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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浙江富米丽家纺股份有限公司 

挂牌申请文件反馈意见的回复报告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贵公司于 2017 年 5 月 26 日出具的《关于浙江富米丽家纺股份有限公司挂牌

申请文件的第一次反馈意见》，我公司于 2017 年 5 月 26 日已收悉。感谢贵公司

对我公司推荐的浙江富米丽家纺股份有限公司挂牌申请文件的审查。我公司已按

要求组织浙江富米丽家纺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他中介机构对反馈意见进行了认真

讨论，对反馈意见中所有提到的问题逐项落实并进行书面说明，涉及需要相关中

介机构核查并发表意见的问题，已由各中介机构出具核查意见，涉及到公开转让

说明书及其他相关文件需要改动部分，已经按照反馈意见的要求进行了修改。 

为表述清楚，下文中，以下简称具有特定含义： 

普通名词： 

公司、股份公司、富米

丽 
指 浙江富米丽家纺股份有限公司 

富米丽有限、有限公司 指 绍兴富米丽家纺有限公司 

索爱家纺 指 绍兴索爱家纺有限公司 

顺锦进出口 指 绍兴顺锦进出口有限公司 

振阳投资 指 安徽华茂振阳投资有限公司 

泰阳织造 指 安徽泰阳织造科技有限公司 

王坛分公司 指 浙江富米丽家纺有限公司柯桥区王坛分公司 

安亨家纺 指 绍兴柯桥安亨家纺有限公司 

安徽富米丽 指 安徽富米丽纺织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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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股转公司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业务规则》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 

国融证券、主办券商 指 国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陈震华律所、律师 指 上海陈震华律师事务所 

亚太、会计师 指 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评估机构 指 上海信达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章程、《公司章程》 指 
最近一次股东大会通过的《浙江富米丽家纺股份

有限公司章程》 

三会 指 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 

三会议事规则 指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监

事会议事规则》 

报告期 指 2015 年、2016 年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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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司特殊问题 

1、公司拥有 2 家全资子公司，参股 1 家子公司。请公司补充说明对子公司

的信息披露是否符合《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业务问答——关于挂牌条

件适用若干问题的解答（一）》的要求，请主办券商补充说明对子公司的核查是

否符合上述文件的要求。 

【回复】 

1、尽调过程和事实依据 

主办券商通过复核子公司的工商档案及历史沿革、访谈公司控股股东及子公

司管理人员、要求子公司向所在地相关主管机关（包括但不限于主管工商部门、

国地税部门、环保部门、安监局、质量技术监督部门等）开具无违法违规证明、

复核审计报告及纳税申报表等方式对子公司进行核查。 

2、分析过程 

主办券商按照《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主办券商尽职调查工作指引（试

行）》的规定，对申请挂牌公司子公司逐一核查相关情况： 

1）对申请挂牌公司的子公司应满足条件、相关信息披露的核查： 

纳入合并报表的子公司包括绍兴顺锦进出口有限公司和绍兴索爱家纺有限

公司。 

公司全资子公司顺锦进出口是一家贸易公司，主营业务为各种窗帘、台布、

靠垫等家纺产品的进出口，作为富米丽的销售公司，开拓海外市场。顺锦进出口

的经营范围为：批发、零售：针纺织品及原料、服装及辅料、纺织工艺品、床上

用品、羽绒制品、塑料制品、皮革制品、体育用品；货物进出口（法律、行政法

规禁止的除外） 

公司全资子公司索爱家纺主营业务为各种窗帘、台布、靠垫等家纺产品的进

出口，目前暂未开展实际经营。营业范围为：批发、零售：针纺织品及原料、服

装及辅料、纺织工艺品、床上用品、羽绒制品、塑料制品、皮革制品；电脑绣花；

货物进出口（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除外） 

子公司的业务均不属于金融或类金融业务，相关业务范围与公司整体业务范

围相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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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公司的历次增资和转让行为均符合规定，公司已在公开转让说明书“第一

节基本情况/五、报告期内公司子公司与分公司”披露子公司的历史沿革。 

子公司产品为非标准化产品，无需取得产品质量认证，已在公开转让说明书

“第二节公司业务/四、公司业务关键资源要素/（七）环保、安全生产、质量标准

执行情况/3、质量标准”披露。 

子公司所有的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商标、技术专利等权属清晰，不存在权

属争议，已在公开转让说明书“第二节公司业务/四、公司业务关键资源要素/（二）

主要无形资产”和“第二节公司业务/四、公司业务关键资源要素/（五）公司主要

固定资产情况”披露。 

子公司均与其员工签订了合法有效的《劳动合同》，均按照子公司所在地的

相关法律法规要求为员工缴纳了社保。 

公司已在公开转让说明书“第三节公司治理/七、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相关情况/（四）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兼职情况”处披露其股东、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子公司的关联关系。 

顺锦进出口在2016 年、2015年业务收入占公司收入比重分别为13.71%、

8.99%；索爱家纺报告期内无实际经营，无收入。按《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

统挂牌业务问答——关于挂牌条件适用若干问题的解答（一）》的要求，对业务

收入占申请挂牌公司10%以上的子公司，应按照《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公

开转让说明书内容与格式指引（试行）》第二章第二节公司业务的要求披露其业

务情况。对业务收入占比 10%以上的子公司顺锦进出口，公司已经按照《公开

转让说明书内容与格式指引（试行）》第二章第二节公司业务的要求，在《公开

转让说明书》之“第二节公司业务”中披露母公司业务情况的同时在相应位置披露

了顺锦进出口的业务情况。 

2）对子公司的环保情况的核查 

根据公司说明、公司提供的主要业务合同及《审计报告》，结合《国民经济

行业分类（GB/T 4754-2011）》，公司及子公司不属于国家规定的重污染行业。

公司已将子公司的环保情况于《公开转让说明书》“第二节公司业务/四、公司业

务关键资源要素/（七）环保、安全生产、质量标准执行情况”中进行披露，主办

券商核查了当地环保部门出具的无违法违规证明，并查看所在地环境保护局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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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示信息，子公司在报告期内未发生重大违法违规行为，不存在因违反有关环境

保护管理法律、法规、规章或规范性文件的规定而被环保部门处罚或存在争议的

情形。 

3）对子公司的合法合规的核查 

主办券商已经获取了子公司所在地主管工商局、国税局、地税局、环保部门、

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安监局、劳动和社保部门的无违法违规证明，确认子公司在

经营过程中不存在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主办券商通过登录中国法院网、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中国裁判文书网核查，

确认子公司报告期内不存在重大违法违规的行为，无重大诉讼、仲裁及未决诉讼、

仲裁，经营规范合法。 

4）对子公司的财务规范性的核查 

主办券商在本次挂牌工作中，已经严格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全国中小

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主办券商尽职调查工作指引（试行）》的要求，对子公司的财

务核算进行了核查，报告期内子公司已经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进行会计

处理；子公司历史上从未因违反相关税务法律法规受到过主管税务机关的处罚。

注册会计师在出具的《审计报告》中涵盖了对子公司的相关核查内容。 

子公司的财务核算规范，符合挂牌要求。 

3、结论意见 

通过核查，主办券商认为：子公司历史沿革中的历次增资行为合法、合规，

并在业务资质、合法规范。经营方面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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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行）》的相应规定；主办券商已经按照《全国中小企

业股份转让系统主办券商尽职调查工作指引（试行）》的规定，对申请挂牌公司

子公司的业务情况、合法合规情况、财务情况进行了全面核查，确认子公司不存

在影响本次挂牌的重大违法违规行为和实质性障碍；公司及其子公司从未因环保

问题受到主管部门处罚，公司及其子公司的生产经营符合环保法律法规的相关要

求。子公司报告期内财务核算符合《企业会计准则》要求，具备满足本次挂牌条

件的财务规范性要求。对子公司的信息披露符合《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

牌业务问答——关于挂牌条件适用若干问题的解答（一）》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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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补充披露事项 

无。 

2、公司的主营业务为各种窗帘、台布、靠垫等家纺产品的设计、生产和销

售，现有技术人员 3 人，研发以设计部为主，销售部、生产部等部门协同支持。

请公司补充披露公司的研发能力，公司目前是否有在研品或在研优化项目，如

有，请简要披露在研基本情况。请公司结合以上情况，进一步说明公司在细分

行业中的核心竞争能力。 

【公司回复】 

公司为浙江省科技中小型企业，建立了以设计部为核心，销售部、生产部等

其他部门协同支持的研发平台。设计部是公司产品开发与科技项目公关的主体，

截至本反馈意见回复签署之日，设计部拥有员工 8人，直接从事产品开发的 3人，

工艺开发 2 人，从事市场分析、研究 1 人，试验室 2 人。上述人员中，有 6 人为

大专以上学历，并具有多年的行业经验。公司的设计部积极参加各种家纺展会，

学习参考同行业的产品风格和款式，改良原有产品的款式和质量，同时根据客户

的定制化需求进行研发设计。 

同时公司通过联合开发设计、技术引进、合作开发等方式与国内外纺织类大

专院校进行合作；还通过政府组织的引进海外智力活动，引进了在家用纺织品设

计行业有丰富经验，且在新产品市场推广方面有着丰富实战经验的知名国际设计

师，担任公司设计部的首席设计师，使研发成果尽快转化为生产力为企业创造效

益。 

目前公司拥有授权的 10 项外观设计专利（均于 2017 年 4 月 19 日获得授权）

和有 1 项正在申请中的发明专利，基于该名为《一种明暗交错双面提花窗帘》的

专利，公司研发了相应窗帘产品，正处于市场推广阶段。目前所研发产品全面销

往欧洲、美国等地，且受到广大客户的一致好评。 

公司目前无新在研品，设计部对现有窗帘产品进行改进优化。 

公司目前的核心竞争力为产品的质量优势和良好的综合服务，公司因此积累

了大量国外优秀的客户，多年来与客户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同时公司具有区位

优势，公司地处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该地区是国家火炬计划绍兴纺织装备特色

产业基地、中国纺织品牌展贸示范基地，同时柯桥区拥有亚洲最大的布匹集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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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中国轻纺城，工业集聚效应使得该地区积累了大量具有纺织生产和管理经验

的人才，同时原材料供应充足，使得公司在物流供应上有具有天然优势，可以更

敏锐的观察到市场的变化。 

为继续增强公司在细分行业的核心竞争力，公司未来将不断从以下方面加大

研发投入： 

（1）打造产品的功能化和时尚化，提高产品附加值 

公司将加大研发投入力度，不断推进技术创新，推出功能化的家纺产品，如

安全阻燃功能、自动调节温湿度的功能、吸湿透气的人性化功能以及卫生保健功

能；同时融入时尚元素，使得公司产品设计独特、款式新颖，提高产品的附加值。 

（2）引入技术人才，打造自身品牌 

公司未来将积极与国内外家纺产品设计室合作，引入品牌建设管理方面的人

才，打造自身的产品设计和品牌内涵，定位品牌特质，进行特色品牌建设，丰富

企业品牌文化，开展品牌营销，将子公司索爱家纺打造成为知名品牌。 

【补充披露事项】 

公司已在公开转让说明书“第二节公司业务/四、关键业务资源”/“（一）

主要无形资产”/“3、专利”对专利授权情况进行了更正披露。更新了公司专利

的授权情况，申报时原 10 项外观设计专利目前已取得授权。 

更正前： 

截至本公开转让说明书出具日，公司及子公司有 1 项正在申请中的发明专利

和 10 项正在申请中的外观设计专利，均为公司自主研发，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申请号 专利名称 申请人 专利类型 申请日 

1 201611034299.8 一种明暗交错双面提花窗帘 有限公司 发明 2016/11/23 

2 201630567580.2 面料（1） 有限公司 外观设计 2016/11/23 

3 201630567590.6 面料（2） 有限公司 外观设计 2016/11/23 

4 201630567599.7 面料（3） 有限公司 外观设计 2016/1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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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201630567598.2 面料（4） 有限公司 外观设计 2016/11/23 

6 201630567579.X 面料（5） 有限公司 外观设计 2016/11/23 

7 201630567589.3 面料（6） 有限公司 外观设计 2016/11/23 

8 201630567597.8 面料（7） 有限公司 外观设计 2016/11/23 

9 201630567595.9 面料（8） 有限公司 外观设计 2016/11/23 

10 201630567592.5 面料（9） 有限公司 外观设计 2016/11/23 

11 201630567584.0 面料（10） 有限公司 外观设计 2016/11/23 

更正后： 

3、专利 

截至本公开转让说明书出具日，公司共有 10项外观设计专利，均为自主研

发，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专利号 专利名称 权利人 专利类型 授权日 

1 ZL201630567580.2 面料（1） 有限公司 外观设计 2017/4/19 

2 ZL201630567590.6 面料（2） 有限公司 外观设计 2017/4/19 

3 ZL201630567599.7 面料（3） 有限公司 外观设计 2017/4/19 

4 ZL201630567598.2 面料（4） 有限公司 外观设计 2017/4/19 

5 ZL201630567579.X 面料（5） 有限公司 外观设计 2017/4/19 

6 ZL 201630567589.3 面料（6） 有限公司 外观设计 2017/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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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ZL 201630567597.8 面料（7） 有限公司 外观设计 2017/4/19 

8 ZL 201630567595.9 面料（8） 有限公司 外观设计 2017/4/19 

9 ZL 201630567592.5 面料（9） 有限公司 外观设计 2017/4/19 

10 ZL 201630567584.0 面料（10） 有限公司 外观设计 2017/4/19 

截至本公开转让说明书出具日，公司共有 1 型发明专利正在申请中，为自

主研发，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申请号 专利名称 申请人 专利类型 申请日 

1 ZL201611034299.8 一种明暗交错双面提花窗帘 有限公司 发明 2016/11/23 

 

3、公司共有员工人数 224 人，未为部分员工缴纳社会保险，未为全体员工

缴纳住房公积金。请主办券商及律师核查公司劳动用工的合法合规性并发表意

见。 

【回复】 

1、尽调过程和事实依据 

主办券商核查了员工的劳动合同，查阅社保缴纳凭证，并与公司的高级管理

人员进行访谈，取得了实际控制人出具的《承诺和声明》和当地社保部门出具的

无违规违规证明。 

2、分析过程 

①劳动合同：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并经主办券商核查，截至 2017 年 2 月 28

日，公司共有员工总数 224 人，13 名员工为退休返聘人员，公司与其签订了劳

务协议，公司与其余 211 员工均签署了《劳动合同》。 

②社会保险：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并经主办券商核查，公司为员工缴纳社会

保险的情况如下： 

公司为 96 名员工缴纳了社保，13 名员工为退休返聘人员，公司无需为其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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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社保，剩下 115 人中，90 人自愿放弃缴纳社保，并出具书面说明，有 25 人在

户口所在地自行办理了社保，并出具书面说明及证明文件。 

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的规定，用人单位未按时足额缴纳社

会保险费的，由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责令限期缴纳或者补足，并自欠缴之日起，

按日加收万分之五的滞纳金；逾期仍不缴纳的，由有关行政部门处欠缴数额一倍

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根据《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规定，单位不办理住房公

积金缴存登记或者不为本单位职工办理住房公积金账户设立手续的，由住房公积

金管理中心责令限期办理，逾期不办理的处 1万元以上 5万元以下的罚款；单位

逾期不缴或者少缴住房公积金的，由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责令限期缴存，逾期仍

不缴存的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公司存在受到行政处罚的法律风险。就公

司存在的社会保险、住房公积金缴纳不规范情形，2017 年 4 月，公司实际控制

人出具《承诺与声明》，承诺如下：本人将督促公司依法为员工缴纳社会保险、

住房公积金，如果公司所在地社会保险、住房公积金主管部门对富米丽的员工社

保保险、住房公积金进行处罚或要求补缴，本人将按主管部门核定的金额无偿代

公司支付，并承担相应费用”。 

截至本反馈意见回复签署日，公司已为 116 名员工缴纳了五险，另 20 名员

工单独缴纳了工伤保险，主办券商获取了最新缴纳社保的凭证，公司切实履行并

不断规范为员工缴纳社保的行为。 

④主管部门证明：绍兴市柯桥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于 2017 年 4 月出具

证明，富米丽及其前身有限公司自 2015 年 1 月 1 日起至本证明出具之日，严格

遵守国家关于缴纳社会保险的法律法规的规定，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不

存在违反社会保险法律法规的情形，未受到社会保险主管部门行政调查或行政处

罚。 

3、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主办券商认为公司存在社会保险、住房公积金缴纳不规范的情形，

但公司的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出具承诺，将督促公司依法为员工缴纳社会

保险、住房公积金，如果公司所在地社会保险、住房公积金主管部门对富米丽的

员工社保保险、住房公积金进行处罚或要求补缴，其将按主管部门核定的金额无

偿代公司支付，并承担相应费用。因此，主办券商认为公司的劳动用工不存在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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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违法违规行为，不会对此次挂牌构成实质性障碍。 

4、补充披露事项 

无。 

4、公司生产环节中，存在外协加工，即购入胚布后交由外协厂商进行染色、

印花等加工程序加工成家纺半成品。请主办券商及律师补充核查：（1）报告期内

外协厂商名称、外协内容，是否具备生产所需的资质；（2）外协厂商与公司、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关联关系情况；（3）与外协厂商的定价机制；（4）外

协产品的质量控制措施。 

（1）报告期内外协厂商名称、外协内容，是否具备生产所需的资质； 

【回复】 

1、尽调过程和事实依据 

主办券商与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进行访谈，核查了公司与外协厂商的合同，

查阅外协厂商的工商信息，并实地走访了部分外协厂商，对外协厂商对接本公司

业务的相关人员进行访谈，取得了访谈人员签字和外协厂商盖章的访谈问卷。 

2、分析过程 

依据《审计报告》及公司的确认，报告期内公司与外协厂商签订的外协协议

主要内容如下： 

序号 外协厂商名称 协议主要内容 履行情况 

1 浙江华港染织集团有限公司 染色加工费 已履行完毕 

2 绍兴永丰纺织印染有限公司 染色加工费 已履行完毕 

3 浙江稽山印染有限公司 染色加工费 已履行完毕 

4 绍兴市南洋染织有限公司 染色加工费 已履行完毕 

5 湖州德加利印染有限公司 染色加工费 已履行完毕 

6 嵊州市老正和丝业有限公司 染色加工费 已履行完毕 

7 绍兴县星发纺织服饰印染有限公司 染色加工费 已履行完毕 

8 绍兴县士林印染有限公司 染色加工费 已履行完毕 

9 绍兴第二印染有限公司 染色加工费 已履行完毕 

10 浙江新三印印染有限公司 染色加工费 已履行完毕 

11 绍兴县育达纺染有限公司 染色加工费 已履行完毕 

12 绍兴市王占盛纺织有限公司 复合加工费 已履行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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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绍兴市永广植绒有限公司 植绒加工费 已履行完毕 

14 绍兴柯桥莎之春纺织品有限公司 涂层加工费 已履行完毕 

15 绍兴市柯桥越华超声波压棉厂 超声波压棉加工费 已履行完毕 

16 绍兴市柯桥鲁志纺织有限公司 烫金加工费 已履行完毕 

17 绍兴市柯桥鲁志纺织有限公司 滴塑加工费 已履行完毕 

18 绍兴柯桥楚阳纺织有限公司 烫金加工费 已履行完毕 

19 绍兴柯桥唐鑫纺织有限公司 滴塑加工费 已履行完毕 

20 绍兴艾富尔绣品有限公司 绣花加工费 已履行完毕 

21 绍兴市同凯绣品有限公司 点钻加工费 已履行完毕 

22 绍兴柯桥强强布艺有限公司 压花加工费 已履行完毕 

23 绍兴柯桥的调纺织品有限公司 数码印花加工费 已履行完毕 

24 绍兴县嘉隆纺织有限公司 印花加工费 已履行完毕 

25 绍兴力博得纱洗整理有限公司 印花加工费 已履行完毕 

26 绍兴富美激光科技有限公司 印花加工费 已履行完毕 

27 绍兴贤升数码印花科技有限公司 印花加工费 已履行完毕 

28 绍兴鸿鑫印花有限公司 印花加工费 已履行完毕 

29 绍兴瑞辉纺织有限公司 印花加工费 已履行完毕 

30 上海市嘉定区外冈镇雅云窗帘店 窗帘加工费 已履行完毕 

31 绍兴市何洋纺织有限公司 窗帘加工费 已履行完毕 

32 诸暨市枫桥镇丰浩家纺厂 窗帘加工费 已履行完毕 

33 绍兴帛悦丝绸有限公司 窗帘加工费 已履行完毕 

经主办券商核查，以上外协厂商接受公司委托从事加工业务不需要另行取得

资质许可。 

3、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主办券商经核查后认为，公司外协厂商拥有生产所需的资质，外

协生产合规。 

4、补充披露事项 

无。 

（2）外协厂商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关联关系情况； 

【回复】 

1、尽调过程和事实依据 

主办券商与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进行访谈并取得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主

要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填报的关联方调查问卷，核查国家企业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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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公示系统等方式核查了公司报告期内外协厂商的主要关联方情况，并实地走

访了部分外协厂商，对外协厂商对接本公司业务的相关人员进行访谈，取得了访

谈人员签字和外协厂商盖章的访谈问卷。 

2、分析过程 

截至本反馈意见回复出具日，公司报告期内外协厂商经工商登记的股东、董

事（执行董事）、监事、经理等高级管理人员情况如下： 

序号 外协厂商名称 股东/经营者 董事/执行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

人员 

1 
浙江华港染织集

团有限公司 

顾洪宇、顾福林、

肖国英 
肖国英 顾福林 顾洪宇 

2 
绍兴永丰纺织印

染有限公司 
劳关明、李积善 劳关明、李小红、陈巍 陈春芳 劳关明 

3 
浙江稽山印染有

限公司 

中国稽山控股有

限公司 
俞明海、肖子良、金关良 陶建平 俞明海 

4 
绍兴市南洋染织

有限公司 

李海华、李海青、

朱月明、李海林、

陈春新、钱来根 

童云庆、郭林泉、蒋麒麟、

高全贤、李海林、高兴泉、

陈凤娟 

魏万泉、方林

海、钱来根 
 

5 
湖州德加利印染

有限公司 
顾玉苓、黄纪林 顾玉苓 黄纪林 顾玉苓 

6 
嵊州市老正和丝

业有限公司 
章晓兰、袁向东 高梅花 袁向东 高梅花 

7 

绍兴县星发纺织

服饰印染有限公

司 

陈东友、李立新、

徐凤英、张云根、

毛关良 

陈东友 毛鑫龙 陈东友 

8 
绍兴县士林印染

有限公司 
唐少军、朱丹 

5ZSQ5bCR5Yab 

唐少军 
朱丹 唐少军 

9 
绍兴第二印染有

限公司 

何国俊、周妙锦、

陈子良、何志娥 
何国俊 何志娥 何国俊 

10 
浙江新三印印染

有限公司 
肖炳炎、肖木根 肖炳炎 肖木根 肖炳炎 

11 
绍兴县育达纺染

有限公司 
王越标、王超群 王越标 王超群 王越标 

12 
绍兴市王占盛纺

织有限公司 
王永江、占立强 占立强 王永江 占立强 

13 
绍兴市永广植绒

有限公司 
沈国平、李彩芹 沈国平 李彩芹 沈国平 

14 
绍兴柯桥莎之春

纺织品有限公司 
钱建妹、鲍建祥 鲍建祥 钱建妹 鲍建祥 

15 绍兴市柯桥越华 堵宝木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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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声波压棉厂 

（个人独资企

业） 

16 
绍兴市柯桥鲁志

纺织有限公司 
康庆柱、张克强 张克强 康庆柱 张克强 

17 
绍兴市柯桥鲁志

纺织有限公司 
康庆柱、张克强 张克强 康庆柱 张克强 

18 
绍兴柯桥楚阳纺

织有限公司 

上官玉芳、陈亚

平 
陈亚平 上官玉芳 陈亚平 

19 
绍兴柯桥唐鑫纺

织有限公司 
李文群、邹唐成 邹唐成 

 

李文群 

 

邹唐成 

20 
绍兴艾富尔绣品

有限公司 
傅尧荣、王国琴 傅尧荣 王国琴 傅尧荣 

21 
绍兴市同凯绣品

有限公司 
孟景娥、李伟停 孟景娥 李伟停 孟景娥 

22 
绍兴柯桥强强布

艺有限公司 
陈永祥、陈尧裕 陈永祥 陈尧裕 陈永祥 

23 
绍兴柯桥的调纺

织品有限公司 
吕雄壮 吕雄壮 吕晓红 吕雄壮 

24 
绍兴县嘉隆纺织

有限公司 
吴江伟、钱春亚 吴江伟 钱春亚 吴江伟 

25 
绍兴力博得纱洗

整理有限公司 
梁锡燕、张水林 金文峰 张英 张文根 

26 
绍兴富美激光科

技有限公司 
李景祥、包晓晓 李景祥 包晓晓 李景祥 

27 
绍兴贤升数码印

花科技有限公司 

沈云康、俞凤娟、

沈建利 
俞凤娟 沈云康 沈建利 

28 
绍兴鸿鑫印花有

限公司 
朱调云、陈张荣 朱调云 陈张荣 朱调云 

29 
绍兴瑞辉纺织有

限公司 
王明星、朱海明 朱海明 王明星 朱海明 

30 

上海市嘉定区外

冈镇雅云窗帘店 

（个体工商户） 

李云通 - - - 

31 
绍兴市何洋纺织

有限公司 
傅宝锋 傅宝锋 唐芬娟 傅宝锋 

32 

诸暨市枫桥镇丰

浩家纺厂 

（个体工商户） 

王金永 - - - 

33 
绍兴帛悦丝绸有

限公司 
王小贤、刘小刚 刘小刚 王小贤 刘小刚 

根据公司的确认并经主办券商比对公司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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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要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填报的关联方调查问卷，公司报告期内

外协厂商与公司及公司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主要股东、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3、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主办券商经核查后认为，公司报告期内的外协厂商与公司、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4、补充披露事项 

无。 

（3）与外协厂商的定价机制； 

【回复】 

1、尽调过程和事实依据 

主办券商与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进行访谈，核查公司与外协厂商的合同，并

实地走访了部分外协厂商，对外协厂商对接本公司业务的相关人员进行访谈，取

得了访谈人员签字和外协厂商盖章的访谈问卷。 

2、分析过程 

通过与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确认，公司有外协生产需求时，在约定产品商量

前提下听取厂商报价，公司在综合考虑报价、对方实力等因素下，选择外协产商。

对于委外加工厂商的定价，按市场价协商制定，报告期内公司的委外加工费成本

每米平均为 1.5 元-2 元，主办券商也对不同加工厂商的加工费进行了对比确认，

价格均是公允的，没有异常或偏离市场价的情形。 

另外，公司所在地绍兴柯桥为我国重要的轻纺基地，当地纺织行业产业链上

游厂商和外协产商众多，外协环节技术含量较低，故竞争较为激烈，公司不存在

对外协产商有重大依赖的情况。 

3、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主办券商经核查后认为，公司报告期内的定价机制符合行业惯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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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公允，不存在对外协产商有重大依赖的情况。 

4、补充披露事项 

无。 

（4）外协产品的质量控制措施； 

【回复】 

1、尽调过程和事实依据 

主办券商与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进行访谈，核查公司与外协厂商的合同，并

实地走访了部分外协厂商，对外协厂商对接本公司业务的相关人员进行访谈，取

得了访谈人员签字和外协厂商盖章的访谈问卷。 

2、分析过程 

公司制定并执行了《外协产品质量控制制度》，在外协加工合同上对颜色、

克重、门幅、花位等验收标准进行明确约定，在实际外协加工中，公司指派特定

人员进行跟单，在外协厂商生产车间对外协加工的关键环节进行把控和监督。 

公司主要外协厂商均具有多年生产、加工经验，未发生过验收时质量不合格

等情况。 

3、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主办券商经核查后认为，公司报告期内对外协产品制定并执行了

有效的质量控制制度。 

4、补充披露事项 

无。 

 



17 / 42 
 

5、请主办券商及律师补充核查公司报告期内及本反馈回复之日前是否存在

未决诉讼、仲裁等纠纷。如有，请公司补充说明并披露：（1）公司涉及未决诉讼

(执行)、仲裁产生的原因、诉讼（执行）标的情况以及诉讼（执行）最新进展情

况；（2）公司涉及未决诉讼（执行）对公司资产、生产经营的影响。请主办券商

和律师进一步核查。 

【回复】 

1、尽调过程和事实依据 

主办券商通过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http://www.gsxt.gov.cn）、中

国执行信息公开网－失信被执行人（http://shixin.court.gov.cn）、信用中国

（http://www.creditchina.gov.cn）、中国裁判文书网（http://wenshu.court.gov.cn）

等网站的公开信息，并与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等就公司的未决诉讼、仲裁等纠纷进行访谈。 

2、分析过程 

经核查，发现公司报告期内及本反馈回复之日之前，不存在尚未了结或可预

见的对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活动产生重大影响的诉讼、仲裁等事项。 

3、结论意见 

公司报告期内至本反馈回复日之前，不存在尚未了结或可预见的对公司正常

生产经营活动产生重大影响的诉讼、仲裁等事项，公司经营合法合规。 

4、补充披露事项 

无。 

 

6、请主办券商及律师按照《关于对失信主体实施联合惩戒措施的监管问答》

核查并说明：（1）申请挂牌公司及法定代表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控股子公司是否为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公司是否符

合监管要求，主办券商及律师是否按要求进行核查和推荐；（2）前述主体是否存

在因违法行为而被列入环保、食品药品、产品质量、税收违法和其他领域各级

监管部门公布的其他形式“黑名单”的情形，结合具体情况对申请挂牌公司是否符

合“合法规范经营”的挂牌条件出具明确意见。  

【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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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申请挂牌公司及法定代表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以及控股子公司是否为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公司是否符合监管

要求，主办券商及律师是否按要求进行核查和推荐； 

1、尽调过程和事实依据 

主办券商通过核查申请挂牌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及法定代表人、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名单，并查询中国裁判文书网

（ http://wenshu.court.gov.cn/Index ）、 中 国 证 券 监 督 管 理 委 员 会

（http://www.csrc.gov.cn/wcm/websearch/advsearch.htm）及浙江省证券监管局网站

（ http://www.csrc.gov.cn/pub/zhejiang/ ）、 中 国 证 券 投 资 基 金 业 协 会 网 站

（ http://www.amac.org.cn ）、 证 券 期 货 市 场 失 信 记 录 查 询 平 台

（http://shixin.csrc.gov.cn/）、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http://shixin.court.gov.cn/）、

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http://www.gsxt.gov.cn/ ）、信用中国网站

（http://www.creditchina.gov.cn/）等公开信息，调取富米丽及其控股子公司的《征

信报告》，取得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个人信

用报告》、《无犯罪记录证明》，以及与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进行访谈，核查上述人员是否为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2、分析过程 

经逐项核查申请挂牌公司及法定代表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控股子公司在公开网站上披露的信息，未发现上述人员

有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及被执行联合惩戒的情形。 

3、结论意见 

综上，主办券商及律师认为，申请挂牌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法定代表人、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及

被执行联合惩戒的情形，公司符合监管要求。 

4、补充披露事项 

无。 

（2）前述主体是否存在因违法行为而被列入环保、食品药品、产品质量、

税收违法和其他领域各级监管部门公布的其他形式“黑名单”的情形，结合具体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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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对申请挂牌公司是否符合“合法规范经营”的挂牌条件出具明确意见。  

1、尽调过程和事实依据 

主办券商通过查询官方及权威网站公示信息，包括浙江省环境保护厅

（ http://www.zjepb.gov.cn ）、 浙 江 省 食 品 药 品 监 督 管 理 局

（http://www.zjfda.gov.cn/）、浙江省质量技术监督局（http://www.zjbts.gov.cn）、

信用浙江（http://www.zjcredit.gov.cn/hmd/hmd.do）等网站，并取得当地国税、地

税、工商、质监、安监、环保等部门出具的《合法合规证明》，并与公司的实际

控制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等进行访谈。 

2、分析过程 

经逐项核查官方网站的公示信息，查阅《合法合规证明》，及与公司的实际

控制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等进行访谈后，未发现存在因违法行为而被列入环

保、食品药品、产品质量、税收违法和其他领域各级监管部门公布的其他形式“黑

名单”的情形，公司及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依法开展经营活

动，不存在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3、结论意见 

综上，主办券商认为，富米丽不存在因违法行为而被列入环保、食品药品、

产品质量、税收违法和其他领域各级监管部门公布的其他形式“黑名单”的情形，

符合“合法合规经营”的要求。 

4、补充披露事项 

无。 

7、关于资金占用。请公司披露：报告期初至本次反馈回复出具之日，公司

是否存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若存在，请

说明资金占用情况，包括且不限于占用主体、发生的时间与次数、金额、决策

程序的完备性、资金占用费的支付情况、是否违反相应承诺、归还时间及规范

情况。请主办券商、律师及会计师核查前述事项，并就公司是否符合挂牌条件

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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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尽调过程和事实依据 

主办券商通过查阅公司及关联方的基本情况；通过查阅公司银行对账单流水、

银行单据、往来账明细、记账凭证，了解是否存在关联方占用情况，核查公司关

联方还款方式；通过与关联人员及财务负责人的访谈，确定资金占用的金额并分

析资金占用的原因；通过查阅公司各项规章制度与三会会议文件，实际控制人及

控股股东签署的相关承诺函、访谈记录等，以确定公司关联方资金占用的规范措

施的有效性。 

2、分析过程 

（1）报告期内无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 

主办券商通过核查报告期内的往来款明细账、记账单据、银行对账单流水

等，结合对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的访谈询问程序，确认公司

在报告期内不存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 

（2）申报审查期间无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的情

形 

主办券商通过查阅公司申报审查期间的银行对账单流水、银行单据、往来账

明细、记账凭证，申报审查期间公司没有发生关联方资金占用的情形；通过与总

经理及财务总监、出纳的访谈，确定公司资金使用按照《公司章程》、《关联交易

决策制度》等相关内部管理制度规定的程序，严格履行了申请、审批等控制要求，

资金使用制度和关联交易控制措施有效运行，未出现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

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 

3、结论意见 

综上，主办券商认为，在报告期初至申报审查期间，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同时，实际控制人及控股股东遵守

相应承诺和规范，符合挂牌条件。 

4、补充披露事项 

无。 



21 / 42 
 

8、关于海外销售。报告期内，公司境外销售占比较高，2015 年度和 2016 年

度分别占比 87.06%和 92.63%。（1）请公司补充披露海外客户的中文名称、基本

情况及其与公司的合作模式，是否通过境外经销商实现销售，补充说明并披露

该客户的获取方式、交易背景、定价政策和销售方式；（2）请公司补充披露外销

收入占总营业收入的比重、外销业务毛利率情况，及其收入确认方法和成本费

用归集和结转方法；（3）请公司请补充披露报告期内产品各期出口退税金额，以

及出口退税对公司业绩构成的影响；（4）请公司补充披露汇兑损益并说明汇兑损

益对公司业绩构成的影响，作重大事项提示；（5）请公司补充披露货币资金、应

收账款等科目中外汇的有关情况，并说明公司是否采取金融工具规避汇兑风险，

分析并披露汇率波动对公司业绩的影响及其管理措施；（6）请主办券商补充核查

并就公司海外业务的真实性、合法合规性发表意见，并在《推荐报告》和《尽

职调查报告》中补充说明对公司海外业务尽职调查方法。 

（1）请公司补充披露海外客户的中文名称、基本情况及其与公司的合作模

式，是否通过境外经销商实现销售，补充说明并披露该客户的获取方式、交易

背景、定价政策和销售方式； 

【公司回复】 

报告期内，主要海外客户的基本情况及与公司的合作模式等情况如下： 

1）Arthur Lundgren Tecidos S/A – Casas Pernambucanas– SP 

巴西伯南布哥公司，是巴西当地一家有名的零售商，在巴西拥有 300 多家

大型门店，主营业务是服装，家纺用品和家电。 

2）DUCK RIVER TEXTILE 

鸭子河纺织公司，是美国一家专业从事家纺用品的中间采购商，主营被子和

窗帘业务。 

3）HANS CO., LTD.  

汉斯有限公司，是韩国一家专业从事电视购物以及网上销售的公司，其同时

涉及各种不同种类的成品窗帘。 

4）S.A.S HOME STYLE FRANCE 

法国家庭风格公司，是法国一家专业批发和销售床上用品、窗帘、靠垫等家

纺产品及户外用品的公司，主营业务是窗帘的批发和销售，在当地市场占有率很



22 / 42 
 

高。 

5）FOREZIENNE TEXITILE 

斯托福家纺公司，是法国一家专业从事窗帘成品，面料的公司，主营业务是

窗帘，靠垫，台布，沙滩垫等，其中以遮光布为主打产品，基本垄断了法国的双

无光遮光布窗帘。 

6）GILBERT TRADING AB 

吉尔博特贸易公司，是瑞典一家专业从事窗帘成品，靠垫，椅垫等家纺为主

的贸易公司。 

7）JJA SA 

捷奥有限公司，是法国一家专业销售窗帘，靠垫，家居用品的大型百货公司，

历史悠久，在法国具有较高的知名度。 

8）S.GREEN AND SONS LTD 

格林有限公司，是英国一家专业从事窗帘，床品的贸易公司，产品涉及范围

广泛，包括窗帘，浴帘，床品，卷帘等。 

9）SELARTEX SA 

雪丽有限公司，是法国一家专门从事窗帘批发销售的贸易公司，主要销往西

班牙。 

10）Eurofirany B.B. ChoczyńscySp.J. 

欧凡尼公司是波兰一家大型零售公司，拥有多家大型门店，主要销售礼品，

家纺用品，建材家居等产品。 

11）DREAM HOME NY LLC 

梦想之家纽约有限公司，是美国纽约一家专业从事窗帘，靠垫及床品等销售

的公司，是当地销售窗帘，靠垫及床品等相关产品的主要公司之一。 

12）TEX WORLD INDUSTRY 

世界工业纺织公司，是法国一家专业批发和销售窗帘、靠垫等家纺产品的公

司，主营业务是窗帘的批发和销售。 

客户名称 合作模式 

是否通过境

外经销商实

现销售 

获取方式 交易背景 定价策略 销售方式 

Arthur Lundgren Tecidos S/A – Casas 

Pernambucanas – SP 

OEM 贴

牌生产 
否 展会 

行业及公

司发展、

成本+固定利

润定价 
直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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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支持 

DUCK RIVER TEXTILE 
OEM 贴

牌生产 
否 展会 

行业及公

司发展、

政策支持 

成本+固定利

润定价 
直销 

HANS CO., LTD. 
OEM 贴

牌生产 
否 展会 

行业及公

司发展、

政策支持 

成本+固定利

润定价 
直销 

S.A.S HOME STYLE FRANCE 
OEM 贴

牌生产 
否 展会 

行业及公

司发展、

政策支持 

成本+固定利

润定价 
直销 

FOREZIENNE TEXITILE 
OEM 贴

牌生产 
否 展会 

行业及公

司发展、

政策支持 

成本+固定利

润定价 
直销 

GILBERT TRADING AB 
OEM 贴

牌生产 
否 展会 

行业及公

司发展、

政策支持 

成本+固定利

润定价 
直销 

JJA SA 
OEM 贴

牌生产 
否 展会 

行业及公

司发展、

政策支持 

成本+固定利

润定价 
直销 

S.GREEN AND SONS LTD 
OEM 贴

牌生产 
否 展会 

行业及公

司发展、

政策支持 

成本+固定利

润定价 
直销 

SELARTEX SA 
OEM 贴

牌生产 
否 展会 

行业及公

司发展、

政策支持 

成本+固定利

润定价 
直销 

Eurofirany B.B. ChoczyńscySp.J. 
OEM 贴

牌生产 
否 展会 

行业及公

司发展、

政策支持 

成本+固定利

润定价 
直销 

DREAM HOME NY LLC 
OEM 贴

牌生产 
否 展会 

行业及公

司发展、

政策支持 

成本+固定利

润定价 
直销 

TEX WORLD INDUSTRY 
OEM 贴

牌生产 
否 展会 

行业及公

司发展、

政策支持 

成本+固定利

润定价 
直销 

公司已在《公开转让说明书》“第二节公司业务/五、公司的业务情况/（二）

报告期内主要客户情况”进行了补充披露。 

（2）请公司补充披露外销收入占总营业收入的比重、外销业务毛利率情况，

及其收入确认方法和成本费用归集和结转方法； 

【公司回复】 

① 公司外销收入占总营业收入的比重、外销业务毛利率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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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报告期内外销收入占总营业收入的比重、外销业务毛利率情况如下： 

单位：元 

销售区域 
2016 年度 2015 年度 

收入 占比（%） 收入 占比（%） 

国内销售 7,876,466.84 7.37 12,988,182.99 12.94 

国外销售 99,057,735.75 92.63 87,359,865.03 87.06 

合计 106,934,202.59 100.00 100,348,048.02 100.00 

报告期内，公司销售模式为贴牌生产（OEM）模式，且主要以外销为主。公

司国外销售区域主要集中在欧洲、北美洲、南美洲和亚洲其他地区，目前已建立

了稳定的国外客户群；国内客户主要是对深圳市维泰斯家居用品有限公司的销售。

公司目前已在积极调整发展战略，在维持国外贴牌客户的基础上，将积极开发自

主品牌的产品销售，以逐步开拓新客户提高产品销售规模及国外市场的占有率。

2016 年 10 月和 11 月公司通过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方式取得顺锦进出口和索爱

家纺的控制权，意在家纺产品市场容量持续扩大的背景下，通过顺锦进出口公司

进行家纺面料的贸易销售，通过索爱家纺进行自主品牌的出口销售，以此扩大公

司的业务经营范围和规模。随着子公司业务的不断发展壮大，公司销售规模将得

到快速发展。 

报告期内，国外销售情况如下： 

单位：元 

销售区域 
2016 年度 2015 年度 

收入 占比（%） 收入 占比（%） 

欧洲 44,952,817.14 45.38 44,272,168.73 50.68 

北美洲 19,443,865.84 19.63 10,690,516.02 12.24 

南美洲 16,070,645.67 16.22 21,349,146.97 24.44 

亚洲（除中国） 18,548,207.01 18.73 10,970,862.95 12.56 

非洲 42,200.09 0.04 77,170.36 0.09 

合计 99,057,735.75 100.00 87,359,865.03 100.00 

报告期内，国外客户主要集中在欧洲和美洲，北美洲和亚洲（除中国）地区

的销售占比有所提高，总体来看，国外客户的销售在不断增加。 

公司主营业务毛利率按区域分析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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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区域 
主营业务毛利率 

2016 年度 2015 年度 

国内销售 1.68% 2.78% 

国外销售 7.90% 8.10% 

综合毛利率 7.44% 7.41% 

2015 年度和 2016 年度，内销售的毛利率分别为 2.78%和 1.68%，国外销售

的毛利率分别为 8.10%和 7.90%，毛利率均有所下降，主要原因是 2016 年度公

司产品原材料涤纶价格有所上升，前期期末接受的订单在本期生产销售完成，因

时间性差异会导致本期毛利率有所下降，同时因为公司目前的销售模式均为贴牌

生产的模式，公司无自主研发及自主品牌的投入，相对议价能力相对较弱，另受

各期产品销售结构和客户结构的影响，相应导致毛利率会有所波动。 

公司已在《公开转让说明书》“第四节公司财务/五、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及

财务指标分析/（一）营业收入的主要构成、比例及变动分析/1、营业收入构成分

析”进行了披露。 

② 外销收入的收入确认方法及其成本费用归集和结转方法 

公司外销产品收入确认需满足以下条件：外销产品采用 FOB 模式交易，收

入确认需满足以下条件：公司已根据合同约定将产品报关、离港，取得提单，且

产品销售收入金额已确定，已经收回货款或取得了收款凭证且相关的经济利益很

可能流入，产品相关的成本能够可靠地计量。 

公司外销产品成本费用归集和结转方法为：公司根据客户订单采购原材料布

料并对每一批采购布料单独记录采购价格，根据客户需求进行相关设计由外协加

工厂商进行染色、印花等加工程序，加工完成后公司采购入库，生产领用时按加

权平均法计入“生产成本-原材料”科目。公司几乎所有窗帘面料生产过程都需要

外协承做染色、压皱、印花，然后公司再进行窗帘面料裁剪、缝边、打孔、包装

等生产。每月末公司将当月发生的人工成本及制造费用按照当月生产产品实际耗

用工时进行分摊归集，原材料、人工成本及制造费用构成产品成本，公司在确认

收入时一次性结转产品成本。 

公司已在《公开转让说明书》“第四节公司财务/四、报告期内采用的主要会

计政策和会计估计/(二十六) 收入/1、销售商品收入确认时间的具体判断标准”和

“第四节公司财务/五、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及财务指标分析/（一）营业收入的主

要构成、比例及变动分析/1、营业收入构成分析/（2）公司主营业务按产品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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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况如下”处披露了外销收入的收入确认方法；并在《公开转让说明书》“第四

节公司财务/五、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及财务指标分析/（一）营业收入的主要构

成、比例及变动分析/3、公司产品的成本归集及结转情况”披露了公司产品成本

费用归集和结转方法。 

（3）请公司请补充披露报告期内产品各期出口退税金额，以及出口退税对

公司业绩构成的影响； 

【公司回复】 

报告期内，出口退税额对公司净利润影响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16 年度 2015 年度 

出口退税额 13,615,828.18 11,554,435.84 

净利润 1,823,426.37 1,514,787.73 

出口退税额占净利润的比例 746.72% 762.78% 

2015 年度和 2016 年度，公司收到的出口退税额分别为 1,155.44 万元和

1,361.58 万元，收到的出口退税额有所增加主要系报告期内外销收入逐步增加所

致，2015 年度和 2016 年度的外销收入分别为 8,735.99 万元和 9,905.77 万元。 

2015年度和2016年度，公司出口退税额占当期净利润的比例分别为762.78%

和 746.72%，占比较高，主要是公司目前净利润规模较小所致。因公司目前从事

的是与国外厂商进行的贴牌生产的销售模式，且公司参与制造的加工程序为简单

的裁剪、缝边、打孔等劳动密集型加工程序，公司生产出的产品毛利空间有限，

从而导致各期净利润较低。 

公司将打造高素质的销售团队，通过展会等途径获取更多的客户，同时将积

极开展自主品牌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以进一步提高公司的销售规模和利润

空间，随着业务规模和盈利规模的发展，公司出口退税金额占当期净利润比重将

会逐步下降。同时，在国内宏观经济增速放缓的大背景下，扩大出口仍将是拉动

我国 GDP 增长的重要驱动力，预计短时间内，“鼓励出口”仍将是我国的基本国

策，公司近年内预计将可以持续享受“出口退税”政策，近期出口退税不会对公司

现金流及净利润造成较大影响。 

公司已在《公开转让说明书》“第四节公司财务/五、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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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指标分析/（三）重大投资收益情况、非经常性损益情况、适用的税收政策

及缴纳的主要税种/5、适用的各项税收政策及缴纳的主要税种/（2）主要税收优

惠政策”处进行了披露说明。 

（4）请公司补充披露汇兑损益并说明汇兑损益对公司业绩构成的影响，作

重大事项提示； 

【公司回复】 

报告期内，公司汇兑损益对公司净利润的影响情况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16 年度 2015 年度 

汇兑损益（损失以负号表示）  1,485,849.37   1,361,761.25  

净利润 1,823,426.37 1,514,787.73 

汇兑损益占净利润的比例  81.49%  89.90%  

2015 年度和 2016 年度，公司汇兑损益金额分别为 1,361,761.25 元和

1,485,849.37 元，公司汇兑损益金额较大，主要系公司目前销售基本为国外销售，

报告期内，由于美元对人民币的总体升值趋势，导致公司汇兑收益较多。 

2015 年度和 2016 年度，公司汇兑损益金额占当期净利润的比例分别为 89.90%

和 81.49%，报告期内汇兑损益金额对公司净利润的影响较为重大，主要原因是

公司目前的加工生产模式比较简单，且产品销售均为贴牌生产，客户主要面对国

外中间厂商，从而导致公司产品的毛利比较低。 

公司将努力打造自身品牌的产品，生产模式将由贴牌生产转为自主品牌生产，

提升自身产品的附加值，不断增加销售收入，增强盈利能力，提高自身的抗风险

能力，抵消汇率波动带来的风险，在销售产品时充分考虑汇率变动因素，相应调

整报价，以减少汇率波动的风险。 

公司已在《公开转让说明书》“第四节公司财务/五、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及

财务指标分析/（二）主要费用及变化情况/ 3、报告期财务费用明细如下”处对汇

兑损益及汇兑损益对公司业绩构成的影响进行了披露说明。 

公开转让说明书中已对汇率波动风险作如下风险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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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出口国政治、经济波动及美元汇率变动的风险 

报告期内，公司境外销售占比较高，2015 年度和 2016 年度分别占比 87.06%

和 92.63%，且外销均以美元结汇。公司由此会受到双边贸易关系、出口国政治

政局的稳定性、海外宏观经济、消费水平波动和美元汇率变动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同时，2015 年度和 2016 年度公司汇兑收益净额分别为 136.18 万元和 148.58 万

元，占当期净利润的比例分别为 89.90%和 81.49%，报告期内汇兑损益金额对公

司净利润的影响较为重大，对公司经营业绩具有一定的影响。一旦海外出口国政

治、经济产生不利变化，或受到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大幅增值及外汇管制，将对公

司经营业绩产生不利影响。 

六、汇率变动对公司出口业务造成的风险 

我国的家纺产品出口比例较大，主要贸易伙伴遍布欧盟、美国、东南亚、南

美、非洲等国家和地区，国际结算货币以美元为主，近年来，人民币汇率变动较

大，若人民币出现升值，家用纺织品的价格竞争力下降，出口订单数量将会受到

影响，使市场占有率下降，同时压缩企业利润的空间，对公司出口业务将造成一

定的风险。” 

（5）请公司补充披露货币资金、应收账款等科目中外汇的有关情况，并说

明公司是否采取金融工具规避汇兑风险，分析并披露汇率波动对公司业绩的影

响及其管理措施； 

【公司回复】 

外币货币资金列示情况： 

2016 年 12 月 31 日，外币货币资金情况： 

项目 期末外币金额 折算汇率 折合人民币（元） 

银行存款 - - - 

其中：美元 $632,000.63 6.9370 4,384,188.37 

欧元 € 0.03 7.3068 0.22 

合计 - - 4,384,188.59 

2015 年 12 月 31 日，外币货币资金情况： 

项目 期末外币金额 折算汇率 折合人民币（元） 

银行存款 - - - 

其中：美元 $1,093,057.04 6.4936 7,097,87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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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期末外币金额 折算汇率 折合人民币（元） 

欧元 € 0.03 7.0952 0.21 

合计 - - 7,097,875.40 

外币应收账款列示情况： 

2016 年 12 月 31 日，外币应收账款情况： 

项目 期末外币金额 折算汇率 折合人民币（元） 

美元 $1,792,081.90 6.9370 12,431,672.14 

合计 - - 12,431,672.14 

2015 年 12 月 31 日，外币货币资金情况： 

项目 期末外币金额 折算汇率 折合人民币（元） 

美元 $1,174,368.56 6.4936 7,625,879.68 

合计 - - 7,625,879.68 

对于新客户和一般中小客户，公司主要采用先款后货的销售方式，在收到客

户预付款项后，组织生产及发货；对于优质稳定客户，公司主要采用先货后款的

销售方式，公司发货后给予较短信用期，通常 3 个月内能收到相关款项。由于回

款较快，故公司未采用且未计划采用金融工具规避汇兑风险。 

公司已在《公开转让说明书》“第四节公司财务/五、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及

财务指标分析/（四）报告期内各期末主要资产情况/ 1、货币资金”和“第四节

公司财务/五、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及财务指标分析/（四）报告期内各期末主要

资产情况/2、应收账款”处进行了披露说明。 

（6）请主办券商补充核查并就公司海外业务的真实性、合法合规性发表意

见，并在《推荐报告》和《尽职调查报告》中补充说明对公司海外业务尽职调

查方法。 

【主办券商回复】 

1、尽调过程和事实依据 

主办券商通过对公司管理层进行访谈，了解公司外销客户情况、外销销售规

模、外销业务定价政策及业务开展等情况；对报告期各期末应收账款及各期收入

发生额进行函证，对主要客户进行电话访谈；检查公司的销售与收款的内部控制

制度及执行情况，包括销售订单、客户信用政策、发货单、报关单、提单、收入

确认等控制点的执行情况；查阅公司的收入记账凭证及后附原始单据，以及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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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款情况；取得海关出具的《公司出口收入证明》，结合收入的细节测试及确认

依据，以及对生产企业出口货物免抵退申报明细表进行核查。 

2、分析过程 

主办券商针对公司海外业务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及合法合规性主要履

行了以下核查分析程序： 

（1）了解和评价内部控制：对公司的主要销售业务流程进行了解，检查公

司销售业务的内部控制制度和关键控制点，对业务环节的主要参与人员进行询问，

检查主要业务环节的关键控制文件和单据，评价和测试公司销售业务内部控制的

有效性； 

（2）检查收入确认原则：根据公司的收入确认标准，对公司与客户之间签

订的合同、业务流程等进行了解，结合《企业会计准则》之规定，主办券商认为

公司的收入确认时点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3）执行实质性分析程序，主要包括：对公司的收入规模、收入结构的变

动进行分析；毛利率波动分析；对应收账款进行账龄分析，对账龄长的大额应收

账款分析其形成原因； 

（4）抽查重要客户合同执行情况：抽取公司部分重要客户的销售合同和销

售发票、出库单、报关单、回款单，对报告期确认的销售收入、销售数量、销售

价格，与销售合同、销售发票、出库单、报关单、回款单的有关信息进行核对，

经核查未发现异常； 

（5）对报告期内各期收入进行截止性测试：抽查资产负债表日前后出库单、

销售发票、合同进行截止测试，未见跨期现象； 

（6）对应收账款期末余额及收入金额进行函证，对主要客户进行电话访谈，

均得以验证公司报告期内的销售是真实准确完整的； 

（7）对公司总经理、销售副总、财务负责人进行访谈； 

（8）了解公司的定价政策和销售政策；了解客户的经营范围，企业基本情

况介绍等信息； 

（9）取得海关出具的公司报告期内出口销售金额统计数据，与公司账面确

认金额进行核对，未见异常，并取得海关出具的公司无违法违规证明。核对税务

申报系统“生产企业出口货物免抵退申报明细表”与公司账面确认的外销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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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期后测试：对销售期后回款情况进行核查，公司货款回收及时。 

3、结论意见 

经核查，主办券商认为，公司海外业务的开展情况及账务处理等是真实的、

合法合规的。 

4、补充披露事项 

主办券商已在《推荐报告》“一、尽职调查情况”和《尽职调查报告》“第二

部分尽职调查程序与方法/二、尽职调查方法/（二）公司财务调查”中对海外业

务的真实性、合法合规性调查方法进行了补充说明。 

9、关于应付票据。公司 2016 年末、2015 年末应付票据余额较大，分别为

28,045,656.08 元和 22,510,477.15 元。请主办券商核查是否存在无真实交易背景

票据融资的情形，若存在，请补充核查规范情况。 

【主办券商回复】 

1、尽调过程和事实依据 

主办券商取得了公司报告期各期的应付票据台账以及应付票据增减变动明

细表，抽测应付票据增减的相应记账凭证及后附原始单据，查看相应银行承兑汇

票及相关承兑协议、对应债务的合同、发票和收货单等事项，核实交易事项的真

实性；同时对公司管理层进行访谈，了解相关票据管理制度及执行情况；取得公

司的征信报告；对期末大额应付票据进行函证，并对主要供应商进行了实地走访。 

2、分析过程 

针对公司报告期内开具的所有应付票据主办券商取得了应付票据台账及应

付票据增减变动明细表，对应付票据采购的真实性进行了大额凭证测试，抽测了

记账凭证及后附采购合同、采购承兑付款、开具应付票据承兑协议等相关原始单

据，核查票据承兑协议的主要内容条款，及核实承兑协议中开具票据的具体金额

及对应供应商等情况，经核对，公司开立的票据均有对应的原始单据；另外，根

据承兑协议结合期末应付票据台账，主办券商复核了开立票据的保证金，并与账

面相关科目核对一致；对报告期内企业征信报告进行了核查，并将企业征信报告

相关的票据信息与企业账面进行了核对；对应付票据的大额供货方进行了函证，

结合对主要供应商的现场走访，均得到对方确认，证实公司报告期内所开立的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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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均系有真实交易背景，均为采购材料所产生。 

3、结论意见 

经核查，主办券商认为，报告期内公司应付票据是基于真实业务交易需要而

采用票据结算方式，不存在无真实交易背景的票据融资的情形。 

4、补充披露事项 

无。 

10、关于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的波动。请公司补充说明并披露报告期（末）

资产总计、股东权益合计、每股净资产、资产负债率（母公司）、净资产收益率、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等数据或指标波动的原因及合理性。请主办券商

和会计师补充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公司回复】 

报告期内，公司相关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如下： 

项目 2016 年 12 月 31 日 2015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计（万元） 6,812.92 5,522.13 

股东权益合计（万元） 1,633.09 415.64 

归属于申请挂牌公司的股东权益合计

（万元） 
1,633.09 415.64 

每股净资产（元） 1.26 3.78 

归属于申请挂牌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

产（元） 
1.26 3.78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75.30% 95.13% 

流动比率（倍）                1.11               0.97  

速动比率（倍）                 0.70               0.55  

项目 2016年度 2015年度 

营业收入（万元） 10,696.44 10,042.41 

净利润（万元） 182.34 151.48 

归属于申请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

元） 
182.34 151.48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万元） 159.22 100.65 

归属于申请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万元） 
159.22 10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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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利率（%） 7.47 7.48 

净资产收益率（%） 32.31 63.14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资产收益率

（%） 
34.59 45.4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09       1.3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09       1.38  

应收帐款周转率（次）                 9.58               10.85  

存货周转率（次）               20.17               20.9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万元） -270.30 1,462.26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股） 
               -0.21              13.29 

注：计算上述指标时，有限公司期间以实收资本模拟股本进行计算。 

主要财务指标计算公式如下： 

（1）毛利率=(营业收入-营业成本)/营业收入 

（2）净资产收益率=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加权平均净资产×100% 

（3）每股收益＝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加权平均股本 

（4）每股净资产=期末股东权益÷期末股份总数 

（5）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经营性现金流量净额/期末股份总数 

（6）资产负债率=负债总额÷资产总额×100% 

（7）流动比率=流动资产÷流动负债 

（8）速动比率=（流动资产-存货-预付账款-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其他流动资产）÷

流动负债 

（9）应收账款周转率=营业收入÷[（期初应收账款净值＋期末应收账款净值）÷2] 

（10）存货周转率=营业成本÷[（期初存货净值＋期末存货净值）÷2] 

资产总额变动及合理性：公司 2016 年末资产总额较 2015 年末增加 1,290.79

万元，主要原因是随着公司业务收入的不断增长以及企业注册资本的增加，导致 

2016 年末货币资金较 2015 年末增加 637.90 万元，应收账款增加 184.59 万元，

存货增加 332.44 万元。 

上述事项已在《公开转让说明书》“第四节公司财务/五、报告期主要财务数

据及财务指标分析/（七）主要财务指标分析/2、偿债能力分析”处补充披露。 

股东权益、每股净资产变动及合理性：2016 年末股东权益较 2015 年末增加

1,217.45 万元，主要原因为 2016 年度公司注册资本增加 1,190.00 万元，且 2016

年度盈利 182.34 万元。每股净资产由 2015 年末的 3.78 元降为 2016 年末的 1.26

元，主要原因为 2016 年度原股东以每股 1 元的价格平价增资 1,190.00 万元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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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事项已在《公开转让说明书》“第四节公司财务/五、报告期主要财务数

据及财务指标分析/（七）主要财务指标分析/2、偿债能力分析”处补充披露。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变动及合理性：报告期各期末，公司资产负债率（母

公司）分别为 95.13%和 75.30%，报告期内呈下降趋势，但仍保持较高的比率。

同时，资产负债率的下降也表明公司长期偿债能力逐步增强，原因系公司利润的

积累及 2016 年度公司增资股东投入注册资本 1,190 万元所致。 

公司资产负债率较高，主要原因是公司所处行业为纺织生产行业，由于纺织

行业采购生产与销售收款环节较长，且公司采购原料毛坯布后基本全部委托外部

加工厂商进行染色、印花等加工程序，从而生产环节需要沉淀大量资金，各期末

应付货款规模较大，同时公司主要采用应付票据方式进行货款的结算，票据期限

一般为 3 个月和 6 个月，从而导致公司期末负债水平较高。报告期各期末，公司

应付账款的金额分别为 1,824.44 万元和 1,695.22 万元，应付票据的金额分别为

2,251.05 万元和 2,804.57 万元，公司应付账款和应付票据的合计金额占资产的比

例分别为 73.80%和 66.05%。公司应收账款及应付账款账龄基本在一年以内，收

付款结算情况良好；同时，公司与上下游客户、供应商保持了良好的长期合作关

系，商业信用政策能够保持相对稳定（采购付款相对于销售收款周期的匹配性）。

随着公司生产经营积累，权益规模得以增大，同时公司将采取措施控制负债规模

的增大，公司资产负债率将逐步降低。 

上述事项已在《公开转让说明书》“第四节公司财务/五、报告期主要财务

数据及财务指标分析/（七）主要财务指标分析/2、偿债能力分析”处披露。 

净资产收益率变动及合理性：公司报告期内净资产收益率分别为 63.14%和

32.31%，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资产收益率分别为 45.49%和 34.59%，净资产

收益率和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资产收益率均有所下降，主要原因系 2016 年

度公司增加注册资本导致股本增加，相应导致 2016 年度加权平均净资产增加所

致。 

上述事项已在《公开转让说明书》“第四节公司财务/五、报告期主要财务

数据及财务指标分析/（七）主要财务指标分析/1、盈利能力分析”处披露。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及合理性：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 14,622,606.55 元和-2,702,982.80 元，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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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 13.29 元和-0.21 元。2016 年度经营活动现金为净流出，主

要原因是公司目前销售模式为贴牌生产的模式，且客户基本为国外中间厂商，公

司产品销售的利润空间极小，同时公司为进一步开拓国外市场，为后期自主品牌

的打入奠定基础，在销售规模增加的情况下，公司对稳定客户的应收款项的回款

周期适当放宽；同时随着市场的不断扩展和订单量的增加，相关材料采购成本及

人力成本投入增加，导致经营活动现金流量流出多于现金流量流入，相应导致

2016 年度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出现负数。 

报告期内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与净利润有所差异，主要原因系受经

营性应收项目和应付项目，以及存货变动的影响所致。经营性应收项目变动金额

呈增加趋势，2016 年末经营性应收项目相比 2015 年末增加 403.21 万元，主要原

因是 2016 年度营业规模有所增加，同时公司为开拓市场对长期稳定客户给予了

较宽信用期所致；经营性应付项目变动金额呈大幅减少趋势，主要原因是 2015

年度公司营业规模相比 2014 年度大幅增加，相应材料采购等大幅增加，导致 2015

年末采用应付票据方式结算货款的金额大额增加，因公司开立的票据一般为 3-6

个月，故 2015 年末未到期的应付票据在 2016 年到期承兑，从而导致 2016 年度

采购商品支付的现金较大，同时因 2016 年度营业规模稍有增加，故 2016 年末经

营性应付款项相比 2015 年末稍有增加，但 2016 年度经营性应付款项变动金额相

比 2015 年度会大幅减少；存货的变动呈增加趋势，主要系 2016 年末公司订单量

增加，为满足客户需求，公司积极开展生产，相应导致 2016 年末存货金额有所

增加。 

上述事项已在《公开转让说明书》“第四节公司财务/五、报告期主要财务

数据及财务指标分析/（七）主要财务指标分析/4、获取现金流能力分析”处披

露。 

【主办券商回复】 

1、尽调过程和事实依据 

主办券商对公司管理人员和财务人员进行访谈，查阅审计报告及相关记账凭

证，了解各项资产、股东权益等指标波动原因；询问公司业务人员，了解公司的

市场情况及盈利能力；抽取相关科目的记账凭证，确认报告期各期末的资产、负

债及股东权益的计价和分摊；对相关财务指标进行重新计算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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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分析过程 

通过访谈公司财务人员、业务人员了解公司经营情况与市场环境，抽取相关

财务凭证、查阅公司相关合同等资料，确认公司 2016 年末资产总额比 2015 年末

增加 1,290.79 万元，主要原因为 2 016 年增资及 2016 年销售规模增长，相应导

致实收资本、应收账款和存货的增加所致。 

2016 年末股东权益总额比 2015 年末增加 1,217.45 万，2016 年末每股净资产

1.26 元相比 2015 年末 3.78 元有所下降，2016 年末和 2015 年末资产负债率（母

公司）分别为 75.30%和 95.13%，2016 年和 2015 年净资产收益率分别为 32.31%

和 63.14%，相关指标或数据变动合理，主要是由于 2016 年度增资 1,190.00 万元

导致实收资本增加所致。 

对于报告期内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的变动，主要原因系受经营性应

收项目和应付项目，以及存货变动的影响所致。主办券商对各期经营活动现金流

量净额的构成与相关会计科目进行了勾稽核对，各期的现金流量净额及前后期的

变动与公司实际情况一致，不存在异常。 

3、结论意见 

经核查，主办券商和会计师认为报告期（末）资产总计、股东权益合计、每

股净资产、资产负债率（母公司）、净资产收益率、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等数据或指标波动原因正常，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具有合理性。 

4、补充披露事项 

具体补充披露事项见本问题【公司回复】之补充披露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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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介机构执业质量问题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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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申请文件的相关问题 

请公司和中介机构知晓并检查《公开转让说明书》等申请文件中包括但不限

于以下事项： 

（1）中介机构事项：请公司说明并请主办券商核查公司自报告期初至申报

时的期间是否存在更换申报券商、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的情形，如有，

请说明更换的时间以及更换的原因；请主办券商核查申报的中介机构及相关人

员是否存在被监管机构立案调查的情形。 

【回复】 

经核查，公司自报告期初至申报时的期间不存在更换申报券商、律师事务所

和会计师事务所的情形； 

申报的中介机构及相关人员不存在被监管机构立案调查的情形。 

（2）多次申报事项：请公司说明是否曾申报 IPO 或向全国股转系统申报挂

牌，若有，请公司说明并请主办券商核查下述事项：是否存在相关中介机构更

换的情形；前次申报与本次申报的财务数据、信息披露内容存在的差异；前次

申报时公司存在的问题及其规范、整改或解决情况。 

【回复】 

经核查，公司本次申报为首次申报，之前未曾申报 IPO或向全国股转系统申

报挂牌。 

（3）申报文件形式事项：为便于登记，请以“股”为单位列示股份数；请检

查两年一期财务指标简表格式是否正确；历次修改的文件均请重新签字盖章并

签署最新日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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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公开转让说明书》等披露文件已以“股”为单位列示股份数； 

②两年一期财务指标简表已按规定格式正确列示披露； 

③《公开转让说明书》等历次修改的文件均已重新签字盖章并签署最新日期；

④已知悉，将按要求上传披露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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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信息披露事项：请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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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公司按照上市公司、国民经济、股转系统的行业分类分别列

示披露公司所属行业归类；请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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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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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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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公开转让说明书》已列表披露可流通股股份数量，股份解限售准确无误； 

②《公开转让说明书》已按照上市公司、国民经济、股转系统的行业分类分

别列示； 

③公司已在公开转让说明书“1-1 公开转让说明书（反馈稿）/第一节公司基

本情况/二、股票挂牌情况/股票代码、股票简称、股票种类、每股面值、股票总

量、挂牌日期、转让方式”部分披露了挂牌后股票转让方式为协议转让； 

④已知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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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及时在公开转让说明书中披露； 

⑤经检查，各自的公开披露文件中的内容一致。 

（5）反馈回复事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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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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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已知悉。公司不存在由于涉及特殊原因申请豁免披露的情况。 

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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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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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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主办券商回复】 

国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国融证券”）为富米丽推荐挂牌的主办券商。

方旺先生曾担任富米丽首次申报的行业分析师，并以行业分析师身份签署首次申

报文件。鉴于，方旺先生因自身原因在申报文件第一次反馈阶段从国融证券离职，

现项目行业分析师变更为耿传文先生，由耿传文先生接替方旺先生担任富米丽推

荐挂牌的行业分析师，履行行业分析师职能、作为项目组成员签署后续相关反馈

回复文件。 

耿传文先生，会计师、行业分析师，拥有丰富的行业研究、尽职调查经验，

参与多个项目的行业分析师和会计师工作。 

此前国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署的富米丽申报材料继续有效，相应的责任、

权利和义务均由国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继续履行。国融证券声明继续对申报材料

及反馈意见回复的真实、准确、完整负责。 

 

 

 

（以下无正文，为附件清单及签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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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清单】 

附件 1：关于浙江富米丽家纺股份有限公司挂牌申请的反馈督查报告 

附件 2：会计师事务所关于《关于浙江富米丽家纺股份有限公司挂牌申请文

件的第一次反馈意见》的回复 

附件 3：《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附件 4：关于主办券商签字人员变更情况的相关说明 

附件 5：关于新签字人员对申报材料复核无误的情况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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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国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浙江富米丽家纺股份有限公

司挂牌申请文件反馈意见之回复报告》的签字盖章页） 

 

 

 

内核专员签字： 

 

 

张方 

 

 

 

 

项目小组负责人： 

 

 

徐肖肖 

 

 

 

项目小组成员： 

 

 

刘李王欣耿传文 

 

 

 

 

 

 

国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月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