23 35.17 6,106,196.98 26.60  

合计 6,013,639.16 -  19,919,075.11 - 22,959,459.43 - 

” 

5、请公司补充披露报告期内存货盘点的盘点比例、是否存在差异及差异原

因，并说明公司使用何种存货管理软件，是否设置标准成本结转，是否存在软

件设置缺陷等原因形成的存货材料成本差异；请主办券商分析企业管理软件对

公司财务核算的影响，如设置标准成本的应对存货成本差异形成的原因及差异

的波动进行分析，并对盘点差异和成本差异发表核查意见。 

【补充披露】 

公司已在公开转让说明书“第四节 公司财务”之“六、报告期内各期末主

要资产情况及重大变动分析”之“（八）存货”之“2、存货项目分析”中补充

披露如下： 

“（5）存货的盘点 

报告期内公司存货包括存放于公司仓库的存货和存放于第三方的存货，存

放于公司的存货采取实地盘点的方式进行了全部盘点，盘点类别包括原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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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产品、库存商品、低值易耗品等；存放于第三方的存货采取了询函证及核对

发货单据的方式进行了确认，包括质押存货、委托加工物资和发出商品。盘点

数据汇总后与账存数量进行对比，分析差异原因： 

存放在公司的存货：均会有盘点差异，经分析原因有以下几方面：①物料

分称时的短重；②物料牌号差错；③板材规格型号入库与实际有差异；④磅秤

计量误差。以上数量差异经存货核算系统期末结账核算后（*加权平均单价）会

形成金额差异，此差异会以盘盈或盘亏金额计入“待处理财产损溢”科目。由

于以上数量差异均为物料日常收发当中发生的，加强库房的日常管理会在一定

程度上避免，故差异金额经总经理办公会审核后计入“管理费用”科目。 

存放在第三方的存货：其中质押存货由于每次置换都有双方经手人签字、

公司盖章，不存在差异，询证函回函相符；委托加工物资是截至期末未加工完

成的物资，询证函回函相符；发出商品是处于运输途中的或虽已到达客户仓库、

公司尚未收到对方回传的产品交验清单的物资，经核对发货单据及询证函均为

相符。 

报告期内盘点比例及盘点差异情况如下： 

存放地

点 
存货类别 

盘点/确

认比例 

盘点/确认

方式 

差  异  率 （%） 

2017年度 2018年度 2019年 7月 

存放在

公司 
所有存货 100% 实地盘点 -0.07 -0.02 0.07 

存放在

第三方 

质押存货 100% 询证函 0 0 0 

委托加工

物资 
100% 询证函 0 0 0 

发出商品 100% 
核对发货单

据、询证函 
0 0 0 

差异率计算公式：Σ（各规格存货实盘数量-各规格存货账面数量）*各规格存货平均

单价/Σ（各规格存货账面数量*各规格存货平均单价） 

公司使用的财务软件为《金蝶 KIS 旗舰版》，目前使用了总账、报表、固

定资产、采购管理、销售管理、仓存管理、存货核算等模块。存货核算采用的

是实际成本法，存货出库单价为加权平均法，未设置标准成本结转，不存在软

件设置缺陷等原因形成的存货材料成本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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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券商回复】 

（1）企业管理软件对公司财务核算的影响 

1）核查依据 

询问公司财务负责人、注册会计师；查看公司企业管理软件，分析企业管理

软件的使用对财务核算的影响。 

2）核查过程及分析程序 

目前可供企业选择的财务管理软件主要为金蝶和用友财务管理软件，公司主

要从事钛材料、钛制品的加工、生产及销售，根据《挂牌公司管理型行业分类指

引》属于“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C32）大类下的有色金属压延加工（C326）

下的其他有色金属压延加工（C3269）”行业。公司选择金蝶软件主要出于以下

三方面考虑：一是选择金蝶软件更适合制造类企业，金蝶软件的生产和成本模块

是为企业量身定制的；二是相对用友软件的价格更为便宜；三是同行业中其他公

司大多也选用的是金蝶软件。 

公司自 2010 年开始使用金蝶 KIS 专业版企业管理软件，2016 年开始使用金

蝶 KIS 旗舰版企业管理软件。金蝶 KIS 旗舰版企业管理软件包括财务部分与业

务部分，业务部分主要是开发并使用了“采购管理”、“销售管理”、“仓存管

理”及“存货核算”四个模块，与财务核算系统相对应，暂未开发启用“生产管

理”和“委外加工”模块。已使用的业务模块产生差异及对财务核算可能产生影

响的具体情况如下： 

①“采购管理”模块 

软件使用过程中产

生的差异 
差异产生原因 

差异值占

比 
解决方法 最终结果 

应付账款发生数与

实际支付数字不相

等，采购入库单合计

金额≠发票合计金

额，系统勾稽失败，

入库核算无法继续

进行。 

系统内采购入库单上单价小数

设置位数为 4 位，采购发票上

所载单价位数为 9 位，在一次

采购数量较大而入库次数较多

的情况下由于小数位数不一致

形成采购入库单合计数字与发

票合计金额不一致。 

均为计算

尾差，可忽

略不计。 

由财务成本会计查找

采购入库单，手动修

改采购入库单上的金

额与发票所载金额一

致。 

与实际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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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付账款不平、存货

入库成本错误，采购

入库单合计金额≠

采购发票合计金额

+货运发票合计金

额，系统勾稽失败，

入库核算无法继续

进行。 

货物发票与采购货物物流运费

发票不能同时收到，办理货物

入库时要将货运费用（不含增

值税）计入到每公斤的入库货

物单价中，如果货物数量较大

则会产生尾数差异。 

均为计算

尾差，可忽

略不计。 

由财务成本会计查找

采购入库单，手动修

改采购入库单上的金

额，使金额与采购货

物发票、运费发票合

计金额一致。 

与实际一致 

②“销售管理” 模块 

软件使用过程中产

生的差异 
差异产生原因 

差异值

占比 
解决方法 最终结果 

软件系统不能识别

订单单价错误，导致

与结算价款不一致。 

销售内勤在录入订单时

将销售订单单价录错。 

错误及时

发现，未

形成差异 

1、销售订单由内勤录完后，

销售部有专人在系统内审核，

没有错误即审核通过；有错误

则不予审核签字，订单无法执

行，直至改正；2、财务部出

纳收款后在下推发货通知单

时用库管人员给的实际重量

与合同单价计算全款金额，与

实际收款金额核对，实际收款

≥全款金额则下推发货通知

单；否则不下推。 

与合同审批

单上价格一

致 

软件系统不能识别

销售单价错误，销售

出库单金额与实际

交易金额不符（不影

响收款金额）。 

销售内勤由发货通知单

下推销售出库单时，要根

据库房报的实际出库重

量修改由订单下推的合

同重量，可能鼠标跳动误

改销售单价。 

- 
联系软件工程师，将销售出库

单的销售单价锁定，不允许修

改。 
与订单一致 

③“仓存管理”模块 

软件使用过程中产

生的差异 
差异产生原因 

差异值占

比 
解决方法 

最终结

果 
库存数据错误、客户

提出质量反馈。若错

误品种没有库存，系

统会以库存不足显

示来提醒，如果错误

品种有足够库存，则

系统不能识别。 

销售时库管人

员将发货牌号

搞错。 

详见盘点

差异比例

（差异比

例无法一

一对应）。 

质量科技部在销售发货前根据销售任务

单上的品质要求，用手持式光谱分析仪进

行成分检测来核对牌号。 

与 订 单

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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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系统不能识别

库存数量的错误，账

面库存数与实际库

存量不一致。 

物料分称时短

重。 

通过盘点纠正：盘点汇总结果经公司盘点

小组确认后，库管人员将库存的各种牌

号、规格的存货实际盘点重量录入到盘点

方案中，财务人员根据盘点方案中的账面

数量与实际盘点录入数量生成盘点报告

单，分为盘盈入库和盘亏毁损，这样分别

将盘盈、和盘亏的货物数量调整至实际盘

点数量。 

与 实 际

库 存 数

量一致 

磅秤计量误差。 
与 实 际

库 存 数

量一致 

软件系统不能识别

库存货物规格的错

误，账面库存数与实

际库存量不一致。 

板材规格型号

入库与实际有

差异 
 

1、库管人员在日常整理时发现错误并经

核实后，通过业务系统的其他出入库单据

调整；2、通过盘点纠正：盘点汇总结果

经公司盘点小组确认后，库管人员将库存

的各种牌号、规格的存货实际盘点重量录

入到盘点方案中，财务人员根据盘点方案

中的账面数量与实际盘点录入数量生成

盘点报告单，分为盘盈入库和盘亏毁损，

这样分别将盘盈、和盘亏的货物数量调整

至实际盘点数量。 

与 实 际

库 存 规

格、数量

一致 

④“存货核算” 模块 

由于存货核算采用的是实际成本法，存货出库单价的计算方式为加权平均

法，未设置标准成本结转，不存在软件设置缺陷等原因形成的存货材料成本差异。 

软件使用过程

中产生的差异 
差异产生原因 

差异值

占比 
解决方法 最终结果 

软件系统不能

识别成本录入

错误，导致账表

不符。 

生产成本和委外加工的

核算是系统外设置电子

表格进行的。系统外计算

完成后将各品种规格的

成本总金额录入业务系

统。录入时偶尔会有错行

或者数字输入错误。 

检查出错

误，无差

异。 

1、核对检查系统外表格的数据，逐

一核对各规格的录入数据，查找差

错；2、分析对比各品种入库单价与

期初单价的差异，差异大者重点关

注，分析原因；3、系统内生成产品

入库凭证的明细表合计金额与系统

外计算表核对，做到账表相符。 

账表相符 

软件系统不能

识别存货成本

正确性。 

业务系统中本期出库单

价与期末结存单价不一

致。 

重复操作

系统，反

复核算至

无差异。 

月末业务系统出库、入库均核算完

后导出《物料收发汇总表》，以电

子表格形式查看所有物料出库单价

与结存单价是否有差异（按核算要

求出库单价应该等于库存单价），

如果有差异，在系统中将有差异的

品种选中，反复多次点击“核算”

按钮，使系统多次核算，直到核算

的无差异为止。 

使出库单

价与结存

单价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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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核算完时会出现没

有结存数量但有结存金

额的情况。 

重复操作

系统，反

复核算至

无差异。 

月末业务系统出库、入库均核算完

后导出《物料收发汇总表》，以电

子表格形式重点查看无结存数量却

有结存金额的现象。按常理结存数

量为 0 时结存金额也应该为 0，所以

对无结存数量却有金额的品种，在

系统中将其选中，反复多次点击“核

算”按钮，使系统多次核算，直到

结存金额为 0 为止。 

与实际一

致 

3）核查结论 

综上，主办券商认为，公司使用企业管理软件不会对企业财务核算产生不利

的影响，并且经过后续调整，结果与实际相符。 

（2）对存货盘点差异和成本差异的核查过程及分析 

1）核查依据 

项目组对报告期内存货进行现场监盘，对盘点差异原因进行分析；检查成本

费用的归集结转凭证及所附验收单、入库单。 

2）核查过程 

项目组通过对存放于公司的所有存货的实地监盘，对存放于第三方的所有存

货实施函证程序，对发出商品检查出库单、物流单据，证实公司账面存货真实存

在。 

项目组通过获取存货相关的管理规定和询问相关人员，了解原材料入库、材

料领用、加工流转、产成品包装入库、库存盘点、产品出库等环节的内控设计及

分析其合理性，并通过抽查出入库单、检验人员检验是否质量合格、仓库管理员

分类保管等手段评价内控执行情况，与存货相关的内控执行有效性可以确认。 

报告期内盘点比例及盘点差异情况如下： 

存放地点 
存货类

别 
盘点/确
认比例 

盘点/确认

方式 

差  异  率 （%） 

2017 年度 2018 年度 2019 年 7 月 

存放在公

司 
所有存

货 
100% 实地盘点 -0.07 -0.02 0.07 

存放在第

三方 
质押存

货 
100% 询证函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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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加

工物资 
100% 询证函 0 0 0 

发出商

品 
100% 

核对发货单

据、询证函 
0 0 0 

差异率计算公式：Σ（各规格存货实盘数量-各规格存货账面数量）*各规格存货平均单

价/Σ（各规格存货账面数量*各规格存货平均单价） 

盘点的存货包括存放于公司的存货和存放于第三方的存货。盘点数据汇总后

与账存数量进行对比，差异原因如下： 

存放在公司的存货：均会有盘点差异，差异原因有以下几方面：①物料分称

时的短重；②物料牌号差错；③板材规格型号入库与实际有差异；④磅秤计量误

差。以上数量差异经存货核算系统期末结账核算后（*加权平均单价）会形成金

额差异，此差异会以盘盈或盘亏金额计入“待处理财产损溢”科目。由于以上数

量差异均为物料日常收发当中发生的，加强库房的日常管理会在一定程度上避

免，故差异金额经总经理办公会审核后计入“管理费用”科目。 

存放在第三方的存货：其中质押存货由于每次置换都有双方经手人签字、公

司盖章，不存在差异，询证函回函相符；委托加工物资是截至期末未加工完成的

物资，询证函回函相符；发出商品是处于运输途中的或虽已到达客户仓库、公司

尚未收到对方回传的产品交验清单的物资，经核对发货单据、询证函均为相符。 

公司采用加权平均法进行成本核算，项目组对主要原材料及库存商品进行计

价测试，验证与账面结转金额一致。 

3）核查结论 

综上，盘点差异率在±0.07%内，盘点差异均为物料日常收发当中发生，加

强库房的日常管理会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因此导致的盘点差异和成本差异均在合

理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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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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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陕西兴盛新材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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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______________ 

     林植恒 

 

 

项目小组人员签字：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林植恒               叶晓康                 

 

        

 

开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1、2016年5月，公司第一次增资，由股东李敏、李海涛分别以其对公司的债权进行出资。根据第一次反馈意见回复，其中2,349.04万元用以出资的债权（以下称出资债权）系李敏、李海涛为缓解公司资金运转紧张无息借款给公司累计形成。（1）请公司详细说明前述出资债权形成的过程及明细，并请在“第一节 基本情况”之“四、公司股本形成概况”之“（五）非货币资产出资情况”部分补充披露公司股东以债权出资的情况。（2）请主办券商、律师及会计师结合出资债权的形成过程以及李敏、李海涛与公司的资金往来情况，补充核查公司股东是...
	（1） 请公司详细说明前述出资债权形成的过程及明细，并请在“第一节 基本情况”之“四、公司股本形成概况”之“（五）非货币资产出资情况”部分补充披露公司股东以债权出资的情况。
	（2）请主办券商、律师及会计师结合出资债权的形成过程以及李敏、李海涛与公司的资金往来情况，补充核查公司股东是否存在出资不实、抽逃出资或占用公司资金等情形。
	（3）请主办券商及律师结合（1）（2）事项的核查情况，就公司注册资本是否真实、充足发表明确意见。

	2、2016年7月，宝鸡泽润企业管理咨询所（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宝鸡泽润”）以1100万元的价格受让24.42%股权进入公司，成为公司股东。宝鸡泽润有33名合伙人，根据第一次反馈意见回复，宝鸡泽润系由公司内部核心人员及外部自然人设立的持股平台。（1）请主办券商及律师补充核查以下事项并发表明确意见：①宝鸡泽润合伙人的出资来源，是否存在非法集资或以非公开方式向投资者募集资金设立基金的情况，是否存在代持或其他特殊利益安排，穿透合并计算后公司实际股东是否超过200人；②相关员工离开公司时其直接或间接持有...
	（1）请主办券商及律师补充核查以下事项并发表明确意见：①宝鸡泽润合伙人的出资来源，是否存在非法集资或以非公开方式向投资者募集资金设立基金的情况，是否存在代持或其他特殊利益安排，穿透合并计算后公司实际股东是否超过200人；②相关员工离开公司时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权益的处置方式及其合法合规性；③是否存在争议或潜在纠纷，公司股权是否明晰。
	①宝鸡泽润合伙人的出资来源，是否存在非法集资或以非公开方式向投资者募集资金设立基金的情况，是否存在代持或其他特殊利益安排，穿透合并计算后公司实际股东是否超过200人；
	②相关员工离开公司时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权益的处置方式及其合法合规性；
	③是否存在争议或潜在纠纷，公司股权是否明晰。

	（2）请公司就相应未披露事项作补充披露。

	3、根据申报文件及第一次反馈意见回复，公司需要办理排污许可证，但因生态环境部尚未发布针对公司所在行业的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暂时无法办理。（1）请主办券商及律师补充核查以下事项并发表意见：①公司及子公司对污染物排放采取的处理措施；②公司及子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是否已就及时跟进办理《排污许可证》出具承诺，前述承诺是否已披露。（2）请公司就相应未披露事项作补充披露。
	（1）请主办券商及律师补充核查以下事项并发表意见：①公司及子公司对污染物排放采取的处理措施；②公司及子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是否已就及时跟进办理《排污许可证》出具承诺，前述承诺是否已披露。
	①公司及子公司对污染物排放采取的处理措施；
	②公司及子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是否已就及时跟进办理《排污许可证》出具承诺，前述承诺是否已披露。

	（2）请公司就相应未披露事项作补充披露。

	4、请公司补充披露报告期内材料直销和来料加工业务的具体内容，并补充更新公司“商业模式”部分描述。
	5、请公司补充披露报告期内存货盘点的盘点比例、是否存在差异及差异原因，并说明公司使用何种存货管理软件，是否设置标准成本结转，是否存在软件设置缺陷等原因形成的存货材料成本差异；请主办券商分析企业管理软件对公司财务核算的影响，如设置标准成本的应对存货成本差异形成的原因及差异的波动进行分析，并对盘点差异和成本差异发表核查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