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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绿洋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厦门绿洋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挂牌申请文件 

的第四次反馈意见》的回复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贵司第四次审查反馈意见已收悉，感谢贵公司对厦门绿洋环境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申请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申请文件的审核。厦门绿洋环境技术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主办券商”）

项目人员以及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

贵公司提出的反馈意见进行了认真讨论与核查，并逐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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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绿洋环境技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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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厦门绿洋环境技

术股份有限公司挂牌申请文件的第四次反馈意见》（以下简称“反馈意见”）的要

求对《公开转让说明书》进行了修改和补充，并已在《公开转让说明书》中以楷

体加粗标明。 

本回复中的字体代表以下含义： 

 黑体（不加粗）： 反馈意见所列问题 

 宋体（不加粗）： 对反馈意见所列问题的回复 

 楷体（加粗）： 对公开转让说明书（申报稿）的修改或补充披露部分 

现就《反馈意见》中提及的问题逐项说明如下： 

  



1、鉴于公司申报文件使用的财务数据已超过有效期，请补充审计并更新相

关申报文件，原则上加期更新的申报财务报表有效期不得少于 2个月。请主办券

商、律师和会计师对补充审计期间的事项补充尽调，并履行内控程序后更新各自

推荐文件或专业报告。补充审计期间，我司对该申请中止审查，待更新完成后重

启审查程序。 

回复：已知悉。 

2、请公司对首次申报后重大事项予以说明，请说明其披露情况。 

【公司回复】 

公司首次申报后至本反馈意见回复之日重大事项，并在公开转让说明书中补

充披露如下： 

（1）新增合同情况 

已在公开转让说明书“第二节 公司业务”之“四、公司主营业务相关情况 （三）

报告期内对持续经营有重大影响的业务合同及履行情况”中补充披露如下： 

1、采购及安装合同 

（1）除尘器工程项目采购及安装合同 

公司界定签署金额在 50万元以上的或者虽然不足50万元但对公司业务产生

较大影响的合同为重大采购及安装合同，本反馈回复出具之日，除尘器工程项目

采购及安装合同信息及履行情况如下：： 

序号 合同对方 合同内容 合同金额（元） 签订日期 履行情况 

1 
福建欣隆环保

股份有限公司 

中铝中州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熟料窑（4#）除尘改造项目工

程总承包 

11,000,000.00 2018年 5月 正在履行 

2 
福建欣隆环保

股份有限公司 

中铝中州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熟料窑（6#）除尘改造项目工

程总承包 

10,900,000.00 2018年 5月 正在履行 

3 
福建欣隆环保

股份有限公司 

中铝中州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熟料窑（7#）除尘改造项目工

程总承包 

10,900,000.00 2018年 5月 正在履行 

4 
福建欣隆环保

股份有限公司 

中铝山东新材料有限公司大气

污染综合防治项目熟料窑烟气
23,500,000.00 2018年 2月 正在履行 



除尘装置及其附属设施（5#、

6#熟料窑烟气除尘器的设备及

安装） 

5 
福建欣隆环保

股份有限公司 

安钢集团信阳钢铁有限责任公

司 1#烧结机机头配套

XLY236/2-5 高效电除尘器（含设

备采购和设备安装） 

9,600,000.00 2017 年 10 月 履行完毕 

6 
福建欣隆环保

股份有限公司 

中铝中州铝业 6#熟料窑配套

XLY224-2-4 配套的高效电除尘

器（含制作、安装等） 

9,920,000.00 2017 年 9 月 履行完毕 

7 
福建欣隆环保

股份有限公司 

淄博齐林傅山钢铁 2×92 ㎡烧

结机脱硫除尘改造项目设备制

作 

175,050.00 2017 年 7 月 履行完毕 

8 郭毅 

淄博齐林傅山钢铁 2×92 ㎡烧

结机脱硫除尘改造项目安装调

试 

640,000.00 2017 年 7 月 履行完毕 

9 
广东埃森环保

科技有限公司 

淄博齐林傅山钢铁 2×92 ㎡烧

结机脱硫除尘改造项目雾化器

采购 

1,950,000.00 2017 年 7 月 履行完毕 

10 

武汉宝洁环境

工程技术有限

公司 

屋脊除雾器、旋转除雾器 800,000.00 2017 年 7 月 履行完毕 

11 
福建欣隆环保

股份有限公司 

信阳信钢中升冶炼材料加工贸

易有限公司烧结机头 XLY113-3

电除尘器钢结构加工承揽 

1,794,654.40 2017 年 2 月 履行完毕 

12 
福建欣隆环保

股份有限公司 

信阳信钢中升冶炼材料加工贸

易有限公司烧结机头配套静电

除尘器及配套设备安装施工工

程 

579,488.00 2017 年 2 月 履行完毕 

13 
福建欣隆环保

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信阳钢铁 4#烧结机头

XLY185-3 静电除尘器项目本体

保温安装承包 

366,600.00 2016 年 12 月 履行完毕 

14 
福建欣隆环保

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信阳钢铁 4#烧结机头电除

尘器加工承揽 
2,084,352.51 2016 年 10 日 履行完毕 

15 
福建欣隆环保

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信阳钢铁 4#烧结机头

XLY185-3 静电除尘器项目安装 
830,380.00 2016 年 10 月 履行完毕 

16 
福建欣隆环保

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淄博齐林傅山钢铁有限公

司 2×90 ㎡烧结机头静电除尘

器本体保温安装 

686,000.00 2016 年 9 月 履行完毕 



17 
福建欣隆环保

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淄博齐林傅山钢铁有限公

司 2×90 ㎡烧结机头静电除尘

器及配套设备安装施工 

1,531,075.00 2016 年 9 月 履行完毕 

18 
福建欣隆环保

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淄博齐林傅山钢铁有限公

司 2×90 ㎡烧结机头静电除尘

器钢结构加工承揽 

1,051,894.00 2016 年 9 月 履行完毕 

19 

斯诺堡（定州）

环保设备制造

有限公司 

山东淄博齐林傅山钢铁有限公

司 2×90 ㎡烧结机头配套静电

除尘器钢结构加工承揽 

2,961,500.00 2016 年 8 月 履行完毕 

（2）公司除尘器电控设备的原材料采购合同 

报告期内，公司界定签署金额在 50 万元以上的或者虽然不足 50 万元但对公

司业务产生较大影响的合同为重大采购合同，主要采购合同信息及履行情况如下： 

序号 合同对方 工程名称 合同金额（元） 签订日期 履行情况 

1 
福建逢兴机电

设备有限公司 
低压柜及母线桥架 560,000.00 2018年 3 月 履行完毕 

2 

晋江市宝泉机

电贸易有限公

司 

低压交联电缆 297,120.00 2016 年 1 月 履行完毕 

3 

晋江市宝泉机

电贸易有限公

司 

低压交联电缆 602,880.20 2016 年 3 月 履行完毕 

注：公司自主生产的电源控制设备采购的原材料主要有箱体、柜体、电压、

电流表、电缆线等部件，主要以小额、多批方式进行采购。 

2、销售合同 

公司界定签署金额在 100 万元以上的合同为重大销售合同，截止本反馈回复

出具之日，重大销售合同信息及履行情况如下： 

序号 客户名称 项目名称、合同标的 合同金额（元） 签订日期 履行情况 

1 

中铝中州新材

料科技有限公

司 

4#、6#、7#熟料窑电除尘

改造、输灰系统改造、旋

风收尘改造等工程 EPC

总承包 

54,375,000.00  2018年 5月 正在履行 

2 
中铝山东新材

料有限公司 

中铝山东新材料有限公

司大气污染综合防治项

目——5#、6#熟料窑收尘

改造工程 EPC总承包 

33,518,000.00 2018年 2月 正在履行 



3 

张家口宣化昌

通环保设备有

限公司 

三相电源（含母排） 1,800,000.00 2018年 3月 正在履行 

4 三相电源 1,000,000.00 2018年 5月 正在履行 

5 三相电源 1,800,000.00 2018年 5月 正在履行 

6 三相电源 1,400,000.00 2018年 6月 正在履行 

7 三相电源 1,400,000.00 2018年 6月 正在履行 

8 

安钢集团信阳

钢铁有限责任

公司 

信钢炼铁厂 1#烧结机机

头配套高效电除尘器 
12,990,000.00 2017 年 9 月 未完工 

9 
中铝中州铝业

有限公司 

6#熟料窑烟气超低排放

改造项目-收尘工程 
16,999,000.00 2017 年 8 月 

2017 年 12 月

已验收 

10 
淄博齐林傅山

钢铁有限公司 

淄博齐林傅山钢铁2×92

㎡烧结机脱硫系统烟气

超洁净排放改造工程 

8,000,000.00 2017 年 6 月 

2017 年 12 月

已完工，尚未

验收 

11 
涿鹿晨阳环保

科技有限公司 
高低压控制系统 2,160,000.00 2017 年 5 月 履行完毕 

12 

信阳信钢中升

冶金材料加工

贸易有限公司 

信钢中升冶金建材加工

贸易有限公司 36 ㎡烧结

机机头配套高效电除尘

器 

5,980,000.00 2016 年 12 月 
2017 年 10 月

已验收 

13 

安钢集团信阳

钢铁有限责任

公司 

信钢炼铁厂 4#烧结机机

头配套高效电除尘器 
7,990,000.00 2016 年 9 月 

2017 年 12 月

已验收 

14 
淄博齐林傅山

钢铁有限公司 

烧结电除尘改造项目合

同（2*92m²烧结机头配套

新建高效电除尘设备） 

13,500,000.00 2016 年 8 月 
2016 年 12 月

已验收 

15 

张家口宣化昌

通环保设备有

限公司 

采购合同（180mm²电除

尘器配套电控设备） 
3,200,000.00 2016 年 8 月 履行完毕 

16 

张家口宣化昌

通环保设备有

限公司 

高低压控制系统 1,750,000.00 2016 年 7 月 履行完毕 

注：序号 8 中铝中州铝业有限公司 6#熟料窑烟气超低排放改造项目-收尘工程，根据中铝中

州有限公司的需要，更改为 5#熟料窑烟气超低排放改造项目。 

3、借款合同 

公司报告期内履行的借款合同信息如下表： 

序号 合同对方 金额（元） 合同内容 借款期限 履行情况 

1 厦门银行 700,000.00 借款 2014.01.10-2016.12.20 履行完毕 

2 兴业银行股份有 1,000,000.00 流动资金借款 2015.2.4-2016.1.29 履行完毕 



限公司厦门分行 

3 
兴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厦门分行 
1,600,000.00 流动资金借款 2015.06.05-2016.06.04 履行完毕 

4 
兴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厦门分行 
1,400,000.00 流动资金借款 2015.06.10-2016.06.09 履行完毕 

5 厦门银行 2,000,000.00 借款 2015.12.17-2016.12.17 履行完毕 

6 
兴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厦门分行 
4,000,000.00 流动资金借款 2016.06.14-2017.06.13 履行完毕 

7 厦门银行 3,000,000.00 借款 2017.01.10-2018.04 履行完毕 

8 厦门银行 1,000,000.00 借款 2017.01.10-2018.04 履行完毕 

9 
兴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厦门分行 
2,000,000.00 流动资金借款 2017.05.12-2018.04 履行完毕 

10 
兴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厦门分行 
2,000,000.00 流动资金借款 2017.05.18-2018.04 履行完毕 

11 
上汽通用汽车金

融有限责任公司 
169,999.00 汽车抵押贷款 2017.6.12-2018.12.11 正在履行 

12 厦门银行 3,000,000.00 借款 2018.04.25-2019.04.25 正在履行 

13 
兴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厦门分行 
3,000,000.00 借款 2018.3.16-2019.3.15 正在履行 

14 
兴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厦门分行 
4,000,000.00 借款 2018.4.20-2019.4.19 正在履行 

4、对外担保合同 

公司报告期内履行的对外担保合同信息如下表： 

序号 被担保方 债权人 
担保金额

（元） 
合同内容 

担保期

限 
履行情况 

1 谢友金、洪雪芹 

平安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厦门

湖里支行 

480,000.00 
个人担保

贷款 

2014.10.

30-2017.

10.31 

履行完毕 

2 谢友金、洪雪芹 

平安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厦门

湖里支行 

259,000.00 
个人担保

贷款 

2014.12.

10-2017.

12.10 

履行完毕 

3 谢友金、洪雪芹 

平安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厦门

湖里支行 

260,000.00 
个人担保

贷款 

2014.12.

10-2017.

12.10 

履行完毕 

5、其他重要合同 

（1）技术咨询服务合同 



序号 服务事项 合作方 签订日期 金额（元） 
履行 

状态 

1 

环境工程大气污染防治工程

专项设计资质乙级、建筑机

电工程专业承包三级施工资

质、安全生产许可证申请取

得 

福州安恒泰和信

息技术有限公司 
2016 年 1,757,681.00 履行完毕 

（2）技术转让（专利实施许可）合同 

序

号 
专利名称 

许可

方 

许可 

方式 
许可实施范围 许可期限 许可费用（元） 

履行

状态 

1 

一种切圆式

螺旋喷射湿

法烟气脱硫

装置 

华南

理工

大学 

普通

实施

许可 

河南、河北、山东、

山西、辽宁 5 省区

域内的冶金烧结

脱硫工程中使用 

2017.6.1

至 

2022.5.31 

1,800,000.00 
正在

履行 

（2）新发生的关联交易 

已在公开转让说明书“第四节 公司财务与会计信息”之“九（二）关联交易”

中补充披露如下： 

“2018 年 1-4 月资金拆入 

关联方 2017年 12月 31日 累计拆借金额 累计归还金额 2018年 4月 30日 

谢友煌  3,500,000.00  3,500,000.00 

谢玉林 600,000.00  600,000.00  

柯岚  3,780,000.00 3,780,000.00  

2016 年和 2017 年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资金拆入事项，系公司资金紧张，通

过借入关联方资金解决经营暂时资金需求，双方经友好协商，约定无偿使用资金，

公司不需支付资金使用费。 

2018 年 1-4 月，向关联方借款主要是为了清理不规范贷款的需要，详细情

况见本公开转让说明书 “第二节 公司业务之四、公司主营业务相关情况之（二）

产品的原材料、能源供应与供应商情况之 3、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供应商情况。” 

2018 年 4 月 19 日，公司向谢友煌借款 350.00 万元，并于同日向兴业银行

还款 400.00 万元；2018 年 4 月 20日，公司向董事兼总经理柯岚借款 378.00 万



元，并于 4 月 23日向厦门银行还款 3,788,412.21 元。 

2018年 1-4月，公司向谢友煌、柯岚借款发生利息费用分别为 10,694.44元和 7,350.00

元。 

公司 2018 年 1-4 月向关联方的借款已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和

2018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其他经常性关联交易及偶发性关联交易

已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 2017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3）股份公司成立后第一次权益分派 

2018 年 6 月 12 日，股份公司召开 2017 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同意对

2017 年度权益进行分派：以现有总股本 15,824,500 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向全

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5 股。权益分派前总股本为 15,824,500 股，权益分派后总股

本增至 23,736,750 股。 

已在公开转让说明书“第一节 基本情况”之“五（二）设立以来股本的形

成及其变化”中补充披露如下： 

“（3）2018 年 6 月，股份公司第一次权益分派【权益分派后注册资本为

2,373.6750 万元】 

2018 年 6 月 12 日，股份公司召开 2017 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同意对

2017 年度权益进行分派：以现有总股本 15,824,500 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向全

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5 股。权益分派前总股本为 15,824,500 股，权益分派后总

股本增至 23,736,750 股。 

2018 年 6月 22 日，公司取得厦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就本次变更换发的《营

业执照》。 

序号 股东 出资方式 股份数（股） 出资比例（%） 

1 谢友金 净资产、货币 8,700,000 36.65 

2 绿洋信德 货币 3,663,000 15.43 

3 谢世金 净资产、货币 2,850,000 12.01 

4 柯岚 净资产、货币 2,100,000 8.85 

5 绿洋众邦 净资产 2,088,750 8.80 



6 谢友煌 净资产、货币 1,950,000 8.22 

7 谢清友 净资产、货币 900,000 3.79 

8 谢玉林 净资产、货币 885,000 3.73 

9 吴志勇 净资产、货币 195,000 0.82 

10 谢钟明 净资产 135,000 0.57 

11 谢捷传 净资产 135,000 0.57 

12 陈清春 净资产 135,000 0.57 

合  计 23,736,750 100.00 

（4）公司 2018 年 1-4 月、2017 年度、2016 年度财务报告经董事会批准报

出 

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于 2018年 5月 23日决议批准报出经北京兴华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的 2018 年 1-4 月、2017 年度、2016 年度财

务报告，审计意见为标准无保留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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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下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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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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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下属子公司是否为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公司是否符合监管要

求，主办券商及律师是否按要求进行核查和推荐； 

1）尽调程序 

通过查看公司提供的企业信用报告，法定代表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提供的个人信用报告；以及查询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

人信息网、中国裁判文书网、证券期货市场失信记录查询平台、信用中国、厦门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网站、厦门市环境保护局网站、厦门市国家税务局、地方税务



局网站及相关互联网系统；查阅公司法定代表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具的承诺。 

2）事实依据  

企业信用报告，法定代表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提供的个人信用报告，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信息网、中国裁判文书网、

证券期货市场失信记录查询平台、信用中国、厦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网站、厦门

市环境保护局网站、厦门市国家税务局、地方税务局网站及相关互联网查询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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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诺。 

3）分析过程 

通过查询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信息查询系统、中国裁判文书网、证券期货

市场失信记录查询平台、信用中国及相关互联网系统进行核查，公司以及公司的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自报告期期初至申报后审查期间不存在被列入失信被

执行人名单、被执行联合惩戒的情形。 

4）结论意见 

综上，主办券商、律师认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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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无子公司）自报告期期初至申报后审查期间不

存在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被执行联合惩戒的情形，公司符合监管要求，主

办券商按要求进行了核查和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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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尽调程序 

主办券商对公司管理层进行访谈，查阅相关主管部门出具的公司无违法违规

证明，检索查询厦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网站、厦门市环境保护局网站、厦门市国

家税务局、地方税务局网站等主管部门网站及信用中国网站，查阅公司及公司法

定代表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企业信用报告

或个人信用报告，查阅公司及公司法定代表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具的未因违法行为被列入“黑名单”承诺。 



2）事实依据 

相关主管部门出具的公司无违法违规证明，通过环保、市场监督管理局、税

务等主管部门网站及信用中国网站查询到的信息，公司及公司法定代表人、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企业信用报告或个人信用报告、

无犯罪记录证明，查阅公司及公司管理层出具的未因违法行为被列入“黑名单”

承诺。 

3）分析过程 

通过在环保、市场监督管理局、税务等主管部门网站及信用中国网站等网站

查询检索，查阅公司及公司法定代表人谢友金，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谢友金，

董事谢友金、柯岚、谢世金、谢友煌、谢玉林，监事谢清友、谢钟明、连天华，

高级管理人员柯岚、谢世金、谢友煌、危东华企业信用报告或个人信用报告，以

及查阅厦门市地方税务局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税务分局、厦门市工商行政管理

局、厦门市国土资源与房产管理局、厦门市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安全生产监督

管理局、厦门市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国家税务局、厦门市翔安区建设局、厦门

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厦门市住房公积金中心等相关主管部门出具的公司无违法违

规证明，未发现前述主体受到刑事处罚或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受到行政处罚；未

发现公司被列入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的经营异常名录或严重违法企业名

录；未发现前述主体在“信用中国”网站上存在不良信用记录；未发现前述主体被

列入环保、食品药品、产品质量、税收违法和其他领域各级监管部门公布的其他

形式“黑名单”的情形。公司无子公司。 

公司及公司法定代表人谢友金，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谢友金，董事谢友金、

柯岚、谢世金、谢友煌、谢玉林，监事谢清友、谢钟明、连天华，高级管理人员    

柯岚、谢世金、谢友煌、危东华出具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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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结论意见 

综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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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无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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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述主体不

存在重大违法违规行为。主办券商、律师认为，公司符合“合法规范经营”的挂牌

条件。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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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确意见。 

【公司回复】 

报告期内，公司存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谢友金控制的厦门欣绿洋投资有

限公司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况。具体情况已在《公开转让说明书》“第三节 公司治

理 第六部分 公司最近两年及一期资金被占用或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

制企业提供担保情况 （一）公司资金被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

企业占用的情况”部分进行了如下披露： 

“公司的全体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均已出具不占用公司资金的承诺。股份公司

成立之后，公司的《公司章程》及《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

和《关联交易决策制度》对关联交易的决策权限、决策程序及关联董事、关联

股东的回避表决制度作出了明确的规定，严格规范关联交易行为。报告期末至

本公开转让说明书签署之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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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办券商回复】 

（1）尽调程序 

核查其他应收款、其他应付款明细账；检查公司银行对账单及明细账；查验

公司章程、董事会议事规则、股东大会议事规则及有关关联交易的制度规定，了

解公司使用备用金和报销费用的相关内部规定，核查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关联方关于避免资金占用承诺的履行情况。 

（2）事实依据 

其他应收款、其他应付款明细账；银行对账单及明细账；公司备用金和报销



费用的内部规定；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关联

方关于避免资金占用承诺。 

（3）分析过程 

报告期初至本反馈回复签署之日，经核查其他应收款、其他应付款明细账、

银行对账单，公司不存在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 

（4）结论意见 

经过主办券商及其他中介机构辅导规范后，股份公司建立了较为完善的治理

机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

则》、《监事会议事规则》、《关联交易决策制度》、《防止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

公司资金管理制度》等制度文件，对关联交易的决策权限、决策程序及关联董事、

关联股东的回避表决制度作出了明确的规定，从制度上防止股东及其关联方占有

或者转移公司资金、资产及其他资源的行为。公司的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已出具关

于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报告期初至本反馈回复签署之日，公司严格按照相关控

制制度执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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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上，主办券商、会计师、律师认为公司符合挂牌条件。 

5、关于业绩波动。（1）请公司结合各项业务开展情况、同行业可比公司情

况等量化测算并补充分析披露报告期营业收入、毛利率、净利润、现金流量净额

等大幅波动的具体原因及合理性，是否符合公司的实际经营状况；（2）结合合同

签订情况、函证等事实依据补充披露公司收入及波动情况是否真实。请主办券商

和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核查意见。 

（1）请公司结合各项业务开展情况、同行业可比公司情况等量化测算并补

充分析披露报告期营业收入、毛利率、净利润、现金流量净额等大幅波动的具体

原因及合理性，是否符合公司的实际经营状况； 

【公司回复】 

1）报告期营业收入、净利润大幅波动的具体原因及合理性，公司已在《公

开转让说明书》“第四节 公司财务会计信息”之“四、报告期内各期主要损益情

况”之“2、报告期内各期营业收入、利润及变动情况”进行披露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18 年 1-4 月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营业收入 5,790,424.36 46,156,187.79 33,762,465.31 

营业成本 3,448,622.96 31,567,985.78 22,730,991.89 

营业毛利 2,341,801.40 14,588,202.01 11,031,473.42 

营业利润 -451,220.84 4,310,796.52 3,517,083.60 

利润总额 -349,742.27 4,323,105.29 3,559,631.14 

净利润 -483,875.46 4,076,196.52 3,090,639.31 

2016 年、2017 年及 2018 年 1-4 月公司实现的营业收入分别为 33,762,465.31

元、46,156,187.79 元、5,790,424.36 元。其中：2017 年的营业收入较 2016 年增

长 36.71%；2018 年 1-4 月营业收入占 2017 年全年的 12.55%。 

2017 年公司营业收入较 2016 年大幅增加，业务规模迅速扩大，主要原因如

下： 

①电除尘器项目总包收入增加 

报告期内，公司利用在电除尘器电控设备领域的优势和多年来研发电除尘器

积累的技术经验，加大电除尘器项目的市场开拓力度，向下延伸产业链以增强公

司的盈利能力。公司 2016 年只完成淄博齐林傅山钢铁有限公司的电除尘器总包

项目，公司确认电除尘器项目总包收入 11,658,581.66 元。2017 年公司完成中铝

中州铝业有限公司 5#熟料窑烟气超低排放改造项目-收尘工程、信钢中升冶金建

材加工贸易有限公司 36 ㎡烧结机机头配套高效电除尘器及安钢集团信阳钢铁有

限责任公司信钢炼铁厂 4#烧结机机头配套高效电除尘器，分别实现销售收入

14,701,163.94 元、5,111,111.09 元和 6,918,038.48 元。综上，公司 2017 年电除尘

器项目总包收入较 2016 年增加 15,071,731.85 元 

②电除尘电源控制设备的收入稳定 

公司自成立以来主要从事电除尘电源控制设备的研发、生产和销售，积累了

丰富的行业经验和一定的品牌美誉度，与较多的电除尘器总包厂商建立了良好的

合作关系。2016 年、2017 年，公司电除尘电源控制设备分别实现销售收入

22,103,883.65 元、19,425,874.28 元，虽有所下降，但降幅不大。 

③国家环保政策推动市场需求增加 



公司生产的电除尘电源控制设备主要应用于钢铁、电力、有色金属、建材及

化工等行业，近年来国家陆续出台了多项涉及环境污染治理的法律、法规，不断

提高了钢铁、电力、有色金属、建材及化工等高污染行业的粉尘、二氧化硫、氮

氧化物等污染物的排放标准，促进了钢铁、电力、有色金属、建材及化工等行业

环境污染治理的规范化管理。 

随着国家对大气污染物排放的监管力度加大，下游钢铁、电力、有色金属、

建材及化工等行业对包括除尘设备在内的大气污染防治设备的新增及改造需求

维持在较高的水平，特别是国家大气污染“近零排放”要求的提出，大气污染物

排放要求大幅提高，对本行业的需求会大幅度的提升，从而促进行业的发展。 

2018 年 1-4 月，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5,790,424.36 元，仅占 2017 年全年营业

收入的 12.55%。2018 年 1-4 月营业收入金额占 2017 年全年营业收入比重较小，

主要是因为：公司 2017 年将工作重心逐渐转移到电除尘器项目总包服务上，公

司 2017 年的电除尘器项目总包收入占营业收入的比重为 57.91%，电除尘器项目

总包服务是公司未来收入的主要增长点。公司 2018 年 1-4 月建设相关总包项目

在报告期内尚未完成调试、验收，因此电除尘器总包项目尚未确认收入，造成公

司 2018 年 1-4 月的收入相对较低。 

（2）净利润等其他项目变动分析 

2016 年、2017 年和 2018 年 1-4 月公司实现净利润分别为 3,090,639.31 元、

4,076,196.52 元、-483,875.46 元。 

2017 年公司实现净利润较 2016 年增加 985,557.21 元，增幅达 31.89%，使公

司净利润增加的事项如下：①公司在保持毛利率基本稳定的同时营业收入大幅增

加，营业收入较 2016 年增加 12,393,722.48 元，营业毛利较 2016 年增加

3,556,728.59 元。②公司 2017 年取得政府补助为 753,000.00 元，较 2016 年增加

726,456.00 元。 

使公司净利润减少的事项如下：①公司 2017 年继续加大研发投入，提高了

研发人员的待遇，导致 2017 年的研发费用较 2016 年增加 752,602.46 元；②公

司启动向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申请挂牌，支付中介机构新三板挂牌费用导



致公司管理费用中的中介费较 2016 年增加 642,254.38 元。 

2018 年 1-4 月，公司实现净利润-483,875.46 元，较 2017 年全年大幅下降，

主要是因为公司收入主要构成部分的电除尘器总包项目仍处于在建，尚未确认收

入，营业收入金额较小，仅占 2017 年全年营业收入的 12.55%，但公司职工薪酬、

固定资产折旧、借款费用等固定成本较高，并未随收入同比例下降。 

综上，公司营业收入、净利润波动较大具有合理性，符合公司的实际经营状

况。 

2）报告期内公司毛利率波动的具体原因及合理性，公司已在《公开转让说

明书》“第四节 公司财务会计信息”之“四、报告期内各期主要损益情况”之“5、

报告期内各类业务的毛利率”之“（2）主营业务按产品分类毛利与毛利率的变动

趋势”及“五、最近两年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简表及分析”之“（一）盈利能力

分析”之“3、公司盈利能力指标对比分析”分别披露如下： 

单位：元 

产品分类 
2018 年 1-4 月 

收入 成本 收入比重 毛利率 

电除尘器配套电控设备及

备品备件 
5,790,424.36 3,448,622.96 100.00% 40.44% 

电除尘器项目总包     

合计 5,790,424.36 3,448,622.96 100.00% 40.44% 

（续表） 

产品分类 
2017 年度 

收入 成本 收入比重 毛利率 

电除尘器配套电控设备及

备品备件 
19,425,874.28 10,571,467.55 42.09% 45.58% 

电除尘器项目总包 26,730,313.51 20,996,518.23 57.91% 21.45% 

合计 46,156,187.79 31,567,985.78 100.00% 31.61% 

（续表） 

产品分类 
2016 年度 

收入 成本 收入比重 毛利率 

电除尘器配套电控设备及备品

备件 
22,103,883.65 14,560,907.41 65.47% 34.13% 

电除尘器项目总包 11,658,581.66 8,170,084.48 34.53% 29.92% 



合计 33,762,465.31 22,730,991.89 100.00% 32.67% 

2016 年、2017 年、2018 年 1-4 月，公司综合毛利率分别为 32.67%、31.61%

和 40.44%。2016 年、2017 年毛利率较为稳定，2018 年 1-4 月公司毛利率较 2017

年增加 8.84%。 

按产品具体分析毛利及毛利率变动如下： 

1）电除尘器配套电控设备及备品备件 

2016 年、2017 年、2018 年 1-4 月，公司电除尘器配套电控设备及备品备件

的毛利分别为 7,542,976.24 元、8,854,406.73 元、2,341,801.40 元，毛利占比分别

为 68.38%、60.70%、100.00%。2016 年、2017 年，公司电除尘器配套电控设备

及备品备件贡献毛利金额较为稳定，为公司主要的利润来源。 

2016 年、2017 年、2018 年 1-4 月，公司电除尘器配套电控设备及备品备件

毛利率分别为 34.13%、45.58%、40.44%，其中 2017 年、2018 年 1-4 月毛利率较

2016 年增加较多，主要因为：公司下游客户环保监管压力较大，公司技术优势

突出，客户认可度较高，公司议价能力增强。 

2018 年 1-4 月公司电除尘器配套电控设备及备品备件毛利率较 2017 年有所

下降，主要原因系：春节假期期间，公司生产销售的产品较少，2018 年公司提

高了制造工人的待遇，固定资产折旧、人工工资等单位固定成本较高。 

2）电除尘器项目总包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为增强盈利能力及扩大公司规模，积极开拓钢铁行业的电除

尘器项目总包业务，相继承包了淄博齐林傅山钢铁有限公司 2*92 ㎡烧结机头新

建高效电除尘器设备项目、安钢集团信阳钢铁有限责任公司 4#烧结机头配套高

效电除尘器项目、信阳信钢中升冶金材料加工贸易有限公司 36 ㎡烧结机头配套

高效电除尘器项目、中铝中州铝业有限公司熟料窑烟气超低排放改造项目-收尘

工程及淄博齐林傅山钢铁有限公司烧结机脱硫系统烟气超洁净排放改造工程项

目。其中淄博齐林傅山钢铁有限公司的电除尘器项目总包业务于 2016 年安装完

毕并验收合格，公司确认收入 11,658,581.66 元。 

2017 年公司完成中铝中州铝业有限公司 5#熟料窑烟气超低排放改造项目-



收尘工程、信钢中升冶金建材加工贸易有限公司 36 ㎡烧结机机头配套高效电除

尘器及安钢集团信阳钢铁有限责任公司信钢炼铁厂 4#烧结机机头配套高效电除

尘器，分别实现销售收入 14,701,163.94 元、5,111,111.09 元和 6,918,038.48 元。 

2017 年，公司电除尘器项目总包业务的毛利率为 21.45%，较 2016 年有所下

降，主要原因：①2017 年公司电除尘器项目总包业务的客户主要为钢铁行业和

有色金属行，公司钢铁行业客户的合同金额较小，其毛利率相对较低；②公司承

包的中铝中州铝业有限公司 5#熟料窑烟气超低排放改造项目-收尘工程，为公司

第一次涉及有色金属领域的项目，项目经验不足，相关成本较高，其毛利率较低。 

公司报告期内毛利率波动幅度与公司实际经营情况相符。 

（1）毛利率 

项目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威达环保 31.87 25.56 

中泰环保 18.32 27.94 

欣隆环保 27.86 25.79 

行业平均 26.02 26.43  

本公司 31.61 32.67 

注 1：威达环保全称为安徽威达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为新三板挂牌企业，证券代码：

835501，主营业务为袋式除尘器的研发、设计、生产和销售、安装以及袋式除尘系统、烟气

脱硫脱硝系统的设计。 

注 2：中泰环保全称为浙江中泰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为新三板挂牌企业，证券代码：

833769，主营业务为主要业务：环保大气污染防治设备的研发、生产、销售及安装。 

注 3：欣隆环保全称为福建欣隆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为新三板挂牌企业，证券代码：

872200，主要业务为从事除尘器、气力输送系统、脱硫脱硝系统等大气环保装备的研发、制

造、销售及安装。 

注 4：威达环保、中泰环保和欣隆环保的毛利率数据、偿债能力指标及营运能力指标分

别来源于其 2017 年度财务报告。 

注 5：行业平均数据为选取的同行业可比公司威达环保、中泰环保和欣隆环保的算数平

均数。 



报告期内，公司毛利率处于较高的水平，主要是因为：①经过多年的研发，

公司积累较强的技术优势，公司的产品获得了客户的认可，公司在与客户谈判及

投标过程中具有较强的议价能力，导致公司的毛利率水平高于同行业可比公司。

②与同行业可比公司欣隆环保相比，2016 年、2017 年公司作为电除尘器项目的

总承包商，公司将一部分安装业务分包给欣隆环保，公司毛利率高于欣隆环保公

司的毛利率。 

3）报告期内公司现金流量净额波动的原因及合理性，公司已在《公开转让

说明书》“第四节 公司财务会计信息”之“五、最近两年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简

表及分析”之“（四）现金流量分析”之“1、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分析”进

行披露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18 年 1-4 月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16,592,421.93  32,880,293.28  34,321,718.29  

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7,401,929.18  3,552,836.13  8,813,630.35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23,994,351.11  36,433,129.41  43,135,348.64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13,446,369.54  26,297,519.66  27,081,417.52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4,283,923.92  5,875,128.76  3,899,608.73  

支付的各项税费 2,868,288.34  2,437,119.70  357,365.87  

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5,983,736.12  17,688,084.03  16,297,948.32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26,582,317.92  52,297,852.15  47,636,340.4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587,966.81  -15,864,722.74  -4,500,991.80  

其中：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项目 2018 年 1-4 月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收到的往来款 7,333,053.50 2,782,643.56 8,756,027.43 

利息收入、营业外收入 68,875.68 770,192.57 57,602.92 

合计 7,401,929.18 3,552,836.13 8,813,630.35 

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项目 2018 年 1-4 月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支付的往来款 5,119,961.70 13,381,866.57 13,390,459.00 

各项费用、营业外支出 863,774.42 4,306,217.46 2,907,489.32 

合计 5,983,736.12 17,688,084.03 16,297,948.32 

（1）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分析 



2016 年、2017 年、2018 年 1-4 月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

-4,500,991.80 元、-15,864,722.74 元和-2,587,966.81 元，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活动产

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均为负数。报告期公司经营活动现金流量金额为负数的主要原

因：随着在行业内知名度的提高，公司销售的电控设备及电除尘器项目获得客户

的认可。报告期内，公司电除尘器项目订单量增加，公司承建电除尘器项目较多

导致公司存货金额较大，公司电除尘器项目占用公司资金较多。由于公司电除尘

器项目的客户为大型企业，这些单位付款审批时间、付款周期较长，，导致报告

期内公司应收账款金额较大，占用公司资金较多。各报告期内具体分析如下： 

2016 年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负数，主要是因为 2016 年末应

收账款余额较 2015 年末增加 7,245,784.92 元，存货较 2015 年增加 1,428,725.71

元，预付款项较 2015 年末增加 1,730,604.37 元，预收款项较 2015 年末增加

3,710,641.38 元，应付账款较 2015 年末增加 2,434,740.09 元，导致 2016 年销售

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与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差额为 7,240,300.77

元。公司 2016 年偿还关联方、员工借款较多，导致公司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现

金净流出为 7,484,317.97 元。公司支付职工工资及税费导致现金流出 4,256,974.60

元。 

2017 年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负数且金额较大，主要是因为

2017 年末应收账款余额较 2016 年末增加 18,922,233.86 元，存货较 2016 年末增

加 8,340,104.31 元，预付款项较 2016 年末减少 1,547,965.09 元，预收款项较 2016

年末减少 4,242,746.31 元，导致 2017 年末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与购

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差额为 6,582,773.62 元。公司 2017 年偿还关联方、

员工借款较多，导致公司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现金净流出为 14,135,247.90 元。

公司支付职工工资及税费导致现金流出 8,312,248.46 元。 

2018 年 1-4 月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负数，主要是因为 2018

年 4 月末应收账款余额较 2017 年末减少 11,651,837.92 元，存货较 2017 年末增

加 3,872,081.50 元，预付款项较 2017 年末增加 5,702,204.02 元，预收款项较 2017

年末增加 7,872,351.25 元，导致 2018 年 1-4 月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与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差额为 3,146,052.39 元。2018 年 1-4 月公司向关

联方、员工借款较多，导致公司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现金净流入为 1,418,193.06



元。公司支付职工工资及税费导致现金流出 7,152,212.26 元。 

（2）净利润与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差异分析 

单位：元 

类别 2018 年 1-4 月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1、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587,966.81  -15,864,722.74  -4,500,991.80  

2、净利润 -473,181.02  4,076,196.52  3,090,639.31  

3、差额（=1-2） -2,114,785.79  -19,940,919.26  -7,591,631.11  

2016 年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负数，且远低于净利润，引起经营

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增加的项目主要为计提的折旧、摊销、减值准备及支付

的利息费用等合计 1,907,675.98 元；2016 年末应付账款较 2015 年末增加，预收

款项较 2015 年末增加，导致 2016 年经营性应付项目增加 1,428,391.86 元。引起

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减少的项目主要为：2016 年末应收账款、应收票据较 2015

年末增加导致 2016 年经营性应收项目增加 9,450,379.50 元；2016 年末存货余额

较 2015 年增加 1,428,725.71 元。 

2017 年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15,864,722.74 元，净利润为

4,076,196.52 元，引起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增加的项目主要为计提的折

旧、摊销、减值准备及支付的利息费用等合计 2,608,371.47 元；2017 年末应付账

款较 2016 年末增加导致 2017 年经营性应付项目增加 3,531,826.88 元。引起经营

活动现金流量净额减少的项目主要为：2017 年末应收账款较 2016 年末增加导致

2017 年经营性应收项目减少 17,879,928.03 元；2017 年末存货余额较 2016 年增

加 8,340,104.31 元。 

2018 年 1-4 月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4,500,991.80 元，净利润为

3,090,639.31 元，引起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增加的项目主要为计提的折

旧、摊销、支付的利息费用等合计 559,810.17 元；2018 年 4 月末应收账款较 2017

年末减少导致 2018 年 1-4 月经营性应收项目减少 5,635,972.70 元。引起经营活动

现金流量净额减少的项目主要为：2018 年 4 月末应付账款较 2017 年末减少导致

2018 年 1-4 月经营性应付项目减少 3,910,680.90 元；2018 年 4 月末存货余额较

2017 年增加 3,872,081.50 元。 



报告期各期将净利润调整为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过程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18 年 1-4 月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净利润 -473,181.02 4,076,196.52 3,090,639.31 

加：资产减值准备 -698,623.21 1,385,971.55 789,596.01 

固定资产折旧、油气资产折耗、生产性

生物资产折旧 
240,675.10 696,920.06 692,488.94 

无形资产摊销 3,324.56 9,973.67 9,973.64 

长期待摊费用摊销 113,212.68 351,287.84 44,345.66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

产的损失（收益以“－”号填列） 
  -10,765.37   

财务费用（收益以“－”号填列） 202,597.83 515,506.19 415,617.39 

递延所得税资产减少（增加以“－”号

填列） 
134,133.19 -201,607.74 -92,939.40 

存货的减少（增加以“－”号填列） -3,872,081.50 -8,340,104.31 -1,428,725.71 

经营性应收项目的减少（增加以“－”

号填列） 
5,635,972.70 -17,879,928.03 -9,450,379.50 

经营性应付项目的增加（减少以“－”

号填列） 
-3,910,680.90 3,531,826.88 1,428,391.8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624,650.57 -15,864,722.74 -4,500,991.80 

综上，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波动较大具有合理性，符合公

司的实际经营状况。 

（2）结合合同签订情况、函证等事实依据补充披露公司收入及波动情况是

否真实。 

【公司回复】 

公司收入及波动情况，公司已在《公开转让说明书》“第四节 公司财务会计

信息”之“四、报告期内各期主要损益情况”之“3、报告期公司营业收入构成

及变动情况”之“（2）主营业务按产品分类”披露如下：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从事大气污染控制领域环保产品的研发、设计、生产、

销售、安装及调试，主要产品包括电除尘器配套电控设备及备品备件、电除尘器

项目的总包服务。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按产品类别列示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18 年 1-4 月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金额 
占比

（%） 
金额 

占比

（%） 
金额 

占比

（%） 

电除尘器配套电控

设备及备品备件 
5,790,424.36 100.00 19,425,874.28 42.09 22,103,883.65 65.47 

电除尘器项目总包   26,730,313.51 57.91 11,658,581.66 34.53 

合计 5,790,424.36 100.00 46,156,187.79 100.00 33,762,465.31 100.00 

①电除尘器配套电控设备及备品备件 

电除尘器配套电控设备及备品备件主要是为电除尘器配套的高低压电源及

电除尘器配套电控设备的电子元器件等，包括高低压控制柜、硅整流变压器、阻

尼电阻等电气产品。公司自 1996 年成立以来一直从事电除尘器配套电控设备的

研发、生产和销售，积累了丰富的行业经验和技术优势，是公司的优势产品及主

要收入来源。 

2016 年、2017 年及 2018 年 1-4 月，公司电除尘器配套电控设备及备品备件

实现的销售收入分别为 22,103,883.65 元、19,425,874.28 元、5,790,424.36 元，占

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分别为 65.47%、42.09%、100.00%，其中 2017 年销售收入

较 2016 年下降 2,678,009.37 元，降幅 12.12%，主要原因：公司将重心转移至电

除尘器项目总包服务的建设上，用于电除尘器项目总包服务的配套电控设备增加，

直接销售的电控设备及备品备件的金额减少，导致电除尘器配套设备及备品备件

收入下降。 

②电除尘器项目总包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签订的主要电除尘器项目总包业务重要合同如下： 

序号 客户名称 项目名称、合同标的 合同金额（元） 签订日期 履行情况 

1 
中铝山东新材

料有限公司 

中铝山东新材料有限公

司大气污染综合防治项

目——5#、6#熟料窑收尘

改造工程 EPC 总承包 

33,518,000.00 2018 年 2 月 正在履行 

2 

张家口宣化昌

通环保设备有

限公司 

三相电源（含母排） 1,800,000.00 2018 年 3 月 正在履行 

3 

安钢集团信阳

钢铁有限责任

公司 

信钢炼铁厂 1#烧结机机

头配套高效电除尘器 
12,990,000.00 2017 年 9 月 正在履行 



4 
中铝中州铝业

有限公司 

5#熟料窑烟气超低排放

改造项目-收尘工程 
16,999,000.00 2017 年 8 月 

2017 年 12 月

已完工 

5 
淄博齐林傅山

钢铁有限公司 

淄博齐林傅山钢铁2×92

㎡烧结机脱硫系统烟气

超洁净排放改造工程 

8,000,000.00 2017 年 6 月 

2017 年 12 月

已完工，尚未

验收 

6 
涿鹿晨阳环保

科技有限公司 
高低压控制系统 2,160,000.00 2017 年 5 月 履行完毕 

7 

信阳信钢中升

冶金材料加工

贸易有限公司 

信钢中升冶金建材加工

贸易有限公司 36 ㎡烧结

机机头配套高效电除尘

器 

5,980,000.00 2016 年 12 月 
2017 年 10 月

已验收 

8 

安钢集团信阳

钢铁有限责任

公司 

信钢炼铁厂 4#烧结机机

头配套高效电除尘器 
7,990,000.00 2016 年 9 月 

2017 年 12 月

已验收 

9 
淄博齐林傅山

钢铁有限公司 

烧结电除尘改造项目合

同（2*92m²烧结机头配套

新建高效电除尘设备） 

13,500,000.00 2016 年 8 月 
2016 年 12 月

已验收 

10 

张家口宣化昌

通环保设备有

限公司 

采购合同（180mm²电除

尘器配套电控设备） 
3,200,000.00 2016 年 8 月 履行完毕 

11 

张家口宣化昌

通环保设备有

限公司 

高低压控制系统 1,750,000.00 2016 年 7 月 履行完毕 

电除尘器项目总包业务具体包括根据客户的需求进行工程设计、采购、生产、

设备安装、设备和工艺调试及售后技术服务。报告期内，公司为增强盈利能力，

扩大销售规模，积极开拓电除尘器总包业务市场，相继承接淄博齐林傅山钢铁有

限公司 2*92 ㎡烧结机头新建高效电除尘器设备项目、安钢集团信阳钢铁有限责

任公司 4#烧结机头配套高效电除尘器项目、信阳信钢中升冶金材料加工贸易有

限公司 36 ㎡烧结机头配套高效电除尘器项目、中铝中州铝业有限公司熟料窑烟

气超低排放改造项目-收尘工程项目及淄博齐林傅山钢铁有限公司烧结机脱硫系

统烟气超洁净排放改造工程项目。其中淄博齐林傅山钢铁有限公司的电除尘器总

包项目于 2016 年安装完毕并验收合格，公司确认收入 11,658,581.66 元。 

随着公司 2016 年完成第一台电除尘器总包业务，运行效果良好，客户认可

度提高，公司 2017 年订单增加。2017 年公司完成中铝中州铝业有限公司 5#熟料

窑烟气超低排放改造项目-收尘工程、信阳信钢中升冶金材料加工贸易有限公司

36 ㎡烧结机机头配套高效电除尘器及安钢集团信阳钢铁有限责任公司信钢炼铁



厂 4#烧结机机头配套高效电除尘器总包项目，分别实现销售收入 14,701,163.94

元、5,111,111.09 元和 6,918,038.48 元。2017 年电除尘器项目总包收入较 2016 年

增加。 

综上，报告期内，公司收入波动真实，符合公司的实际经营状况。 

（3）请主办券商和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核查意见。 

【主办券商回复】 

①尽调程序 

A、了解公司销售与收款相关的内部控制，并对销售与收款循环进行穿行测

试；B、实施实质性分析程序，对收入增长率、净利润增长率及毛利率等的波动

情况和同行业公司进行比较，对报告期内各期收入及公司经营状况进行比较分析；

C、从收入明细账出发，检查报告期内公司的销售合同、收入确认的记账凭证、

销售发票、物流单据或验收单收入回款的记账凭证及银行回单等，核查公司收入

的真实性；D、对收入、期间费用进行截止测试；获取营业外收支明细账、取得

政府补助相关文件、营业外收入和支出的凭证。E、对报告期内主要客户发生的

销售金额及期末应收账款进行函证；F、取得报告期内公司签订的大额的销售合

同并选取报告期内主要客户进行访谈，了解报告期内公司对客户所销售的产品及

提供的服务、销售金额、收款政策等；G、查阅同行业挂牌公司的公开转让说明

书及定期报告，了解其经营情况及毛利率，并与公司的毛利率进行了比较分析。

H、抽查大额的费用发生凭证。I、取得会计师的审计报告，并对审计报告进行复

核。 

②事实依据 

销售合同、销售发票、物流单据及银行回单；应收账款（收入）询证函回函；

客户访谈记录；收入、销售费用、管理费用、财务费用、营业外收入、营业外支

出明细账、明细表；穿行测试底稿、截止性测试底稿；审计报告。 

③分析过程 

A、收入波动分析： 



2016 年、2017 年及 2018 年 1-4 月公司实现的营业收入分别为 33,762,465.31

元、46,156,187.79 元、5,790,424.36 元。其中：2017 年的营业收入较 2016 年增

长 36.71%；2018 年 1-4 月营业收入占 2017 年全年的 12.55%。 

2017 年公司营业收入较 2016 年大幅增加，业务规模迅速扩大，主要原因如

下： 

①电除尘器项目总包收入增加 

报告期内，公司利用在电除尘器电控设备领域的优势和多年来研发电除尘器

积累的技术经验，加大电除尘器项目的市场开拓力度，向下延伸产业链以增强公

司的盈利能力。公司 2016 年只完成淄博齐林傅山钢铁有限公司的电除尘器总包

项目，公司确认电除尘器项目总包收入 11,658,581.66 元。2017 年公司完成中铝

中州铝业有限公司 5#熟料窑烟气超低排放改造项目-收尘工程、信钢中升冶金建

材加工贸易有限公司 36 ㎡烧结机机头配套高效电除尘器及安钢集团信阳钢铁有

限责任公司信钢炼铁厂 4#烧结机机头配套高效电除尘器，分别实现销售收入

14,701,163.94 元、5,111,111.09 元和 6,918,038.48 元。综上，公司 2017 年电除尘

器项目总包收入较 2016 年增加 15,071,731.85 元 

②电除尘电源控制设备的收入稳定 

公司自成立以来主要从事电除尘电源控制设备的研发、生产和销售，积累了

丰富的行业经验和一定的品牌美誉度，与较多的电除尘器总包厂商建立了良好的

合作关系。2016 年、2017 年，公司电除尘电源控制设备分别实现销售收入

22,103,883.65 元、19,425,874.28 元，虽有所下降，但降幅不大。 

③国家环保政策推动市场需求增加 

公司生产的电除尘电源控制设备主要应用于钢铁、电力、有色金属、建材及

化工等行业，近年来国家陆续出台了多项涉及环境污染治理的法律、法规，不断

提高了钢铁、电力、有色金属、建材及化工等高污染行业的粉尘、二氧化硫、氮

氧化物等污染物的排放标准，促进了钢铁、电力、有色金属、建材及化工等行业

环境污染治理的规范化管理。 

随着国家对大气污染物排放的监管力度加大，下游钢铁、电力、有色金属、



建材及化工等行业对包括除尘设备在内的大气污染防治设备的新增及改造需求

维持在较高的水平，特别是国家大气污染“近零排放”要求的提出，大气污染物

排放要求大幅提高，对本行业的需求会大幅度的提升，从而促进行业的发展。 

2018 年 1-4 月，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5,790,424.36 元，仅占 2017 年全年营业

收入的 12.55%。2018 年 1-4 月营业收入金额占 2017 年全年营业收入比重较小，

主要是因为：公司 2017 年将工作重心逐渐转移到电除尘器项目总包服务上，公

司 2017 年的电除尘器项目总包收入占营业收入的比重为 57.91%，电除尘器项目

总包服务是公司未来收入的主要增长点。公司 2018 年 1-4 月建设相关总包项目

在报告期内尚未完成调试、验收，因此电除尘器总包项目尚未确认收入，造成公

司 2018 年 1-4 月的收入相对较低。 

B、净利润项目变动分析 

2016 年、2017 年和 2018 年 1-4 月公司实现净利润分别为 3,090,639.31 元、

4,076,196.52 元、-473,181.02 元。 

2017 年公司实现净利润较 2016 年增加 985,557.21 元，增幅达 31.89%，使公

司净利润增加的事项如下：①公司在保持毛利率基本稳定的同时营业收入大幅增

加，营业收入较 2016 年增加 12,393,722.48 元，营业毛利较 2016 年增加

3,556,728.59 元。②公司 2017 年取得政府补助为 766,308.77 元，较 2016 年增加

739,764.77 元。 

使公司净利润减少的事项如下：①公司 2017 年继续加大研发投入，提高了

研发人员的待遇，导致 2017 年的开发费用较 2016 年增加 752,602.46 元；②公司

启动向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申请挂牌，支付中介机构新三板挂牌费用导致

公司管理费用较 2016 年增加 642,254.38 元。 

2018 年 1-4 月，公司实现净利润-473,181.02 元，较 2017 年全年大幅下降，

主要是因为公司收入主要构成部分的电除尘器总包项目仍处于在建，尚未确认收

入，营业收入金额较小，仅占 2017 年全年营业收入的 12.55%，但公司职工薪酬、

固定资产折旧、借款费用等固定成本较高，并未随收入同比例下降。 

综上，公司营业收入、净利润波动较大具有合理性，符合公司的实际经营状



况。 

C、毛利率波动分析 

2016 年、2017 年、2018 年 1-4 月，公司综合毛利率分别为 32.67%、31.61%

和 40.44%。2016 年、2017 年毛利率较为稳定，2018 年 1-4 月公司毛利率较 2017

年增加 8.84%。 

按产品具体分析毛利及毛利率变动如下： 

1）电除尘器配套电控设备及备品备件 

2016 年、2017 年、2018 年 1-4 月，公司电除尘器配套电控设备及备品备件

的毛利分别为 7,542,976.24 元、8,854,406.73 元、2,341,801.40 元，毛利占比分别

为 68.38%、60.70%、100.00%。2016 年、2017 年，公司电除尘器配套电控设备

及备品备件贡献毛利金额较为稳定，为公司主要的利润来源。 

2016 年、2017 年、2018 年 1-4 月，公司电除尘器配套电控设备及备品备件

毛利率分别为 34.13%、45.58%、40.44%，其中 2017 年、2018 年 1-4 月毛利率较

2016 年增加较多，主要因为：公司下游客户环保监管压力较大，公司技术优势

突出，客户认可度较高，公司议价能力增强。 

2018 年 1-4 月公司电除尘器配套电控设备及备品备件毛利率较 2017 年有所

下降，主要原因系：春节假期期间，公司生产销售的产品较少，2018 年公司提

高了制造工人的待遇，固定资产折旧、人工工资等单位固定成本较高。 

2）电除尘器项目总包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签订的主要电除尘器项目总包业务重要合同如下： 

序号 客户名称 项目名称、合同标的 合同金额（元） 签订日期 履行情况 

1 

中铝中州新材

料科技有限公

司 

4#、6#、7#熟料窑电除尘

改造、输灰系统改造、旋

风收尘改造等工程 EPC

总承包 

54,375,000.00  2018 年 5 月 正在履行 

2 
中铝山东新材

料有限公司 

中铝山东新材料有限公

司大气污染综合防治项

目——5#、6#熟料窑收尘

改造工程 EPC 总承包 

33,518,000.00 2018 年 2 月 正在履行 



3 

安钢集团信阳

钢铁有限责任

公司 

信钢炼铁厂 1#烧结机机

头配套高效电除尘器 
12,990,000.00 2017 年 9 月 正在履行 

4 
中铝中州铝业

有限公司 

6#熟料窑烟气超低排放

改造项目-收尘工程 
16,999,000.00 2017 年 8 月 

2017 年 12 月

已验收 

5 
淄博齐林傅山

钢铁有限公司 

淄博齐林傅山钢铁 2×92

㎡烧结机脱硫系统烟气

超洁净排放改造工程 

8,000,000.00 2017 年 6 月 

2017 年 12 月

已完工，尚未

验收 

6 

信阳信钢中升

冶金材料加工

贸易有限公司 

信钢中升冶金建材加工

贸易有限公司 36 ㎡烧结

机机头配套高效电除尘

器 

5,980,000.00 2016 年 12 月 
2017 年 10 月

已验收 

7 

安钢集团信阳

钢铁有限责任

公司 

信钢炼铁厂 4#烧结机机

头配套高效电除尘器 
7,990,000.00 2016 年 9 月 

2017 年 12 月

已验收 

8 
淄博齐林傅山

钢铁有限公司 

烧结电除尘改造项目合

同（2*92m²烧结机头配套

新建高效电除尘设备） 

13,500,000.00 2016 年 8 月 
2016 年 12 月

已验收 

报告期内，公司为增强盈利能力及扩大公司规模，积极开拓钢铁行业的电除

尘器项目总包业务，相继承包了淄博齐林傅山钢铁有限公司 2*92 ㎡烧结机头新

建高效电除尘器设备项目、安钢集团信阳钢铁有限责任公司 4#烧结机头配套高

效电除尘器项目、信阳信钢中升冶金材料加工贸易有限公司 36 ㎡烧结机头配套

高效电除尘器项目、中铝中州铝业有限公司熟料窑烟气超低排放改造项目-收尘

工程及淄博齐林傅山钢铁有限公司烧结机脱硫系统烟气超洁净排放改造工程项

目。其中淄博齐林傅山钢铁有限公司的电除尘器项目总包业务于 2016 年安装完

毕并验收合格，公司确认收入 11,658,581.66 元。 

2017 年公司完成中铝中州铝业有限公司 5#熟料窑烟气超低排放改造项目-

收尘工程、信钢中升冶金建材加工贸易有限公司 36 ㎡烧结机机头配套高效电除

尘器及安钢集团信阳钢铁有限责任公司信钢炼铁厂 4#烧结机机头配套高效电除

尘器，分别实现销售收入 14,701,163.94 元、5,111,111.09 元和 6,918,038.48 元。 

2017 年，公司电除尘器项目总包业务的毛利率为 21.45%，较 2016 年有所下

降，主要原因：①2017 年公司电除尘器项目总包业务的客户主要为钢铁行业和

有色金属行，公司钢铁行业客户的合同金额较小，其毛利率相对较低；②公司承

包的中铝中州铝业有限公司 5#熟料窑烟气超低排放改造项目-收尘工程，为公司



第一次涉及有色金属领域的项目，项目经验不足，相关成本较高，其毛利率较低。 

公司报告期内毛利率波动幅度与公司实际经营情况相符。 

D、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分析 

2016 年、2017 年、2018 年 1-4 月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

-4,500,991.80 元、-15,864,722.74 元和-2,587,966.81 元，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活动产

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均为负数。报告期公司经营活动现金流量金额为负数且波动较

大的主要原因：随着在行业内知名度的提高，公司销售的电控设备及电除尘器项

目获得客户的认可。报告期内，公司电除尘器项目订单量增加，公司承建电除尘

器项目较多导致公司存货金额较大，公司电除尘器项目占用公司资金较多。由于

公司电除尘器项目的客户为大型企业，这些单位付款审批时间、付款周期较长，

导致报告期内公司应收账款金额较大，占用公司资金较多。 

④结论意见 

经核查，主办券商、会计师认为，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毛利率、净利润、

现金流量净额等大幅波动具有合理性，符合公司的实际经营状况；报告期内公司

营业收入真实，波动情况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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