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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南通赛晖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挂牌申请文件的第二次反馈意见回复 

 

公司特殊问题 

1、根据第一次反馈意见回复，公司的子公司上海赛晖自

建微商城“小 V 辣妈荟”需要取得在线数据处理与交易处理

业务经营许可证，公司已于 2020 年 6 月 11 日向主管部门提

交申请文件；上海赛晖经营微商城“小 V 辣妈荟”2018 年度

实现业务收入 498,465.17 元，2019 年度实现业务收入

187,783.95 元。 

（1）请公司补充披露“在线数据处理与交易处理业务经

营许可证”的最新办理进展、预计取得时间、是否存在无法

办理的风险；如存在无法办理的风险或短期内无法取得许可

证，对公司生产经营的影响以及公司的规范、应对措施。（2）

请主办券商及律师结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补充核查公司

子公司上海赛晖在取得“在线数据处理与交易处理业务经营

许可证”前即从事微商城经营是否存在被行政处罚的风险，

是否构成重大违法违规，公司规范措施是否充分有效，并发

表明确意见。 

（1）请公司补充披露“在线数据处理与交易处理业务经营许可证”的最新

办理进展、预计取得时间、是否存在无法办理的风险；如存在无法办理的风险或

短期内无法取得许可证，对公司生产经营的影响以及公司的规范、应对措施。 

【公司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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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赛晖已于 2020 年 6 月 11 日通过电信业务市场综合管理信息系统向主

管部门提交办理在线数据处理与交易处理业务经营许可证的申请文件，目前尚

处于审核中，预计 2020 年 7 月 31 日之前取得上述证书。上海赛晖不存在无法

办理在线数据处理与交易处理业务经营许可证的风险。同时，公司实际控制人姚

桂兰、上海赛晖于 2020 年 7 月 12日出具《承诺函》，“为立即纠正上海赛晖的违

规行为，上海赛晖自本承诺函出具之日至取得上述经营许可证之日期间，不再开

展在线数据处理与交易处理相关业务。同时，上海赛晖如因申请办理上述经营许

可证期间及之前经营期限内，未取得经营许可证擅自从事相关经营性活动被主

管部门处以任何处罚，本人姚桂兰无条件承担上海赛晖所可能遭受的任何经济

损失”。 

报告期内，上海赛晖经营微商城“小 V 辣妈荟”2018 年度实现业务收入

498,465.17 元，2019 年度实现业务收入 187,783.95 元。目前微商城“小 V 辣

妈荟”实现业务收入较小，即便上海赛晖暂时停止经营在线数据处理与交易处

理相关业务，对公司生产经营的影响极小。 

公司已在公开转让说明书“第二节 公司业务”之“三、与业务相关的关键

资源要素”之“（三）公司及其子公司取得的业务许可资格或资质”部分补充披

露上海赛晖办理在线数据处理与交易处理业务经营许可证的具体情况。 

（2）请主办券商及律师结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补充核查公司子公司上

海赛晖在取得“在线数据处理与交易处理业务经营许可证”前即从事微商城经营

是否存在被行政处罚的风险，是否构成重大违法违规，公司规范措施是否充分有

效，并发表明确意见。 

【主办券商回复】 

（1）核查程序 

主办券商通过查阅相关法律、法规；查询电信业务市场综合管理信息系统

（https://tsm.miit.gov.cn/）、上海市通信管理局官网（http://shca.miit.gov.cn/）；取得

会计师出具的审计报告；与律师进行沟通核查上述情况。 

（2）事实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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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记录、审计报告、律师专业意见。 

（3）核查结论 

经核查，上海赛晖在取得“在线数据处理与交易处理业务经营许可证”前即

从事微商城经营的行为违反了《电信业务经营许可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电信条例》等的规定，存在被行政处罚的风险，如由国务院信息产业主管部门或

者省、自治区、直辖市电信管理机构依据职权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处违法

所得 3 倍以上 5 倍以下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 5 万元的，处 10

万元以上 100 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等。为纠正上述违规行

为，上海赛晖已于 2020 年 6 月 11 日通过电信业务市场综合管理信息系统向主管

部门提交办理在线数据处理与交易处理业务经营许可证的申请文件，同时公司实

际控制人姚桂兰、上海赛晖于 2020 年 7 月 12 日出具《承诺函》，“为立即纠正上

海赛晖的违规行为，上海赛晖自本承诺函出具之日至取得上述经营许可证之日期

间，不再开展在线数据处理与交易处理相关业务。同时，上海赛晖如因申请办理

上述经营许可证期间及之前经营期限内，未取得经营许可证擅自从事相关经营性

活动被主管部门处以任何处罚，本人姚桂兰无条件承担上海赛晖所可能遭受的任

何经济损失”，上海赛晖已依据承诺停止经营在线数据处理与交易处理相关业务。

因此，主办券商及律师认为，上海赛晖采取的规范措施充分有效。 

报告期内，上海赛晖经营微商城“小 V 辣妈荟”2018 年度实现业务收入

498,465.17 元，2019 年度实现业务收入 187,783.95 元，目前微商城“小 V 辣妈

荟”实现业务收入较小。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挂牌条件适用基

本标准指引》的规定，“重大违法违规情形是指，凡被行政处罚的实施机关给予

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物以上行政处罚的行为，属于重大违法违规情形，但

处罚机关依法认定不属于的除外；被行政处罚的实施机关给予罚款的行为，除主

办券商和律师能依法合理说明或处罚机关认定该行为不属于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的外，都视为重大违法违规情形”。经核查，截至本回复出具之日，上海赛晖不

存在被电信业务主管部门行政处罚的情形，上海赛晖也已采取充分有效的规范措

施。因此，主办券商及律师认为，截至本回复出具之日，上海赛晖不存在被电信

业务主管部门认定为重大违法违规的行政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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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根据第一次反馈意见回复，公司的子公司新疆赛晖设

立于 2019 年 4 月 3 日并于 2020 年 1 月停止经营，目前正在

办理注销手续；新疆赛晖实际经营期间未办理排污许可证

（排污登记）及建设项目的环评手续。 

（1）请公司补充说明并披露：新疆赛晖注销手续的最新

办理进展，是否已完成注销；新疆赛晖在注销过程中是否存

在债权债务纠纷、劳资纠纷或其他争议事项，以及公司相应

的应对措施；新疆赛晖实际经营期间未办理排污许可证（排

污登记）及建设项目的环评手续对公司注销手续的办理是否

存在不利影响。（2）请主办券商及律师补充核查以上事项并

发表意见。 

（1）请公司补充说明并披露：新疆赛晖注销手续的最新办理进展，是否已

完成注销；新疆赛晖在注销过程中是否存在债权债务纠纷、劳资纠纷或其他争议

事项，以及公司相应的应对措施；新疆赛晖实际经营期间未办理排污许可证（排

污登记）及建设项目的环评手续对公司注销手续的办理是否存在不利影响。 

【公司回复】 

新疆赛晖因决议解散于 2020 年 3 月 17 日成立清算组对其进行清算，解散

公告期为 2020 年 03 月 17 日至 2020 年 05 月 01 日。目前公告期限已届满，新

疆赛晖注销手续处于申请税务注销阶段。待税务注销后，新疆赛晖将向工商主管

部门申请注销登记。 

新疆赛晖在注销过程中不存在债权债务纠纷、劳资纠纷或其他争议事项。 

新疆赛晖实际经营期间未办理排污许可证（排污登记）及建设项目的环评手

续对公司注销手续的办理不存在不利影响。 

公司已在公开转让说明书“第四节 公司财务”之“十三、公司控股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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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纳入合并报表的其他企业的基本情况”之“（四）新疆新伊赛晖服装有限责任

公司”部分补充披露上述内容。 

（2）请主办券商及律师补充核查以上事项并发表意见。 

【主办券商回复】 

（1）核查程序 

主办券商通过取得新疆赛晖的工商资料、审计报告；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

公示系统（http://www.gsxt.gov.cn/）、中国裁判文书网（http://wenshu.court.gov.cn/）；

取得主管机关出具的合规证明；与律师进行沟通核查新疆赛晖的相关情况。 

（2）事实依据 

新疆赛晖的工商资料、审计报告、查询记录、合规证明、律师专业意见。 

（3）核查结论 

经核查，新疆赛晖因决议解散于 2020 年 3 月 17 日成立清算组对其进行清

算，解散公告期为 2020 年 03 月 17 日至 2020 年 05 月 01 日。目前公告期限已届

满，新疆赛晖注销手续处于申请税务注销阶段；新疆赛晖在注销过程中不存在债

权债务纠纷、劳资纠纷或其他争议事项。 

新疆赛晖设立于 2019 年 4 月 3 日，其实际经营期间未办理排污许可证（排

污登记）及建设项目的环评手续。为纠正新疆赛晖存在的违规情形，新疆赛晖已

于 2020 年 1 月停止经营并于 2020 年 3 月 17 日启动注销程序。同时新疆赛晖取

得伊宁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伊宁县生态环境局、伊宁县应急管理局、国家税务总

局伊宁县税务局、伊宁县劳动保障监察大队、伊宁县城市综合执法大队、伊宁县

自然资源局、伊宁县伊东工业园管理委员会等主管部门于 2020 年 3 月出具的自

设立以来未受到行政处罚的证明，且公司实际控制人姚桂兰出具承诺：“新疆赛

晖在注销过程中不存在债权债务纠纷、劳资纠纷或其他争议事项。新疆赛晖实际

经营期间未办理排污许可证（排污登记）及建设项目的环评手续对公司注销手续

的办理不存在不利影响；如因未办理排污许可证（排污登记）及建设项目的环评

手续被主管部门处以任何处罚或发生任何安全事故的，本人姚桂兰无条件承担赛

晖科技、新疆赛晖所可能遭受的任何经济损失”。因此，主办券商及律师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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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赛晖实际经营期间未办理排污许可证（排污登记）及建设项目的环评手续对

公司注销手续的办理不存在不利影响。 

3、公转说明书显示，公司及子公司部分房产出租给南通

楚天印绣有限公司、南通中南新世界中心开发有限公司、南

通竹邦新型材料科技有限公司。（1）请公司补充披露：前述

出租房屋是否需要办理消防验收、消防备案手续或进行消防

安全检查，以及具体办理情况；如存在应办理未办理的情形，

是否存在受行政处罚的风险、是否构成重大违法违规，公司

的规范措施是否充分有效。（2）请主办券商及律师核查以上

事项并发表意见。 

（1）请公司补充披露：前述出租房屋是否需要办理消防验收、消防备案手

续或进行消防安全检查，以及具体办理情况；如存在应办理未办理的情形，是否

存在受行政处罚的风险、是否构成重大违法违规，公司的规范措施是否充分有效。 

【公司回复】 

上述出租房屋需要办理消防验收手续，公司及子公司出租给南通楚天印绣

有限公司、南通中南新世界中心开发有限公司、南通竹邦新型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的相关房产消防验收办理情况如下： 

（1）公司控股子公司江苏唯路易将其位于如皋市雪岸镇十二组的房屋（使

用面积 216.80平方米）出租给南通楚天印绣有限公司，该房产已依法办理了消

防验收。2011 年 11 月 14 日，南通市公安消防支队向南通农家福实业有限公司

（江苏唯路易的前身）下发通公消验[2011]第 0302 号《关于南通农家福实业有

限公司检品车间工程消防验收合格的意见》，南通农家福实业有限公司检品车间

工程消防验收合格。2012 年 5月 14 日，南通市公安消防支队向南通农家福实业

有限公司（江苏唯路易的前身）下发通公消验[2012]第 0140 号《关于南通农家

福实业有限公司车间、传达室工程消防验收合格的意见》，南通农家福实业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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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车间、传达室工程消防验收合格。 

（2）公司子公司赛晖国际将其位于中南世纪城 14幢商业 1080 室的房屋（面

积 40.69 平方米）出租给南通中南新世界中心开发有限公司，该房产已依法办理

了消防验收。就赛晖国际位于中南世纪城 14 幢商业 1080 室的商业用房，南通市

公安局消防支队出具通公消验[2008]第 0141 号《关于南通中南新世界中心开发

有限公司南通世纪城 14、15、17楼及地下室工程消防验收合格的意见》，该工程

消防验收合格，在消防方面具备使用条件。 

（3）公司将其位于如皋市东陈镇雪岸社区的房屋（面积 2,800 平方米）出

租给南通竹邦新型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出租给南通竹邦新型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的房产因历史原因导致截至目

前无消防验收报告。2012 年 12 月 31 日，如皋市江通棉纺织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江通棉公司”）与公司签订了《资产转让合同》，转让标的包括了上述房产。

后因江通棉公司违约，对上述房产设定了抵押未能及时解押，无法与公司办理过

户手续，双方就上述资产转让合同履行发生纠纷并诉诸南通仲裁委员会。2014 年

4 月 17 日，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分别出具（2014）通中执字第 109 号《民事裁

定书》、（2014）通中执字第 109 号《协助执行通知书》，依法解除对如皋市江通

棉纺织有限公司“皋国用（2006）第 830号”国有土地查封，要求如皋市房地产

监管所协助执行解除对如皋市江通棉纺织有限公司“皋房权证字第 63283 号”

《房屋所有权证》的查封，并将该土地及房产过户给公司，该土地及房产后换领

不动产权证“苏（2018）如皋市不动产权第 0009037 号”。 

2020 年 1 月 1 日，公司与南通竹邦新型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签署的租赁合同

明确约定，租赁期间内的租赁标的物相关的财产及人身安全等由南通竹邦新型

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自己负责及承担。 

2020 年 3月，南通市公安局消防支队防火处出具《证明》，赛晖科技迄今未

发生重大消防事故，自设立至今，未因发生消防违法违规行为受到消防部门的行

政处罚。 

2020 年 7 月 8 日，如皋市东陈镇人民政府就前述房产的历史消防验收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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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具了说明“我镇辖区内企业南通赛晖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下称“赛晖科技”）

名下的不动产，苏（2018）如皋市不动产权第 0009037 号，坐落于东陈镇雪岸社

区 11 组，系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房屋（构筑物）所有权，宗地面积 12462.00

平方米，房屋建筑面积 2801.81 平方米，用途是工业用地/车间，权利性质为出

让。该房地产系于 2006 年左右由原权利人如皋市江通棉纺织有限公司建设完工，

2013 年原权利人转让给南通田野服装有限公司（现更名为南通赛晖科技发展股

份有限公司）。该资产在转让过程中因原权利人如皋市江通棉纺织有限公司存在

违约行为且该公司实际控制人下落不明，最终赛晖科技通过仲裁、法院强制执行

取得了前述不动产的所有权。此外，因该房产建设时消防要求比较宽松，本地政

府系通过日常监管对企业消防工作进行管控，考虑到赛晖科技的上述实际情况，

同意给予该房产消防合格办理了房产证，赛晖科技上述事宜无被处罚风险。” 

同时，公司实际控制人已出具承诺：“赛晖科技名下位于如皋市东陈镇雪岸

社区约 2800 平方米房屋（不动产权证号为“苏（2018）如皋市不动产权第 0009037

号”）因历史原因无消防验收报告，本人承诺促使公司尽快依法补办完成相应消

防验收手续；如因未办理消防验收手续被主管部门处以任何处罚或发生任何消

防安全事故的，本人姚桂兰无条件承担赛晖科技所可能遭受的任何经济损失。” 

综上，公司租赁给南通竹邦新型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的房产因上述历史原因

导致公司上述相关房产暂无消防验收报告，但公司上述房产非用于公司主营业

务生产运营，前述事项不存在行政处罚的风险，公司规范措施充分有效，不构成

重大违法违规。 

公司已在公开转让说明书“第二节 公司业务”之“三、与业务相关的关键

资源要素”之“（五）主要固定资产”部分补充披露上述内容。 

（2）请主办券商及律师核查以上事项并发表意见。 

【主办券商回复】 

（1）核查程序 

主办券商通过取得租赁合同、消防验收文件、公司取得房产土地的仲裁及执

行文件、消防主管机关出具的合规证明、当地政府的说明、实际控制人出具的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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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与律师进行沟通核查出租房屋消防的相关情况。 

（2）事实依据 

租赁合同、消防验收文件、仲裁及执行文件、合规证明、说明、承诺、律师

专业意见。 

（3）核查结论 

经核查，上述出租房屋需要办理消防验收手续。公司及子公司出租给南通楚

天印绣有限公司、南通中南新世界中心开发有限公司的房屋已办理完毕消防验收

手续。公司出租给南通竹邦新型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的房屋因历史原因导致截至目

前无消防验收报告。2012 年 12 月 31 日，江通棉公司与公司签订了《资产转让

合同》，转让标的包括了上述房产。后因江通棉公司违约，对上述房产设定了抵

押未能及时解押，无法与公司办理过户手续，双方就上述资产转让合同履行发生

纠纷并诉诸南通仲裁委员会。2014 年 4 月 17 日，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分别出具

（2014）通中执字第 109 号《民事裁定书》、（2014）通中执字第 109 号《协助执

行通知书》，依法解除对如皋市江通棉纺织有限公司“皋国用（2006）第 830 号”

国有土地查封，要求如皋市房地产监管所协助执行解除对如皋市江通棉纺织有限

公司“皋房权证字第 63283 号”《房屋所有权证》的查封，并将该土地及房产过

户给公司，该土地及房产后换领不动产权证“苏（2018）如皋市不动产权第0009037

号”。 

2020 年 1 月 1 日，公司与南通竹邦新型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签署的租赁合同

明确约定，租赁期间内的租赁标的物相关的财产及人身安全等由南通竹邦新型材

料科技有限公司自己负责及承担。 

2020 年 3 月，南通市公安局消防支队防火处出具《证明》，赛晖科技迄今未

发生重大消防事故，自设立至今，未因发生消防违法违规行为受到消防部门的行

政处罚。 

2020 年 7 月 8 日，如皋市东陈镇人民政府就前述房产的历史消防验收情况

出具了说明“我镇辖区内企业南通赛晖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下称“赛晖科技”）

名下的不动产，苏（2018）如皋市不动产权第 0009037 号，坐落于东陈镇雪岸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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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 11 组，系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房屋（构筑物）所有权，宗地面积 12462.00 平

方米，房屋建筑面积 2801.81 平方米，用途是工业用地/车间，权利性质为出让。

该房地产系于 2006 年左右由原权利人如皋市江通棉纺织有限公司建设完工，

2013 年原权利人转让给南通田野服装有限公司（现更名为南通赛晖科技发展股

份有限公司）。该资产在转让过程中因原权利人如皋市江通棉纺织有限公司存在

违约行为且该公司实际控制人下落不明，最终赛晖科技通过仲裁、法院强制执行

取得了前述不动产的所有权。此外，因该房产建设时消防要求比较宽松，本地政

府系通过日常监管对企业消防工作进行管控，考虑到赛晖科技的上述实际情况，

同意给予该房产消防合格办理了房产证，赛晖科技上述事宜无被处罚风险。” 

同时，公司实际控制人已出具承诺：“赛晖科技名下位于如皋市东陈镇雪岸

社区约 2800 平方米房屋（不动产权证号为“苏（2018）如皋市不动产权第 0009037

号”）因历史原因无消防验收报告，本人承诺促使公司尽快依法补办完成相应消

防验收手续；如因未办理消防验收手续被主管部门处以任何处罚或发生任何消防

安全事故的，本人姚桂兰无条件承担赛晖科技所可能遭受的任何经济损失。” 

综上，主办券商及律师认为，公司租赁给南通竹邦新型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的

房产因上述历史原因导致公司上述相关房产暂无消防验收报告，但公司上述房产

非用于公司主营业务生产运营，前述事项不存在行政处罚的风险。截至本回复出

具之日，前述事项不存在被认定为重大违法违规的行政处罚，公司规范措施充分

有效。 

4、关于公司购买或出售子公司。根据公司的相关信息披

露文件，公司按照注册资本或净资产收购了江苏唯路易、赛

晖国际、上海赛晖的股权，其中：江苏唯路易所有者权益账

面价值 1,399,705.20 元，评估价值 5,759,842.99 元，增值

4,360,137.79元，最终交易双方同意以原注册资本作为转让价

款；收购赛晖国际未披露是否经过评估，最终以净资产为定

价依据购买；上海赛晖评估价值为-1,853.60 万元，交易双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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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商后以注册资本作价购买。出售缅甸赛晖后，缅甸赛晖所

负公司 152 万美元债务由受让方安徽新林进出口贸易（集团）

有限公司代为偿还。请公司：（1）补充披露历次股权购买或

出售作价的合理性、公允性，包括：江苏唯路易评估溢价的

依据及合理性；收购赛晖国际是否经过评估，如果未经过评

估，说明未评估直接以净资产作价的原因及合理性；上海赛

晖评估价值为-1,853.60 万元，交易双方协商后以注册资本

200 万作价购买，形成较高溢价的原因；缅甸赛晖的出售价

格的依据及合理性；（2）补充披露公司出售缅甸赛晖后是否

仍与缅甸赛晖有业务往来，如有，请说明业务往来或者合作

的情况；截至目前安徽新林进出口贸易（集团）有限公司是

否偿还相应负债。 

请主办券商及会计师核查上述事项，说明公司收购或出

售子公司价格的依据以及依据的合理性，是否存在损害公司

的利益的情形，并发表明确意见。 

【公司回复】 

请公司：（1）补充披露历次股权购买或出售作价的合理性、公允性，包括：

江苏唯路易评估溢价的依据及合理性；收购赛晖国际是否经过评估，如果未经过

评估，说明未评估直接以净资产作价的原因及合理性；上海赛晖评估价值为-

1,853.60 万元，交易双方协商后以注册资本 200 万作价购买，形成较高溢价的

原因；缅甸赛晖的出售价格的依据及合理性。 

①收购江苏唯路易 

公司收购江苏唯路易时，江苏唯路易注册资本为 5,739,077.53 元。 

赛晖有限于 2015 年 2 月 10 日作出董事会决议及 2015 年 2 月 26 日作出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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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决定，同意以 5,739,077.53 元的价格收购江苏唯路易 100%的股权。 

根据江苏唯路易于 2015 年 2 月 28 日通过的股东会决议，姚桂兰、王学军、

陈广西、沈海生、陆美萍分别与赛晖有限签署《股权转让协议》，约定 5位自然

人股东将各自持有的江苏唯路易的 72%股权、9%股权、9%股权、6%股权、4%股权

分别以人民币 4,132,135.82 元、516,516.98 元、516,516.98 元、344,344.65

元、229,563.10 元的价格转让给赛晖有限。 

2015 年 6 月 23 日，南通普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资产评估报告》（通

普信评[2015]018 号），评估基准日为 2014 年 12月 31 日。经评估，江苏唯路易

所有者权益账面价值 1,399,705.20 元，评估价值 5,759,842.99 元，增值

4,360,137.79 元。评估溢价主要是土地使用权评估溢价 5,782,057.92 元。 

赛晖有限与姚桂兰、王学军、陈广西、沈海生、陆美萍结合经评估的净资产

价值，一致同意以 573.91 万元的转让江苏唯路易 100%的股权，作价合理、公

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形。 

②收购赛晖国际 

公司收购赛晖国际时，赛晖国际注册资本为 550 万元。 

赛晖有限于 2015 年 4 月 10 日作出董事会决议及 2015 年 4 月 26 日作出股

东决定，同意以 663.08 万元的价格收购赛晖国际 90%的股权。 

江苏唯路易于 2015 年 4 月 26 日作出股东会决议，同意以 67.68 万元的价

格收购赛晖国际 10%的股权。 

2015 年 4 月 28 日，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会审字

[2015]2620 号《审计报告》，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赛晖国际经审计的净资

产为 7,367,602.92 元。 

2015 年 6 月 23 日，南通普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资产评估报告》（通

普信评[2015]017号），评估基准日为 2014 年 12月 31 日。经评估，赛晖国际所

有者权益账面价值 7,367,602.92元，评估价值 7,409,071.11元，增值 41,468.19

元。 

根据赛晖国际于 2015 年 4 月 28 日通过的股东大会决议，以 2014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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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日的赛晖国际经审计的账面每股净资产 1.34 元作价，由姚桂兰、王学军、陈

广西、沈海生、陆美萍将合计持有赛晖国际 550 万股权中的 494.9998 万股权以

663.08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赛晖有限，将其余 55.0002 万股权以 67.68 万元的价

格转让给江苏唯路易。 

姚桂兰、王学军、陈广西、沈海生、陆美萍与赛晖有限、江苏唯路易结合经

评估的净资产价值，协商一致后以 736.76 万元的对价收购赛晖国际，作价合理、

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形。 

③收购上海赛晖 

公司收购上海赛晖时，上海赛晖注册资本为 200万元。 

赛晖有限于 2015 年 2 月 10 日作出董事会决议及 2015 年 2 月 26 日作出股

东决定，同意以 200 万元的价格收购上海赛晖 100%的股权。 

2015 年 4 月 28 日，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会审字

[2015]2618 号《审计报告》，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赛晖国际经审计的净资

产为-18,648,009.55 元。 

2015 年 6月 23 日，南通普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了《资产评估报告》（通

普信评【2015】016 号），评估基准日为 2014 年 12 月 31日。经评估确认，上海

赛晖所有者权益账面价值-18,648,009.55 元，评估价值-18,536,014.24 元，增

值 111,995.31 元。 

2015 年 6 月 18 日，根据上海赛晖股东会决定，姚桂兰、王学军、陈广西、

沈海生、陆美萍与赛晖科技签署《股权转让协议》，约定五位自然人股东分别将

其持有的上海赛晖全部股权以 1元的价格转让给赛晖有限。 

在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时转让双方考虑到：（1）上海赛晖曾在国内较大的城市

开设立了直营店及代理商，与各商场、代理商建立了较好的合作关系，形成了较

好的品牌形象及口碑，品牌价值较高，（2）上海赛晖多年从事自主品牌销售，推

广销售自主品牌服装的经验丰富，为公司发展“唯路易”、“A.S.S.” 等自主品

牌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是公司发展战略中重要环节，（3）2014 年 12 月 31 日，

上海赛晖所有者权益账面价值-18,648,009.55 元，公司收购时上海赛晖累计亏

损在企业所得税税前可抵扣价值约 466 万元，姚桂兰、王学军、陈广西、沈海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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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美萍与赛晖科技最终商议按照注册资本 200 万元进行转让并重新签署《股权

转让协议》。 

④出让缅甸赛晖 

安徽新林进出口贸易（集团）有限公司在缅甸有服装生产加工企业，经营状

况较好，因业务发展拟扩大生产规模。缅甸赛晖资质齐全、具备较好生产加工能

力，租赁的生产厂房位置便利且距离安徽新林在缅甸的服装生产加工企业仅约

10 公里，安徽新林为节约新设工厂的时间及资金成本，直接获取缅甸赛晖的生

产能力，故与公司达成缅甸赛晖股转转让协议。赛晖国际、陈广西、王学军与安

徽新林进出口贸易（集团）有限公司协商后同意以缅甸赛晖的实收资本 47.85 万

元为作价依据，出售缅甸赛晖全部股权。 

上述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形。 

公司已在公开转让说明书“第四节 公司财务”之“十三、公司控股子公司

或纳入合并报表的其他企业的基本情况”补充披露公司与子公司的上述情况。 

请公司：（2）补充披露公司出售缅甸赛晖后是否仍与缅甸赛晖有业务往来，

如有，请说明业务往来或者合作的情况；截至目前安徽新林进出口贸易（集团）

有限公司是否偿还相应负债。 

公司出售缅甸赛晖后与缅甸赛晖、安徽新林进出口贸易（集团）有限公司均

无业务往来。 

截至 2019 年 6 月 7日，安徽新林进出口贸易（集团）有限公司已经代替缅

甸赛晖偿还全部债务。 

公司已在公开转让说明书“第四节 公司财务”之“十三、公司控股子公司

或纳入合并报表的其他企业的基本情况”补充披露公司与子公司的上述情况。 

请主办券商及会计师核查上述事项，说明公司收购或出售子公司价格的依

据以及依据的合理性，是否存在损害公司的利益的情形，并发表明确意见。 

【主办券商回复】 

（1）核查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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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券商通过取得子公司的工商资料、审计报告、评估报告、财务报表、股

权转让款支付凭证、纳税凭证；访谈公司管理层及安徽新林进出口贸易（集团）

有限公司的股东；与律师、会计师进行沟通核查子公司的相关情况。 

（2）事实依据 

工商资料、审计报告、评估报告、财务报表、股权转让款支付凭证、纳税凭

证、访谈笔录、律师专业意见、会计师专业意见。 

公司收购江苏唯路易以经南通普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资产评估报告》

作为定价参考依据，经评估，江苏唯路易所有者权益评估价值 5,759,842.99 元，

增值 4,360,137.79 元。评估溢价主要是土地评估溢价 578.21 万元。 

赛晖有限与姚桂兰、王学军、陈广西、沈海生、陆美萍一致同意以 573.91 万

元的转让江苏唯路易 100%的股权，作价合理、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的情

形。 

公司收购赛晖国际以南通普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资产评估报告》和华

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审计报告》作为定价参考依据，

经评估，赛晖国际所有者权益评估价值为 7,409,071.11 元，增值 41,468.19 元。经

审计，赛晖国际经审计的净资产为 7,367,602.92 元。 

交易双方一致同意以 736.76 万元的转让赛晖国际 100%的股权，作价合理、

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形。 

公司收购上海赛晖时，上海赛晖注册资本为 200万元。 

赛晖有限于 2015 年 2 月 10 日作出董事会决议及 2015 年 2 月 26 日作出股

东决定，同意以 200 万元的价格收购上海赛晖 100%的股权。 

2015年 6月 23 日，南通普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了《资产评估报告》（通

普信评【2015】016 号），评估基准日为 2014 年 12月 31日。经评估确认，上海

赛晖所有者权益账面价值-18,648,009.55 元，评估价值-18,536,014.24 元，增

值 111,995.31元。 

2015 年 6 月 18 日，根据上海赛晖股东会决定，姚桂兰、王学军、陈广西、

沈海生、陆美萍与赛晖科技签署《股权转让协议》，约定五位自然人股东分别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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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持有的上海赛晖全部股权以 1元的价格转让给赛晖有限。 

在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时转让双方考虑到：（1）上海赛晖曾在国内较大的城市

开设立了直营店及代理商，与各商场、代理商建立了较好的合作关系，形成了较

好的品牌形象及口碑，品牌价值较高，（2）上海赛晖多年从事自主品牌销售，推

广销售自主品牌服装的经验丰富，为公司发展“唯路易”、“A.S.S.” 等自主品

牌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是公司发展战略中重要环节，（3）2014 年 12 月 31 日，

上海赛晖所有者权益账面价值-18,648,009.55 元，公司收购时上海赛晖累计亏

损在企业所得税税前可抵扣价值约 466万元，姚桂兰、王学军、陈广西、沈海生、

陆美萍与赛晖科技最终商议按照注册资本 200万元进行转让并重新签署《股权转

让协议》。 

安徽新林进出口贸易（集团）有限公司在缅甸有服装生产加工企业，经营状

况较好，因业务发展拟扩大生产规模。缅甸赛晖资质齐全、具备较好生产加工能

力，租赁的生产厂房位置便利且距离安徽新林在缅甸的服装生产加工企业仅约10

公里，安徽新林为节约新设工厂的时间及资金成本，直接获取缅甸赛晖的生产能

力，故与公司达成缅甸赛晖股转转让协议。赛晖国际、陈广西、王学军与安徽新

林进出口贸易（集团）有限公司协商后同意以缅甸赛晖的实收资本 47.85 万元为

作价依据，出售缅甸赛晖全部股权。 

公司出售缅甸赛晖后与缅甸赛晖、安徽新林进出口贸易（集团）有限公司均

无业务往来。 

截至 2019 年 6 月 7 日，安徽新林进出口贸易（集团）有限公司已经代替缅

甸赛晖偿还全部债务。 

（3）核查结论 

综上，主办券商和会计师认为，公司收购（出让）子公司定价依据主要为实

收资本、经评估的净资产或者经审计的净资产，上述定价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

利益的情形。 

5、关于公司的收入及净利润的变动。请公司：（1）按照

线上销售、线下销售两类业务模式补充分析披露报告期内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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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收入的金额、变动及其原因；（2）结合收入、成本以及费

用变动的主要原因量化分析披露公司营业收入下降但是净

利润增幅较大的原因。 

请主办券商及会计师核查上述情况，说明收入核查过程

中函证总体的覆盖率及回函率，境外销售收入函证的覆盖率

及回函率，并对上述情况发表明确意见。 

【公司回复】 

请公司：（1）按照线上销售、线下销售两类业务模式补充分析披露报告期内

营业收入的金额、变动及其原因；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按照线上、线下销售两类业务模式列示如下： 

项目 
2019 年度 2018年度 

余额（元） 占比（%） 余额（元） 占比（%） 

线上销售 5,430,874.11 3.28 10,934,867.74 5.73 

线下销售 159,912,462.31 96.72 179,935,599.45 94.27 

合计 165,343,336.42 100 190,870,467.19 100 

2019 年公司线上销售较 2018 年减少 550.40 万元，主要是因为公司自主品

牌库存余额较大，公司为降低库存余额，适当控制新款开发，减少电商平台推广

费，导致珠海随变科技有限公司（必要平台）2019 年销售收入减少 432.72 万元，

支付宝（中国）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天猫）2019 年销售收入减少 84.68 万元。 

2019 年公司线下销售较 2018 年减少 2,002.31 万元，主要是因为东丽国际

株式会社将部分产品转移至东南亚服装厂生产加工，2019 年该客户订单较 2018

年下降了 2,250.65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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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披露公司上述情况。 

请公司：（2）结合收入、成本以及费用变动的主要原因量化分析披露公司营

业收入下降但是净利润增幅较大的原因。 

报告期内，公司净利润分别为 276.08 万元、527.08 万元，2019 年较 2018

年增加 251.00 万元，主要原因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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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司主营业务变动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分别为 18,992.13 万元、16,442.08 万元，

2019 年营业收入较 2018 年减少 2,550.06 万元，造成 2019 年主营业务毛利减少

317.16 万元。 

2、公司期间费用变动分析 

2018 年度、2019 年度公司销售费用分别为 1,434.39 万元、816.72 万元，

2019 年销售费用较 2018 年减少 617.67 万元，主要是因为：（1）2018 年出售缅

甸赛晖前缅甸赛晖生产加工的主要原材料从国内采购发生报关、运输费 140.16

万元； 2019 年自主品牌的销售收入较上年减少 639.93 万元，自主品牌主要是

通过电商平台销售给个人客户，一般以顺丰等快递寄送，公司承担快递费，因自

主品牌销售收入降低造成运输费减少 128.24万元；2019年外销业务收入较 2018

年减少 3,500.12 万元，从而报关、运输费用减少 70.66 万元，上述主要原因导

致 2019 年报关、运输费用减少 384.5 万元；（2）2019 年“必要”平台销售收入

较上年减少 432.72 万元，2019 年必要平台服务费较上年减少 68.39 万元；2019

年因减少平台推广等降低平台服务费 143.07 万元，上述主要原因导致 2019年较

2018年减少 211.46 万元。 

2018 年度、2019 年度公司管理费用分别为 874.51 万元、749.54 万元，2019

年管理费用较 2018 年减少 124.97 万元，主要是因为 2018 年公司出售缅甸子公

司、香港子公司停止经营活动导致 2019年公司差旅、招待费较 2018年减少 57.64

万元。 

上述原因导致了公司 2019 年销售费用和管理费用较 2018 年减少 724.36 万

元，期间费用占营业收入的比重从 14.82%降至 12.47%。 

3、投资收益变动分析 

2018 年公司出售缅甸赛晖取得投资收益 438.35 万元，2019 年投资收益较

2018 年减少 438.35 万元。 

4、信用和资产减值损失变动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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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公司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和坏账准备的金额较 2018 年减少 275.05 万

元。 

上述四项因素造成 2019 年营业利润较 2018 年增加 262.17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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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主要费用、占营业收入的比重和变化情况”补充披露公司

上述情况。 

请主办券商及会计师核查上述情况，说明收入核查过程中函证总体的覆盖

率及回函率，境外销售收入函证的覆盖率及回函率，并对上述情况发表明确意见。 

【主办券商回复】 

（1）核查过程和事实依据 

主办券商访谈了公司管理层，了解公司主要客户的基本情况和合作业务模式，

不同客户销售变化的主要原因；获取了主要客户的销售明细账、销售合同和订单；

抽查了报告期内主要经销商的大额收入确认凭证及合同、发票、收款 凭证等原

始凭证；对重要客户在报告期内的销售收入、各报告期期末的应收账款执行函证

程序； 

（2）分析过程 

主办券商访谈了公司管理层，了解了公司主要客户的基本情况和合作业务模

式，不同客户销售变化的主要原因；抽查了报告期内主要客户的大额收入确认凭

证及合同、发票、收款凭证等原始凭证；对重要客户在报告期内的销售收入、各

报告期期末的应收账款执行函证程序； 

经核查，对报告期内收入函证及回函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主营业务收入 境外销售收入 主营业务收入 境外销售收入 

收入金额  16,534.33   10,130.13   19,087.05   13,630.29  

函证金额  13,937.61   9,159.29   10,872.73   8,551.55  

函证比例 84.29% 90.42% 56.96% 62.74% 

回函金额  13,937.61   9,159.29   10,081.77   8,55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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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函比例 100.00% 100.00% 92.73% 100.00% 

（3）核查结论 

综上，主办券商和会计师认为，公司销售收入、成本费用核算真实，准确、

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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