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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山瑞达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东莞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对《关于唐山瑞达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挂牌

申请文件的第二次反馈意见》的回复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我公司于 2020 年 12 月 14 日收到贵司《关于唐山瑞达精细化工

股份有限公司挂牌申请文件的第二次反馈意见》。根据反馈意见的要

求，我公司的唐山瑞达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达股份”

或“公司”）项目小组及时进行了补充调查和材料修改，现逐条回复

如下： 

如无特别说明，本反馈意见回复中所使用的简称与公开转让说明

书中的简称具有相同含义。 

本反馈意见回复财务数据保留两位小数，若出现总数和各分项数

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本反馈意见回复中的字体代表以下含义： 

仿宋 反馈意见所列问题 

宋体 反馈意见回复正文 

楷体（加粗） 公开转让说明书补充披露内容 

楷体（不加粗） 对公开转让说明书内容的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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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在本反馈意见回复中，除非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如下含义： 

公司、本公司、股份公司、瑞达股份 指 唐山瑞达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瑞达工贸 指 唐山市瑞达工贸有限公司 

东莞证券、主办券商 指 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律师事务所、申报律师 指 北京市安理律师事务所 

会计师事务所、申报会计师 指 中准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本说明书、本公开转让说明书、公开转让说明

书 
指 唐山瑞达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公开转让说明书 

报告期 指 2018年度、2019年度、2020 年 1-5月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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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司报告期内存在未取得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许可证

等危险化学品生产业务资质证书，违法生产苯类有机化学品

的情形。请主办券商及律师：结合《安全生产许可证条例》

第十九条、《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第七十七条等相关

法规及规章，补充核查公司报告期内违法生产危险化学品是

否构成重大违法违规，并发表明确意见。 

【主办券商回复】 

（1）核查过程 

1）公司安全生产许可证书持有情况 

通过查阅公司的相关资质，截至本反馈意见回复出具之日，公司取得的安全

生产证书情形如下： 

资质证书 证书编号 颁发机关 颁证时间 有效期 许可内容 

安全生产许可

证 

（冀）WH安许证

字 〔 2019 〕

020244 

河北省应

急管理厅 

2019 年 4

月 24日 

2019 年 4 月

24 日 -2022

年 4月 23日 

初馏分、苯非芳、甲苯、噻吩、

重质苯、甲基噻吩、苯、混合

二甲苯、甲苯/二甲苯非芳 

安全生产许可

证 

（冀）WH安许证

字 〔 2020 〕

020244 

河北省应

急管理厅 

2020 年 6

月 9日 

2019 年 4 月

24 日 -2022

年 4月 23日 

初馏分：700吨/年、苯非芳：

250 吨/年、甲苯：7500 吨/

年、噻吩：200 吨/年、重质

苯：3300吨/年、甲基噻吩：

120吨/年、苯：36000吨/年、

混合二甲苯：2000吨/年、甲

苯/二甲苯非芳：100吨/年 

注：安全许可证（（冀）WH安许证字〔2020〕020244）系公司股份制改造后换证领取。 

经核查，公司自 2018年 1月至 2019年 4月期间未持有安全生产许可证，存

在未经批准或许可从事苯类有机化学品生产和销售的情形，违反了危险化学品生

产的相关法律、法规规定。 

2）公司无资质经营的法律风险 

经查阅《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2013年修订）、《安全生产许可证条

例》（2014年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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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生效）、《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实施办法》(2017 修正），其

中关于未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而经营的法律风险如下表所示： 

序号 法律法规 具体条文 

1 

《危险化学品安全

管理条例》（2013年

修订） 

第十四条规定：“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进行生产前，应当

依照《安全生产许可证条例》的规定，取得危险化学品安

全生产许可证。生产列入国家实行生产许可证制度的工业

产品目录的危险化学品的企业，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的规定，取得工业产品

生产许可证。” 

第三十三条规定：“国家对危险化学品经营（包括仓储经

营，下同）实行许可制度。未经许可，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

经营危险化学品。依法设立的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在其厂

区范围内销售本企业生产的危险化学品，不需要取得危险

化学品经营许可。” 

第七十七条规定：“未依法取得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许可

证从事危险化学品生产，或者未依法取得工业产品生产许

可证从事危险化学品及其包装物、容器生产的，分别依照

《安全生产许可证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

产许可证管理条例》的规定处罚。” 

2 

《安全生产许可证

条例》（2014 年修

订） 

第二条规定：“国家对矿山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和危险化

学品、烟花爆竹、民用爆炸物品生产企业（以下统称企业）

实行安全生产许可制度。企业未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的，

不得从事生产活动。” 

第十九条规定：“违反本条例规定，未取得安全生产许可

证擅自进行生产的，责令停止生产，没收违法所得，并处

10 万元以上 50 万元以下的罚款；造成重大事故或者其他

严重后果，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3 

《中华人民共和国

工业产品生产许可

证管理条例》（2005

年生效） 

第四十五条规定：“企业未依照本条例规定申请取得生产

许可证而擅自生产列入目录产品的，由工业产品生产许可

证主管部门责令停止生产，没收违法生产的产品，处违法

生产产品货值金额等值以上 3 倍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

的，没收违法所得；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4 

《危险化学品生产

企业安全生产许可

证实施办法》(2017

修正） 

第四十五条规定：“企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责令停止生

产危险化学品，没收违法所得，并处 10 万元以上 50 万元

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一）未取

得安全生产许可证，擅自进行危险化学品生产的；（二）接

受转让的安全生产许可证的；（三）冒用或者使用伪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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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生产许可证的。” 

经核查，公司自 2018年 1月至 2019年 4月期间未持有安全生产许可证，在

未经批准或许可的情况下从事苯类有机化学品生产和销售，违反了《危险化学品

安全管理条例》、《安全生产许可证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

可证管理条例》、《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实施办法》等法律法规

的相关规定。根据上述法律法规，公司存在被有关主管机关部门责令停止生产、

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罚款的潜在法律风险。 

3）公司已消除上述违法违规情形 

经核查，公司于 2019年 4月 24日取得了河北省应急管理厅颁发的《安全生

产许可证》，已消除了无资质运营的状态。 

经查阅信用中国、唐山市应急管理局官网、河北省应急管理厅官网、中华人

民共和国应急管理部官网、唐山市生态环境局官网、河北省生态环境厅官网、中

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官网等网站，截至本反馈意见回复出具之日，公司未发

生任何安全事故、污染环境及其他社会恶劣影响，公司亦无因缺乏安全生产许可

从事危险品生产经营而受到主管行政机关的任何行政处罚（包括责令停止生产、

没收违法所得、罚款等），亦未被刑事立案调查或被追究刑事责任。 

经查阅《安全生产许可证条例》、《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实

施办法》、《河北省安全生产条例》等法律法规，关于安全生产许可证的颁发单

位以及日常监管单位规定如下： 

①安全生产许可证颁发单位 

序号 法律法规 具体条文 

1 
《安全生产许可证

条例》 

第三条规定：“国务院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负责中央管

理的非煤矿矿山企业和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安

全生产许可证的颁发和管理。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负责

前款规定以外的非煤矿矿山企业和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

生产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的颁发和管理，并接受国务院安

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的指导和监督。” 

2 

《危险化学品生产

企业安全生产许可

证实施办法》 

第四条规定：“安全生产许可证的颁发管理工作实行企业

申请、两级发证、属地监管的原则。” 

经核查，瑞达股份安全生产许可证的颁发单位系河北省应急管理厅，2019年

4月 24 日，公司已取得了由河北省应急管理厅颁发的安全生产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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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安全生产日常监管单位 

序号 法律法规 具体条文 

1 
《河北省安全生产

条例》 

第六条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安全生产工作的

领导，明确责任范围，支持、督促各有关部门依法履行安全

生产监督管理职责。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成立安全生产委员会，负责统筹协调本

行政区域内安全生产重大事项。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安全生

产委员会办公室设在本级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

门，承担安全生产委员会日常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依法对本行政区

域内的安全生产工作实施综合监督管理，指导协调、监督

检查、巡查考核本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和下级人民政府履

行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 

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依照有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制定相关行业规范和地方标准，并在各自的职责

范围内对有关的安全生产工作实施监督管理。 

其他行业领域主管部门应当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将安

全生产纳入行业领域管理内容，指导督促生产经营单位加

强安全生产管理。” 

第四十八条规定：“本省建立覆盖省、市、县、乡、村五级

的安全生产责任体系，按照职责分工加强安全生产监督管

理规范化建设，实行安全生产网格化管理。乡（镇）人民政

府、街道办事处应当明确负责安全生产监督管理的机构，

各类开发（园）区应当设立专门负责安全生产监督管理的

机构，配备满足工作需要的监管监察人员，提供工作必需

的设施、装备和经费保障。村（居）民委员会应当引导生产

经营单位成立安全生产互查自律组织，明确安全生产信息

员，对发现的重大安全隐患、非法生产经营行为等线索，应

当向当地人民政府或者有关部门报告，配合各级人民政府

及其部门开展工作。” 

根据上述法律法规规定，滦州市应急管理局系滦州市负责安全生产监督管理

的地方主管机关，负责依法对辖区内有关的安全生产工作实施监督管理。滦州市

应急管理局有权对公司在滦州市内的生产经营活动进行日常监督和管理，并对公

司的安全生产行为的合法合规性作出认定。 

滦州市应急管理局于 2020年 7月 16日出具《证明》：公司能够遵守国家及

地方的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在 2018年度、2019 年度及 2020年 1月至 5月期间，

公司未发生安全生产事故，在安全生产方面不存在重大违法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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滦州市应急管理局于 2020 年 10 月 29 日出具《证明》：公司能够遵守国家

及地方的安全生产法律法规，自 2020 年 6 月 1 日至证明出具之日，公司未发生

安全生产事故，在安全生产方面不存在重大违法行为，不存在因违反安全生产方

面的法律、法规而受到行政处罚的情形。 

滦州市应急管理局于 2020 年 12 月 16 日出具《情况说明》：本局为唐山瑞

达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在安全生产方面的日常监管部门，对该公司开展日常监

督和检查工作。该公司在 2018年 1月至 2019 年 4月期间，未持有安全生产许可

证，但在此期间，该公司认真落实安全生产各项工作要求，积极跑办安全生产相

关手续，并于 2019 年 4 月 24 日取得河北省应急管理厅颁发的《安全生产许可

证》。自 2019年 4月起，公司从事苯类有机化学品生产和销售的行为合法合规，

符合国家及地方的安全生产法律法规要求。为此我局不再追究该公司 2018 年 1

月至 2019 年 4月期间相关责任，不会对该公司进行行政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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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三、

公司治理机制健全，合法规范经营”之“（二）合法合规经营，是指公司及其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下属子公司（下属子公司是指公司的全资、控股子公司或

通过其他方式纳入合并报表的公司或其他法人，下同）须依法开展经营活动，经

营行为合法、合规，不存在重大违法违规行为”，对于重大违法违规认定如下： 

“公司及下属子公司的重大违法违规行为是指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最近 24 个

月内因违犯国家法律、行政法规、规章的行为，受到刑事处罚或适用重大违法违

规情形的行政处罚。 

（1）行政处罚是指经济管理部门对涉及公司经营活动的违法违规行为给予

的行政处罚。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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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最近 24 个月内不存在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

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的情形。” 



 8 / 16 
 

公司已取得主管部门滦州市应急管理局出具的无重大违法违规证明和《情况

说明》，公司的违法违规情形已消除。 

4）实际控制人承诺 

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吕月丽、张秀峰出具书面承诺：若因公司曾存在未经批准

或许可从事苯类有机化学品的生产和销售行为，被有关主管机关处以罚款等行政

处罚，给公司造成的损失，全部由实际控制人吕月丽、张秀峰承担。 

（2）核查结论 

综上所述，主办券商认为，公司在报告期内的 2018年 1月至 2019 年 4月期

间，存在未取得批准和许可从事苯类危险化学品生产销售的违法行为，但公司已

于 2019 年 4月 24日取得了《安全生产许可证》，消除了无资质生产经营的违法

状态。截至本反馈意见回复出具之日，公司已取得全部与生产经营有关的业务资

质；截至本反馈意见回复出具之日，公司未发生任何安全生产事故，也未因无资

质经营被有关监管部门处罚；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吕月丽、张秀峰承诺赔偿因公司

无资质生产经营所遭受的损失；同时，滦州市的地方安全生产监管部门已书面确

认报告期内公司在安全生产方面不存在重大违法违规行为，亦不会对公司进行行

政处罚。公司未经批准或许可从事苯类有机化学品生产和销售的违法行为，不属

于重大违法违规行为，不会对本次挂牌构成实质性法律障碍。 

【律师回复】 

律师回复详见《北京市安理律师事务所关于唐山瑞达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申请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2、公司目前未取得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请主办券商

及律师：结合《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第三条、

第二十九条、《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第四十条、第四

十一条等相关法规及规章，公司销售范围及区域、客户的经

营业务及相应资质、相关产品的性质、购买数量及用途等等

情况，补充核查公司销售危险化学品的业务资质齐备性，未

取得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进行销售是否构成重大违法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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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如涉及违法违规行为，公司的规范措施是否充分有效并

发表明确意见。 

【主办券商回复】 

（1）核查过程 

1）公司销售危险化学品的业务资质齐备性 

①危险化学品经营的法律法规规定 

经查阅《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关

于<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的实施意见》，上述法律法规关于危险化学

品经营的规定如下： 

序号 法律法规 具体条文 

1 
《危险化学品经营

许可证管理办法》 

第三条规定：“国家对危险化学品经营实行许可制度。经营

危险化学品的企业，应当依照本办法取得危险化学品经营

许可证（以下简称经营许可证）。未取得经营许可证，任何

单位和个人不得经营危险化学品。从事下列危险化学品经

营活动，不需要取得经营许可证：（一）依法取得危险化学

品安全生产许可证的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在其厂区范围内

销售本企业生产的危险化学品的；（二）依法取得港口经营

许可证的港口经营人在港区内从事危险化学品仓储经营

的。” 

第二十九条规定：未取得经营许可证从事危险化学品经营

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有关未经依法批准

擅自生产、经营、储存危险物品的法律责任条款并处罚款；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企业在经营许可证有效

期届满后，仍然从事危险化学品经营的，依照前款规定给

予处罚。” 

2 

《国家安全生产监

督管理局关于<危

险化学品经营许可

证管理办法>的实

施意见》 

第二条第 3 款规定了危险化学品经营方式为“批发、零售

和化工企业在厂外设立销售网点。” 

经查阅上述法律法规，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主要针对经营企业，经营方式包

括危险化学品的销售或仓储。“厂区范围内销售”主要指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的

产品销售场所为公司的厂区，防止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在厂外设立销售网点逃避

监管，进而造成安全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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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公司关于危险化学品的经营情况 

经核查公司与上下游企业的购销合同、存货盘点表、银行流水、出库记录等

资料，公司销售的苯类有机化学品与公司自行生产的产品种类、产量能够匹配。

且均是厂区内销售，不存在厂区外销售的情形。 

母公司瑞达股份采取和下游客户签订销售合同的直接销售模式，无论对于本

地客户还是外地客户，产品均由瑞达股份所在工厂发出，不存在在厂区以外设置

场所或销售网点存储或销售产品的情形；也不存在将厂区内的房屋或场地租赁或

借用给其他企业，用于存放或销售其他企业的危险化学品。子公司瑞达工贸不从

事苯类有机化学品的生产，仅从事苯类有机化学品的销售业务。瑞达工贸已经于

2016 年 11 月 17 日取得当地主管部门颁发的《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具备

开展危险化学品销售业务的相关资质。 

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及公司、子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公司在厂区内销售自产的

苯类危险化学品无需取得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 

滦州市应急管理局于 2020 年 12 月 16 日出具《情况说明》：“我辖区内企

业唐山瑞达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为苯类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根据《危险化学

品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令第 79 号）第三

条之规定，该企业无需办理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 

经核查，主办券商认为，公司已经取得全部与苯类有机化学品生产和销售有

关的业务资质，无需取得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 

2）未取得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进行销售是否构成重大违法违规 

①销售危险化学品的法律法规之规定 

经查阅《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销售危险化学品法律

法规规定如下： 

序号 法律法规 具体条文 

1 
《危险化学品安全

管理条例》 

第三十八条规定：“依法取得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许可证、

危险化学品安全使用许可证、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的企

业，凭相应的许可证件购买剧毒化学品、易制爆危险化学

品。民用爆炸物品生产企业凭民用爆炸物品生产许可证购

买易制爆危险化学品。前款规定以外的单位购买剧毒化学

品的，应当向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申请取得剧毒

化学品购买许可证；购买易制爆危险化学品的，应当持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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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出具的合法用途说明。个人不得购买剧毒化学品（属

于剧毒化学品的农药除外）和易制爆危险化学品。” 

第四十条规定：“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经营企业销售剧毒

化学品、易制爆危险化学品，应当查验本条例第三十八条

第一款、第二款规定的相关许可证件或者证明文件，不得

向不具有相关许可证件或者证明文件的单位销售剧毒化学

品、易制爆危险化学品。对持剧毒化学品购买许可证购买

剧毒化学品的，应当按照许可证载明的品种、数量销售。禁

止向个人销售剧毒化学品（属于剧毒化学品的农药除外）

和易制爆危险化学品。” 

第四十一条规定：“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经营企业销售剧

毒化学品、易制爆危险化学品，应当如实记录购买单位的

名称、地址、经办人的姓名、身份证号码以及所购买的剧毒

化学品、易制爆危险化学品的品种、数量、用途。销售记录

以及经办人的身份证明复印件、相关许可证件复印件或者

证明文件的保存期限不得少于 1 年。剧毒化学品、易制爆

危险化学品的销售企业、购买单位应当在销售、购买后 5 日

内，将所销售、购买的剧毒化学品、易制爆危险化学品的品

种、数量以及流向信息报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备

案，并输入计算机系统。” 

②公司销售危险化学品的具体情形 

经核查公司的实际经营业务、经营产品，查阅《剧毒化学品目录（2002 年

版）补充和修正表》、《易制爆危险化学品名录》等相关文件，公司向客户销售

的纯苯、二甲苯、噻吩等苯类有机化学物不属于剧毒化学品或易制爆危险化学品，

不适用关于剧毒化学品或易制爆危险化学品的相关规定。 

经查阅公司与报告期各期前十大客户的购销合同，客户的相关资质等资料，

公司下游客户的区域、客户的经营业务及相应资质、相关产品的性质、购买数量

及用途等情形如下： 

①公司的客户主要分布在河北、山东、辽宁等地。  

2018 年度，公司苯类有机化学品前十大客户分布及销量情况如下：  

序号 客户名称 销售地区 销售收入（元） 采购数量（吨） 

1 东营金茂铝业高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 77,990,681.60 14,972.35 

2 
天津汇圣化工贸易有限公司 天津 23,277,255.17 4,355.85 

天津亿海川化工贸易有限公司 天津 1,3001,980.09 2,516.64 

3 山东金岭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 22,270,833.82 4,01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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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金岭新材料有限公司 山东 4,509,719.93 911.20 

4 山东群峰石化有限公司 山东 11,476,900.49 2,028.9 

5 唐山科洁商贸有限公司 河北 10,591,260.40 3,095.64 

6 山东燕辉丰达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山东 8,926,041.73 1,712.43 

7 北京市四维盛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 8,506,433.66 1,716.46 

8 邯郸市耀义贸易有限公司 河北 8,053,921.43 2,066.80 

9 葫芦岛金象石化有限公司 辽宁 6,832,142.89 1,234.36 

10 徐州茂达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 6,203,034.06 1,131.44 

注：2018年度前十大客户占公司苯类有机化学品销售收入比例为 77.82% 

2019 年度，公司苯类有机化学品前十大客户分布及销量情况如下 

序号 客户名称 销售地区 销售收入（元） 采购数量（吨） 

1 
山东金岭新材料有限公司 山东 71,679,315.84 16,799.03 

山东金岭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 109,618.40 29.92 

2 东营金茂铝业高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 37,261,540.05 9,107.73 

3 沧州旭阳化工有限公司 河北 24,625,837.45 5,653.14 

4 唐山科洁商贸有限公司 河北 9,364,715.30 3,089.15 

5 大连金钰恒辉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辽宁 9,195,136.49 1,967.89 

6 葫芦岛金象石化有限公司 辽宁 8,119,799.66 2,175.57 

7 东营鲁深发化工销售有限公司 山东 6,379,339.28 1,352.58 

8 盘锦瑞德化工有限公司 辽宁 6,063,349.94 1,720.13 

9 北京市四维盛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 5,613,716.12 1,199.72 

10 淄博冠轩化工有限公司 山东 4,522,026.10 968.14 

注：2019年度前十大客户占公司苯类有机化学品销售收入比例为 85.00% 

2020 年 1-5月，公司苯类有机化学品前十大客户分布及销量情况如下 

序号 客户名称 销售地区 销售收入（元） 购买数量（吨） 

1 沧州旭阳化工有限公司 河北 13,157,816.72 3,609.37 

2 东营同润工贸有限公司 山东 7,471,535.58 2,560.07 

3 山东金岭新材料有限公司 山东 6,856,199.76 2,026.12 

4 维远(东营）贸易有限公司 山东 6,098,714.5 2,063.14 

5 盘锦瑞德化工有限公司 辽宁 3,827,121.10 1,644.57 

6 东营华泰精细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山东 3,477,171.16 912.78 

7 淄博森邦化工有限公司 山东 2,336,283.18 48.00 

8 北京市四维盛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 2,260,281.96 666.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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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唐山华熠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河北 2,120,515.49 932.17 

10 淄博冠轩化工有限公司 山东 1,587,215.04 553.10 

注：2020年 1-5 月前十大客户占公司苯类有机化学品销售收入比例为 88.61% 

②公司销售产品的流程 

资质审查：公司在签订合同前，严格审查客户经营资质及经办人的授权委托

书及身份证明，资质及手续不全的客户或经办人，公司拒绝与其签订合同。 

合同内容：公司与客户的签订的合同明确载明了签订时间、地点、合同双方

名称、销售数量、销售单价、总金额等内容。 

付款及发货：公司与客户签署合同后，客户根据合同约定支付货款；公司销

售部根据合同约定及公司的销售计划，安排货物出库和发货。 

档案保管：公司对购销合同建立了合同台账，并由专人管理并更新合同台账

信息；同时，公司对客户建立了专门档案，如实记录并保存客户的名称、地址、

资质以及所购买产品的品种、数量，保存期限不少于 2 年。 

报告期内，公司前十大客户主要经营业务、产品性质及用途、资质如下： 

序号 客户名称 主要经营资质 主要经营业务 购买用途 
生产或销售产

品性质 

1 
东营华泰精细化

工有限责任公司 
安全生产许可证 

苯胺产品的生

产与销售 

用于苯胺产品的

生产 
危险化学品 

2 
维远（东营）贸

易有限公司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 

纯苯等产品的

经销商 

纯苯等化学品的

买卖 
危险化学品 

3 
天津汇圣化工贸

易有限公司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 

纯苯等产品的

经销商 

纯苯等化学品的

买卖 
危险化学品 

4 
邯郸市耀义贸易

有限公司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 

粗苯和混合苯

等产品的经销

商 

粗苯、混合苯等化

学品的买卖 
危险化学品 

5 
山东群峰石化有

限公司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 

纯苯等产品的

经销商 

纯苯等化学品的

买卖 
危险化学品 

6 
葫芦岛金象石化

有限公司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 

纯苯等产品的

经销商 

纯苯等化学品的

买卖 
危险化学品 

7 
山东燕辉丰达石

油化工有限公司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 

二甲苯等产品

的经销商 

二甲苯等化学品

的买卖 
危险化学品 

8 
天津亿海川化工

贸易有限公司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 

纯苯等产品的

经销商 

纯苯等化学品的

买卖 
危险化学品 

9 
盘锦瑞德化工有

限公司 

危险化学品登记证、安

全生产许可证 

二甲苯、重苯、

芳烃等产品的

生产经营 

用于公司芳烃等

产品的生产 
危险化学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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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唐山科洁商贸有

限公司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 

二甲苯、重苯等

产品经销商 

二甲苯、重苯等化

学品的买卖 
危险化学品 

11 
北京市四维盛商

贸有限责任公司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 

二甲苯等产品

的经销商 

二甲苯等化学品

的买卖 
危险化学品 

12 
东营金茂铝业高

科技有限公司 
安全生产许可证  

苯胺产品的生

产与销售 

用于苯胺产品的

生产 
危险化学品 

13 
山东金岭新材料

有限公司 
安全生产许可证 

苯胺产品的生

产与销售 

用于苯胺产品的

生产 
危险化学品 

14 
唐山华熠实业股

份有限公司 

安全生产许可证、非药

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生产

备案证明 

顺酐等产品的

生产经营 

用于顺酐等产品

的生产 
危险化学品 

15 
大连金钰恒辉石

油化工有限公司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 

二甲苯等产品

的经销商 

二甲苯等化学品

的买卖 
危险化学品 

16 
沧州旭阳化工有

限公司 
安全生产许可证 

己内酰胺等产

品的生产经营 

用于生产己内酰

胺等产品 
危险化学品 

17 
淄博冠轩化工有

限公司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 

二甲苯等产品

的经销商 

二甲苯等化学品

的买卖 
危险化学品 

18 
东营同润工贸有

限公司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 

纯苯等产品的

经销商 

纯苯等化学品的

买卖 
危险化学品 

19 
东营鲁深发化工

销售有限公司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 

纯苯等产品的

经销商 

纯苯等化学品的

买卖 
危险化学品 

20 
淄博森邦化工有

限公司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 

噻吩等产品的

经销商 

噻吩等化学品的

买卖 
危险化学品 

21 
山东金岭化工股

份有限公司 
安全生产许可证 

苯胺产品的生

产与销售 

用于苯胺产品的

生产 
危险化学品 

22 
徐州茂达化工科

技有限公司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 

纯苯等产品的

经销商 

纯苯等化学品的

买卖 
危险化学品 

根据滦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于 2020 年 8 月 6 日出具的《证明》，证明公司

2018 年 1 月 1 日至证明出具日未发生违法违规行为，未受到市场监督管理局的

处罚。  

（2）核查结论 

综上所述，主办券商认为，公司已经取得全部与苯类有机化学品生产和销售

有关的业务资质，公司销售危险化学品业务资质齐备，未办理危险化学品经营许

可证不构成违法违规；公司向客户销售苯类危险化学品的行为符合《危险化学品

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合法合规。 

【律师回复】 

律师回复详见《北京市安理律师事务所关于唐山瑞达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申请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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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唐山瑞达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项

目反馈意见回复之签章页） 

 

全体董事（签字）：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张秀峰                  吕月丽                王玉萍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张洪伟                  萧宝玲               

    

全体监事（签字）：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刘丽娟                  王金锁                于业伟 

  

全体高级管理人员（签字）：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王玉萍                  萧宝玲                

 

 

 

 

 

唐山瑞达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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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关于唐山瑞达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

司挂牌申请文件的第二次反馈意见》的回复签章页） 

 

 

 

 

项目负责人：___________ 

               徐春波 

 

 

项目小组成员（签字）：___________      ___________     ___________ 

                        徐春波           龚宇轩          曾元松 

 

               

 

 

 

 

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