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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关于威骏（湖北）高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挂牌申请文件的第一次反馈意见》的回复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根据贵公司《关于威骏（湖北）高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挂牌申请文件的第一次反

馈意见》（以下简称“《反馈意见》”）的内容要求，我公司作为主办券商组织拟挂牌公

司、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湖南湘军律师事务所对《反馈意见》提出

的问题进行了认真核查和进一步调查，并逐条落实后进行了书面说明，涉及需要相关

中介机构核查及发表意见的部分，已由各中介机构分别出具了核查意见，涉及对《威

骏（湖北）高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开转让说明书》（以下简称“《公开转让说明书》”）

进行修改或补充披露的部分，已按照《反馈意见》要求进行了相应修改和补充，并以

楷体加粗标明。现将《反馈意见》的落实情况逐条报告如下： 

如无特别说明，本回复中的简称或名词释义与《公开转让说明书》中的相同。 

一、公司特殊问题 

1、请会计师就推荐挂牌业务审计中是否存在证监会《会计监管风险提示第 6 号

——新三板挂牌公司审计》涉及的审计项目质量控制、通过了解被审计单位及其环境

识别和评估重大错报风险、持续经营、收入确认、关联方认定及其交易、货币资金、

费用确认和计量、内部控制有效性问题、财务报表披露等九方面问题以及规范措施发

表明确意见。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出具《关于威骏（湖北）高新实业股份有

限公司挂牌申请文件反馈意见中有关财务事项的说明》（天健函〔2017〕4-19 号），

已就推荐挂牌业务审计中是否存在证监会《会计监管风险提示第6号——新三板挂牌

公司审计》涉及的审计项目质量控制、通过了解被审计单位及其环境识别和评估重大

错报风险、持续经营、收入确认、关联方认定及其交易、货币资金、费用确认和计量、

内部控制有效性问题、财务报表披露等九方面问题以及规范措施发表了明确意见。 

2、请公司说明报告期初至申报审查期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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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公司披露资金占用情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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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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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 77 
 

意见。 

公司回复： 

报告期资金占用情况公司已在公开转让说明书“第三节 公司治理”之“六、最

近两年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占用公司资金及公司为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的情况”中补充披露如下： 

“1、最近两年，公司存在被实际控制人徐琪和公司原股东何洪学、关联方隆和

节能占用资金的情形，资金占用情况如下： 

单位：元 

序号 关联方名称 资金占用开始时间 资金占用结束时间 资金占用金额 

1 徐琪 2015/1/1 2015/1/5 677,782.70 

2 徐琪 2015/1/8 2015/4/14 737,782.70 

3 徐琪 2015/1/23 2015/2/15 80,000.00 

4 徐琪 2015/3/6 2015/4/3 41,460.12 

5 何洪学 2015/1/1 2016/1/14 737,441.90 

6 何洪学 2016/1/14 2016/1/17 237,441.90 

7 隆和节能 2015/7/22 2015/8/12 1,600,000.00 

注： 1、上表披露的是公司实际控制人徐琪占用公司资金明细，徐琪与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明细

详见本公开转让说明书“第四节 公司财务”之“（二）关联方交易事项”之“2、偶发性关联交

易”。2、何洪学、隆和节能非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关联方。 

除此之外，由于公司客户主要分布在国外，为满足客户需求和公司业务的开展、

便于资金结算及货款催收等原因，报告期内存在通过公司实际控制人徐琪控制的香港

公司代为收取货款的情形，2015 年度香港公司代收货款 4,077,748.30 美元，2016

年 1-9 月代收货款 2,504,248.60 美元。自 2016 年 10 月起，公司已不存在通过香港

公司代收货款的情形。截至本公开转让说明书签署之日，香港公司已注销。报告期内

公司通过香港公司代收货款具体情况详见本公开转让说明书“第四节 公司财务”之

“（二）关联方交易事项”之“2、偶发性关联交易”之“（3）关联方代收款项”。 

报告期初，公司资本规模较小，由于经营需要以及财务规范意识薄弱等原因，存

在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徐琪、原股东何洪学、关联方隆和节能向公司拆借资金以及

通过实际控制人徐琪控制的香港公司代收货款的情形。同时，随着公司业务量的逐步

增长，实际控制人徐琪为支持公司发展，存在为公司采购固定资产、代垫成本费用的

情形，以解决公司临时性周转需要。报告期内公司与股东往来款项发生次数频繁，发

生时未签订协议，未约定利息。实际控制人资金拆借金额略高于拆借给公司的资金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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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垫公司经营支出时会形成临时性资金占用。股份公司成立后，公司对实际控制人及

关联方与公司之间的资金拆借行为以及关联方代收货款行为进行了规范，已不存在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况。 

实际控制人资金出现临时性资金占用行为时，公司暂未建立专门的关联交易管理

制度，因此该关联交易未履行审批程序，存在不规范之处。股份公司成立后，为了规

范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关联交易行为，公司不仅在《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董事会议事规则》等内部规章制度中做出了规定，而且专门制定了《关联交易决策

制度》完善了关联方交易的决策程序，严格规范关联交易行为。公司承诺将严格执行

公司章程、股东大会和董事会的议事规则中对关联方交易的规定，以保证公司与关联

方发生的关联交易公开、公平、公正。同时，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出具了《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关于规范和减少关联交易及避免资金占用的承诺函》，承诺将不

会以借款、代偿债务、代垫款项或者其他方式占用威骏股份之资金、资产，且将严格

遵守法人治理的有关规定，避免与公司发生除正常业务外的一切资金往来。” 

报告期末至申报审查期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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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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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办券商回复： 

（1）尽调过程 

①主办券商通过访谈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财务总监，咨询公司聘请的会

计师、律师，以及查阅公司及关联方的工商档案、公司的企业信用报告和三会会议文

件，确定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名单； 

②全面核查报告期期初至申报审查期间上述关联方与公司的资金往来情况，核对

公司的银行流水、公司往来款明细账及科目余额表、往来凭证、关联交易名单、审计

报告及附注，分析其款项或交易性质； 

③对报告期往来款实施函证，核对期末款项余额； 

④查阅公司三会会议文件，核查是否履行相关决策程序； 

⑤督促公司采取相关规范措施，并持续关注其履行情况； 

⑥获取了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声明承诺、公司关于资金占用问题的自查

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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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事实依据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财务总监访谈笔录，公司及关联方的工商档案、公司的

企业信用报告、三会会议文件，公司银行流水、公司往来明细账及科目余额表、往来

凭证、关联交易名单，审计报告及附注、往来款询证函回函，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的书面声明承诺。 

（3）分析过程 

经核查，报告期初公司资本规模较小，由于经营需要以及财务规范意识薄弱等原

因，存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徐琪、原股东何洪学、关联方隆和节能向公司拆借资

金以及通过实际控制人徐琪控制的香港公司代收货款的情形。同时，随着公司业务量

的逐步增长，实际控制人徐琪为支持公司发展，存在为公司采购固定资产、代垫成本

费用的情形，以解决公司临时性周转需要。报告期内公司与股东往来款项发生次数频

繁，发生时未签订协议，未约定利息。实际控制人资金拆借金额略高于拆借给公司的

资金或代垫公司经营支出时会形成临时性资金占用。股份公司成立后，公司对实际控

制人及关联方与公司之间的资金拆借行为以及关联方代收货款行为进行了规范，并对

报告期内的资金拆借以及代收货款等关联交易事项于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进行了审

议并予以追认，关联方进行了回避表决；报告期末已不存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

其控制的其他企业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况。 

有限公司阶段，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资金出现资金占用行为时，公司暂未建立

专门的关联交易管理制度，因此该关联交易未履行审批程序，存在不规范之处。股份

公司成立后，为了规范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关联交易行为，公司不仅在《公司章程》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等内部规章制度中做出了规定，而且专门

制定了《关联交易决策制度》完善了关联方交易的决策程序，严格规范关联交易行为。

公司承诺将严格执行公司章程、股东大会和董事会的议事规则中对关联方交易的规定，

以保证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公开、公平、公正。同时，公司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出具了《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关于规范和减少关联交易及避免资金占用的承

诺函》，承诺将不会以借款、代偿债务、代垫款项或者其他方式占用威骏股份之资金、

资产，且将严格遵守法人治理的有关规定，避免与公司发生除正常业务外的一切资金

往来。 

主办券商核查了公司报告期后的银行流水、公司应收账款、预付账款、其他应收

款、其他应付款、应付账款、预收账款等往来明细账及科目余额表、往来凭证，且根

据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出具的声明承诺、公司关于资金占用问题的自查报告，报告

期后至申报审查期间，公司未再发生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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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形。公司制定的《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关联

交易决策制度》等制度在规范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方面得

到有效执行，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遵守了关于不占有公司资产、资金的承诺，未违

反相应承诺以及规范情况。 

（4）结论意见 

经核查，主办券商认为，公司报告期内存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占

用公司资金的情形，报告期末已不存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占

用公司资金的情况，期后至申报审查期间不存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占

用公司资金的问题，公司依据《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建立了完善的公司治理制度并严

格执行，报告期后未发生资金占用等违反承诺及规范的情况，公司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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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三、公司治理机制健全，合法

规范经营”规定的“（三）公司报告期内不应存在股东包括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

其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资产或其他资源的情形。如有，应在申请挂牌前予以归还或

规范。”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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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挂牌条件。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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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办券商回复： 

（1）尽调过程 

①查询全国法院被执行人信息查询网（http：//zhixing.court.gov.cn/search/）、中

国执行信息公开网（ http： //shixin.court.gov.cn/）、中国裁判文书网（ http：

//wenshu.court.gov.cn）、信用中国（http：//www.creditchina.gov.cn/）、国家企业信用

信息公示系统（http：//gsxt.gov.cn/）； 

②查询湖北省环境保护厅（http://www.hbepb.gov.cn/）、江苏省环境保护厅（htt

p://www.jshb.gov.cn/）、武汉市环境保护局（http://www.whepb.gov.cn/）、国家食品

药品监督管理局（http://www.sda.gov.cn/WS01/CL0001/）、武汉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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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http://www.whfda.gov.cn/）、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http://www.chinasafety.

gov.cn/）、国家税务总局重大税收违法案件信息公布栏（http://hd.chinatax.gov.cn/xxk/）、

武汉市地方税务局（http://www.hb-l-tax.gov.cn/whs/）、武汉市国家税务局（http://wu

han.hb-n-tax.gov.cn/）、武汉市质量技术监督局（http://www.whbts.gov.cn/）等相关政

府部门公示系统； 

③查阅工商、税务、质监等主管部门出具的公司及子公司报告期内无重大违法违

规的证明； 

④查阅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法定代表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出具的声明与承诺；查阅公司的企业信用报告及法定代表人、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个人信用报告。 

（2）事实依据 

前述网站的查询记录；工商、税务、质监等主管部门出具的无违法违规证明；法

定代表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具的声明与承诺；

公司及法定代表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个人信用

报告。 

（3）分析过程 

经查阅前述网站，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法定代表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自报告期期初至本反馈回复签署日是否存在被列入失信被执

行人名单的查询结果如下： 

序号 查询名称 查询对象 查询结果 

1 威骏（湖北）高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 否 

2 万卓（武汉）新材料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否 

3 艾科豪斯（武汉）新材料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否 

4 万卓（江苏）新材料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否 

5 徐琪 
法定代表人、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董事、总经理 
否 

6 陆玲玲 实际控制人、董事 否 

7 王臻 董事 否 

8 龚琴 董事、财务总监 否 

9 杨文杰 董事 否 

10 姚远征 监事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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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魏杰庆 监事会主席 否 

12 周兰兰 监事 否 

13 胡伟芳 副总经理 否 

14 董丰 副总经理 否 

15 柳莎 董事会秘书 否 

通过查阅公司、公司控股子公司提供的企业信用报告以及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信用报告》及《关于诚信状况

的书面声明》，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均不存在被列入失

信被执行人名单、被执行联合惩戒的情形。 

公司以及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访谈，该等主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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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形式“黑名单”的情形；报告期内，公司取得

了国税、地税、工商等部门出具的合法合规证明，截至本反馈回复出具之日，公司不

存在以上主体被列为存在因违法行为而被列入环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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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访谈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均

不存在以上情形。 

根据公司主营业务，公司不接受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的监督，因此不存在被食

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处罚或被公布列入“黑名单”的情形。 

通过国家税务网站（http://www.chinatax.gov.cn/）、江苏省环境保护厅（http://ww

w.jshb.gov.cn/）、武汉市环境保护局网站（http://www.whepb.gov.cn/）、武汉市质量技术

监管网站（http://www.whbts.gov.cn/）、武汉市国税局（http://wuhan.hb-n-tax.gov.cn/）、

武汉市地方税务局网站（http://www.hb-l-tax.gov.cn/whs/）及徐州市环境保护局网站（h

ttp://www.xzhb.gov.cn/hbj/）、徐州市质量技术监督局网站（http://xzqts.xz.gov.cn/zgxz_

zjj/）、徐州市国税局（http://xz.jsgs.gov.cn/）、江苏徐州地方税务局网站（http://xz.js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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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官网（http://www.creditchina.gov.cn/home）等网站检索查询，确认威骏股份及其子公

司不存在被上述监管部门列入“黑名单”的情形。 

公司的主营业务为轻质节能保温墙体材料及配套生产设备、新型生态饰面材料、

节能环保集成住宅的设计、研发、生产、销售以及轻工制品的出口贸易，根据国家环

境保护总局《关于对申请上市的企业和申请再融资的上市企业进行环境保护核查的通

知》(环[2003]101号)、《关于进一步规范重污染行业生产经营公司申请上市或再融资

环境保护核查工作的通知》(环办[2007]105号)及《上市公司环保核查行业分类管理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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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环办函[2008]373号)规定，公司所处行业属于大类“非金属矿物制品业”（C30）

之子类“其他建筑材料制造”（C3039）行业。因此，公司并不属于重污染行业。公司

在日常经营过程中，并不直接或间接向环境排放工业废水、废气和大量固体废弃污染

物，无需办理排污许可证。 

（4）结论意见 

经核查，威骏（湖北）高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徐琪，控股股东徐琪，

实际控制人徐琪、陆玲玲，董事徐琪、陆玲玲、王臻、龚琴、杨文杰，监事魏杰庆、

姚远征、周兰兰，高级管理人员徐琪、胡伟芳、董丰、龚琴、柳莎，控股子公司万卓

（武汉）新材料有限公司、艾科豪斯（武汉）新材料有限公司、万卓（江苏）新材料

有限公司不存在为失信联合惩戒对象的情形，公司符合监管要求。前述主体不存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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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券商认为公司符合“合法规范经营”的挂牌条

件。 

4、请公司说明公司是否曾在区域股权转让市场进行挂牌。存在前述情形的，公

司应在向全国股转系统提交申请挂牌文件前在区域股权转让市场停牌，并在全国股转

系统挂牌前完成区域股权转让市场摘牌手续；同时请公司说明公司在区域股权转让市

场挂牌期间融资及股权转让的具体情况，是否严格遵守《国务院关于清理整顿各类交

易场所切实防范金融风险的决定》（国发〔2011〕38 号）的规定。请主办券商及律师

核查前述事项，并就公司是否符合挂牌条件发表明确意见。 

公司回复： 

公司不存在区域股权转让市场进行挂牌。 

主办券商回复： 

（1）尽调过程 

①查阅公司工商登记备案材料； 

②检索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http://www.gsxt.gov.cn/）、武汉股权托

管交易中心（http://www.china-wee.com/）、天津股权交易所（http://www.tjsoc.com/）、

上 海 股 权 托 管 交 易 中 心 （ http://www.china-see.com/ ）、 前 海 股 权 交 易 中 心

（https://www.qhee.com/）； 

③访谈公司实际控制人，并获得公司出具的《确认函》。 

（2）事实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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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工商登记备案材料；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http://www.gsxt.gov.cn/）、

武 汉 股 权 托 管 交 易 中 心 （ http://www.china-wee.com/ ） 、 天 津 股 权 交 易 所

（http://www.tjsoc.com/）、上海股权托管交易中心（http://www.china-see.com/）、前

海股权交易中心（https://www.qhee.com/）查询记录；公司出具的《确认函》。 

（3）分析过程 

根据公司工商登记备案材料，以及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http://www.gsxt.gov.cn/）、武汉股权托管交易中心（http://www.china-wee.com/）、

天 津 股 权 交 易 所 （ http://www.tjsoc.com/ ） 、 上 海 股 权 托 管 交 易 中 心

（http://www.china-see.com/）、前海股权交易中心（https://www.qhee.com/），公司未

曾在区域股权交易中心挂牌。 

经与公司实际控制人访谈，及公司出具确认：公司申请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

转让系统挂牌前未在区域股权市场及其他交易市场进行过挂牌或权益转让。 

（4）结论意见 

综上，主办券商认为，公司未在区域股权交易中心挂牌，公司不存在公开发行或

变相公开发行股票情形，公司股权结构清晰，权属明确，符合“股权明晰，股份发行

转让合法合规”的挂牌条件。 

5、关于公司章程完备性的问题。（1）请公司补充说明公司章程是否载明以下事

项并说明具体内容：公司股票的登记存管机构及股东名册的管理、保障股东权益的具

体安排、为防止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或转移公司资金或资产或其他资源的具体安排、

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的诚信义务、股东大会审议的重大事项的范围以及须经股东大

会特别决议通过的重大事项的范围、重大担保事项的范围、董事会对公司治理机制及

公司治理结构进行讨论评估的安排、公司依法披露定期报告和临时报告的安排、信息

披露负责机构及负责人、利润分配制度、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的内容和方式、纠纷解

决机制（选择仲裁方式的，是否指明具体的仲裁机构）、关联股东和关联董事回避制

度、累积投票制度（如有）、独立董事制度（如有）。（2）请主办券商及律师核查公司

章程是否符合《公司法》、《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指

引第 3 号——章程必备条款》的规定、相关条款是否具备可操作性并发表明确意见。 

（1）请公司补充说明公司章程是否载明以下事项并说明具体内容：公司股票的

登记存管机构及股东名册的管理、保障股东权益的具体安排、为防止股东及其关联方

占用或转移公司资金或资产或其他资源的具体安排、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的诚信义

务、股东大会审议的重大事项的范围以及须经股东大会特别决议通过的重大事项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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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重大担保事项的范围、董事会对公司治理机制及公司治理结构进行讨论评估的安

排、公司依法披露定期报告和临时报告的安排、信息披露负责机构及负责人、利润分

配制度、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的内容和方式、纠纷解决机制（选择仲裁方式的，是否

指明具体的仲裁机构）、关联股东和关联董事回避制度、累积投票制度（如有）、独

立董事制度（如有）。 

    公司回复： 

①公司股票的登记存管机构及股东名册的管理 

关于公司股票的登记存管机构及股东名册管理，《公司章程》做了如下规定： 

“第十四条 公司的股份采取股票的形式。公司股票采用记名方式。若公司股票

将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则公司股票将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登记存管。” 

“第三十一条 公司的股票采用记名股票形式，登记存管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 

“第三十三条 公司应当置备股东名册，股东名册的内容应符合证券登记机构的

要求。股东名册至少登记以下事项： 

（一）各股东的姓名（名称）、住所； 

（二）各股东所持股份数； 

（三）各股东所持股份的编号； 

（四）各股东取得股份的日期。” 

“第三十四条 公司应当保存完整的股东名册，由公司董事会负责管理。股东名

册包括下列部分： 

（一）存放在公司住所的，除本条（二）项规定以外的股东名册； 

（二）董事会为公司股票上市等需要而决定存放在其他地方的股东名册。” 

②保障股东权益的具体安排 

    关于保障股东权益的具体安排，《公司章程》做了如下规定： 

“第三十五条 股东按其所持有股份的种类享有权利，承担义务；持有同一种类

股份的股东，享有同等权利，承担同种义务。” 

“第三十六条 公司召开股东大会、分配股利、清算及从事其他需要确认股东身

份的行为时，由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召集人确定股权登记日，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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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为享有相关权益的股东。” 

“第三十七条 公司股东享有下列权利： 

（一）依照其所持有的股份份额获得股利和其他形式的利益分配； 

（二）依法请求、召集、主持、参加或者委派股东代理人参加股东大会，并依照

其所持有的股份份额行使相应的表决权； 

（三）对公司的经营进行监督，提出建议或者质询； 

（四）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及本章程的规定增购、受赠股份或转让、赠与、质押

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五）查阅本章程、股东名册、股东大会会议记录、董事会会议决议、监事会会

议决议、财务会计报告； 

（六）公司终止或者清算时，按其所持有的股份份额参加公司剩余财产的分配； 

（七）对股东大会作出的公司合并、分立决议持异议的股东，要求公司收购其股

份； 

（八）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或本章程规定的其他权利。” 

“第三十八条 股东提出查阅前条所述有关信息或者索取资料的，应当向公司提

供证明其持有公司股份的种类以及持股数量的书面文件，公司经核实股东身份后按照

股东的要求予以提供。” 

“第三十九条 股东大会、董事会的决议内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股东有权

请求人民法院认定无效。 

股东大会、董事会的会议召集程序、表决方式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本章程，

或者决议内容违反本章程的，股东有权自决议作出之日起六十日内，请求人民法院撤

销。” 

“第四十条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执行公司职务时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本章

程的规定，给公司造成损失的，连续一百八十日以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百分之一以

上股份的股东有权书面请求监事会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监事执行公司职务时违反法

律、行政法规或者本章程的规定，给公司造成损失的，前述股东可以书面请求董事会

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监事会、董事会收到前款规定的股东书面请求后拒绝提起诉讼，或者自收到请求

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提起诉讼，或者情况紧急，不立即提起诉讼将会使公司利益受到难

以弥补的损害的，前款规定的股东有权为了公司的利益以自己的名义直接向人民法院

提起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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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人侵犯公司合法权益，给公司造成损失的，本条第一款规定的股东可以依照前

两款的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四十一条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本章程的规定，损

害股东利益对的，股东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③为防止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或转移公司资金或资产或其他资源的具体安排 

为防止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或者转移公司资金或资产或其他资源，《公司章程》

做了如下规定： 

“第四十五条 公司应防止控股股东及关联方通过各种方式直接或间接占用公司

的资金和资源，公司不得以预付刊播费、预付投资款等方式将资金、资产和资源直接

或间接地提供给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使用。 

公司控股股东及关联方对公司产生资金占用行为，经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后，可

申请对控股股东所持股份司法冻结，凡不能以现金清偿的，可以依法通过‘红利抵

债’、‘以股抵债’或者‘以资抵债’等方式偿还侵占资产。” 

④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的诚信义务 

关于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的诚信义务，《公司章程》做了如下规定： 

“第四十四条 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得利用其关联关系损害公司利益。

违反规定，给公司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对公司和公司其他股东负有诚信义务。控股股东应严

格依法行使出资人的权利，控股股东不得利用利润分配、资产重组、对外投资、资金

占用、借款、担保等方式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不得利用其控制地位损害

公司和其他股东的利益。” 

⑤股东大会审议的重大事项的范围以及须经股东大会特别决议通过的重大事项

的范围 

关于股东大会审议的重大事项范围，《公司章程》做了如下规定： 

“第四十六条 股东大会是公司的权力机构，依法行使下列职权： 

(一)决定公司经营方针和投资计划； 

(二)选举和更换非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监事，决定有关董事、监事的报酬事

项； 

(三)审议批准董事会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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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审议批准监事会或监事的报告； 

(五)审议批准公司的年度财务预算方案、决算方案； 

(六)审议批准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 

(七)对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作出决议； 

(八)对发行公司债券作出决议； 

(九)对公司合并、分立、解散、清算或者变更公司形式等事项作出决议； 

(十)修改本章程； 

(十一)对公司聘用、解聘会计师事务所作出决议； 

(十二)审议批准第四十七条规定的担保事项； 

(十三)审议股权激励计划； 

(十四)审议公司在一年内购买、出售重大资产、投资、担保（抵押、质押或保证

等）金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百分之三十的事项； 

(十五)审议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或本章程规定应当由股东大会决定的其他

事项。 

上述股东大会的职权，不得通过授权的形式由董事会或其他机构和个人代为行

使。” 

“第四十八条 公司拟与关联人达成的同一会计年度内关联交易总额超过本年度

关联交易预计总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20%以上，此关联交易必须经

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后方可实施。” 

“第四十九条 公司董事会负责《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制定、修改，经股东大

会审议批准后生效、执行。” 

须经股东大会特别决议通过的重大事项的范围，《公司章程》做了如下规定： 

“第八十三条 下列事项由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通过： 

(一)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 

(二)公司的分立、合并、解散和清算； 

(三)本章程的修改； 

(四)股权激励计划； 

(五)审议批准第四十七条规定的担保事项; 

(六)公司在一年内购买、出售重大资产或担保金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

产百分之三十的； 

(七)法律、行政法规或本章程规定的，以及股东大会以普通决议认定会对公司产

生重大影响的、需要以特别决议通过的其他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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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重大担保事项的范围 

关于重大担保事项的范围，《公司章程》做了如下规定： 

“第四十七条 公司下列对外担保行为，须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 

（一）单笔担保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20%的担保； 

（二）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的对外担保总额，达到或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

产的50%以后提供的任何担保； 

（三）公司的对外担保总额，达到或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30%以后提供的

任何担保； 

（四）为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担保对象提供的担保； 

（五）在一年内或连续十二个月内担保金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

30%； 

（六）连续十二个月内担保金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50%，且绝对

金额超过壹仟万元人民币； 

（七）对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的担保； 

董事会审议有关对外担保议案时，须经全体董事的过半数、出席会议的三分之二

以上董事同意。 

股东大会审议本条第一款第（五）项担保事项时，应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

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股东大会在审议为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提供担保的议案时，该股东或受

该实际控制人支配的股东，不得参与该项表决，该项表决由出席股东大会的其他股东

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其中，股东大会审议本条第一款第（五）项担保事项涉及

为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提供担保的，应经出席股东大会的其他股东所持表决

权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审议本条第一款第（五）项以外的担保事项涉及为股东、实际

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提供担保的，应经出席股东大会的其他股东所持表决权过半数通

过。” 

⑦董事会对公司治理机制及公司治理结构进行讨论评估的安排 

董事会对公司治理机制及公司治理结构进行讨论评估的安排,《公司章程》做了

如下规定： 

“第一百一十条 公司董事会应当审查和评估公司治理机制对股东权益的保障，

以及公司治理结构的合法性及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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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公司依法披露定期报告和临时报告的安排 

关于公司依法披露定期报告和临时报告的安排，《公司章程》做了如下规定： 

“第一百六十九条 投资者关系管理中公司与投资者的沟通，在遵循公开信息披

露原则的前提下，内容主要包括： 

（一）公司的发展战略，包括公司的发展方向、发展规划、竞争战略、市场战略

和经营方针等； 

（二）法定信息披露及其说明，包括定期报告、临时公告等； 

（三）公司依法可以披露的经营管理信息，包括生产经营状况、财务状况、新产

品或新技术的研究开发、经营业绩、股利分配、管理模式及变化等； 

（四）公司依法可以披露的重大事项，包括公司的重大投资及其变化、资产重组、

收购兼并、对外合作、对外担保、重大合同、关联交易、重大诉讼或仲裁、管理层变

动以及大股东变化等信息； 

（五）企业经营管理理念和企业文化建设； 

（六）公司的其他相关信息。” 

“第一百七十三条 公司应依法披露定期报告和临时报告。” 

“第一百七十四条 公司指定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披露平台(网

址: www.neeq.com.cn)为披露信息的媒体。” 

⑨信息披露负责机构及负责人 

关于信息披露负责机构及负责人，《公司章程》做了如下规定： 

“第一百七十五条 公司的信息披露在董事会领导下，由董事会秘书具体办理。” 

⑩利润分配制度 

关于利润分配，《公司章程》做了如下规定： 

“第一百五十九条 利润分配原则：公司实行持续、稳定的利润分配政策，公司

利润分配应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并兼顾公司的可持续发展。公司利润分配

不得超过累计可供分配利润的范围，不得损害公司持续经营能力。” 

“第一百六十条 公司实施现金分红应同时满足下列条件： 

（一）公司该年度实现的可分配利润（即公司弥补亏损、提取公积金后所余的税

后利润）为正值； 

（二）审计机构对公司该年度财务报告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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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满足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的资金需求，无重大投资计划或重大现金支出等事

项发生（募集资金项目除外）。 

第一百六十一条 利润分配形式：公司可以采取现金、股票或者现金股票相结合

等方式，并优先推行以现金方式分配股利。 

第一百六十二条 公司股东大会对利润分配方案作出决议后，公司董事会须在股

东大会召开后两个月内完成股利（或股份）的派发事项。” 

⑪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的内容和方式、纠纷解决机制（选择仲裁方式的，是否

指明具体的仲裁机构） 

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的内容和方式、纠纷解决机制，《公司章程》做了如下规定： 

“第一百六十八条 投资者关系管理的工作对象主要包括： 

（一）投资者（包括在册和潜在投资者）； 

（二）证券分析师及行业分析师； 

（三）财经媒体及行业媒体等传播媒介； 

（四）其他相关个人和机构。” 

“第一百六十九条 投资者关系管理中公司与投资者的沟通，在遵循公开信息披

露原则的前提下，内容主要包括： 

（一）公司的发展战略，包括公司的发展方向、发展规划、竞争战略、市场战略

和经营方针等； 

（二）法定信息披露及其说明，包括定期报告、临时公告等； 

（三）公司依法可以披露的经营管理信息，包括生产经营状况、财务状况、新产

品或新技术的研究开发、经营业绩、股利分配、管理模式及变化等； 

（四）公司依法可以披露的重大事项，包括公司的重大投资及其变化、资产重组、

收购兼并、对外合作、对外担保、重大合同、关联交易、重大诉讼或仲裁、管理层变

动以及大股东变化等信息； 

（五）企业经营管理理念和企业文化建设； 

（六）公司的其他相关信息。” 

“第一百七十条 公司与投资者沟通的主要方式包括但不限于： 

（一）公告，包括定期报告与临时公告等； 

（二）股东大会； 

（三）公司网站； 

（四）一对一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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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电子邮件和电话咨询； 

（六）现场参观； 

（七）其他符合中国证监会、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公司相关规定的方式。 

公司应尽可能通过多种方式与投资者及时、深入和广泛地沟通，并应特别注意使

用互联网络提高沟通的效率，降低沟通的成本。” 

“第一百九十八条 公司、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涉及章程规定

的纠纷，应当先行通过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应当提交公司住所地法院通过诉讼方

式解决。” 

⑫关联股东和关联董事回避制度、累积投票制度（如有）、独立董事制度（如

有） 

关于关联股东和关联董事回避制度，《公司章程》做了如下规定： 

 “第八十五条 股东大会审议有关关联交易事项时，关联股东不应当参与投票表

决，其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不计入有效表决总数。如有特殊情况关联股东无法

回避时，公司在征得有权部门的同意后，可以按照正常程序进行表决，并在股东大会

决议中作出详细说明。” 

“第一百二十二条  董事与董事会会议决议事项所涉及的企业有关联关系的，不

得对该项决议行使表决权，也不得代理其他董事行使表决权。该董事会会议由过半数

的无关联关系董事出席即可举行，董事会会议所作决议须经无关联关系董事过半数通

过。出席董事会的无关联关系董事人数不足三人的，应将该事项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同时需要说明的是：公司制定《关联交易决策制度》对关联股东、关联董事和需

要回避的事项作出具体规定。 

关于累计投票制度，公司暂未建立累计投票制度。 

关于独立董事制度，公司暂未建立独立董事制度。 

（2）请主办券商及律师核查公司章程是否符合《公司法》、《非上市公众公司

监督管理办法》、《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指引第3号——章程必备条款》的规定、相

关条款是否具备可操作性并发表明确意见。 

主办券商回复： 

①尽调过程 

主办券商查阅了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发布的《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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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指引第3号——章程必备条款》以及股份公司制定的《公司章

程》。 

②事实依据 

威骏股份现行《公司章程》《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非上市公众公司

监管指引第3号——章程必备条款》。 

③分析过程 

通过查阅股转公司发布的《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非上市公众公司监

管指引第3号——章程必备条款》中的有关规定，并结合股份公司制定的《公司章程》，

通过对比可以发现，威骏股份现行《公司章程》符合《公司法》《非上市公众公司监

督管理办法》《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指引第3号——章程必备条款》的有关规定。 

④结论意见 

经核查，主办券商认为，股份公司制定的《公司章程》符合《公司法》《非上市

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指引第3号——章程必备条款》的有

关规定，相关条款具备可操作性。 

6、子公司江苏万卓租赁的位于徐州市铜山区大彭镇工业园的厂房出租方尚未取

得土地使用证，导致江苏万卓租赁的厂房存在无不动产权属证书的情形。（1）请公司

补充说明并披露江苏万卓租赁的相关房产未办理产权证书的原因、无法办理产权证书

的房产的明细及用途、是否存在违法违规的情形、可能产生的风险和后果、是否存在

权属争议、是否存在遭受行政处罚或房屋被拆除的风险；若江苏万卓租赁使用的房屋

无法办理产权证书，对公司资产、财务、持续经营所产生的具体影响以及公司采取的

应对措施。请主办券商及律师核查江苏万卓前述事项是否涉及重大违法违规并发表明

确意见。（2）请主办券商及申报会计师核查江苏万卓租赁的相关房屋尚未办理产权证

书是否对公司经营和财务产生重大不利影响并发表明确意见。 

（1）请公司补充说明并披露江苏万卓租赁的相关房产未办理产权证书的原因、

无法办理产权证书的房产的明细及用途、是否存在违法违规的情形、可能产生的风险

和后果、是否存在权属争议、是否存在遭受行政处罚或房屋被拆除的风险；若江苏万

卓租赁使用的房屋无法办理产权证书，对公司资产、财务、持续经营所产生的具体影

响以及公司采取的应对措施。 

公司回复： 

关于江苏万卓租赁的相关房产未办理产权证书的原因、无法办理产权证书的房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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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明细及用途、是否存在违法违规的情形、可能产生的风险和后果、是否存在权属争

议、是否存在遭受行政处罚或房屋被拆除的风险的问题，公司已在公开转让说明书“第

一节 基本情况”之“五、公司子公司情况”之“（三）江苏万卓”中补充披露如下： 

“3、租赁房产未办理产权证书情况 

2006 年 12 月 25 日，徐州市铜山县大彭镇人民政府与罗翠芳（租赁房产实际控

制人）签订了《项目建设合同》：罗翠芳在大彭镇工程机械工业园征用 100 亩地用于

兴办机电设备及相关产品项目的建设。2007 年 9 月，罗翠芳在该工业园投资设立了

徐州市釜山数控设备有限公司（罗翠芳个人独资企业），并投资新建了厂房、办公楼

等。由于徐州市釜山数控设备有限公司与大彭镇政府关于土地出让金的问题尚未达成

一致意见，且考虑到办理土地出让手续需要缴纳较高的土地出让金，故一直没有就该

土地使用权办理相关土地出让手续，进而导致该地块上的厂房均无法办理产权证。 

2017年2月14日，江苏万卓与徐州市釜山数控设备有限公司签订了《租赁合同》，

租用徐州市釜山数控设备有限公司位于徐州市铜山区大彭镇工业园的厂房用于江苏

万卓的生产经营，租期为 3年，2020 年到期。 

综上所述，出租方徐州市釜山数控设备有限公司系出租方尚未缴纳土地出让金办

理相关土地出让手续，因此该厂房尚未取得产权证书。徐州市铜山区大彭镇人民政府

2017 年 8 月 24 日出具《证明》:“大彭镇工业园区土地的规划用途，该地块上的厂

房、办公楼等建筑物虽暂未取得产权证，但不影响万卓（江苏）新材料有限公司的正

常使用。本级政府同意其继续使用该等厂房，上述厂房在 2021 年前不存在被拆除的

风险。”江苏万卓租赁的厂房在租赁期限内暂不存在被拆除的风险。” 

关于若江苏万卓租赁使用的房屋无法办理产权证书，对公司资产、财务、持续经

营所产生的具体影响以及公司采取的应对措施，公司已在公开转让说明书“第四节 公

司财务”之“九、公司风险因素和自我评价”之“（六）厂房搬迁风险”中做了如下

披露： 

“截至本公开转让说明书签署之日，子公司江苏万卓租赁的位于徐州市铜山区大

彭镇工业园的厂房出租方尚未取得土地使用证，导致江苏万卓租赁的厂房存在无不动

产权属证书的情形。因此，子公司江苏万卓租赁的厂房未来存在因未取得厂房不动产

权属证书而面临搬迁的风险，将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自我评价：公司将及时关注子公司江苏万卓所在地的发展规划、拆迁政策等，提

前防控搬迁风险，并适时关注周边厂房租赁情况，未来在租赁的厂房需要搬迁时可就

近、及时找到适合的厂房，降低临时搬迁产生的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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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主办券商及律师核查江苏万卓前述事项是否涉及重大违法违规并发表明确意

见。 

主办券商回复： 

①尽调过程 

主办券商对公司管理人员进行了访谈；查阅了江苏万卓与徐州市釜山数控设备有

限公司签订的《租赁合同》、徐州市相关政府监管部门出具的证明、徐州市铜山区大

彭镇人民政府出具的证明、公司的审计报告；实地察看江苏万卓生产经营的厂房。 

②事实依据 

江苏万卓与徐州市釜山数控设备有限公司签订的《租赁合同》；徐州市铜山区安

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徐州市铜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徐州市环境保护局出具的证明；

徐州市铜山区大彭镇人民政府出具的证明；公司《审计报告》。 

③分析过程 

2006 年，罗翠芳拟在徐州市铜山县大彭镇工程机械工业园投资建设机电设备制造

项目，为支持该项目的实施，2006 年 12 月 25 日，徐州市铜山县大彭镇人民政府与罗

翠芳签订了《项目建设合同书》 。2007 年 9 月，罗翠芳在该工业园投资设立了徐州

市釜山数控设备有限公司（简称釜山数控公司），并投资新建了厂房、办公楼等。由

于釜山数控公司与大彭镇政府关于土地出让金的问题尚未达成一致意见，因此尚未办

理土地出让手续。釜山数控公司考虑到办理土地出让手续需要缴纳较高的土地出让金，

故一直没有就该土地使用权办理相关出让手续，进而导致该地块上的厂房均无法办理

产权证。 

江苏万卓与徐州市釜山数控设备有限公司签署的《租赁合同》是双方的真实意思

表示，不存在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情形。江苏万卓目前的生产经

营场所所租赁的厂房虽尚未办理产权登记证，不符合土地管理法的相关规定，存在法

律上的瑕疵。但公司已积极物色依法建设并竣工、产权清晰、并依法可出租用于生产

经营的厂房。同时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徐琪作出了承诺，若因上述厂房未办理产权登记

手续遭到处罚或拆除而给公司造成经济损失的，均由其向公司补偿。上述承诺真实、

合法、有效，具有可执行性。徐州市铜山区大彭镇人民政府承诺同意公司继续使用该

等厂房，上述厂房在 2021 年前不存在被拆除的风险。 

徐州市铜山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出具的证明，确认江苏万卓遵守国家安全生产

的法律法规，没有发生任何安全生产事故；徐州市铜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出具的证明，

确认江苏万卓成立至今没有发生过产品质量问题；徐州市环境保护局出具的书面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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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认江苏万卓最近两年均没有发生重大环境污染事故。 

徐州市铜山区大彭镇人民政府 2017 年 8 月 24 日出具《证明》:“大彭镇工业园

区土地的规划用途，该地块上的厂房、办公楼等建筑物虽暂未取得产权证，但不影响

万卓（江苏）新材料有限公司的正常使用。本级政府同意其继续使用该等厂房，上述

厂房在 2021 年前不存在被拆除的风险。” 

④结论意见 

经核查，主办券商认为子公司江苏万卓租赁的相关房产未办理产权证书主要原因

为出租方与大彭镇政府关于土地出让金的问题尚未达成一致意见，未办理土地出让手

续，进而导致该地块上的厂房均无法办理产权证。子公司江苏万卓租赁该厂房可能面

临搬迁风险，未来在租赁的厂房需要搬迁时公司可就近、及时找到适合的厂房，降低

临时搬迁产生的费用，上述事项不涉及重大违法违规。 

（2）请主办券商及申报会计师核查江苏万卓租赁的相关房屋尚未办理产权证书

是否对公司经营和财务产生重大不利影响并发表明确意见。 

主办券商回复： 

①尽调过程 

主办券商访谈了公司管理人员江苏万卓租赁的相关房屋尚未办理产权证书的情

况，对公司经营和财务的影响；查阅了公司的审计报告、江苏万卓与徐州市釜山数控

设备有限公司签订的《租赁合同》；获取了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徐琪做出的相

关承诺；查阅了徐州市铜山区大彭镇人民政府出具的相关证明、实地察看了江苏万卓

租赁的厂房。 

②事实依据 

访谈记录、审计报告、江苏万卓与徐州市釜山数控设备有限公司签订的《租赁合

同》、徐州市铜山区大彭镇人民政府出具的《证明》等文件。 

③分析过程 

江苏万卓租赁的厂房位于大彭镇工程机械工业园区，租赁成本相对较低，加之该

园区内厂房房源较为充足，厂房的可替代性较强，如江苏万卓承租的厂房被相关政府

部门认定为违章建筑而被要求搬离，江苏万卓亦可从市场上就近、及时寻找到新的厂

房替代目前的生产厂房。 

公司控股股东徐琪于 2017 年 5 月 30 日就上述租赁事项承诺如下：“如发生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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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江苏万卓需要另租其他生产经营场地进行搬迁、或被有权的政府部门罚款、或者

被有关当事人要求赔偿，本人将以连带责任方式全额补偿江苏万卓的搬迁费用、因生

产停滞所造成的损失以及其他费用，确保公司和江苏万卓不会因此遭受任何损失。” 

徐州市铜山区大彭镇人民政府 2017 年 8 月 24 日出具《证明》承诺“大彭镇工业

园区土地的规划用途，该地块上的厂房、办公楼等建筑物虽暂未取得产权证，但不影

响万卓（江苏）新材料有限公司的正常使用。本级政府同意其继续使用该等厂房，上

述厂房在 2021 年前不存在被拆除的风险。”江苏万卓租赁的厂房在租赁期限内暂不

存在被拆除的风险。 

④结论意见 

经核查，主办券商认为江苏万卓租赁的相关房屋尚未办理产权证书不会对公司经

营和财务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7、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徐琪先生 2008 年至今任武汉纺织大学副教授。（1）请

公司补充披露徐琪在公司主要技术及知识产权形成过程中发挥的作用，是否属于公司

的核心技术人员，并说明公司所有的知识产权中是否存在属于徐琪的职务发明、职务

作品的情况；请主办券商及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2）请主办券商及律师补充核

查徐琪作为大学教授向公司出资、在公司任职的行为是否合法合规、是否违反其所在

大学的规章制度，并发表明确意见。（3）请主办券商及律师对公司主要技术及知识产

权的来源是否合法合规、是否存在法律纠纷或潜在法律纠纷发表明确意见。 

（1）请公司补充披露徐琪在公司主要技术及知识产权形成过程中发挥的作用，

是否属于公司的核心技术人员，并说明公司所有的知识产权中是否存在属于徐琪的职

务发明、职务作品的情况；请主办券商及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公司回复： 

关于徐琪在公司主要技术及知识产权形成过程中发挥的作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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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

无形资产情况”之“1、专利”中补充披露如下： 

“截至本公开转让说明书签署之日，公司及子公司共拥有 7 项专利，其中 5 项发

明专利、2 项实用新型专利。发明专利权的期限为 20 年，实用新型专利权和外观设计

专利权的期限为 10 年，均自申请日起计算。公司专利的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专利名称 

专利 

类别 
专利号 

专利 

权人 
发明人 申请日期 授权日期 备注 

1 
一种新型轻质

节能环保板材
发明 

ZL20091022

9974.6 

威骏

股份 
徐琪 2009-11-12 2012-07-25 

受让

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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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加工方法 

2 

一种树脂/水

泥复合轻质板

材的制备方法 

发明 
ZL20141015

1615.4 

武汉 

万卓 

徐琪、

王臻 
2014-04-16 2016-08-17 

受让

取得 

3 

一种废旧纺织

纤维增强轻质

节能板材的加

工方法 

发明 
ZL20141021

4585.7 

武汉 

万卓 

徐琪、

王臻 
2014-05-21 2016-01-20 

受让

取得 

4 

一种相变调温

软瓷材料的制

备方法 

发明 
ZL20141038

7229.5 

武汉 

万卓 

徐琪、

王臻 
2014-08-07 2016-08-24 

受让

取得 

5 

一种保温饰面

一体板及其制

备方法 

发明 
ZL20141069

8782.0 

武汉 

万卓 

徐琪、

王臻 
2014-11-27 2016-08-24 

受让

取得 

6 
一种软瓷用原

料搅拌设备 

实用

新型 

ZL201620941

128.2 

武汉 

万卓 

王臻、

严治杰 
2016-08-25 2017-02-22 

原始

取得 

7 
一种轻质条板

生产用系统 

实用

新型 

ZL20162097

5176.3 

武汉 

万卓 

王臻、

严治杰 
2016-08-29 2017-02-22 

原始

取得 

上述公司已取得的专利中，第 1项发明人为徐琪，第 2-5项发明人为徐琪和王臻，

徐琪在公司主要技术及知识产权形成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上述已取得的专利中，

第 1 项受让取得的专利为徐琪所有的专利，2016 年 12 月为支持公司发展，徐琪将该

专利技术无偿转让给威骏股份，同时武汉纺织大学作为该次协议转让其中一方，确认

了该次转让并确认不再对该专利享有权益；2016 年 10 月 21 日，武汉万卓与武汉纺

织大学签订《技术转让（专利权）合同》，约定武汉纺织大学将上述 2-5 项专利合计

以 40,000 元人民币的价格转让给武汉万卓；截至本公开转让说明书签署之日，上述 5

项专利的专利权人变更手续已办理完成。除前述 1-5 项专利外，公司拥有的其他专利

均为公司原始取得不存在涉及到其他单位的职务发明或职务成果。公司所拥有的专利

权不存在侵犯他人知识产权和竞业禁止的情形，不存在权属纠纷或潜在的权属纠纷。” 

关于徐琪属于公司的核心技术人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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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人员结构及核心技术人员情

况”之“2、核心技术人员情况”中披露如下： 

“截至本公开转让说明书签署之日，公司核心技术人员包括徐琪、王臻、严治杰。 

徐琪，简历详见本公开转让说明书之‘第一节 基本情况’之‘三、公司股东情

况’之‘（二）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基本情况’。” 

公司所拥有的一种新型轻质节能环保板材的加工方法（专利号 ZL200910229974.

6）、一种树脂/水泥复合轻质板材的制备方法（专利号 ZL201410151615.4）、一种废旧

纺织纤维增强轻质节能板材的加工方法（专利号 ZL201410214585.7）、一种相变调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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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瓷材料的制备方法（专利号 ZL201410387229.5）、一种保温饰面一体板及其制备方

法（专利号 ZL201410698782.0）五项发明专利为徐琪在武汉纺织大学工作期间完成的

发明专利，属徐琪在武汉纺织大学工作期间的职务发明，公司已通过协议转让方式取

得了前述五项发明专利，不存在侵犯他人知识产权和竞业禁止的情形，不存在权属纠

纷或潜在的权属纠纷。除上述 5 项发明专利外，子公司武汉万卓拥有的其他专利均为

公司原始取得，不存在涉及到其他单位的职务发明或职务成果。 

主办券商回复： 

①尽调过程 

主办券商经访谈徐琪关于公司专利技术和知识产权形成过程及其在武汉纺织大

学研究情况，查阅公司与徐琪签订的签订《专利权转让协议》、武汉万卓与武汉纺织

大学签订《技术转让（专利权）合同》等资料、徐琪出具的相关承诺，国家知识产权

局（http://cpquery.sipo.gov.cn/）查询公司专利情况。 

②事实依据 

访谈记录、公司与徐琪签订的签订《专利权转让协议》、武汉万卓与武汉纺织大

学签订《技术转让（专利权）合同》、徐琪出具的相关承诺文件、国家知识产权局

（http://cpquery.sipo.gov.cn/）查询公司专利信息。 

③分析过程 

公司五项继受取得的发明专利为：有一种新型轻质节能环保板材的加工方法发明

专利（专利号 ZL200910229974.6）、一种树脂/水泥复合轻质板材的制备方法发明专利

（专利号 ZL201410151615.4）、一种废旧纺织纤维增强轻质节能板材的加工方法发明

专利（专利号 ZL201410214585.7）、一种相变调温软瓷材料的制备方法发明专利（专

利号 ZL201410387229.5）、一种保温饰面一体板及其制备方法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410698782.0）。 

其中一项专利，即“一种新型轻质节能环保板材的加工方法发明专利”系徐琪

2009 年发明并独立申请和拥有所有权的发明专利。为支持公司发展，2016 年 12 月，

徐琪将该专利技术无偿转让给威骏股份，同时武汉纺织大学作为该次协议转让其中一

方，确认了该次转让并确认不再对该专利享有权益。同时，徐琪本人的承诺：“本人

将‘一种新型轻质节能环保板材的加工方法’的发明专利无偿转让给公司时，本人未

利用其进行过任何投资或转让。本人保证，该项专利技术的所有权不存在任何争议，

且其来源合法，不存在任何侵犯他人合法知识产权的情形。本人愿意对本声明的真实

性承担全部法律责任，并完全承担因虚假承诺给相关各方造成的一切损失。” 

http://cpquery.sipo.gov.cn/
http://cpquery.sipo.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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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余四项发明专利系徐琪在武汉纺织大学工作期间完成的发明专利，属徐琪在武

汉纺织大学的职务发明，2016 年 10 月 21 日武汉万卓通过与武汉纺织大学签订协议并

受让取得了该四项发明专利所有权。 

除上述五项发明专利外，子公司武汉万卓原始取得的两项发明专利，即“一种软

瓷用原料搅拌设备（专利号 ZL201620941128.2）”和“一种轻质条板生产用系统（专

利号 ZL201620975176.3）”系公司核心技术人员王臻和严治杰的实用新型专利，不涉

及其他单位的职务发明、职务作品。 

④结论意见 

经核查，主办券商认为，公司所拥有的一种新型轻质节能环保板材的加工方法、

一种树脂/水泥复合轻质板材的制备方法、一种废旧纺织纤维增强轻质节能板材的加工

方法、一种相变调温软瓷材料的制备方法、一种保温饰面一体板及其制备方法五项发

明专利系徐琪在武汉纺织大学工作期间完成的发明专利，属徐琪在武汉纺织大学的职

务发明，公司已通过协议转让方式取得了前述五项发明专利，不存在侵犯他人知识产

权和竞业禁止的情形，不存在权属纠纷或潜在的权属纠纷。子公司武汉万卓原始取得

的两项发明专利不涉及其他单位的职务发明、职务作品。 

（2）请主办券商及律师补充核查徐琪作为大学教授向公司出资、在公司任职的

行为是否合法合规、是否违反其所在大学的规章制度，并发表明确意见。 

主办券商回复： 

①尽调过程 

主办券商访谈了徐琪关于其在武汉纺织大学任职情况，查阅了《教师法》《高等

学校教师职业道德规范》等相关制度规定，查阅了武汉纺织大学出具关于徐琪任职情

况的说明、国家相关文件规定、武汉纺织大学相关文件规定。 

②事实依据 

访谈记录、武汉纺织大学出具关于徐琪任职情况的说明、《教师法》《高等学校教

师职业道德规范》等相关制度、《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武汉纺织大学章程》等相

关规定。 

③分析过程 

《教师法》《高等学校教师职业道德规范》中均未禁止高校在职教师兼任公司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职务。《中共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

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中仅限制学校党政领导班子成员的在外兼职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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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5 月 12 日，武汉纺织大学出具说明确认徐琪仅为其材料学院教师，无行

政职务，非学校领导干部，同时确认徐琪在威骏股份及其子公司的任职为其个人行为，

与武汉纺织大学无关，由此可见武汉纺织大学对其兼职行为并未提出任何异议。 

A．国家法律、法规及有关政策性规定 

科技部、教育部 2002 年 6 月 28 日在《关于充分发挥高等学校科技创新作用的若

干意见》中，明确提出大力推动高校技术转移及产业化，要努力提高大学科技园等孵

化机构为创新创业服务的质量和水平，创造社会资金与高校师生科技知识相结合、共

同创业发展的良好环境和平台。鼓励和支持高校师生兼职创业，处理好相关的知识产

权、股权分配等问题，处理好兼职创业与正常教学科研的关系。 

教育部 2005 年 10 月 22 日发布的《关于积极发展、规范管理高校科技产业的指

导意见》（教技发[2005]2 号）规定：各高校要鼓励科研人员和教职工积极参与科技成

果转化和产业化工作，要在学校和产业之间建立开放的人员流动机制，实行双向流动。

今后高校可根据实际需要向企业委派技术骨干和主要管理人员，这部分人员仍可保留

学校事业编制。 

教育部 2009 年 2 月 18 日颁布的《教育部关于做好 2009 年度直属高校产业工作

的意见》（教技发[2009]1 号）规定：今后，各校校级领导一律不得在资产公司以外的

学校企业中兼职，已兼职的须于 2009 年 6 月底前撤出。此后，校级领导仍在资产公

司以外的学校企业中担任职务的，应主动辞去学校党政领导职务。除作为技术完成人，

各校领导干部不得通过奖励性渠道持有学校企业的股份。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意见》（中

发[2012]6 号）在“提高科研院所和高等学校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中明确指出，

发挥高等学校学科人才优势，在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领域取得原创性突破。建立与产

业、区域经济紧密结合的成果转化机制，鼓励支持高等学校教师转化和推广科研成果。 

根据国务院 2015 年 5 月 4 日发布《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

育改革的实施意见》，文件明确指出“将提高高校教师创新创业教育的意识和能力作

为岗前培训、课程轮训、骨干研修的重要内容，建立相关专业教师、创新创业教育专

职教师到行业企业挂职锻炼制度。加快完善高校科技成果处置和收益分配机制，支持

教师以对外转让、合作转化、作价入股、自主创业等形式将科技成果产业化，并鼓励

带领学生创新创业。”据此，国家鼓励支持教师在外任职，自主创业，带领学生进行

创新创业活动。 

B．武汉纺织大学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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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登录武汉纺织大学官方网站（https://www.wtu.edu.cn）进行对武汉纺织大学

有关规定进行了查询，根据《武汉纺织大学章程》《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等规定，

武汉纺织大学不存在禁止非领导职务的教职工经营企业或对外兼职的规定。 

武汉纺织大学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国家创新体系

建设的意见》（中发[2012]6 号）、《湖北省委省政府于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创新体系

建设的意见》（鄂发[2013]4 号）、《湖北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化改革创新机制加速全省高

新技术产业发展的意见（试行）》（鄂发[2008]33 号）、武汉市《市人民政府关于促进

东湖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科技成果转化体制机制创新的若干意见》（武政〔2012〕73

号），为规范科技成果转化工作，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2014 年 04 月 22

日发布了《关于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若干规定》（讨论稿），积极鼓励和支持科研成果

的转化。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充分调动与激发纺织科技

工作者的创新热情和创造活力，在全国范围内发现并表彰为纺织科技成果转化做出突

出贡献的优秀纺织科技工作者，2017 年 8 月 8 日，武汉纺织大学发布《关于组织推荐

中科 2017 纺织科技成果转化贡献奖的通知》，提升纺织科技工作者在各自学科与专业

领域的科研、人才培养、成果推广与转化的积极性，鼓励科研人员将成果转化为市场

回报和社会贡献、生态环境效益。 

综上，国家法律法规、武汉纺织大学均未对非学校党政领导班子的普通高校教师

对外投资或任职做出限制性规定，因此徐琪作为大学教授向公司出资、在公司任职的

行为符合国家法律法规、武汉纺织大学的相关规定。 

④结论意见 

经核查，主办券商认为徐琪作为大学教授向公司出资、在公司任职的行为合法合

规，未违反其所在大学的规章制度。 

（3）请主办券商及律师对公司主要技术及知识产权的来源是否合法合规、是否

存在法律纠纷或潜在法律纠纷发表明确意见。 

主办券商回复： 

①尽调过程 

主办券商查询了国家知识产权局（http://cpquery.sipo.gov.cn/）公司专利权属情况；

查 询 了 全 国 法 院 被 执 行 人 名 单 信 息 公 布 与 查 询 系 统 （ 网 址 为 ：

http://shixin.court.gov.cn/index.html）公司是否存在法律纠纷；查阅公司与徐琪签订的

《专利权转让协议》、武汉万卓与武汉纺织大学签订《技术转让（专利权）合同》、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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琪做出的相关承诺。 

②事实依据 

国家知识产权局（http://cpquery.sipo.gov.cn/）公司专利权属信息、全国法院被执

行人名单信息公布与查询系统（http://shixin.court.gov.cn/index.html）相关信息、公司

与徐琪签订的《专利权转让协议》、武汉万卓与武汉纺织大学签订《技术转让（专利

权）合同》、徐琪做出的相关承诺文件。 

③分析过程 

经查询相关网站，公司不存在技术及知识产权方面的法律纠纷，公司与徐琪签订

的签订《专利权转让协议》、武汉万卓与武汉纺织大学签订《技术转让（专利权）合

同》明确了公司专利权属，公司主要技术及知识产权的来源合法合规，不存在法律纠

纷或潜在法律纠纷。 

根据徐琪出具的承诺，如因徐琪职务发明产生任何专利权争议纠纷的，由徐琪个

人负责处理并承担全部法律责任，保证公司利益不受损失。 

④结论意见 

经核查，主办券商认为公司主要技术及知识产权的来源合法合规，不存在法律纠

纷或潜在法律纠纷。 

8、2015 年 12 月，公司股东以房产向公司增资。请主办券商及律师核查非货币

出资是否属实、有无权属瑕疵、出资资产与公司经营的关联性、出资资产所有权转移

及其在公司的使用情况、非货币出资程序及比例是否符合当时法律法规的规定、出资

实物估值的公允性，并就是否存在出资不实或其他瑕疵发表明确意见。 

主办券商回复： 

①尽调过程 

主办券商查阅了公司工商资料、会议资料、相关评估报告、验资报告、《公司法》

相关规定，房屋不动产证、徐琪与武汉保利金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的《武汉市

商品房认购书》等资料；实地察看了用于出资的房产。 

②事实依据 

工商资料、会议资料、相关评估报告、验资报告、《公司法》、不动产证、徐琪与

武汉保利金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的《武汉市商品房认购书》。 

③分析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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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核查，徐琪用于出资的房产已过户至公司名下，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产权证号 座落 

土地使用权面

积 

房屋建筑

面积 
用途 

所有

权人 

1 

（鄂 2016）武汉市硚

口 不 动 产 权 第

0011365 号 

硚口区汉西新村保

利香槟国际（B 区）

10 栋 14 层 1 号 

51,517.47 ㎡ 

85.54 ㎡ 

商 务

金 融

用地 /

成 套

住宅 

威骏

股份 

2 

（鄂 2016）武汉市硚

口 不 动 产 权 第

0011370 号 

硚口区汉西新村保

利香槟国际（B 区）

10 栋 14 层 2 号 

85.54 ㎡ 

商 务

金 融

用地 /

办公 

3 

（鄂 2016）武汉市硚

口 不 动 产 权 第

0011369 号 

硚口区汉西新村保

利香槟国际（B 区）

10 栋 14 层 3 室 

86.54 ㎡ 

4 

（鄂 2016）武汉市硚

口 不 动 产 权 第

0011368 号 

硚口区汉西新村保

利香槟国际（B 区）

10 栋 14 层 4 室 

86.54 ㎡ 

5 

（鄂 2016）武汉市硚

口 不 动 产 权 第

0011697 号 

硚口区汉西新村保

利香槟国际（B 区）

10 栋 14 层 5 室 

86.54 ㎡ 

6 

（鄂 2016）武汉市硚

口 不 动 产 权 第

0011698 号 

硚口区汉西新村保

利香槟国际（B 区）

10 栋 14 层 6 号 

75.64 ㎡ 

7 

（鄂 2016）武汉市硚

口 不 动 产 权 第

0011597 号 

硚口区汉西新村保

利香槟国际（B 区）

10 栋 14 层 7 号 

117.72 ㎡ 

8 

（鄂 2016）武汉市硚

口 不 动 产 权 第

0011699 号 

硚口区汉西新村保

利香槟国际（B 区）

10 栋 14 层 8 号 

75.64 ㎡ 

9 

（鄂 2016）武汉市硚

口 不 动 产 权 第

0015867 号 

硚口区汉西新村保

利香槟国际（B 区）

10 栋 14 层 9 室 

86.54 ㎡ 

10 

（鄂 2016）武汉市硚

口 不 动 产 权 第

0011746 号 

硚口区汉西新村保

利香槟国际（B 区）

10 栋 14 层 10 室 

86.54 ㎡ 

11 

（鄂 2016）武汉市硚

口 不 动 产 权 第

0011748 号 

硚口区汉西新村保

利香槟国际（B 区）

10 栋 14 层 11 室 

86.54 ㎡ 

12 

（鄂 2016）武汉市硚

口 不 动 产 权 第

0011735 号 

硚口区汉西新村保

利香槟国际（B 区）

10 栋 14 层 12 号 

85.54 ㎡ 

13 
（鄂 2016）武汉市硚

口 不 动 产 权 第

硚口区汉西新村保

利香槟国际（B 区）
85.5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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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1744 号 10 栋 14 层 13 号 

徐琪于 2015 年 9 月 30 日，与武汉保利金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就购买上述房产

签订了《武汉市商品房认购书》，并于 2015 年 11 月 2 日和 2015 年 11 月 3 日取得了

上述房产的房屋所有权证书。 

2015 年 12 月 27 日，武汉华汉房地产资产评估咨询有限责任公司出具武华评 2015

字第 121801 号《评估报告》，经评估，基准日 2015 年 12 月 25 日徐琪所拥有的位于

武汉市硚口区汉西新村保利香槟国际（B 区）10 栋 14 层 1-13 号的房产，评估总价为

1,413.00 万元。 

2015 年 12 月 28 日，有限公司股东决定增加注册资本至 1,513.00 万元，新增注册

资本 1,413.00 万元由徐琪以其所拥有的位于武汉市硚口区汉西新村保利香槟国际（B

区）10 栋 14 层 1-13 号的房产进行出资。 

2015 年 12 月 29 日，武汉市东西湖区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了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420112792449008R 的《营业执照》。 

上述房产已于 2016 年 1 月 25 日，完成了过户登记。湖北春天会计师事务有限公

司对增资后的注册资本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鄂春会【2016】验字 B2-031 号《验资

报告》，确认有限公司已于 2016 年 2 月 25 日前收到了股东的该次出资。 

根据公司工商资料、会议资料、评估报告、验资报告、不动产证书，公司股东非

货币出资属实，无权属瑕疵，估值公允。经实地察看用于出资的房产，出资房产作为

办公场所用于公司日常经营，与公司经营有关。 

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于 2013 年 12 月 28 日发布的《公司法》的相

关规定： 

“第二十六条 有限责任公司的注册资本为在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全体股东认缴

的出资额。 

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国务院决定对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实缴、注册资本最低限

额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二十七条 股东可以用货币出资，也可以用实物、知识产权、土地使用权等

可以用货币估价并可以依法转让的非货币财产作价出资；但是，法律、行政法规规定

不得作为出资的财产除外。 

对作为出资的非货币财产应当评估作价，核实财产，不得高估或者低估作价。法

律、行政法规对评估作价有规定的，从其规定。”新的《公司法》不再限制股东（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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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人）的货币出资比例。 

根据公司工商资料、会议资料，查阅新《公司法》的规定，公司非货币出资程序

及比例符合当时法律法规的规定。 

④结论意见 

经核查，主办券商认为公司股东非货币出资属实，无权属瑕疵、出资资产所有权

已变更至公司名下，作为办公场所用于公司日常经营，与公司经营有关、非货币出资

程序及比例符合当时法律法规的规定、出资实物估值公允，股东以房产出资不存在出

资不实或其他瑕疵。 

9、2016 年 2 月，威骏有限以支付股权的方式收购武汉万卓。请主办券商及会计

师结合威骏有限和武汉万卓的财务、资产情况核查公司收购武汉万卓对价的公允性并

发表明确意见。 

主办券商回复： 

①尽调过程 

主办券商对公司管理人员进行了访谈；查阅了公司审计报告、武汉万卓审计报告；

对公司和武汉万卓收购前后财务和资产情况进行了分析。 

②事实依据 

访谈记录、公司审计报告、武汉万卓审计报告。 

③分析过程 

根据湖北春天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出具的鄂春会【2016】审字D2-021号《审计报

告》截止2016年1月31日，武汉万卓净资产为6,482,645.81元，每股净资产1.30元；武

汉万卓本次转让的价格为1.30元/股，根据威骏有限2015年度单体财务报表及审计报告，

2015年12月31日威骏有限总资产为26,801,238.11元，净利润为3,090,120.15元，威骏有

限财务状况良好，威骏有限2015年末每股净资产为1.05元，威骏有限并购武汉万卓有

利于公司完善产业链、降低运营成本、提高盈利能力，武汉万卓的股权作价公允。 

本次收购属于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收购有利于公司完善产业链、降低运营成本、

提高盈利能力，实现公司“研发+生产+销售”的产品及市场布局，收购价格公允，收

购不存在利益输送、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形。 

   ④结论意见 

主办券商认为，公司收购武汉万卓对价公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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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香港公司 ROYOMI LIMITED 主要作为离岸账户，代公司收取部分境外销

售的货款。（1）请公司补充披露报告期内 ROYOMI LIMITED 代收公司经营款项的

具体内容、款项性质、金额、占比和具体结算周期、模式；（2）请公司补充披露 ROYOMI 

LIMITED 代收公司款项原因、必要性、合理性，未来是否持续。（3）请主办券商和

会计师核查 ROYOMI LIMITED 代收公司款项账务处理是否规范、是否符合企业会

计准则规定、对公司现金流量的具体影响以及公司针对款项收付内控制度的建立、执

行情况及有效性、是否存在资金体外循环、是否构成关联方资金占用并发表明确核查

意见。（4）请主办券商及律师核查公司通过 ROYOMI LIMITED 代收是否符合我国

外汇管理规定、公司通过 ROYOMI LIMITED 代收是否存在其他违法违规的情形并

发表明确意见。 

（1）请公司补充披露报告期内 ROYOMI LIMITED 代收公司经营款项的具体内

容、款项性质、金额、占比和具体结算周期、模式；（2）请公司补充披露 ROYOMI 

LIMITED 代收公司款项原因、必要性、合理性，未来是否持续。 

公司已在公开转让说明书“第四节 公司财务”之“四、关联交易”之“（二）关

联方交易事项”之“（3）关联方代收款项”中补充披露如下： 

“报告期内，公司客户主要分布在国外，出于对客户和业务需求以及香港地区银

行金融结算政策的便利性考虑，为方便公司资金结算及货款催收等原因，公司委托香

港公司代收部分出口销售货款，报告期内，代收货款情况如下： 

单位：元 

香港公司（ROYOMI LIMITED） 2017年 1-3月 2016年度 2015年度 

代收款项金额 - 17,371,972.54 26,479,266.36 

营业收入金额 9,760,007.98 56,826,585.07 53,793,008.63 

占营业收入的比重（%） - 30.57 49.22 

注：香港公司 2015 年代收货款合计 4,077,748.30 美元，按照 2015 年 12 月 31 日美元兑人民币汇

率 6.4936 折合人民币 26,479,266.36 元；2016 年代收货款合计 2,504,248.60 美元，按照 2016 年 12

月 31 日美元兑人民币汇率 6.937 折合人民币 17,371,972.54 元。 

根据公司、客户和香港公司签订的三方代收款协议，客户将货款汇入香港公司账

户后，香港公司账户再汇入公司账户。香港公司收到货款后均按照委托收款合同及时

转给公司，回款周期短。香港公司代收公司货款均已收回，2016 年 10 月已不存在代

收货款情况；截至本公开转让说明书签署之日，香港公司已注销。” 

（3）请主办券商和会计师核查 ROYOMI LIMITED 代收公司款项账务处理是否

规范、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规定、对公司现金流量的具体影响以及公司针对款项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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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内控制度的建立、执行情况及有效性、是否存在资金体外循环、是否构成关联方资

金占用并发表明确核查意见。 

①尽调过程 

对公司实际控制人和财务总监进行访谈，公司 ROYOMI LIMITED 代收公司款项

账务处理情况，对公司现金流量的影响及公司内控制度建立情况；检查公司营业收入

明细账、记账凭证，选取报告期内确认收入的重大合同，以合同为单元，随机选取该

合同项下收入确认的凭证，并追查至报关单、货运提单等原始单据，检查公司收入的

完整性；逐笔核对销售合同、报关单、货运提单、银行回单等凭证，对公司销售和收

款进行穿行测试；查阅公司应收账款明细账，了解公司报告期末应收账款客户情况，

检查应收账款期后收款的情况，对报告期内的应收账款进行期后收款测试，执行细节

测试程序，对报告期内重大销售业务进行抽样检查；对 2015 年末、2016 年末和 2017

年 3 月末公司主营业务收入进行收入截止性测试；对公司应收账款和各期收入进行函

证，检查有无未取得对方认可的大额销售；查阅了公司与香港公司及客户签订的三方

代收协议，实地走访国外第一大客户 MAKATI DEVELOPMENT CORPORATION；查

阅了 ROYOMI LIMITED 工商资料、注销文件。 

②事实依据 

销售合同、记账凭证、报关单、货运提单、银行回单、访谈记录、询证函回函、

三方代收协议、ROYOMI LIMITED 工商资料、注销文件等。 

③分析过程 

经查阅 ROYOMI LIMITED 代收公司款项时的相关记账凭证，账务处理规范，符

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由于香港公司收到货款后均按照委托收款合同及时转给公司，回款周期较短，故

对公司当期的现金流量影响甚微。 

公司与境外客户直接接洽、确定合作意向并签署合同，公司接收客户订单并相应

安排生产及交货。 

根据公司《财务制度》，公司建立了针对款项收付的内控制度；经逐笔核对销售

合同、报关单、货运提单，对合同金额、收入金额和应收账款金额进行函证，并进行

了现场核查，与境外人员访谈，确认每年的产品销量、金额及公司回款情况，客户均

对以上信息予以认可，未发现异常，公司建立的针对款项收付的内控制度得到有效控

制和执行，不存在资金体外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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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通过香港公司代收货款的行为在客观上存在短暂的资金占用行为，但由于香

港公司在收到客户货款后均按照委托收款合同及时将相关款项转给了公司，经核查，

公司报告期各期末均不存在未收回香港公司代收货款的情形。自 2016 年 10 月起，公

司已不再通过香港公司代收任何款项，并对香港公司进行了注销处理。报告期末公司

不存在资金占用情况。 

④结论意见 

经核查，主办券商认为，ROYOMI LIMITED 代收公司款项账务处理规范，符合

企业会计准则规定、对公司现金流量影响甚微、公司建立了针对款项收付的内控制度

并得到有效控制和执行，不存在资金体外循环，ROYOMI LIMITED 代收公司销售货

款的行为在客观上存在短暂的资金占用情形。自 2016 年 10 月起，公司已不再通过香

港公司代收任何款项，并对香港公司进行了注销处理。报告期末公司不存在资金占用

情形。 

（4）请主办券商及律师核查公司通过 ROYOMI LIMITED 代收是否符合我国外

汇管理规定、公司通过 ROYOMI LIMITED 代收是否存在其他违法违规的情形并发

表明确意见。 

①尽调过程 

主办券商访谈了公司管理层；查阅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货物贸

易外汇管理指引》、《货物贸易外汇管理指引实施细则》相关规定、工商、税务、海关

出具的无违法违规的证明、ROYOMI LIMITED 工商资料、注销文件。 

②事实依据 

访谈记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货物贸易外汇管理指引》《货物贸

易外汇管理指引实施细则》、工商、税务、海关出具的无违法违规的证明、ROYOMI 

LIMITED 工商资料、注销文件。 

③分析过程 

经访谈公司管理层，设立香港公司是大陆公司的普遍做法，公司出于客户和业务

需求，以及香港地区银行金融结算政策的便利性，方便公司资金结算及货款催收等原

因，公司委托香港公司代收部分出口销售货款，公司报告期各期末均不存在未收回香

港公司代收货款的情形。自 2016 年 10 月起，公司已不再通过香港公司代收任何款项，

并对香港公司进行了注销处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境外外汇账

户管理规定》《境内外汇账户管理规定》等相关外汇管理规定，其中未对境外离岸账

户代收货款做出限制性规定。经查阅公司主管工商、税务、海关部门出具的证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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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YOMI LIMITED 工商资料，查询国家外汇管理局相关规定，未对离岸账户代收货

款做出限制性规定，据此认为公司通过 ROYOMI LIMITED 代收符合我国外汇管理规

定，不存在其他违法违规的情形。 

④结论意见 

经核查，主办券商认为公司通过 ROYOMI LIMITED 代收符合我国外汇管理规定、

公司通过 ROYOMI LIMITED 代收不存在其他违法违规的情形。 

11、外销收入金额及占比较大。请公司：（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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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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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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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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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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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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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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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在公开转让说明书“第二节 公司业务”之“四、公司业务经营情况”之“（二）

报告期内前五大客户情况及产品销售情况”中补充披露如下： 

“3、海外销售情况 

（1） 海外销售主要客户基本情况 

客户 中文名称 基本情况 合作模式 获取方式 交易背景 

菲律宾 MAKATI 

DEVELOPMENT 

CORPORATION 

马卡蒂发展

公司 

建筑设计、施

工，基础设施施

工建造 

最终用户 展会 

公司的销售人员

通过展会开发海

外客户 

迪拜 CELER 

GROUP 
赛乐集团 

迪拜建材生产

商，自有多家工
最终用户 网站推广 

客户通过网络搜

索找到我司，根



 37 / 77 
 

厂，在迪拜和沙

特地区有一定

影响力 

据官网联系方式

发来询盘 

印度尼西亚 PT 

CONBLOC 

GLOBALINDO 

印度尼西亚

匹提公司 

进口和销售软

瓷产品 
经销商 电商平台 

公司销售人员通

过电商平台开发

海外客户 

马尔代夫

EMMANUEL PVT 

LTD 

以马利公司 
新公司主要做

建材 
最终用户 展会 

公司的销售人员

通过展会开发海

外客户 

印度尼西亚 PT. 

GLOBAL PRIMA 

INDAH 

环球普瑞玛

公司 

主要从事进口

和加工生产 
最终用户 展会 

公司销售人员通

过电商平台开发

海外客户 

沙特阿拉伯 AL 

SHAREEF MASHOOR 

ADEL MASHOOR AL 

HARITH 

哈里斯建筑

公司 

做各种公寓，酒

店，住宅的建造

工作 

最终用户 展会 

公司销售人员通

过展会开发海外

客户 

卡塔尔 AL NAEMI 

GROUP CO WLL 

卡塔尔艾尔

奈尔米集团

有限公司 

机械，建筑，工

程行业 
最终用户 电商平台 

公司销售人员通

过电商平台开发

海外客户 

玻利维亚

ISOLCRUZ SRL 

爱瑟克鲁斯

公司 
当地生产商 最终用户 电商平台 

公司销售人员通

过电商开发海外

客户 

印度尼西亚 PT 

best pointcs 

Indonesia 

佳点公司 当地生产商 最终用户 电商平台 

公司销售人员通

过电商开发海外

客户 

卡塔尔 Baladna 

Animal 

Productio 

巴勒德纳乳

制品公司 

当地乳制品生

产商 
最终用户 电商平台 

公司销售人员通

过电商开发海外

客户 

越南 EXPRESS 

DUC HOA COMPANY 

LIMITED 

德和捷运有

限公司 

专门从事玻璃

制品进口贸易

公司，通过越南

国内的酒厂和

食品厂销售 

经销商 阿里巴巴 

通过阿里巴巴获

取询盘，后期跟

进实地察看，然

后开始合作 

美国 SYMPLE 

FOODS 

纯真食品公

司 

果汁饮料生产

商 
最终用户 电商平台 

公司销售人员通

过电商开发海外

客户 

巴基斯坦

Karsons 

Enterprises 

卡森斯企业

有限公司 

从事化妆品化

学品的生产销

售 

最终客户 阿里巴巴 
通过阿里平台获

取询盘 

美国 Therbal 

Food Inc 

热河伯食品

公司 

食品调味品生

产商 
最终用户 电商平台 

公司销售人员通

过电商开发海外

客户 

香港 Sineo 心仪国际贸 酒店用品类产 经销商 电商平台 公司销售人员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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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 

Trading&Consul

ting Company 

Limited 

易咨询有限

公司 

品进口 过电商平台开发

海外客户 

乌干达 CAFÉ 

JAVAS LTD 

乌干达爪哇

咖啡餐厅 

乌干达高档连

锁餐厅 
最终用户 电商平台 

公司销售人员通

过电商平台开发

海外客户 

美国

CONTINENTAL 

PACKANING 

ASSOCIATES 

大陆包装材

料公司 

包装器皿中间

商 
经销商 电商平台 

公司销售人员通

过电商开发海外

客户 

美国 WEBB 

COMPANY 
韦伯公司 

主要从事礼品

杯，水杯等销售 
经销商 阿里巴巴 

通过阿里平台获

取询盘 

澳大利亚

ORGANIC BEAUTY 

CARE 

天然美化妆

品公司 

美容护肤品生

产商 
最终用户 电商平台 

公司销售人员通

过电商开发海外

客户 

加拿大 Apollo 

Health and 

Beauty Care 

阿波罗健康

和美容护理 

美容护肤品生

产商 
最终用户 电商平台 

公司销售人员通

过电商开发海外

客户 

美国 Selby 

Honey, Inc. 

塞尔比蜂蜜

公司 
蜂蜜生产商 终端 电商平台 

公司销售人员通

过电商平台开发

海外客户 

注：电商平台是指公司的淘宝店铺和京东店铺。 

公司海外销售的定价政策是公司制定销售底价，相关销售人员据此与客户进一步

商谈确定最终价格。销售方式为公司通过展会、电商平台与客户进行接触，提供公司

相关情况，表明合作意向。客户需要进行采购公司产品时通过邮件和电话联系公司，

双方对采购协议相关条款进行协商确定后，邮寄样品给客户，客户确认样品质量合格

后通过邮件或电话下单、签订合同。 

（2）海外经营情况 

①外销收入占营业收入占比情况 

单位：元、% 

项目 
2017年 1-3 月 2016 年 2015 年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内销收入 191,156.83 1.96 120,521.37 0.20 9,763,038.43 18.15 

外销收入 9,568,851.15 98.04 56,706,063.70 99.80 44,029,970.20 81.85 

营业收入 9,760,007.98 100.00 56,826,585.07 100.00 53,793,008.63 100.00 

②外销业务毛利率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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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元 

项目 2017 年 1-3月 2016 年 2015 年 

外销收入 9,568,851.15 56,706,063.70 44,029,970.20 

外销成本 3,963,295.01 27,689,020.15 31,884,640.21 

外销业务毛利率（%） 58.58 51.17 27.58 

报告期内，2017 年 1-3 月、2016 年度、2015 年度公司外销业务毛利率分别为

58.58%、51.17%和 27.58%，2016 年公司外销业务毛利率大幅上升主要是因为外销的

活动房屋和条板成型机组产品毛利率的增长，其增长原因详见本公开转让说明书“第

四节 公司财务”之“三、报告期内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的重大变化及说明”之

“（二）营业收入、利润、毛利率的重大变化及说明”之“2、毛利率及变动分析”。” 

（3）外销收入确认方法和成本费用归集和结转方法 

    ①外销收入的确认方法：公司根据合同约定将产品报关并取得货运提单，产品所

有权上的风险和报酬已转移。 

②成本费用归集和结转方法： 

成本的归集： 

A． 原材料费用的归集 

根据车间领用原材料时填写的领料单进行分项产品原材料费用的归集； 

B．人工费用的归集 

根据各车间工人薪酬明细表进行归集； 

C．制造费用的归集 

根据各车间发生的除原材料和人工费用之外的费用单据进行归集。 

成本的分配及结转： 

公司原材料费用直接计入各项产品成本，人工及制造费用按照产品的重量和数量

比例分配计入各项成品成本，产品收入进行确认的同时，将相应的产品成本结转至营

业成本。 

（4）出口退税情况 

单位：元 

项目 2017 年 1-3月 2016年 2015 年 



 40 / 77 
 

出口退税额 647,610.06 3,444,926.96 3,503,964.29 

净利润 1,222,455.77 12,465,444.13 4,340,793.73 

占比（%） 52.98 27.64 80.72 

公司外销收入占比较高，2017 年 1-3 月、2016 年和 2015 年公司出口退税额分别

为 647,610.06 元、3,444,926.96 元和 3,503,964.29 元，占净利润的比重分别为

52.98%、27.64%和 80.72%，对公司业绩的影响较大。公司各产品出口退税率分别为

5%、13%和 17%，产品出口退税受当期国内销售销项税及当期取得进项税等因素的影

响，产品出口退税的高低对公司的各期的资金流有所影响，不得免征和抵扣税额结转

至营业成本对各期营业利润有所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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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已在公开转让说明书“重大事项提示”之“二、国际贸易汇率变动及全球政

治局势风险”中披露如下： 

“公司建材产品主要客户集中在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地，轻工制品出口以北美

市场为主。2015 年、2016 年、2017 年 1-3 月，公司外销收入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

分别为 81.96%、99.79%和 98.44%，国际形势动荡、局部地区冲突以及国际政治、经

济形势的变化均可能引发双边经贸合作和汇率的波动，从而导致公司经营业绩的波动。

2015 年、2016 年、2017 年 1-3 月，公司汇兑损益分别为-313,219.32 元、-597,208.32

元、66,376.94 元，占利润总额的比重分别为-6.56%、-3.47%和 3.38%，占比较小。但

随着公司国外业务的拓展，公司依然可能面临汇率波动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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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在公开转让说明书之“第四节 公司财务”之“三、报告期内主要会计数据

和财务指标的重大变化及说明”之“（五）主要资产情况”之“1、货币资金”中补充

披露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17-3-31 2016-12-31 2015-12-31 

库存现金 92,802.05 104,580.56 82,650.56 

银行存款 31,334,754.52 7,179,894.28 2,711,183.57 

其中：美元（折合人民币） 10,106,911.45 5,155,761.68 529,02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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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货币资金 16,061.75 11,166.18 12,510,822.51 

合计 31,443,618.32 7,295,641.02 15,304,656.64 

公司在公开转让说明书之“第四节 公司财务”之“三、报告期内主要会计数据

和财务指标的重大变化及说明”之“（五）主要资产情况”之“3、应收账款”中补充

披露如下： 

“报告期内，公司的应收账款主要为销售货物产生。2017年3月31日、2016年12

月31日和2015年12月31日应收账款账面余额分别为607,459.98元、224,306.77元和

9,970,032.54元，其中应收美元余额分别为 88,046.61美元、 32,334.84美元和

843,659.69美元。2016年末应收账款账面余额较2015年末减少9,745,725.77元，降幅为

97.75%，主要因为，一方面2016年中介机构介入，公司经营管理更加规范，及时收回

应收账款；另一方面公司与客户合作关系逐步加深，加快了货款的回收速度。” 

公司在公开转让说明书之“第四节 公司财务”之“三、报告期内主要会计数据

和财务指标的重大变化及说明”之“（六）主要负债情况”之“3、预收账款”中补充

披露如下： 

“截至2017年3月31日、2016年12月31日和2016年12月31日，公司预收账款的金

额分别为3,428,505.17元、4,744,400.03元和1,362,015.37元，其中预收美元余额分别为

414,048.45美元、625,265.03美元和180,473.99美元。公司预收账款逐年增加，主要

是因为公司收入整体呈上升趋势，预收账款伴随收入增加而上升。” 

报告期内，公司尚未采取金融工具规避汇兑风险。 

关于汇率波动对公司业绩的影响及其管理措施事项，公司已在公开转让说明书

“第四节 公司财务”之“九、公司风险因素和自我评价”之“（二）国际贸易汇率变

动及全球政治局势风险”中披露如下： 

“2015年、2016年、2017年1-3月，公司汇兑损益分别为-313,219.32元、-597,208.32

元、66,376.94 元，占利润总额的比重分别为-6.56%、-3.47%和 3.38%，占比较小。但

随着公司国外业务的拓展，公司依然可能面临汇率波动的风险。 

针对汇率波动的影响，公司未来将①根据汇率变动情况及时调整出口产品定价，

通过提高公司产品的品质与服务来提高公司产品的议价能力，进而减少汇率波动对产

品定价的影响程度；②重点加强品牌建设，将出口建筑材料的优异质量转化为国内市

场开拓的有力支撑，进一步扩展国内市场，提升国内市场占有率，降低汇率波动对公

司业绩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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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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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调过程 

针对公司的海外业务，主办券商履行了以下尽调程序： 

查阅公司应收账款明细账，了解公司报告期末应收账款客户情况，分析应收账款

增长幅度较大的原因、应收账款未收回的原因及是否存在无法收回的风险；检查营业

收入明细账，选取报告期内确认收入的重大合同，以合同为单元，随机选取该合同项

下收入确认的凭证，并追查至报关单、货运提单等原始单据，检查公司收入的完整性；

逐笔核对销售合同、报关单、银行回单等凭证，对公司销售和收款进行穿行测试；检

查应收账款期后收款的情况，对报告期内的应收账款进行期后收款测试，检查应收账

款期后是否及时收回、是否存在虚挂收入和期后冲回应收账款导致报告期内虚增收入

的现象；执行细节测试程序，对报告期内重大销售业务进行抽样检查；对 2015 年末、

2016 年末和 2017 年 3 月末主营业务收入进行收入截止性测试；对应收账款和各期收

入进行函证，与公司账面情况相符，检查有无未取得对方认可的大额销售。实地走访

国外第一大客户，了解公司第一大客户基本情况及其与公司的业务合作情况；核查了

公司海外业务发生、合同签订及履行情况，对海外业务合同的主体、内容、条款约定

的合法合规进行了详细审核。 

②事实依据 

销售合同、报关单、货运提单、银行回单、应收账款明细表、营业收入明细表、

询证函回单、客户走访记录。 

③分析过程 

根据公司与海外客户签订的合同、货运提单、报关单、银行汇单等资料，公司海

外业务都是在正常经营中发生的，是真实的。公司与海外客户均依法签订了合同，合

同双方主体合法，为当事人一致的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违反我国法律法规强制性和

禁止性规定情形，内容及形式合法合规。公司未发生因履行上述海外合同而产生纠纷

的情形。 

④结论意见 

经核查，主办券商认为公司海外业务真实、合法合规。 

根据反馈意见的要求，主办券商已经在《推荐报告》和《尽职调查报告》中对公

司海外业务的尽职调查方法进行了补充说明。 

在《推荐报告》之“一、尽职调查情况”中补充说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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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小组通过与包括董事长、总经理、财务总监及董事会秘书在内的公司管理

层及员工进行交谈，查阅了公司章程、三会会议记录、公司各项规章制度、会计凭证、

会计账簿、财务会计报告、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年度检验文件、纳税凭证、重大业务合

同等文件，调查公司的内控制度、财务风险、会计政策稳健性、持续经营能力、公司

治理和合法合规事项。项目小组实施了公司报告期内的外销合同、营业收入明细账、

相关的会计凭证、发票、银行流水、提单、报关单等资料真实性核查；对公司各报告

期末主营业务收入进行了截止性测试；对重大海外客户收入和应收账款进行函证，对

海外第一大客户进行实地走访；对公司的财务总监进行了访谈；重点关注了外销收入

的确认情况，查询了相关合同条款的规定等核查程序。通过上述的尽职调查，我公司

出具了《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威骏（湖北）高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股票进入全

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尽职调查报告》。” 

在《尽职调查报告》之“第二部分 尽职调查程序与方法”之“二、公司持续经

营能力调查”之“1、公司主营业务及经营模式调查”补充说明如下： 

“与公司管理层进行访谈，询问公司主营业务的持续经营和主要产品的情况。与

公司财务总监龚琴进行访谈，询问了公司的纳税情况。查阅公司的工商变更和年度检

验资料、税收缴纳材料、主要大额会计凭证和业务收入账簿。查阅了公司报告期内的

外销合同、营业收入明细账、相关的会计凭证、发票、银行流水、提单、报关单等资

料；对公司各报告期末主营业务收入进行了截止性测试；对重大海外客户收入和应收

账款进行函证；对海外第一大客户进行实地走访；对公司的财务总监进行了访谈；重

点关注了外销收入的确认情况，查询了相关合同条款的规定等。” 

12、公司股东武汉泓泽为有限合伙企业，请公司说明其是否属于员工持股平台，

其在股份发行或转让过程中是否存在股份支付的情形。如是，请公司：（1）提供股权

激励政策具体内容或相关合同条款；（2）披露股权激励账务处理对当期及未来公司业

绩的影响情况，影响重大时做重大事项提示。请主办券商和会计师对股权激励政策的

实施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 11 号-股份支付》相关要求以及实施要件发表专项意

见；同时对股份支付公允价值确定依据及合理性，股权激励费用的核算是否合理及是

否符合准则规定，对股权激励费用在经常性损益或非经常性损益列示，是否符合证监

会发布《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规范问答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的相关规

定发表意见。 

公司回复： 

武汉泓泽成立于 2015 年 12 月 31 日，截至本回复出具之日，合伙企业出资已全

部实缴到位，现武汉泓泽合伙人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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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合伙人类型 合伙人姓名 
出资金额（万

元） 

出资比例

（%） 
出资方式 

是否为公司

员工 

1 普通合伙人 徐  琪 28.985 8.37 货币 是 

2 有限合伙人 何洪学 66.00 19.05 货币 否 

3 有限合伙人 王  宝 33.00 9.52 货币 否 

4 有限合伙人 赵张磊 22.00 6.35 货币 否 

5 有限合伙人 马兆成 16.50 4.76 货币 否 

6 有限合伙人 陆泷泷 16.50 4.76 货币 否 

7 有限合伙人 严蔷薇 16.50 4.76 货币 否 

8 有限合伙人 柳  莎 16.50 4.76 货币 是 

9 有限合伙人 龚  琴 14.30 4.13 货币 是 

10 有限合伙人 周永钦 11.00 3.18 货币 否 

11 有限合伙人 胡伟芳 11.00 3.18 货币 是 

12 有限合伙人 王  臻 11.00 3.18 货币 是 

13 有限合伙人 何洪立 11.00 3.18 货币 否 

14 有限合伙人 杨文杰 6.60 1.91 货币 是 

15 有限合伙人 李金语 5.50 1.59 货币 是 

16 有限合伙人 董  丰 5.50 1.59 货币 是 

17 有限合伙人 张霄骁 5.50 1.59 货币 否 

18 有限合伙人 张传杰 5.50 1.59 货币 是 

19 有限合伙人 王  柳 4.40 1.27 货币 是 

20 有限合伙人 姚远征 3.30 0.95 货币 是 

21 有限合伙人 高  航 3.30 0.95 货币 是 

22 有限合伙人 阮  景 3.30 0.95 货币 是 

23 有限合伙人 胡翠玉 3.30 0.95 货币 是 

24 有限合伙人 汪阳娟 3.30 0.95 货币 是 

25 有限合伙人 张海良 3.30 0.95 货币 是 

26 有限合伙人 李永梅 2.75 0.79 货币 是 

27 有限合伙人 卢圣军 2.20 0.63 货币 是 

28 有限合伙人 黄  勇 2.20 0.63 货币 是 

29 有限合伙人 应红玲 2.20 0.63 货币 是 

30 有限合伙人 严治杰 2.20 0.63 货币 是 

31 有限合伙人 吴  棋 1.65 0.48 货币 是 

32 有限合伙人 罗  兰 1.10 0.31 货币 是 

33 有限合伙人 吴亚骑 0.55 0.16 货币 是 

34 有限合伙人 刘丽萍 0.55 0.16 货币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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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有限合伙人 黄  曼 0.55 0.16 货币 是 

36 有限合伙人 王建辉 0.55 0.16 货币 是 

37 有限合伙人 喻容容 0.55 0.16 货币 是 

38 有限合伙人 戴桂玲 0.55 0.16 货币 是 

39 有限合伙人 王丹丹 0.55 0.16 货币 是 

40 有限合伙人 谢  烈 0.55 0.16 货币 是 

41 有限合伙人 余翩翩 0.33 0.09 货币 是 

42 有限合伙人 段凤琼 0.275 0.08 货币 是 

43 有限合伙人 邹  芬 0.11 0.03 货币 是 

合计 346.50 100.00 - - 

武汉泓泽 43 名合伙人中，34 名合伙人为公司员工（含离职员工），其余合伙人均

为实际控制人徐琪的朋友，因此武汉泓泽不属于员工持股平台。根据武汉泓泽合伙协

议，武汉泓泽设立的目的为从事投资业务，为合伙人获取投资回报；武汉泓泽增资时，

增资价格为 1.1 元/股，与同次增资的其他股东价格一样，且高于当时公司每股净资产

（威骏有限当时每股净资产约为 1.06 元/股），公司暂未签署任何股权激励方案和特殊

协议条款；因此在股份发行或转让过程中不存在股份支付的情形。 

综上，公司股东武汉泓泽不是员工持股平台，其在股份发行或转让过程中不存在

股份支付的情形。 

13、2016 年 1 月 20 日召开股东会收购武汉万卓 100%股权，公司报告期内存在

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请公司：（1）披露收购的必要性、原因、审议程序、作价依

据，收购后对公司业务及经营的具体影响；（2）说明其会计处理情况，并说明该会计

处理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3）因该交易属关联交易，请公司于公开转让说

明书“第四节 公司财务”之“关联方及关联方交易”补充披露；（4）说明该交易是

否属于重大资产重组，如是，请按要求补充披露相关内容。 

请主办券商及律师核查被收购方报告期是否合法规范经营、是否存在大额负债或

潜在纠纷，上述收购是否存在利益输送，并对收购的合理性、价格的公允性发表意见。

请主办券商及会计师核查上述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的定价依据，定价是否公允，收购

是否存在利益输送，是否存在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形。请会计师核查报告期内子公司是

否存在财务不规范的情形并发表意见，并就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会计核算是否符合

《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发表意见。 

公司回复： 

（1）请公司披露收购的必要性、原因、审议程序、作价依据，收购后对公司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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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及经营的具体影响 

收购的必要性、原因、审议程序、作价依据，收购后对公司业务及经营的具体影

响，公司已在公开转让说明书“第一节 基本情况”之“四、公司设立以来股本变化

及重大资产重组情况”之“（三）公司的重大资产重组情况”之“2、2016年2月，威

骏有限收购武汉万卓”中披露如下： 

“（1）收购武汉万卓的必要性及原因： 

武汉万卓主要从事新型环保软瓷材料的研发、生产与销售。威骏股份主要负责

绿色建筑材料的研发和销售，为完善公司产业链、降低公司运营成本、提高公司盈

利能力，实现公司“研发+生产+销售”的产品及市场布局，故决定收购武汉万卓。 

（2）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2016 年 1 月 20 日，武汉万卓召开股东会，审议同意徐琪、陆玲玲分别将其持有

的武汉万卓 97%、3%的股权转让给威骏有限。由于武汉万卓、威骏有限同受徐琪、

陆玲玲最终控制且该项控制非暂时的，故该项合并为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2016

年 2 月 25 日，武汉万卓就上述变更事项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并换取了新的营业执

照。2016 年 1 月，威骏有限将其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并依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0 号-企业合并》的规定，相应调整了合并财务报表的比较数据。 

单位：元 

被合并方名称 
企业合并中取得 

的权益比例 

构成同一控制下 

企业合并的依据 
合并日 合并日的确定依据 

万卓（武汉）新材

料有限公司 
100% 

同受自然人徐琪

控制 

2016 年 1

月 31 日 

合并方取得被合并方

控制权之日 

(续上表) 

被合并方名称 

合并当期期初至 

合并日被合并方 

的收入 

合并当期期初至 

合并日被合并方 

的净利润 

比较期间被合 

并方的收入 

比较期间被合并 

方的净利润 

万卓（武汉）新材

料有限公司 
493,735.03 243,602.55 12,223,256.43 1,239,271.17 

（3）合并成本 

单位：元 

合并成本 万卓（武汉）新材料有限公司 

发行的权益性证券的面值 6,48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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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2 月 18 日，湖北春天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出具鄂春会【2016】审字 D2-021

号《审计报告》，确认武汉万卓截至 2016 年 1 月 31 日经审计的账面净资产为

6,482,645.81 元。2016 年 2 月 20 日，武汉华盛资产评估事务所出具了武华盛评报字

【2016】第 E011H 号《资产评估报告》，确认武汉万卓截至 2016 年 1 月 31 日的净

资产评估价值为 6,485,194.93 元。 

根据公司提供的湖北春天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出具鄂春会【2016】审字 D2-021

号《审计报告》截止 2016 年 1 月 31 日，武汉万卓净资产为 6,482,645.81 元，每股净

资产 1.30 元；武汉万卓本次转让的价格为 1.30 元/股，因此，武汉万卓的股权作价公

允。 

（4）对公司业务及经营的具体影响： 

武汉万卓的主营业务为新型环保软瓷材料及其配套生产设备、节能环保集成住宅

等产品的研发、生产与销售，主要销售对象为威骏股份，本次收购是基于公司整体经

营规划和统筹安排，有利于①增强威骏股份的市场开拓能力，完善公司产业链，实现

“研发+生产+销售”的产品及市场布局；②降低公司经营成本，提高公司盈利能力及

市场竞争力；③扩大公司的业务范围和收入来源，同时规范和减少关联交易，避免同

业竞争。” 

（2）说明其会计处理情况，并说明该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公司对收购武汉万卓构成同一控制下合并按《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

投资》、《企业会计准则第20号——企业合并》、《企业会计准则第33号——合并财务报

表》核算并编制了财务报表，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 

合并日的确定依据：2016 年 1 月 20 日，武汉万卓召开股东会，审议同意徐琪、

陆玲玲分别将其持有的武汉万卓 97%、3%的股权转让给威骏有限。由于武汉万卓、

威骏有限同受徐琪、陆玲玲最终控制且该项控制非暂时的，故该项合并为同一控制下

的企业合并。公司按照合并日武汉万卓在威骏有限合并财务报表中的账面价值计量。

公司按照武汉万卓所有者权益在威骏股份合并财务报表中的账面价值份额与威骏有

限股份面值总额的差额，调整资本公积；资本公积不足冲减的，调整留存收益。 

公司对收购武汉万卓的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3）因该交易属关联交易，请公司于公开转让说明书“第四节 公司财务”之“关

联方及关联方交易”补充披露； 

公司已在公开转让说明书“第四节 公司财务”之“四、关联交易”之“（二）关

联方交易事项”之“2、偶发性关联交易”之“（1）收购关联方股权”中披露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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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公司收购了实际控制人徐琪、陆玲玲控制的武汉万卓，本次收购为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交易情况详见本公开转让说明书之‘第一节 基本情况’之‘四、

公司设立以来股本变化及重大资产重组情况’之‘（三）公司的重大资产重组情况’

之‘2、2016年2月，威骏有限收购武汉万卓’。” 

本次收购履行了必要的审议程序，收购价格定价合理、公允，符合通常的商业规

则和公平交易原则，交易价格不存在显失公允的情况。收购不存在利益输送、损害公

司及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形。” 

（4）说明该交易是否属于重大资产重组，如是，请按要求补充披露相关内容。 

该交易属于重大资产重组，公司已在公开转让说明书“第一节 基本情况”之“四、

公司设立以来股本变化及重大资产重组情况”之“（三）公司的重大资产重组情况”

之“2、2016 年 2 月，威骏有限收购武汉万卓”中披露如下： 

   “（1）收购武汉万卓的必要性及原因： 

武汉万卓主要从事新型环保软瓷材料的研发、生产与销售。威骏股份主要负责

绿色建筑材料的研发和销售，为完善公司产业链、降低公司运营成本、提高公司盈

利能力，实现公司‘研发+生产+销售’的产品及市场布局，故决定收购武汉万卓。 

（2）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2016 年 1 月 20 日，武汉万卓召开股东会，审议同意徐琪、陆玲玲分别将其持有

的武汉万卓 97%、3%的股权转让给威骏有限。由于武汉万卓、威骏有限同受徐琪、

陆玲玲最终控制且该项控制非暂时的，故该项合并为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2016

年 2 月 25 日，武汉万卓就上述变更事项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并换取了新的营业执

照。2016 年 1 月，威骏有限将其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并依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0 号-企业合并》的规定，相应调整了合并财务报表的比较数据。 

单位：元 

被合并方名称 
企业合并中取得 

的权益比例 

构成同一控制下 

企业合并的依据 
合并日 合并日的确定依据 

万卓（武汉）新材料

有限公司 
100% 

同受自然人徐琪

控制 

2016 年 1

月 31 日 

合并方取得被合并方

控制权之日 

(续上表) 

被合并方名称 

合并当期期初至 

合并日被合并方 

的收入 

合并当期期初至 

合并日被合并方 

的净利润 

比较期间被合 

并方的收入 

比较期间被合并 

方的净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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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卓（武汉）新材

料有限公司 
493,735.03 243,602.55 12,223,256.43 1,239,271.17 

（3）合并成本 

单位：元 

合并成本 万卓（武汉）新材料有限公司 

发行的权益性证券的面值 6,480,000.00 

2016 年 2 月 18 日，湖北春天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出具鄂春会【2016】审字 D2-021

号《审计报告》，确认武汉万卓截至 2016 年 1 月 31 日经审计的账面净资产为

6,482,645.81 元。2016 年 2 月 20 日，武汉华盛资产评估事务所出具了武华盛评报字

【2016】第 E011H 号《资产评估报告》，确认武汉万卓截至 2016 年 1 月 31 日的净

资产评估价值为 6,485,194.93 元。 

根据公司提供的湖北春天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出具鄂春会【2016】审字 D2-021

号《审计报告》截止 2016 年 1 月 31 日，武汉万卓净资产为 6,482,645.81 元，每股净

资产 1.30 元；武汉万卓本次转让的价格为 1.30 元/股，因此，武汉万卓的股权作价公

允。 

（4）对公司业务及经营的具体影响： 

武汉万卓的主营业务为新型环保软瓷材料及其配套生产设备、节能环保集成住宅

等产品的研发、生产与销售，主要销售对象为威骏股份，本次收购是基于公司整体经

营规划和统筹安排，有利于①增强威骏股份的市场开拓能力，完善公司产业链，实现

‘研发+生产+销售’的产品及市场布局；②降低公司经营成本，提高公司盈利能力及

市场竞争力；③扩大公司的业务范围和收入来源，同时规范和减少关联交易，避免同

业竞争。” 

请主办券商及律师核查被收购方报告期是否合法规范经营、是否存在大额负债或

潜在纠纷，上述收购是否存在利益输送，并对收购的合理性、价格的公允性发表意见。

请主办券商及会计师核查上述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的定价依据，定价是否公允，收购

是否存在利益输送，是否存在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形。请会计师核查报告期内子公司是

否存在财务不规范的情形并发表意见，并就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会计核算是否符合

《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发表意见。 

主办券商回复： 

被收购方报告期是否合法规范经营、是否存在大额负债或潜在纠纷，上述收购是

否存在利益输送，并对收购的合理性、价格的公允性发表意见。请主办券商及会计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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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查上述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的定价依据，定价是否公允，收购是否存在利益输送，

是否存在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形。 

（1）尽调过程 

①取得并查阅了被收购方武汉万卓的营业执照、财务报表，查阅审计报告及明细

账，了解资产、负债、收入、成本、费用等财务数据； 

②访谈被收购方武汉万卓的实际控制人，了解是否存在诉讼及纠纷的情况； 

③ 查阅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④查阅收购时的相关股东会决议，股权转让协议、武汉万卓截至2016年1月31日

的报表等资料； 

⑤查阅武汉万卓企业信用报告，工商、税务、安监部门给武汉万卓出具的相关无

违法违规证明； 

⑥实地察看武汉万卓生产经营情况。 

（2）事实依据 

营业执照、审计报告、访谈记录、法律意见书、股东会决议、股权转让协议、工

商、税务、安监部门给武汉万卓出具的相关无违法违规证明、武汉万卓的企业信用报

告。 

（3）分析过程 

经核查，武汉万卓主要从事新型环保软瓷材料的研发、生产与销售，威骏有限收

购武汉万卓的目的在于降低公司运营成本、提高公司盈利能力、完善公司产业链、实

现“研发+生产+销售”的产品及市场布局。收购履行了必要的审议程序，收购价格定

价符合通常的商业规则和公平交易原则，收购不存在利益输送、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形，

不存在纠纷或潜在纠纷。 

（4）结论意见 

基于上述情况，主办券商认为，被收购方武汉万卓报告期内合法规范经营，无重

大违法违规情况，被收购方报告期内不存在大额负债或潜在纠纷，上述收购原因为完

善公司产业链、降低公司运营成本、提高公司盈利能力，实现公司“研发+生产+销售”

的产品及市场布局，收购价格公允，不存在利益输送、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形，收购具

有合理性。 

请会计师核查报告期内子公司是否存在财务不规范的情形并发表意见，并就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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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下企业合并会计核算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发表意见。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出具《关于威骏（湖北）高新实业股份有

限公司挂牌申请文件反馈意见中有关财务事项的说明》（天健函〔2017〕4-19 号），

已核查报告期内子公司财务规范情况，就子公司是否存在财务不规范的情形，同一控

制下企业合并会计核算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发表了明确意见。 

14、公司 2015 年股东权益规模较小，仅为 600 多万元，报告期内公司股东权益

大幅增长。请公司说明前期资产规模、股东权益规模较小的原因，并分析报告期内持

续且大幅上涨的原因。请主办券商和会计师予以核查。 

公司回复： 

（1）请公司说明前期资产规模、股东权益规模较小的原因。 

报告期内，公司资产规模、股东权益规模情况如下（合并报表）： 

单位：元 

项目 2017-3-31 2016-12-31 2015-12-13 

资产总额 72,816,790.12 53,341,448.15 36,135,233.66 

股东权益 63,561,956.23 42,639,500.46 6,458,900.03 

2017年3月31日、2016年12月31日和2015年12月31日，公司资产总额分别为

72,816,790.12元、53,341,448.15元和 36,135,233.66元。公司2006年11月20日设立时，

注册资本为10万元，注册资本规模较小。之后股东陆续进行增资，公司经营逐渐稳步

增长盈利，资产规模逐渐增大。 

2017 年 3 月 31 日、2016 年 12 月 31 日和 2015 年 12 月 31 日，公司股东权益分

别为 63,561,956.23 元、42,639,500.46 元和 6,458,900.03 元。公司 2006 年 11 月 20 日

设立时，注册资本为 10 万元。由于公司主要从事轻工制品、建筑装饰材料的进出口

贸易，不需要的大型生产设备等大额资产，因此在满足正常生产的情况下，未考虑对

资本金进行补充。因此前期股东权益规模较小。 

（2）分析报告期内持续且大幅上涨的原因 

2017 年 3 月 31 日、2016 年 12 月 31 日和 2015 年 12 月 31 日，公司资产总额分

别为 72,816,790.12 元、53,341,448.15 元和 36,135,233.66 元。资产大幅增长的原因为： 

①股东增资：公司分别于 2016 年 1 月增资 1,413 万元、2016 年 2 月增资 1,5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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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2017 年 3 月增资 1,950 万元； 

②公司盈利：2016 年公司实现净利润 1,246.54 万元,2017 年 1-3 月实现净利润

122.25 万元。 

2017 年 3 月 31 日、2016 年 12 月 31 日和 2015 年 12 月 31 日，公司股东权益分

别为 63,561,956.23 元、42,639,500.46 元和 6,458,900.03 元。增长原因主要为股东增资

及公司盈利。 

（3）请主办券商和会计师予以核查。 

券商回复： 

①尽调过程 

主办券商对公司资产规模、股东权益规模的大幅增长的原因进行了分析性复核，

检查是否合理；查阅公司 2015 年、2016 年及 2017 年 1-3 月审计报告，对各资产科目

和各所有者权益科目进行分析，检查了公司相关科目的明细账、记账凭证、原始凭证

及相关增资协议等；查阅了公司相关董事会、股东（大）会决议，审计报告、验资报

告等资料。 

②事实依据 

审计报告、验资报告、公司明细账、记账凭证、增资协议、会议决议文件。 

③分析过程 

根据公司工商资料、审计报告、会议资料、验资报告，公司资产规模、股东权益

规模增长的原因主要为公司 2016 年和 2017 年公司陆续增资和报告期内公司盈利，净

利润增长。 

④结论意见 

经核查，主办券商认为，公司资产规模、股东权益规模增长的原因真实合理。 

15、关于每股净资产。公司 2015 年末每股净资产规模较大，报告期内每股净资

产大幅下降。请公司说明每股净资产的计算依据、过程，并分析每股净资产大幅下降

的原因。请主办券商和会计师予以核查。 

公司回复： 

（1）请公司说明每股净资产的计算依据、计算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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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股净资产按照“期末净资产/期末发行在外普通股数”计算。 

2015 年度每股净资产=6,458,900.03/1,000,000.00=6.46 元 

2016 年度每股净资产=42,639,500.46/30,000,000.00=1.42 元 

2017 年 3 月 31 日每股净资产=63,561,956.23/43,000,000.00=1.48 元 

（2） 分析每股净资产大幅下降的原因。 

报告期末，公司每股净资产大幅下降的主要原因系： 

①公司在 2016 年度和 2017 年 3 月进行了增资，实收资本由 2015 年末的 100 万

元增加至 2016 年末 3,000 万元，2017 年 3 月末增加至 4,300 万元； 

②2016 年度公司盈利，导致除股本之外的股东权益亦较 2015 年度增加，但增长

幅度远远低于股本的增加幅度。因此，使得 2017 年 1-3 月、2016 年的每股净资产较

2015 年大幅下降。 

（3）请主办券商和会计师予以核查。 

①尽调过程 

主办券商查阅了公司的工商资料、审计报告、验资报告等文件；复核每股净资产

的计算依据、计算过程。 

②事实依据 

    公司的工商资料、审计报告、验资报告。 

③分析过程 

根据公司的工商资料、审计报告、验资报告等文件，确认公司 2016 年末实收资

本较 2015 年末增加 2,900 万元；根据公司财务报表及审计报告等财务资料复核每股净

资产的计算依据、计算过程，确认公司各报告期末所有者权益的依据数据及计算过程

均正确。 

④结论意见 

经核查，主办券商认为，公司每股净资产的计算依据正确，变动合理。 

16、公司 2015 年末资产负债率偏高，达 96.10%，流动比率、速动比率偏低；报

告期内公司资产负债率有所下降，短期偿债指标有所增长。请公司：（1）分析 2015

年末资产负债率偏高，流动比率、速动比率偏低的原因；（2）说明报告期内偿债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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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的原因。请主办券商和会计师予以核查。 

公司回复： 

（1） 分析 2015 年末资产负债率偏高，流动比率、速动比率偏低的原因； 

    公司 2015 年末资产负债率（母公司）偏高，流动比率、速动比率偏低主要是因

为： 

①2015 年末公司存在较多流动负债，其中应付票据 2015 年末达 1,639.53 万元、

应付账款 745.34 万元和预收账款 136.2 万元。 

②2015 年末公司母公司股东权益规模较小，期末股东权益仅为 104.5 万元。 

（2） 说明报告期内偿债指标优化的原因。 

报告期内公司偿债指标资产负债率（母公司）、流动比率和速动比率情况如下： 

项目 2017-3-31 2016-12-31 2015-12-31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11.29 19.46 96.10 

流动比率（倍） 4.76 2.36 1.02 

速动比率（倍） 3.67 0.75 0.86 

报告期内公司偿债指标优化的原因主要为公司增资补充了流动资产货币资金，

2016 年公司增资，其中以货币资金增资 885.5 万元，2017 年 3 月，公司以货币资金增

资 1,950 万元；加之银行收紧承兑汇票业务，公司 2016 年、2017 年 1-3 月流动负债

应付票据大幅下降。 

（3） 请主办券商和会计师予以核查 

①尽调过程 

主办券商查阅了公司的工商资料、审计报告、验资报告等文件；复核公司资产负

债率、流动比率、速动比率等指标；分析公司资产、负债、股东权益结构；询问公司

高级管理人员。 

②事实依据 

公司的工商资料、审计报告、验资报告、访谈记录。 

③分析过程 

根据公司的工商资料、审计报告、验资报告，2015 年末资产负债率偏高，流动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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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速动比率偏低主要是因为流动负债金额较大且公司股东权益规模较小，其中流动

负债主要由应付票据组成，期末流动负债应付票据主要来源于公司使用银行承兑汇票

支付采购款。 

2016 年公司增资，其中以货币资金增资 885.5 万元，2017 年 3 月，公司以货币资

金增资 1,950 万元。由于银行收紧承兑汇票业务，公司 2016 年、2017 年 1-3 月流动

负债应付票据大幅下降使得公司偿债指标优化。 

④结论意见 

经核查，主办券商认为，2015 年末资产负债率偏高，流动比率、速动比率偏低的

原因为期末流动负债应付票据金额较大且公司股东权益规模较小；报告期内偿债指标

优化的原因主要为公司增资，补充了公司货币资金，公司 2016 年、2017 年 1-3 月流

动负债应付票据大幅下降使得公司偿债指标优化。 

17、2016 年营业收入小幅增长，净利润增长额高于收入增长。请公司对 2016 年

业绩变动进行分析。请主办券商和会计师予以核查。 

公司回复： 

公司 2015 及 2016 年度营业收入及净利润增长情况如下： 

单位：元 

项目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15 年 53,793,008.63 4,340,793.73 

2016 年 56,826,585.07 12,465,444.13 

增长额 3,033,576.44 8,124,650.40 

增长率（%） 5.64 187.17 

上表数据可见净利润的增长金额及增长率明显高于营业收入，原因系 2016 年度

营业成本的大幅度下降、投资收益的增加、营业外收支净额的增加；其中投资收益和

营业外收支占比较小，主要原因为 2016 年公司毛利的增幅较大。对净利润的具体影

响金额如下： 

单位：元 

项目 营业成本 投资收益 营业外收支净额 

2015 年 39,231,209.68 297,075.71 -84,835.23 

2016 年 27,749,749.40 446,193.18 431,862.35 

增长额 -11,481,460.28 149,117.47 516,697.58 

增长率（%） -29.27 50.20 60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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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度主营业务收入增长比率 5.79%、主营业务成本下降比率 29.20%，综合

导致主营业务毛利增长比例 100.19%，具体如下： 

单位：元 

项目 主营业务收入 主营业务成本 毛利 

2015 年 53,718,328.85 39,193,838.13 14,524,490.72 

2016 年 56,826,585.07 27,749,749.40 29,076,835.67 

增长额 3,108,256.22 -11,444,088.73 14,552,344.95 

增长率（%） 5.79 -29.20 100.19 

2016 年度主营业务毛利大幅增长原因分析详见公司毛利率增长原因具体详见本

反馈回复第 18 个问题（1）的回复。 

主办券商回复： 

（1）尽调过程 

主办券商询问了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会计师 2016 年营业收入小幅增长，净利润

增长额高于收入增长原因；查阅公司审计报告；分析公司营业收入、利润表构成明细。 

（2）事实依据 

访谈记录、审计报告、营业收入明细表等。 

（3）分析过程 

2016 年公司营业收入增长率为 5.64%，公司净利润增长率为 187.17%，2016 年营

业收入小幅增长，净利润增长额高于收入增长原因为 2016 年公司毛利、投资收益、

营业外收支净额均较 2015 年有所增长，增长额分别为 14,589,716.50 元、149,117.47

元和 516,697.58 元；其中主要是因为 2016 年公司毛利的增长。 

（4）结论意见 

经核查，主办券商认为 2016 年营业收入小幅增长，净利润增长额高于收入增长

主要是因为 2016 年公司毛利的增长，公司对 2016 年业绩变动进行分析真实合理。 

18、自 2016 年起公司毛利率大幅增长，报告期内公司净资产收益率大幅下降，

其中 2015 年净资产收益率高于 100%。请公司：（1）披露毛利的构成明细，并结合

销售价格及单位成本的内外部影响因素的变动情况分析并披露毛利率前期较低，自

2016 年起大幅增长的原因；（2）结合净利润、期间费用、非经常性损益、净资产规

模等因素分析净资产收益率持续且大幅下降的原因；（3）结合同行业情况、公司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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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劣势等分析公司毛利率、净资产收益率水平及变动与同行业可比公司是否存在重大

差异，如存在，请披露原因。请主办券商及会计师：（1）核查毛利、净资产收益率水

平以及变动是否合理；（2）针对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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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回复： 

（1）披露毛利的构成明细，并结合销售价格及单位成本的内外部影响因素的变

动情况分析并披露毛利率前期较低，自2016年起大幅增长的原因； 

已在公开转让说明书“第四节 公司财务”之“三、报告期内主要会计数据和财

务指标的重大变化及说明”之“（二）营业收入、利润、毛利率的重大变化及说明”

之“2、毛利率及变动分析”中披露毛利的构成明细。 

报告期内，公司毛利率情况如下： 

项目 2017 年 1-3 月 2016 年 2015 年 

毛利率（%） 58.38 51.17 27.07 

报告期内，按产品种类划分的主营业务收入 

单位：元、% 

产品类别 2017年1-3月 占比 2016年度 占比 2015年度 占比 

活动房屋 6,770,026.48 69.65 40,962,818.13 72.08 39,248,087.63 73.06 

轻质节能板材  - 438,980.05 0.77 851,761.34 1.59 

软瓷 109,910.74 1.13 25,947.63 0.05  - 

条板成型机组  - 7,618,033.65 13.41 7,773,304.83 14.47 

其他建材 491,991.07 5.06 1,301,860.68 2.29 431,277.61 0.80 

轻工制品 2,348,376.27 24.16 6,478,944.93 11.40 5,413,897.44 10.08 

合计 9,720,304.56 100.00 56,826,585.07 100.00 53,718,328.85 100.00 

从上表可知，公司毛利率波动主要来源于活动房屋、条板成型机组和轻工制品毛

利率的波动。2017 年 1-3 月、2016 年和 2015 年活动房屋、条板成型机组和轻工制品

的销售收入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的 93.81%、96.89%和 97.61%。活动房屋、条板成型

机组和轻工制品毛利率的波动原因分析如下： 

A．活动房屋 

报告期内，毛利率变化大的主要原因是公司主要产品活动房屋毛利率波动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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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活动房屋毛利率较 2015年上升 26.58%，2017年 1-3月较 2016 年增长 11.90%，

主要因为：①活动房屋 2014 年开始进入菲律宾市场，为扩大市场份额，并吸引公司

报告期内最大的建筑材料客户 MAKATI DEVELOPMENT CORPORATION，公司 2015

年度仍采取了销售价格相对优惠的销售模式，随着公司产品良好的性能和质量得到了

下游客户的认可，加之公司产品不断优化，活动房屋所使用墙体板材性能有所改进，

同时配套提供更完善的设计、指导及售后服务等增值服务，2016 年初公司对产品售价

进行了适当提高，从而使得活动房屋的销售收入有所增加；②2015 年由于客户采购订

单太过集中，项目工地产品存放空间不足，为解决此问题，2016 年开始客户根据工程

进度进行计划采购，采购量随着工程进度放缓有所降低，公司的销售量有所下降，成

本也相应降低；③活动房屋以外销为主，且以美元计价，从 2015 年起，美元兑人民

币汇率开始持续升值，使得公司产品以人民币计价的单价持续提升，在公司产品成本

以人民币计价的基础上，进一步推高了产品毛利水平；④活动房屋不是定型的产品，

不同规格和配件成本会有所差异，根据规格和配件波动，总体成本差异不大；而 2016

年活动房屋的设计和技术含量根据客户需求有所提高，售价提高，产品附加值高，故

毛利率增长较快。 

活动房屋毛利率上升的原因主要是因为销售单价的提升和销售成本的下降，现就

报告期内活动房屋销售单价及单位成本情况做如下量化分析： 

单位：元 

项目 2017 年 1-3 月 2016 年度 2015 年度 

活动房屋收入 6,770,026.48 40,962,818.13 39,248,087.63 

活动房屋成本 2,622,700.81 20,742,295.00 30,304,397.28 

毛利率（%） 61.26 49.36 22.79 

销售数量（套） 68 638 872 

平均单价 99,559.21 64,205.04 45,009.27 

平均成本 38,569.13 32,511.43 34,752.75 

从上表可知 2017 年 1-3 月、2016 年和 2015 年公司活动房屋平均单价逐年提高，

2016 年活动房屋的平均单价较之 2015 年增长 42.65%，销售数量 2016 年较 2015 年下

降 26.83%，单位平均成本 2016 年较之 2015 年下降 6.45%，因此活动房屋毛利率波动

最主要的原因是销售单价的提高，销售数量的下降。 

活动房屋以外销为主，且以美元计价，从 2015 年起，美元兑人民币汇率开始持

续升值。报告期内汇率及活动房屋销售单价（人民币）情况如下表： 

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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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17 年 1-3 月 2016 年度 2015 年度 

汇率 1 
6.9163 6.6093 6.2402 

平均单价(人民币) 99,559.21 64,205.04 45,009.27 

注 1：2017 年 1-3 月、2016 年度、2015 年度汇率为期间每月月末汇率的加权平均数。 

从上表可知，2017 年第一季度汇率较 2016 年上升了 4.65%，而活动房屋销售单

价（人民币）相应提升了55.06%；2016年美元兑人民币汇率较之2015年上升了5.91%，

活动房屋的销售单价（人民币）上涨了 42.65%，公司销售合同以美元进行结算，因

此汇率上涨对公司以人民币列报的销售收入和销售成本计算的毛利率提高有一定的

影响，最主要的影响因素还是活动房屋销售单价的提升和数量下降带来的毛利率的增

长。 

B．条板成型机组 

条板成型机组 2016 年度和 2015 年度的毛利率分别为 73.78%和 32.23%，条板成

型机组为武汉万卓自行设计、定制加工的专用设备，整体技术含量较高，毛利率也相

对较高；2015 年毛利率较低的主要原因为 2015 年销售了条板成型机组及配套的零散

部件，由于零散部件单独销售的毛利率较低，导致 2015 年毛利率远低于 2016 年水平。 

同时，条板成型机组不是固定的产品，条板成型机组可根据客户需求由公司设计，

武汉万卓外购材料组装生产，售价根据客户需要的规格不同而有所不同，因此毛利率

波动较大。 

    C．轻工制品 

轻工制品2017年1-3月、2016年度和2015年度的毛利率分别为46.48%、37.82%和

45.66%，轻工制品毛利率整体较为稳定，2016年毛利率略有下降。公司销售的轻工制

品主要包括玻璃制品：玻璃罐；塑料制品：塑料瓶、塑料盖、一次性塑料手套、一次

性鞋套、塑料围裙、塑料浴帽、塑料吸管；纸质品：纸盒、纸袋、纸浆杯托、一次性

餐盘；玻璃纤维网格布、理发披肩、藤条。轻工制品为披露的大类，细分的品类较多，

各种商品毛利不同，每年销售轻工制品的产品结构不同造成毛利率的波动。 

（2）结合净利润、期间费用、非经常性损益、净资产规模等因素分析净资产收

益率持续且大幅下降的原因； 

报告期内公司净利润、期间费用、非经常性损益、净资产规模和净资产收益率

情况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17 年 1-3 月 2016 年 201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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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利润 1,222,455.77 12,465,444.13 4,340,793.73 

期间费用 3,500,235.31 13,188,687.80 9,437,843.66 

非经常性损益 -195,860.03 866,709.83 1,161,207.17 

净资产 63,561,956.23 42,639,500.46 6,458,900.03 

净资产收益率（%） 2.83 38.23 225.49 

2017年1-3月、2016年和2015年公司净资产收益率分别为2.83%、38.23%和225.49%，

持续且大幅下降的原因主要为：公司2016年1月至2017年3月股东陆续增资且公司盈利

情况较好，使得公司净资产持续且大幅增长；公司2016年净利润增长的幅度小于公司

净资产的的增长幅度，2017年第一季度，公司处于淡季，净利润较少，而2017年1-3

月公司净资产由于增资而增幅较大，因此公司净资产收益率持续下降。 

（3）结合同行业情况、公司自身优劣势等分析公司毛利率水平与同行业可比公

司是否存在重大差异，如存在，请披露原因。 

报告期内，公司的营业收入主要来源于节能环保活动房屋、绿色建筑材料和轻质

节能板材的销售，根据公司主要业务及产品所处行业，从同行业中遴选华宝石

（830954）、格林森（839868）、富盛股份（839856）、仁创生态（835908）进行财务

指标比较。需要注意的是，由于所比较的公司销售客户所在区域、产品细分等因素存

在差异，比较仅具有参考意义。 

宁波华宝石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830954）成立于 2010 年 5 月，

主营业务为建筑外墙装饰材料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主要生产喷涂仿石系列、贴片石

系列和保温装饰板三大系列产品。2014 年 8 月，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成功挂

牌。 

湖北格林森绿色环保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839868）成立于 2011 年 7

月，公司主营业务为新型建筑装饰材料和配套产品的技术开发、生产、销售、技术服

务与技术转让，营业收入主要来源于藻钙类产品，包括面向工装的多功能天花板、墙

板与面向家用的具有净化作用的空气净化宝、藻钙生态涂料等产品。2016 年 11 月，

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成功挂牌。 

广东富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839856）成立于 2006 年 6 月，主要

从事人造石板材及相关制品的研发、生产及销售。2016 年 12 月，在全国中小企业股

份转让系统成功挂牌。 

主营业务毛利率对比： 

可比公司名称 2016 年（%） 201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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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宝石 51.35 38.89 

格林森 44.73 62.09 

富盛股份 24.91 23.17 

威骏股份 51.17 27.07 

公司毛利率波动与公司销售和生产模式，对公司定位、客户分布情况有关。从上

表来看，公司 2015 年、2016 年毛利率处于中间水平，与同行业可比公司不存在重大

差异；比较期间，公司毛利率的波动趋势也与同行业各公司的毛利率变动趋势基本保

持一致。 

公司的主要竞争优势体现在技术创新、产品、人才和客户优势，公司设有独立的

技术中心，拥有高效的研发团队，始终将技术创新作为进一步发展的动力，致力于绿

色建筑材料的应用与创新，重视研发投入，具有较强的自主研发和技术创新能力，取

得了多项专利，并正在申请15项发明专利。公司生产的产品包括EPS轻质节能板材、

陶粒轻质节能板材、节能环保活动房屋、石材类软瓷等，产品丰富多样。随着城镇化

建设的推进及节能环保概念的普及，公司产品的市场需求不断增大，公司生产的软瓷、

板材产品为具有轻质节能、高耐候性、防腐蚀、防水等性能的新型环保产品，其中软

瓷产品更是拥有多种功能型产品，在市场上拥有同等性能产品的企业并不多见，在绿

色建筑材料行业具有一定的产品优势。公司经过多年的积累和发展，具备丰富的技术

和营销管理经验，拥有较强的市场开拓能力，组建了一支年轻化、学术化、具备高度

凝聚力和战斗力的工作团队，在境内外的绿色建筑材料领域中发展稳定。公司经过多

年的经营，凭借过硬的研发设计能力、优质的产品性能及质量等方面的优势，在国外

市场成功开发了一批优质资源客户，并与主要客户形成了良好的合作关系，通过优质

的售后服务进一步提高了公司与客户之间的黏度。公司客户主要分布于国外，2017年

1-3月、2016年度和2015年度公司主营业务收入中来自国外的主营业务收入占比分别

为98.44%、99.79%和81.96%。 

公司的竞争劣势主要是国内品牌知名度有限和公司规模化经营受限。我国的绿色

建筑材料行业整体还处于成长初期，竞争较为激烈，市场内品牌繁多。虽然公司通过

多年积累，形成了一定品牌优势与国外客户群，但受到国内绿色建筑材料行业发展初

期的影响，在国内的影响力仍然有限。随着市场竞争的不断加剧，公司需要积极开发

国内市场，加强巩固品牌知名度与影响力。公司经过多年的积累和发展，已具备了一

定的规模化经营的基础，但由于公司生产布点较少，目前仅有武汉、徐州两个生产子

公司，产品辐射范围较少，无法满足全国建筑与装修快速发展的需要，影响了公司在

国内的市场占有率，公司的规模化经营受到一定局限。 

请主办券商及会计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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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核查毛利水平以及波动是否合理； 

①尽调过程 

主办券商针对毛利进行了核查，主要的核查手段如下： 

查询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审阅了同行业企业披露的相关财务信息，将同

行业企业毛利率与公司毛利率进行比较分析，公司与行业毛利水平不存在重大差异，

波动趋势较为一致；核对销售合同、报关单、货运提单、银行回单等凭证，对公司销

售和收款进行穿行测试，未发现异常情况；实地走访国外第一大客户 MAKATI 

DEVELOPMENT CORPORATION，对公司与其合作情况、公司销售给其产品规模、

产品流向等进行访谈，与公司销售情况相符；对主要客户进行发函询证进行确认，相

关记录与原始凭证核对一致，询证函回函相符；查阅公司成本结转凭证，并与确认收

入情况进行复核，公司报告期内收入、成本的配比关系合理。 

②事实依据 

同行业公司相关公开转让说明书、财务报表和审计报告、 

销售合同、报关单、货运提单、银行回单、询证函回函、客户走访记录、相关记

账凭证。 

③分析过程 

2017年1-3月、2016年度和2015年度，公司综合毛利率分别为58.39%、51.17%和

27.04%，毛利率逐年增长。公司毛利率的波动主要来源于活动房屋、轻质节能板材和

轻工制品毛利率波动影响。活动房屋毛利率增长主要因为①公司活动房屋2014年开始

进入菲律宾市场，为扩大市场份额，并吸引公司报告期内最大的建筑材料客户

MAKATI DEVELOPMENT CORPORATION，公司2015年度仍采取了销售价格相对优

惠的销售模式，随着公司产品良好的性能和质量得到了下游客户的认可，加之公司产

品不断优化，活动房屋所使用墙体板材性能有所改进，同时配套提供更完善的设计、

指导及售后服务等增值服务，2016年初公司对产品售价进行了适当提高，从而使得活

动房屋的销售收入有所增加；②2015年由于客户采购订单太过集中，项目工地产品存

放空间不足，为解决此问题，2016年开始客户根据工程进度进行计划采购，采购量随

着工程进度放缓有所降低，公司的销售量有所下降，成本也相应降低；③活动房屋以

外销为主，且以美元计价，从2015年起，美元兑人民币汇率开始持续升值，使得公司

产品以人民币计价的单价持续提升，在公司产品成本以人民币计价的基础上，进一步

推高了产品毛利水平；④活动房屋不是定型的产品，不同规格和配件成本会有所差异，

根据规格和配件波动，总体成本差异不大；而2016年活动房屋的设计和技术含量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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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需求有所提高，售价提高，产品附加值高，故毛利率增长较快。条板成型机组为

武汉万卓自行设计、定制加工的专用设备，整体技术含量较高，毛利率也相对较高，

2015年毛利率较低的主要原因为2015年销售了条板成型机组及配套的零散部件，由于

零散部件单独销售的毛利率较低，导致2015年毛利率远低于2016年水平。轻工制品

2017年1-3月、2016年度和2015年度的毛利率分别为46.48%、37.82%和45.66%，轻工

制品毛利率整体较为稳定，2016年毛利率略有下降。从行业来看，综合考虑公司销售

和生产模式，公司定位、客户分布情况，毛利率水平与同行业可比公司不存在重大差

异。 

④结论意见 

基于前述情况，主办券商认为，公司毛利水平及波动是合理的。 

（2）针对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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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尽调过程 

主办券商针对营业成本和期间费用划分归集的合规性和与收入成本配比关系进

行了核查，主要核查手段如下： 

查阅公司审计报告；取得公司营业成本、销售费用、管理费用及财务费用明细表，

并按照各项目抽查相关明细账，并核查相应的合同、发票等原始单据，判断划分归集

是否合理；对公司期间费用占营业收入的比重变动进行了分析性复核；对成本结转和

收入的确认进行了抽查，核查成本归集、分配和结转的过程是否合理。 

②事实依据 

审计报告、销售合同、采购发票、营业成本、销售费用、管理费用及财务费用

明细表，相关记账凭证及其附件。 

③分析过程 

2017年1-3月、2016年和2015年公司主营业务成本包括直接材料、直接人工、制

造费用和不可抵进项税。其中直接材料2017年1-3月、2016年和2015年占各期主营业

务成本的比重分别为86.71%、92.67%和95.93%，是构成主营业务成本最主要的部分。

公司收入上升主要是因为产品销售单价上升，销售数量下降，因此与销量呈正相关关

系的产品成本相应降低。公司采购商品时按照实际采购成本入账，在销售时根据订单

按照销售商品的数量结转相对应商品的成本，对于不可抵进项税部分按照订单归集并

及计入主营业务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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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销售费用、管理费用和财务费用，公司均根据实际情况对费用进行二级明

细的划分，并在实际发生或归属于当期费用摊销时，计入相对应的费用明细。 

④结论意见 

主办券商认为，报告期内营业成本和期间费用的各组成项目的划分归集合理合

规，收入成本相互匹配。 

19、公司 2015 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 346.99 万元，而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率为-629.60%，请公司说明二者正负不一致的原因，是否存在列示错误

或计算错误。请主办券商和会计师予以核查。 

公司回复： 

公司 2015 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 346.99 万元，而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净利率为-629.60%的原因主要是因为报告期内公司存在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根

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9 号——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的计

算及披露》（2010 年修订）规定：“报告期发生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的，计算加权平

均净资产收益率时，被合并方的净资产从报告期期初起进行加权；计算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时，被合并方的净资产从合并日的次月起进行加权。

计算比较期间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时，被合并方的净利润、净资产均从比较期间

期初起进行加权；计算比较期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时，被

合并方的净资产不予加权计算（权重为零）。” 

公司 2015 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资产收益率=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

于普通股股东的当期净利润/当期加权平均净资产 

当期加权平均净资产 E2=E0+P1÷2+Ei*Mi÷M0-Ej*Mj÷M0+Ek*Mk÷M0 

E0=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期初净资产；P1=报告期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

利润；Ei=报告期发行新股或债转股等新增的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资产；Ej=报

告期回购或现金分红等减少的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资产；Ek=其他事项引起的

净资产增减变动；M0 报告期月份数；Mi 为增加股份下一月份起至报告期期末的月份

数；Mj 为减少股份下一月份起至报告期期末的月份数； 

据此，公司 2015 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资产收益率计算过程如下： 

单位：元 

项  目 序号 2015 年度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不含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取得 A 3,090,1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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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净损益） 

非经常性损益（不含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取得的子公司期初至合

并日的当期净损益） 
B -58,548.00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C=A-B 3,148,668.15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期初净资产（不含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取得的子公司净资产） 
D -2,045,165.79 

发行新股或债转股等新增的、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资产 E1  

新增净资产次月起至报告期期末的累计月数 F1  

发行新股或债转股等新增的、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资产 E2  

新增净资产次月起至报告期期末的累计月数 F2  

回购或现金分红等减少的、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资产 G  

减少净资产次月起至报告期期末的累计月数 H  

其他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比较期间被合并方的实

收资本变化 
I1 4,011,500.00 

增减净资产次月起至报告期期末的累计月数 J1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导致净资产变动 I2  

增减净资产次月起至报告期期末的累计月数 J2  

联营企业除净损益、其他综合收益以及利润分

配以外的所有者权益的其他变动 
I3  

增减净资产次月起至报告期期末的累计月数 J3  

报告期月份数 K 12 

加权平均净资产(不含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取得的子公司净资

产） 

L=D+A/2+E

×F/K-G×H/K

±I×J/K 

-500,105.72 

扣除非经常损益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N=C/L -629.60% 

公司 2015 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 346.99 万元，而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净利率为-629.60%，二者正负不一致的原因为以前年度公司处于成长积累阶段，

资产和股东权益规模较小，公司发展初期成本费用开支较多，公司亏损导致归属于公

司普通股股东的期初净资产为负值，加权平均净资产也为负值，因此虽然 2015 年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正，但是扣除非经常损益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为负值。 

主办券商回复： 

（1）尽调过程 

主办券商查阅了公司的审计报告；查阅相关信息披露规定；复核公司 2015 年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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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和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率的计算依据和计算过程。 

（2）事实依据 

审计报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9 号——净资产收益率和

每股收益的计算及披露》（2010 年修订）相关规定。 

（3）分析过程 

根据公司审计报告，相关信息披露规定，重新计算复核公司 2015 年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 346.99 万元和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率为-629.60%，不存在

列示错误或计算错误。 

（4）结论意见 

经核查，主办券商认为，公司 2015 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 346.99 万

元，而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率为-629.60%的计算正确，不存在列示错误或计算

错误。 

20、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波动较大，最近一期为负。请公司：（1）

说明其原因及合理性；（2）分析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与净利润

的匹配性，分析二者差异较大的原因；（3）公司针对现金流量净额短缺采取的应对措

施及有效性。请主办券商和会计师发表明确核查意见。 

公司回复： 

（1）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波动较大，最近一期为负的原因及合理

性； 

公司 2017 年 1-3 月、2016 年度和 2015 年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

-102.50 万元、1,187.23 万元和 192.95 万元。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波动

较，最近一期为负数的原因为： 

①随着公司的发展，产品不断升级，作为主要产品的活动房屋设计和技术含量都

有所提高，故产品售价提高，产品的附加值增加，收入的增长明显高于成本的增加，

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016 年较 2015 年大幅上升。 

②2016 年随着公司运营更加规范，对应收账款回款的控制更加严格，2016 年中

介机构介入，公司经营管理更加规范，销售货物回款及时，期末应收账款金额大幅度

下降，2016 年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比 2015 年增加 23,041,895.20 元，增长

率为 50.64%。2016 年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比 2015 年减少 23,505,43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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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减少比率为 67.95%，主要是支付的承兑保证金和往来款的减少。因此公司经营

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016 年较 2015 年大幅增加。 

③2017 年第一季度为公司业务淡季，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较少，2017

年 3 月 31 日存货比 2016 年 12 月 31 日增加 1,112,336.47 元，导致最近一期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额为负数。 

（2）分析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与净利润的匹配性，分析

二者差异较大的原因； 

2017 年 1-3 月、2016 年度和 2015 年度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

-1,024,981.64 元、11,872,331.25 元和 1,929,534.42 元；2017 年 1-3 月、2016 年度和 2015

年度 2017 年 1-3 月公司净利润分别为 1,222,455.77 元、12,465,444.13 元和 4,340,793.73

元。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与净利润的差异略大，主要是因为 1-3 月为公

司采购备货期，存货增加，经营性应付项目减少；2016 年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增幅较大的主要原因是 2016 年公司进行股改并着手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挂牌的准备工作，公司经营管理在券商等中介机构的督促下更加规范，及时收回了应

收账款，经营性应收项目大幅减少。总体而言，对比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及

净利润形成情况，符合公司经营现状，属于正常差异。 

（3）公司针对现金流量净额短缺采取的应对措施及有效性。请主办券商和会计

师发表明确核查意见。 

2017 年 1-3 月，公司现金流量净增加额为 24,147,977.30 元，期末现金及现金等

价物余额为 31,443,618.32 元，公司现金流量情况良好，由于 2017 年 1-3 月为公司淡

季，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短缺，公司针对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短缺采取如下应对

措施： 

①收回投资。收回银行理财投资 8,300,000.00 元及投资收益 19,803.84 元。 

②股东投入资金。2017 年 3 月 30 日，公司变更注册资本，增加注册资本

13,000,000.00 元，新增股份分别由徐琪、长岛县辰涵海珍品有限公司、陈月龙、王晨

竹、杨文焱以每股 1.5 元的价格认购，认缴金额 19,500,000.00 元，均以银行存款的方

式投入公司，超额部分 6,500,000.00 元计入资本公积（股本溢价）。这两种方式均及时

而有效的弥补了 2017 年资金的短缺。 

③加快应收账款的回款速度。2017 年 3 月 31 日现金流资金的短缺是暂时的，该

阶段由于春节假期的影响是公司的销售淡季，公司对期后的销售和收款情况进行了追

踪检查，公司在期后产品销量上升，并加强了对销售回款的控制，有效弥补了该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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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短缺的现状。 

2017 年 1-6 月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正，上述应对措施有效。 

主办券商回复： 

①尽调过程 

主办券商询问了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会计师公司现金流量波动原因；查阅了公司

审计报告、银行对账单及期后银行流水等资料；分析公司现金流量表构成明细。 

②事实依据 

访谈记录、审计报告、银行对账单、期后银行流水等。 

③分析过程 

公司 2017 年 1-3 月、2016 年度和 2015 年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

-102.50 万元、1,187.23 万元和 192.95 万元。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波动

较，最近一期为负数原因主要为 2017 年第一季度为公司业务淡季，销售商品、提供

劳务收到的现金较少，2017 年 1-3 月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为负值；2016 年经营活

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 2015 年增幅较大的原因主要为，2016 年中介机构介入，公

司经营管理更加规范，及时收回应收账款，经营性应收项目大幅减少。 

2017 年 1-3 月、2016 年度和 2015 年度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与净利

润的差异主要为 2017 年 1-3 月为公司采购备货期，存货增加，经营性应付项目减少；

2016 年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增幅较大的主要原因是 2016 年中介机构介入，

公司经营管理更加规范，及时收回应收账款，经营性应收项目大幅减少。对比公司经

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及净利润形成情况，符合公司经营现状，属于正常差异。 

根据期后公司银行流水，公司现金流量净额情况良好，应对措施有效。 

④结论意见 

主办券商认为，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波动较大，最近一期为负的原

因真实合理；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与净利润匹配，差异原因合

理；公司针对现金流量净额短缺采取的应对措施有效。 

21、公司 2015 年应收账款金额及占比较大，报告期内大幅下降。请公司：（1）

说明 2015年应收账款金额及占比偏大的原因，并分析 2016年起大幅下降的原因；（2）

说明公司报告期内销售政策、信用政策是否有变化，如是，请补充披露相关信息；（3）

结合结算模式和业务特点补充披露合理性。请主办券商和会计师对发表明确核查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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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回复： 

（1）说明 2015 年应收账款金额及占比偏大的原因，并分析 2016 年起大幅下降

的原因； 

2015 年应收账款金额及占比偏大，2016 年起大幅下降的原因为： 

①2015 年武汉万卓新材料有限公司出售给柔美（武汉）新材料有限公司活动房屋

和条形成型机组共计 8,232,500.00 元，收回资金 3,739,000.00 元，应收账款金额

4,493,500.00 元，占全部应收账款金额的 46.23%。2016 年该部分资金全部收回。 

②公司的主要客户是菲律宾 MAKATI DEVELOPMENT CORPORATION，2015

年占全年收入比例的 60.14%，2016 年占全年收入比例的 71.71%，2015 年应收账款中

尚有 3,857,507.46 元尚未收回，占应收账款比例为 39.69%，随着跟客户合作时间的增

长，合作关系加深，加快了货款的回收速度 2016 年该部分销售金额已全部收回。 

③2016 年中介机构介入后，公司对应收账款的回款情况更加重视，公司运营更加

规范，对回款的控制更加严格。 

（2）说明公司报告期内销售政策、信用政策是否有变化，如是，请补充披露相

关信息；（3）结合结算模式和业务特点补充披露合理性。 

公司已在公开转让说明书“第四节 公司财务”之“三、报告期内主要会计数据

和财务指标的重大变化及说明”之“（五）主要资产情况”之“3、应收账款”之“（1）

最近两年一期的应收账款及坏账准备情况表：”中补充披露如下： 

“为打开国外市场，2015 年公司采取了销售价格相对优惠的销售政策，随着公

司产品良好的性能和质量得到了客户的认可，加之公司产品不断优化，服务不断完善，

2016 年开始公司提高产品价格及产品附加值的销售政策吸引客户。2016 年公司为筹

备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聘请中介机构对公司业务、财务、法律等方面

进行规范，减少关联交易的发生，加快应收账款的周转，提高期末应收账款回收力度，

公司应收账款信用政策有所收紧，因此 2016 年应收账款余额较 2015 年大幅下降。公

司业务主要分布在国外，主要通过电汇方式及时与客户进行结算，报告期公司结算模

式和业务特点无重大变化。” 

请主办券商和会计师对发表明确核查意见。 

①尽调过程 

主办券商询问了公司高级管理人员销售政策、信用政策、结算模式和业务特点；

查阅了公司重大业务合同、报关单、货运提单、应收账款明细表、营业收入明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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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对账单、往来询证函回函等资料；对大额应收账款抽查了凭证，确认销售发生的

真实性；对期后收款情况进行了核查，公司应收账款客户均在正常收款中。 

②事实依据 

访谈记录、重大业务合同、报关单、货运提单、应收账款明细表、营业收入明细

表、银行对账单、往来询证函回函、期后银行流水。 

③分析过程 

根据公司与客户签订的销售合同、货运提单、报关单、应收账款明细表和询证函

回函、银行对账单等资料，公司应收账款真实完整，公司期后应收账款也在正常收回。

2015 年末公司应收账款金额及占比较大的是关联方柔美（武汉）新材料有限公司

4,493,500.00 元 （ 占 比 46.23% ） 和 菲 律 宾 MAKATI DEVELOPMENT 

CORPORATION3,857,507.46 元（占比 39.69%）。2016 年公司聘请中介机构之后，规

范了关联交易，与关联方柔美（武汉）新材料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大幅下降，并加紧

了应收账款的催收，2016 年应收账款期末余额大幅下降。 

经询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查阅相关合同，对比 2015 年、2016 年公司主要产品

销售价格及账款回收情况，2015 年公司主要产品活动房屋为打开国外市场，采用了销

售价格相对优惠的销售模式，随着公司产品良好的性能和质量得到了客户的认可，加

之公司产品不断优化，活动房屋所使用墙体板材性能有所改进，同时配套提供更完善

的设计、指导及售后服务等增值服务，2016 年初公司对产品售价进行了提高。2016

年关联交易较 2015 年大幅下降，应收账款回款较 2015 年好。公司业务主要分布在国

外，主要通过电汇方式及时与客户进行结算，经查阅公司重大业务合同、银行对账单

等资料，报告期公司结算模式和业务特点无重大变化。 

④结论意见 

主办券商认为，公司关于 2015 年应收账款金额及占比偏大的原因，2016 年起大

幅下降的原因分析真实合理；公司报告期内销售政策、信用政策有变化并已结合结算

模式和业务特点补充披露了相关信息。 

22、公司 2015 年末存在大额应付票据，请公司说明其是否存在开具无真实交易

背景票据的情况。如是，（1）请公司分别说明报告期内无真实交易背景票据的发生原

因、总额、明细、解付情况及未解付金额；（2）如未解付，请公司说明未解付的原因

及依据，并对未解付票据金额对公司财务的影响程度进行分析；（3）请公司说明对于

该等票据融资行为的规范措施及规范的有效性；（4）请公司分析采用该等票据融资与

采用其他合法融资方式的融资成本的差异及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公司若不采用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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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票据融资方式，是否对公司持续经营造成重大不利影响；（5）请主办券商、申报会

计师就上述问题进行详细核查，请主办券商、律师对公司是否符合“合法规范经营”

的挂牌条件发表明确意见并详细说明判断依据；（6）请公司就上述事项做重大事项提

示。 

公司回复： 

公司与供应商湖北京骏建筑有限公司达成一致，以公司开具的银行承兑汇票支付

货款，2015 年末存在大额应付票据，具体明细如下： 

票据号码 收款人 承兑人 出票日期 到期日 金额（元） 

 3299815-3299819；

3299933-3299943 

湖北京骏建筑

有限公司 

中国民生银

行武汉汉西

支行 

2015/7/22 2016/1/22 2,484,711.22 

3371877-3371892 
湖北京骏建筑

有限公司 

中国民生银

行武汉汉西

支行 

2015/8/20 2016/2/20 2,742,334.47 

3433318-3433338 
湖北京骏建筑

有限公司 

中国民生银

行武汉汉西

支行 

2015/9/16 2016/3/16 3,297,907.65 

3520145-3520164 
湖北京骏建筑

有限公司 

中国民生银

行武汉汉西

支行 

2015/10/20 2016/4/20 2,899,087.33 

3563087-3563091 
湖北京骏建筑

有限公司 

中国民生银

行武汉汉西

支行 

2015/11/3 2016/4/20 645,158.00 

3608837-3608845 
湖北京骏建筑

有限公司 

中国民生银

行武汉汉西

支行 

2015/11/24 2016/2/24 1,930,415.80 

 3676826-3676828；

3677510-3677519 

湖北京骏建筑

有限公司 

中国民生银

行武汉汉西

支行 

2015/12/21 2016/3/21 2,395,706.75 

合计 
    

16,395,321.22 

上述票据的收款人湖北京骏建筑有限公司系公司的供应商,公司与上述收款人存

在真实的业务往来，公司按照法律法规及银行的相关规定提供保证金，公司历史上均

按时解付到期的银行承兑汇票，不存在违规、违约的情形，未发生过追索权纠纷的情

形。 

主办券商回复： 

（1）尽调过程 



 72 / 77 
 

主办券商针对公司应付票据执行了如下尽调程序： 

①获取或编制应付票据明细表，复核加计正确，并与报表数、总账和明细账合计

数核对相符； 

②将应付票据明细表与应付票据备查簿以下内容进行核对：票据号、付款人、出

票日期、到期日、票面金额、交易合同号及收款人等； 

③检查债务的合同、发票和收货单资料，核实交易、事项的真实性； 

④根据银行承兑协议，检查应存入银行的承兑保证金与其他货币资金相关明细科

目一致。 

⑤查阅了银行询证函回函、银行承兑汇票保证金账户的银行对账单及供应商询证

函回函。 

（2）事实依据 

应付票据明细表、审计报告、采购合同、发票、银行询证函回函、供应商询证函

回函。 

（3）分析过程 

经核查，公司报告期内的应付票据系在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立的票据，

以货币资金进行质押。报告期内，公司采购真实存在，其开具票据的收款人为公司的

供应商,开具银行承兑汇票均建立在真实的业务往来基础上，公司按照法律法规及银

行的相关规定提供保证金，公司历史上均按时解付到期的银行承兑汇票，不存在违规、

违约的情形，未发生过追索权纠纷的情形。 

（4）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主办券商认为，公司不存在开具无真实交易背景票据的情况，符合“合

法规范经营”的挂牌条件。 

二、中介机构执业质量问题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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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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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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回复： 

公司拟申请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分别聘请西部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湖南湘军律师事务所、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作为申

报券商、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 

报告期内，公司存在更换申报券商的情形。2015 年 11 月 24 日，公司曾与国泰君

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推荐挂牌并持续督导协议书》，公司与国泰君安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项目组在推荐挂牌时间进度上存在分歧，双方经友好协商予以终止合作。

2016 年 8 月 10 日，公司与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合同终止协议书》。 

主办券商回复： 

主办券商通过查阅公司与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的《推荐挂牌并持续督

导协议书》《合同终止协议书》、访谈公司董事长、查询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

国证券业协会等监管机构对外公开的监管信息。 

经核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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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主办券商回复： 

公司不存在曾申报 IPO 或向全国股份转让系统申报挂牌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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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主办券商回复： 

已以“股”为单位列示股份数。 

两年一期财务指标简表格式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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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的文件均重新签字盖章并签署最新日期。 

公司和中介机构将补充法律意见书、修改后的公开转让说明书等披露文件上传到

指定披露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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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已在《公开转让说明书》中“第一节 基本情况”之“二、股份挂牌情况”

之“（二）股东所持股份的限售情况”中列表披露可流通股股份数量。 

公司所属行业归类已在《公开转让说明书》中“第一节 基本情况”之“一、公

司简介”按照上市公司、国民经济、全国股份转让系统的行业分类分别列示。 

公司挂牌后股票转让方式已在《公开转让说明书》中“第一节 基本情况”之“二、

股份挂牌情况”之“（一）股份挂牌基本情况”中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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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重大事项已在公开转让说明书中披露。 

主办券商回复： 

公开披露文件中不存在不一致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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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请通过全国股份转让系统业务支持平台上传，并在上传回复文件时作为附件提交。 

公司、主办券商回复： 

公司及中介机构已按要求进行反馈回复，不存在申请豁免披露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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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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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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上述问题外，公司、主办券商对照《全国中小企业股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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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其他需要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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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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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以下为《关于威骏（湖北）高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挂牌申请文件的第

一次反馈意见的回复》之签章页） 

 

 

 

 

 

 

 

 

 

法定代表人（签字）：____________ 

徐琪 

威骏（湖北）高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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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以下为《关于威骏（湖北）高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挂牌申请文件的第

一次反馈意见的回复》之签章页） 

 

项目负责人签字： 

热孜叶·吾浦尔：_______________ 

项目组其他成员签字： 

 

邓晓炜：_____________      周品孜：_____________   

 

陈  琪：_____________              毛  丹：                 

 

梁津源：_____________ 

项目内核专员： 

 

艾军：____________ 

 

 

 

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盖章）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