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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濮阳绿宇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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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贵司《关于濮阳绿宇新材料科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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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内容要求，安

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绿宇新材项目组组织拟挂牌公司、律师事务所、

会计师事务所对贵司提出的《反馈意见》进行了认真核查和进一步调

查，已逐条落实。现将《反馈意见》的落实情况逐条报告如下： 

（本回复说明中的简称与《公开转让说明书》中的简称具有相同

含义，“主办券商项目组”专指安信证券成长企业部绿宇新材项目

组。） 

1、公司与大化集团关系。请公司：（1）补充披露与大化集团业

务情况、收入确认依据及时间点、结算方式，以及受托试车业务若未

成功是否存在返还收入的约定；（2）补充分析并披露各业务毛利率情

况及波动原因；（3）详细说明并披露与大化集团收入、成本配比关系。

请主办券商、会计师：（1）针对公司与大化集团营业成本和期间费用

的各组成项目的划分归集是否合规发表意见，并针对公司报告期内收

入、成本的配比关系是否合理核查并发表意见。（2）补充说明针对公

司销售收入的真实性及完整性执行的具体尽调及审计程序，确认的金

额占总金额的比重（包括函证、回函、回函相符率、不相符情况及原

因），说明取得的相关内外部证据，销售与收款相关内部控制及其有

效性，并发表意见。（3）核查公司与大化集团定价公允性，对关联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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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的公允性、必要性发表意见。 

公司回复; 

（1）补充披露与大化集团业务情况、收入确认依据及时间点、

结算方式，以及受托试车业务若未成功是否存在返还收入的约定； 

公司已在公开转让说明书“第二节 公司业务”之“三、公司业

务相关的关键资源要素”之“（六）受托经营情况”部分披露公司与

大化集团之间受托试车业务的内容具体如下： 

“大化集团委托公司进行二期工程试车的主要内容如下： 

……第二条  本协议工作内容：年产 10 万立方三聚氰胺泡沫塑

料装置试生产，工艺技术改造、完善及经营管理、产品的生产和销售。” 

在公开转让说明书“第四节 公司财务”之“六、报告期有关

利润形成情况的分析”之“（一）公司收入确认的具体方法及业务

收入、毛利率变动及地区分布分析”部分披露报告期各期间，二期

工程为公司带来的收入情况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17年 1-7 月 2016年度 2015 年度 

其他业务收入 2,914,441.24 7,707,119.26 7,589,666.93 

其中：受托试车收入 2,592,815.70 6,672,136.50 6,564,943.47 

技术服务收入 311,137.88 1,000,820.47 984,741.52 

注释：其他业务收入中含少量的废品销售收入。 

并在公开转让说明书“第四节 公司财务”之“九、关联方关系

及关联交易”之“（三）关联交易”部分披露公司向大化集团采购原

材料及动力费用的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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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元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2017 年 1-7月 2016年度 2015年度 

河南省中原大化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 

三聚氰胺 2,669,500.00 3,280,401.08 3,405,000.00 

电力 998,485.80 1,865,420.99 1,424,261.12 

天然气、氮气、

蒸汽 
842,926.83 1,316,987.95 1,788,128.15 

由上述内容可见，报告期内，大化集团既为公司的客户亦为公司

的供应商，公司存在接受大化集团进行二期工程受托试车业务，以及

向其采购三聚氰胺及电力等动力资源的业务。  

关于公司受托试车业务相关收入确认依据及时间点，公司在公开

转让说明书“第四节 公司财务”之“六、报告期有关利润形成情况

的分析”之“（一）公司收入确认的具体方法及业务收入、毛利率变

动及地区分布分析”部分披露如下： 

“对于受托试车服务，公司根据二期装置试生产的时间准确合理

分配其所消耗的原材料、公用工程部分（电、蒸汽、天然气）、人工

以及不合格产品的粉碎环保处理等费用，并将试生产的产品面向市场

销售，试生产成本费用减去每月试生产产品的收入后作为受托试车收

入结算金额，由公司开具试车费发票（税率为 17%）与大化集团结算。 

公司对于二期工程的技术服务收入，系综合考虑垫付采购及人工

的资金成本、技术服务、经营管理及销售支出等因素的基础上与大化

集团协商确定的，具体为公司于每个季度末根据与大化集团当季度实

际结算的受托试车费，按照 2015 年度及 2016 年度在此基础上加成

15%，2017年度加成 12%为标准进行技术服务收入（税率为 6%）的确

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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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在该部分补充披露如下： 

“公司与大化集团受托试车收入的结算方式为按月结算，技术服

务收入的结算方式为按季度结算，公司通过银行转账、收取银行承兑

汇票，收入与采购款抵消三种方式收回相关款项。 

根据公司与大化集团之间签订的委托试车合同及大化集团出具

的说明，受托试车业务若未成功，不存在公司返还收入的约定。” 

（2）补充分析并披露各业务毛利率情况及波动原因； 

公司已在公开转让说明书“第四节 公司财务”之“六、报告期

有关利润形成情况的分析”之“（一）公司收入确认的具体方法及业

务收入、毛利率变动及地区分布分析”之“2、公司营业收入、毛利

率变动及地区分布”部分披露如下内容： 

“4）二期工程收入和成本情况分析 

报告期各期间，二期工程试车产生的收入、耗用的成本及费用情

况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17年 1-7月 2016年度 2015年度 

试车生产产品产生的收入 743,396.04 1,914,224.25 684,880.23 

试车的成本 3,336,211.74 8,586,360.72 7,249,823.70 

其中：试车生产对应的生

产成本 
2,969,317.83 7,964,396.49 6,649,663.13 

原材料   1,831,145.28    4,003,148.32    3,907,193.15  

人工费     535,858.23    1,713,056.31    1,839,597.98  

制造费用     602,314.32    2,248,191.86      902,872.00  

试车管理及销售费用 366,893.91 621,964.23 600,160.57 

公司受托试车的其他业务

成本=大化集团需要弥补
2,592,815.70 6,672,136.47 6,564,94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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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成本=上述成本及费用-

上述收入 

现修改该表格进行补充披露并进行说明如下： 

    单位：元 

序号 项目 2017年 1-7月 2016年度 2015年度 

① 试车生产产品产生的收入 743,396.04 1,914,224.25 684,880.23 

② 试车的成本（②=③+⑦） 3,336,211.74 8,586,360.72 7,249,823.70 

③ 
其中：试车生产对应的生

产成本（③=④+⑤+⑥） 
2,969,317.83 7,964,396.49 6,649,663.13 

④ 原材料   1,831,145.28    4,003,148.32    3,907,193.15  

⑤ 人工费     535,858.23    1,713,056.31    1,839,597.98  

⑥ 制造费用     602,314.32    2,248,191.86      902,872.00  

⑦ 试车管理及销售费用 366,893.91 621,964.23 600,160.57 

⑧ 

受托试车收入=公司受托

试车的其他业务成本=大

化集团需要弥补的成本=

上述成本及费用-上述收

入（⑧=②-①） 

2,592,815.70 6,672,136.47 6,564,943.47 

⑨ 约定的加成比例 12.00% 15.00% 15.00% 

⑩ 技术服务收入(⑩=⑧*⑨)   311,137.88    1,000,820.47    984,741.52  

11 

受托试车业务综合毛利率

（11=（⑩+⑧-⑧）/⑩+

⑧ 

10.71% 13.04% 13.04% 

由上表可见，公司受托试车收入与大化集团需要弥补公司的成本

相等，公司对应分别确认为“其他业务收入——受托试车收入”及“其

他业务成本——受托试车成本”，仅从该角度分析，公司受托试车业

务不产生利润，对应的毛利率为零。由于公司为受托试车提供技术服

务的成本不可区分的融入了受托试车的生产成本，按照会计核算的重

要性原则及匹配性原则，对应技术服务的成本确认为零，因此，若单

独考虑该业务，对应的毛利与收入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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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公司受托试车及技术服务为因果关系，且为同一服务合同项下

的业务，因此，应综合考虑并计算其综合毛利率。2015 年度、2016

年度及2017年1-7月，公司受托试车业务综合毛利率分别为13.04%、

13.04%及 10.71%。其中，2015 年度及 2016 年度的对应毛利率一致，

系约定的加成比例一致导致的，2017 年 1-7 月受托试车业务综合毛

利率较 2016 年度低 2.33 个百分点，系约定的加成比例较 2016 年度

低 3.00个百分点所致。” 

（3）详细说明并披露与大化集团收入、成本配比关系。 

报告期各期间，公司“其他业务收入——受托试车收入”与“其

他业务成本——受托试车成本”的金额相等，系受托试车业务的特殊

性及合同约定的结算方式导致的。根据委托试车合同的约定，大化集

团应首先弥补公司因受托试车产生的亏损，公司已在相关成本、费用

及销售产品收入实际发生时归集记入及冲减“其他业务成本——受托

试车成本”，大化集团需要弥补的亏损即为“其他业务成本——受托

试车成本”，公司确认应收大化集团弥补的资金并开具发票时，亦确

认为“其他业务收入——受托试车收入”。根据上述分析，公司“其

他业务成本——受托试车成本”及“其他业务收入——受托试车收入”

之间具有匹配性。 

报告期各期间，公司“其他业务收入——技术服务收入”的金额

为按照受托试车收入的一定比例计算确认的，由于相关的技术服务成

本系综合考虑垫付采购及人工的资金成本、技术服务、经营管理及销

售支出等因素的基础上与大化集团协商确定的，为不可确切量化的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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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发生的成本或不可准确区分的成本，相关生产人员、技术人员、

管理及销售人员为二期工程实际发生的成本已按照相关性及重要性

原则记入了“其他业务成本——受托试车成本”，因此，对应的技术

服务成本确认为零具有合理性。 

主办券商回复： 

（1）针对公司与大化集团营业成本和期间费用的各组成项目的

划分归集是否合规发表意见，并针对公司报告期内收入、成本的配比

关系是否合理核查并发表意见。 

主办券商项目组对公司与大化集团营业成本和期间费用的各组

成项目的划分归集的合规性核查分析如下： 

①与公司财务总监进行交谈，了解公司为二期工程实际投入的生

产成本发生情况及各项目构成情况，期间费用各构成项目的主要内容

及发生情况，并与二期工程的生产工时、产能、实际开展的管理和销

售活动等进行匹配性分析。 

②查看二期工程相关明细账，抽查对应的记账凭证，查看营业成

本中原材料及期间费用的分配计算过程，并进行重新计算，确认记账

数据是否准确，查看相关生产领用单据、支付凭单、发票、出库单，

确认相关原材料及费用发生的真实性。 

③查看大化集团为二期工程提供的电力等动力资源的结算依据、

结算单据及开具的发票，确认动力费用的真实性。 

④针对人员薪酬，查阅公司二期工程对应的人员的工资表、财务

账面记录、工资发放凭证，核查人员薪酬在营业成本和期间费用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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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集的准确性。 

 主办券商项目组对公司报告期内收入、成本配比的合理性核查

分析如下： 

①查看审计报告中对公司报告期各期收入及成本的确认和划分

情况，并与申报会计师交谈，了解划分的依据及合理性，同时向公司

财务总监确认其合理性。 

②取得公司报告期内收入确认政策及成本分配说明，收入及成本

明细账，了解收入及成本的确认和归集的具体情况。公司报告期内收

入包括蜜胺泡绵销售收入、受托试车收入及技术服务收入。其中，蜜

胺泡绵销售收入在产品交付客户并经验收后确认收入，对应的成本包

括耗用的原材料、动力费用、生产过程中的人工及制造费用，均在实

际发生时直接记入或月末进行分配记入；受托试车收入及技术服务收

入为按照权责发生制确认实际应收回的大化集团需要弥补的资金及

需要支付的服务费，成本主要为二期工程实际发生的生产成本、以及

管理二期工程及销售二期工程生产产品活动产生的费用，在实际发生

时记入或月末进行分配记入。 

③分析比较公司报告期内各月蜜胺泡绵销售收入及成本金额，查

看有无异常波动并分析确认异常波动原因。 

④就蜜胺泡绵销售业务的毛利率，通过查询同行业挂牌公司及上

市公司的毛利率及相关分析数据，进行对比分析，分析差异的原因及

合理性。 

⑤结合委托经营合同对二期工程受托试车费及技术服务费的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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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分析二期工程各期毛利率情况及差异的合理性。 

经核查，主办券商认为，公司与大化集团营业成本和期间费用的

各组成项目的划分归集合规，公司报告期内收入、成本的配比关系合

理。 

（2）补充说明针对公司销售收入的真实性及完整性执行的具体

尽调及审计程序，确认的金额占总金额的比重（包括函证、回函、回

函相符率、不相符情况及原因），说明取得的相关内外部证据，销售

与收款相关内部控制及其有效性，并发表意见。 

针对公司收入的真实性和完整性，主办券商项目组在测试了其有

关的内部控制制度设计的合理性和执行的有效性后，还执行了以下程

序： 

①取得收入明细账，抽查相关记账凭证，核对入账日期、金额等

信息是否与发票、订单、出库单、发运单一致；并从出库单、发运单

追查至收入明细账，确认收入的完整性。 

②将应收账款和收入明细账进行核对，同时从应收账款和收入明

细账中选取财务报表日前后的凭证，进行收入的截止测试，以确定销

售是否存在跨期现象；复核财务报表日前后收入水平，确定业务活动

水平是否异常。 

③抽查报告期内公司主要的客户，检查其回款单据，以确定是否

与公司有真实的交易。 

④获取会计师对客户的应收账款询证函回函，并对大额客户进行

发函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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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各期间，销售收入发函及回函统计具体如下： 

                                                          单位：元 

期间 总收入金额 发函金额 
发函金

额占比 
回函金额 

回函金

额占比 

回函相

符率 

2015年度  50,869,239.98  40,349,917.30  79.32% 38,705,043.11  76.09% 100.00% 

2016年度  48,647,626.43  38,728,525.50  79.61% 38,364,346.02  78.86% 100.00% 

2017 年 1-7

月  
26,100,186.67  21,970,032.45  84.18% 21,970,032.45  84.18% 100.00% 

注释：询证函回函不存在不相符的情况。 

⑤查看期后回款情况。 

通过执行上述核查程序，取得的证据如下：报告期各期进行销售

产品收入的穿行测试取得的相关原始单据、报告期各期的收入明细账、

抽查的记账凭证及后附单据、报告期各期经审批的前十名客户的订单、

收入及应收账款询证函回函、报告期后应收账款明细账。 

综合上述分析，可以确认公司报告期内收入的真实性和完整性。

报告期各期可以确认的收入均在 75.00%以上。 

关于销售与收款相关内部控制及其有效性，主办券商项目组执行

了以下核查程序： 

①取得公司制定的关于销售及收款的规章制度并进行查看，并结

合公司的业务情况，确认是否对关键控制点如授权审批、职责分离、

实物控制、信息处理等设置了相应的控制。 

②与公司销售经理及财务总监进行交谈，了解相关制度是否执行

及执行的一贯性和有效性。 

③进行控制测试，确认销售与收款相关制度执行的有效性。 

经核查，主办券商认为，公司销售收入具有真实性及完整性，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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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与收款相关内部控制具有有效性。 

（3）核查公司与大化集团定价公允性，对关联交易的公允性、

必要性发表意见。 

关于公司向大化集团采购原材料等的公允性及必要性，主办券商

项目组执行了以下程序核查：  

①随机抽查报告期各期公司向大化集团采购电力、蒸汽、氮气及

天然气等动力资源及原材料三聚氰胺的采购凭证，确认其采购价格，

并向大化集团申请取得日期较为接近的大化集团对其他公司的销售

发票，对比销售价格，确认差异在合理范围内。 

②测算报告期各期间公司向大化集团采购电力、蒸汽、天然气、

氮气的单位平均采购价格，对比平均采购价格是否在市场价格范围内。 

③取得报告期各期间部分月份大化集团与电力公司及燃气公司

的结算单据，查询结算价格，并与公司对应月份向大化集团的采购价

格进行对比，确认差异是否在合理范围内。 

④与公司董事长进行交谈，了解若公司不向大化集团采购电力等

动力资源以及三聚氰胺，公司相应动力资源的采购价格范围，以及公

司需要为使用动力资源进行的设备投资情况、运输成本增加情况等，

确认公司向大化集团进行相关采购的必要性。 

⑤实地查看大化集团的仓库位置、电力供应设备、氮气生产及运

送装置，并与大化集团管理人员进行交谈，了解公司向其采购原材料

及动力资源的必要性。 

通过执行上述核查程序，了解到公司报告期各期间三聚氰胺的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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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采购价格在大化集团制定的相关市场销售的价格范围，公司与大化

集团之间电力及天然气的结算价格与其动力供应商的结算价格基本

相当，公司与大化集团关于氮气及蒸汽的价格与大化集团对其他关联

公司的结算价格一致，与市场价格也相当。 

公司生产车间位于大化集团厂区内，而大化集团为国内生产三聚

氰胺的知名厂商（氮气为其生产尿素过程中的副产品），三聚氰胺为

危险化学物品，运输成本较高，氮气及蒸汽（远距离运输过程中有一

定损耗）运输较为困难且公司无法自行生产，公司向其采购三聚氰胺、

氮气及蒸汽较为便利，且节约了运输成本。大化集团拥有高压变电设

备且为双回路供电（当一条线路有故障停电时，另一条线路可以马上

切换投入使用），可以为公司生产提供所需负荷的电力，若公司自行

投资该变电设备，需要投资的金额较大即成本较高，公司只有向其采

购才可获取生产经营所必须的电力，另外，公司向大化集团采购天然

气可以享受其集中批量对外采购的价格优惠。因此，公司向大化集团

采购电力等动力资源以及三聚氰胺的采购交易具有必要性。 

关于公司受托大化集团进行二期工程试车业务的必要性和公允

性，主办券商项目组执行了以下核查程序： 

①取得委托试车合同，查看双方关于受托试车收入及技术服务收

入的约定。 

②与大化集团副总经理进行交谈，了解二期工程报批报建及设备

投资情况、受托试车的交易背景，双方关于相关服务的结算依据及结

算方式等，分析其必要性和公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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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与公司总经理进行交谈，了解委托试车合同中关于加成比例的

确认依据、公司报告期内实际发生的受托试车收入及技术服务收入的

结算情况、公司因此项业务对收入及净利润的影响情况等，分析公司

进行受托经营的必要性和公允性。 

④查看《公司章程》、财政部、监管机关等对上市公司及挂牌公

司关联交易价格的相关规定，以及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一年期银

行定期存款利率。 

公司受托试车预计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公司的收入和利润，因

此，接受该业务对公司来说具有必要性。 

二期工程的技术服务费按照 15.00%及 12.00%的加成比例主要是

从以下几方面考虑：一是资金占用成本，从原材料采购至每季度末结

算并支付技术服务费，采购及相关生产成本按照 1 年可以回收计算，

经查询，2015年 1月 1日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为 5.60%；二是提供技

术支持的成本，公司所租用绿寰宇的专利及专有技术每年的租赁费为

450,000.00 元，相关技术同样也需要在试车过程中使用；三是考虑

公司提供生产、管理和销售服务需要获得的合理利润。同时，参考财

政部于 2001 年发布的《关联方之间出售资产等有关会计处理问题暂

行规定》（财会[2001]64号）第五条第（一）项关于受托经营资产的

公允性判断标准（该规定已于 2008 年废止，但在一些场合仍然被作

为判断关联交易公允性的参考标准），“受托经营资产受托方接受委托，

对关联方提供的资产进行经营并收取固定费用，或按合同规定视具体

情况收取受托经营费用的，受托方应于取得受托经营收益时，确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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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业务收入；如果取得的受托经营收益超过按受托资产账面价值总

额与 1 年期银行存款利率 110%的乘积计算的金额，则应按受托资产

账面价值总额与 1 年期银行存款利率 110%的乘积计算的金额确认为

其他业务收入，超过确认为收入的部分计入资本公积（关联交易差价）。

如果受托经营资产所发生的相关费用由受托方承担的，受托方应于相

关费用发生时直接计入当期其他业务支出。”参考该规定，受托资产

账 面 价 值 总 额 *1 年 期 银 行 存 款 利 率 *110%=3,800 万 元

*5.60%*110%=234.08 万元，即将此作为收益上限。若按照 15%的比例

加成，则受托试车每年的亏损上限为 1,560.53 万元。由于受托经营

期限为三年，每年试车的亏损金额虽然未明确约定不能超过某一金额，

但双方预计每年将要发生的亏损（每年亏损最多为 3,800 万元/3 年

=1,266.67万元）不会超过计算的亏损上限。因此，综合来看，加成

15%及 12%的比例在上述分析的限制范围内，具有一定的公允性。 

经核查，主办券商认为，公司向大化集团采购电力等动力资源以

及三聚氰胺具有必要性，价格具有公允性。公司受大化集团委托进行

二期工程试车业务具有必要性，定价具有一定的公允性。 

2、公司与国龙物流关系。请公司补充说明并披露与国龙物流业

务模式、销售是否为买断、收入确认方式、结算方式、是否存在销售

退回的情况。请主办券商、会计师核查关联交易的真实性、公允性，

以及终端销售情况，并发表明确意见。 

公司回复： 

公司在公开转让说明书“第二节 公司业务”之“四、公司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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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情况”之“（一）公司业务收入构成及各期主要产品的规模、销

售收入”之“4、报告期内向前五大客户销售情况”部分补充披露关

于与国龙物流之间的销售和结算等情况具体如下： 

“报告期内，公司存在委托国龙物流进行代理出口的情形，合作

模式为买断式销售，产品一经销售给国龙物流，公司与产品相关的风

险即已转移。国龙物流在国外客户向其发出订单并收到款项后，即刻

根据收款情况向公司发出同等采购量的订单，公司根据订单要求进行

裁切和包装后进行备货。国龙物流根据客户船运时间的安排提前通知

公司，公司从厂区发货次日即可达到指定港口装船运输，报告期内不

存在存货滞留港口的情况，国龙物流不进行存货的提前采购。 

公司销售给国龙物流的产品约定由国龙物流在厂区进行验收，并

由公司负责从厂区至港口的运输，公司将产品运送至指定港口后，产

品的相关风险即已转移。国龙物流根据公司当月发货至港口的数量，

将对应出口泡绵所得收入扣除港杂费后与公司按当月月初及月末的

平均汇率结算，公司按照结算价于月末确认收入。由于产品质量轻体

积大，加之国外运输距离较远，国龙物流采取 FOB 方式与客户结算，

即产品已经离岸，则相关的风险已转移至客户。报告期内，公司与国

龙物流之间不存在销售退货的情形，报告期各期末，国龙物流向公司

采购的产品均已离岸，且国龙物流已确认并与公司结算。” 

主办券商回复： 

主办券商项目组针对公司与国龙物流之间销售交易的真实性、公

允性及终端销售情况，执行了以下核查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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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与公司总经理及财务总监进行交谈，了解公司与国龙物流之间

销售交易的基本情况，包括订单情况、销售价格、结算方式、运输情

况等。 

②查看已经签订的关联交易合同，了解双方对发货时间、结算价

格、运输费、退货等的约定情况。 

③取得公司向国龙物流销售的明细账，分析月度采购量及采购单

价的波动情况及总体情况，确认与访谈了解到的情况是否匹配。同时，

抽查部分关联销售记账凭证，查看对应的订单情况、出库情况、发运

凭证等，并查询历史期间外汇管理局公布的外汇牌价，查看结算过程

并重新计算，确认结算方式是否与约定的计算方式一致，确认记账数

据是否准确。 

④取得国龙物流与客户之间签订的部分外贸销售合同及对应的

银行回单，了解销售结算的外币价格的真实性和准确性。 

⑤抽查部分月份的交易折算单价并与当月其他大客户的交易价

格进行比对，计算报告期各期公司向国龙物流销售密胺泡绵的平均销

售价格，并与公司对其他大客户的销售平均价格进行对比，确认差异

的合理性。 

⑥对国龙物流销售部经理进行访谈，了解其向公司采购蜜胺泡绵

的订单发出情况，采购后的运输及销售情况。 

⑦征得大化集团同意后，项目组查询了国龙物流的出口报关系统，

并取得了国龙物流 2015年度、2016年度及 2017年 1-7月及 8-11月

的出口报关数量，与其对应期间的采购量进行对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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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向国龙物流就报告期内销售交易的发生额、余额进行函证确认，

并取得了国龙物流报告期内向公司采购蜜胺泡绵产品采购量的确认

函。 

经核查，主办券商认为，公司向关联方国龙物流销售密胺泡绵的

交易具有真实性、公允性，且报告期内向其销售的产品截至 2017 年

7月末均已实现了终端销售。 

3、请公司补充说明并披露与超市销售模式是否为买断销售、收

入确认方式、是否存在退货的情况。请主办券商、会计师予以核查，

并发表意见。 

公司回复： 

报告期内，公司仅 2016年 2-10月期间存在通过超市进行销售的

情形。公司已在公开转让说明书“第四节 公司财务”之“六、报告

期有关利润形成情况的分析”之“（一）公司收入确认的具体方法及

业务收入、毛利率变动及地区分布分析”之“1、公司收入确认的原

则与具体方法”部分披露对于超市销售模式的收入确认方式具体为：

对于销售给超市的产品，公司对于每批次已销售产品，客户月末出具

销售清单确认，进行结算并确认收入。 

公司在该部分补充披露如下： 

“公司与超市之间的销售为非买断式销售。由于超市的销量很小

且结算繁琐，公司自 2016年 10月末起不再通过超市进行销售，于当

月末将剩余少量的产品并已销售未结算的产品进行了结算，不存在发

出商品退库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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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券商回复： 

主办券商项目组针对公司商超模式下的销售履行了以下核查程

序： 

①与销售经理进行访谈，了解公司报告期内向超市销售的基本情

况，包括合作的超市名称、普遍采用的发货和结算方式、总体销量情

况、开展合作及终止合作的原因、销售单价、结算方式等的约定。 

②了解到公司报告期内仅存在与濮阳百姓量贩有限公司一家超

市进行合作后，取得了公司与其签订的供货合同，查看对供货、销售

价格、结算方式等的约定。 

③查看了公司报告期内向濮阳百姓量贩有限公司发出商品的明

细账，查看对应的记账凭证后附出库单、与该超市的往来明细账，收

入记账凭证及后附超市的结算确认单据。 

经核查，主办券商认为，公司与超市之间的销售模式为非买断销

售，公司收入确认方式符合要求，且不存在退货的情况。 

4、请公司补充说明并披露大化工贸向公司借款 10万元未归还原

因及合理性。请主办券商、会计师：（1）核查上述事项是否属于资金

占用，并发表明确意见。（2）核查关联方用承兑汇票归还公司借款是

否合法合规，归还的票据是银行承兑汇票还是商业承兑汇票，票据是

否已贴现或背书，请发表意见。 

公司回复： 

关于大化工贸向公司借款 10 万元未归还原因及合理性，公司在

公开转让说明书“第三节 公司治理”之“六、公司近两年一期关联



20 

方资金占用和对关联方的担保情况”之“（一）资金占用情况”部分

补充披露如下： 

“公司于 2017 年 4 月、5 月均向大化工贸采购了塑料布，合计

金额为 168,823.50 元，但由于大化工贸借用公司的资金余额一直大

于该应付金额，公司因此一直未向其支付采购款。截至 2017 年 6 月

末，大化工贸仍占用公司 100,000.00 元。公司为及时收回关联方占

用的资金，且考虑结算的便利性，与大化工贸协商进行了往来款的抵

消处理，双方于 2017年 7月 31日签订债权债务抵消协议。因此，大

化工贸无需再直接向公司偿还 100,000.00 元。公司依据双方签订的

债权债务抵消协议，做出核销其他应收款的处理具有合理性。” 

主办券商回复： 

（1）核查上述事项是否属于资金占用，并发表明确意见。 

主办券商项目组取得了报告期内公司与大化工贸之间的往来款

明细账（在其他应收款科目核算）及向大化工贸采购塑料布的明细账

（在应付账款科目核算），抽查对应的记账凭证及后附附件，分析大

化工贸借用及偿还公司款项的过程，也确认了报告期各期末其他应收

及应付大化工贸的余额，并向大化工贸进行发函确认。同时，访谈了

公司财务总监，了解大化工贸借用公司款项的原因及偿还的具体情况，

以及进行债权债务抵消处理的原因，可以确认截至 2017 年 7 月末公

司其他应收大化工贸的款项余额为零，即不存在资金占用情况。 

经核查，主办券商认为，公司已采用债权债务抵消的方式收回了

大化工贸借用的 10 万元资金，截至 2017 年 7 月 31 日，大化工贸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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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 

（2）核查关联方用承兑汇票归还公司借款是否合法合规，归还

的票据是银行承兑汇票还是商业承兑汇票，票据是否已贴现或背书，

请发表意见。 

主办券商项目组取得了报告期内公司与大化工贸及河南省大化

工程技术有限公司之间的往来款明细账，抽查对应的记账凭证及后附

附件，了解到报告期内存在大化工贸及河南省大化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于 2017年 6月用银行承兑汇票偿还占用公司的资金 500,000.00元及

1,000,000.00元的情况。 

根据《票据法》第十条的规定：票据的签发、取得和转让，应当

遵循诚实信用的原则，具有真实的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票据的

取得，必须给付对价，即应当给付票据双方当事人认可的相对应的代

价。 

因大化工贸及河南省大化工程技术有限公司与公司之间存在真

实的债权债务关系，且公司已支付对价并认可相当于偿还等额的资金，

因此，公司接受关联方用银行承兑汇票偿还其债务的行为不存在违反

《票据法》相关规定的情形。 

通过查询公司报告期内及期后应收票据备查簿，报告期后托收承

付单据及背书转让票据的复印件，了解到截至 2017 年 11 月 30 日，

公司收到关联方偿还的票据的背书及解付情况如下： 

单位：元 

序

号 
出票人全称 前手 票据金额 票据到期日 承兑方 

背书情

况 

解付/到期情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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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滨州市钰成商贸

有限公司 
绿宇有限 1,000,000.00 2017.09.27 

滨州农商银行开

发区支行  
未背书 绿寰宇解付 

2 
同煤广发化学工

业有限公司 

濮阳大化工贸有

限公司 
500,000.00 2018.03.13 

大同煤矿集团财

务有限责任公司 
已背书 未到期 

注释：上表中出票人为滨州市钰成商贸有限公司的 1,000,000.00 元为河南省大化工程

技术有限公司偿还公司的。前手情况为截至 2017年 7月 31日的情况，背书情况、解付/到

期情况均为截至 2017年 11 月 30日的情况。背书前手为绿宇有限的，为绿寰宇对应的应收

票据情况。 

综上，主办券商经核查后认为，公司接受关联方用银行承兑汇票

归还公司借款的行为合法合规。公司取得关联方偿还的银行承兑汇票

中，1,000,000.00元已到期解付，500,000.00元已背书未到期。 

5、请主办券商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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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规定补充说明公司属

于战略性新兴产业具体细分行业以及战略性新兴产业收入占比是否

超过 50%，并更新主办券商推荐报告。 

主办券商回复： 

主办券商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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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规定对公司属于战略性新兴

产业具体细分行业以及战略性新兴产业收入占比是否超过 50%进行了

核查，内容如下： 

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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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规定，科技创新类公司是指最近两年

及一期主营业务均为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公司，包括节能环保、新

一代信息技术、生物产业、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新能源、新能源

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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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主营业务为蜜胺泡绵的研发、生产及销售，所属行业为泡沫

塑料制造业。泡沫塑料指以合成树脂为主要原料，经发泡成型工艺加

工制成内部具有微孔的塑料制品。按照《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

（2012 年修订），公司所处行业归类为“C 制造业”；按照《国民经

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1），公司所处行业归类为“C 制造业”

下的“C29 橡胶和塑料制品业”；按照《挂牌公司管理型行业分类指

引》，公司所处行业归类为“C29 橡胶和塑料制品业”下的“C2924 泡

沫塑料制造”；按照股转系统《挂牌公司投资型行业分类指引》，公

司所处行业属于“11原材料”下的“1110原材料”下的“111014新

材料”。 

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发布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产品和服

务指导目录》，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分别为节能环保产业、新一代信

息技术产业、生物产业、高端装备制造产业、新能源产业、新材料产

业、新能源汽车产业。其中新材料产业包括新型功能材料产业、先进

结构材料产业、高性能符合材料产业。先进结构材料产业包括高品质

特种钢铁材料、高性能有色金属及合金材料、新型结构陶瓷材料、工

程塑料及合成树脂。其中，工程塑料及合成树脂包括新型工程塑料与

塑料合金、新型特种工程塑料、新型氟塑料、液晶聚合物、高性能热

塑性树脂、阻燃改性塑料、ABS 及其改性制品、HIPS 及其改性材料、

不饱和聚酯树脂专用料、汽车轻量化热塑性复合材料、新型聚氨酯材

料、高性能环氧树脂、聚双马来酰亚胺树脂、聚酰亚胺树脂、聚异氰

酸醋树脂、酚醛树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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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经工商局核准的经营范围为三聚氰胺泡绵、纳米级三聚氰胺

的生产、加工、销售，进出口贸易。公司主要从事蜜胺泡绵的研发、

生产及销售业务。蜜胺泡沫塑料是一种开孔率高达 99% 以上的三维

网格结构的新型泡沫塑料, 作为一种阻燃、吸音的化工新型材料, 它

在建筑、车辆、空调、航空、电子产品、日用清洁等领域具有十分重

要的应用价值，特别适合在有阻燃、高温、低频噪音吸收要求的环境

条件下使用。公司产品属于工程塑料及合成树脂下的阻燃改性塑料范

畴。 

 

自成立以来，公司主要从事蜜胺泡绵的研发、生产及销售业务。

2015 年度、2016 年度和 2017 年 1-7 月，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分别为

43,279,573.05 元、40,940,507.17 元和 23,185,745.43 元，占同期

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85.08%、84.16%和 88.83%。报告期内，公司

的主营业务收入为蜜胺泡绵销售业务收入，其他业务收入包括受托试

车收入及技术服务收入、废品销售收入。报告期内，公司业务收入的

具体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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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元 

项目 

2017年 1-7月 2016 年度 2015 年度 

收入 
占比

（%） 
收入 

占比

（%） 
收入 

占比

（%） 

主营业务 23,185,745.43 88.83 40,940,507.17 84.16 43,279,573.05 85.08 

其他业务 2,914,441.24 11.17 7,707,119.26 15.84 7,589,666.93 14.92 

合计 26,100,186.67 100.00 48,647,626.43 100.00 50,869,239.98 100.00 

综上，主办券商认为，公司属于战略性新兴产业具体细分行业，

战略性新兴产业收入占比超过 50%。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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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关于濮阳绿宇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挂牌

申请文件的第二次反馈意见的回复》之公司签字盖章页） 

 

 

 

 

 

 

 

 

 

 

法定代表人签名： 

濮阳绿宇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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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关于濮阳绿宇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挂牌

申请文件的第二次反馈意见的回复》之签字盖章页） 

 

 

内核专员：  ___________ 

唐忠兵 

 

项目负责人：____________ 

王亚辉 

 

主办券商项目组成员：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张雪改         王露          杨成华         李斌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盖章）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