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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骅市信诺立兴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辅导工作进展报告（第一期）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河北监管局：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券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

以及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渤海证券”或“辅导机构”）与黄骅市

信诺立兴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信诺立兴”或“辅导对象”）

签订的《黄骅市信诺立兴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与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黄

骅市信诺立兴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辅导协议》（以下简称

“《辅导协议》”），渤海证券作为信诺立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辅导机构，全面开

展了上市前的辅导工作，并已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河北监管局（以下简称

“河北证监局”）报送了辅导备案申请文件。目前我公司已完成了对信诺立兴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的第一期（2016年 9月至 12月）辅导工作，现将本期辅导工作

情况报告如下： 

一、 辅导对象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黄骅市信诺立兴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黄骅市吕桥镇工业区 

法定代表人：于锦军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30900760301260H 

注册资本：16,200万元人民币 

有限公司成立时间：2004年 03月 19日 

股份公司成立时间：2012年 12月 11日 

经营范围：制造：萘、粗酚、蒽油、煤焦沥青、分离焦油、吡啶、苯酚、苊、

喹啉、异喹啉、间甲（苯）酚、对甲（苯）酚、邻甲（苯）酚、α-甲基萘、β-

甲基萘、蒽、咔唑、苯酐、二甲苯、200#溶剂油、石脑油（以上安全生产许可证

有效期至 2018 年 6 月 23 日）、富马酸、轻油、洗油、脱酚酚油、闪蒸重油、蒽

醌、炭黑油、中温沥青、芴、氧芴、二甲酚、2.4 二甲酚、3.5 二甲酚、2.6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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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酚、2-甲基喹啉、咔唑、脱苯脱萘调和剂、聚乙二醇单甲醚；销售：煤焦油、

粗苯、蒽油（包括一蒽油、二蒽油）、环氧乙烷（以上产品均无储存经营）（以上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至 2017 年 3 月 27 日）、燃料油、中温改质沥青、

杂酚油、苯酐重组分、硫酸钠、TPEG、玻璃、双酚芴、双醚芴、甲基双酚芴、环

氧基双酚芴、环氧丙基双酚芴丙烯酸酯、双醚芴丙烯酸酯、抗氧剂 HP136、PEN

（聚萘二甲酸乙二醇酯）、芴酮（不含三硝基芴酮）、煤、焦炭；货物进出口。 

二、 辅导开始时间 

2016 年 9月 20 日，渤海证券与黄骅市信诺立兴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签署

了辅导协议。2016年 9月 22日，黄骅市信诺立兴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正式向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河北监管局报送辅导备案申请材料并获得受理。 

三、 本期内所做的主要辅导工作 

（一）承担本期辅导工作小组成员 

渤海证券本期参加辅导的人员：李小见、张运发、王朴、张晔、吕晓璐。同

时，本期辅导新增辅导人员：郭冰清、赵健。上述人员拥有丰富的股票上市辅导、

发行承销及上市保荐的工作经历，符合中国证监会对辅导人员的资格要求。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与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一同配合我

公司为信诺立兴提供专项辅导及日常辅导工作。 

（二）接受辅导人员情况 

信诺立兴接受辅导的人员包括公司的所有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持股

5%以上的主要股东，主要如下： 

姓名 职务或身份 姓名 职务或身份 

于锦军 董事长、总经理、股东 刘腊梅 职工代表监事 

刘桂兰 董事 李英 股东代表监事 

于江坤 董事、副总经理、股东 董亮 
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副总

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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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洪里 股东 李金亮 副总经理 

王平 董事、副总经理 周小野 副总经理 

戚勇 独立董事 刘德升 副总经理 

王仁杰 独立董事 赵字花 副总经理 

郑树国 独立董事 李绍绮 副总经理 

张国辉 职工代表监事   

（三）辅导方式 

1、实地调查及现场辅导 

本阶段辅导工作中，渤海证券继续对信诺立兴进行现场尽职调查，通过持续

收集发行人及其分、子公司、发行人股东的尽调资料，开展对信诺立兴管理层、

各业务板块主要负责人、部门负责人的访谈等方式了解辅导对象的现状及所存在

的问题，在调查、了解行业、公司治理、公司内部控制、财务、业务、法律等方

面状况的基础上，重点针对本辅导期发现的问题进行深入讨论和解决，并就重点

关注问题组织公司及各中介机构进行多次专题讨论。 

2、集中辅导培训 

渤海证券及其他中介机构展开了多次集中辅导培训，具体情况如下所示： 

时间 地点 辅导对象 辅导方式 辅导内容 辅导时间 辅导人员 

2016.9.27 

信诺立

兴会议

室 

所有董、监、

高和持股 5%

以上的主要

股东 

讲座 

公司 IPO 上市目的及意义；

首发管理办法及上市流程 

3 小时 王朴、张晔 

2016.10.18 公司内控制度 3 小时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 

2016.11.2 

财务核查方法及案例；企业

整体上市过程中需注意事项 

3 小时 张运发、李小见 

2016.11.2 

公司上市条件及信息披露、

公司规范治理及董、监、高

管理条件及信息披露 

3 小时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3、其他方式 

本阶段辅导工作中，除上述形式外，渤海证券还采用了召开中介机构协调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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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工作例会、电子邮件和电话咨询等多种方式推进相关辅导工作。 

（四）辅导的主要内容 

1、跟踪调查公司及其子公司的工商登记资料、公司控制关系及组织结构，

公司资产权属及其独立性，业务、财务、机构、人员等方面的独立性，公司商业

信用情况等。 

2、调查了公司所在行业的基本情况、同行业上市公司的情况、行业主管部

门发展规划、行业相关法律法规、公司主要产品及主要业务、公司技术水平、公

司经营模式、竞争优势与经营风险，现场访谈公司的采购、生产、销售、技术与

研发部门负责人，核实公司实际运行情况。 

3、对公司在辅导期内的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会议的召开按照全国中

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以及证监会相关要求进行持续督导，本次辅导期内公司共召

开两次董事会及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均能勤勉尽责的

履行各自权利和义务，公司治理结构及规范运作情况正常。 

4、围绕公司报告期收入、成本、费用和现金流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

和现金流情况进行了真实性、完整性方面的系统核查，结合公司实际业务情况进

行财务分析，并对重要的财务事项进行重点核查。 

5、对公司的内部控制有效运作情况进行了跟踪调查，对尽职调查中发现的

内控缺陷及时进行了对应的辅导和纠正，协助公司进一步提高内控水平。 

6、作为承销商帮助企业进行股票非公开定向发行的备案，此次股票非公开

发行可以缓解企业股权过于集中的问题，同时能够降低公司资产负债率，补充公

司流动资金。 

7、核查公司主要合同履行情况。 

四、辅导对象仍存在的主要问题和解决措施 

1、公司部分房产未办理房产证 

根据核查，公司现有部分建筑物缺少房产权属证书，存在一定比例的瑕疵房

产。 

辅导机构目前已经与公司制定解决方案，针对相应的瑕疵房产尽快办理房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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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属证书。同时，辅导机构将持续督促公司按照解决方案加大投入力度，尽快解

决公司瑕疵房产。 

2．公司部分生产项目尚未取得相关手续 

公司部分生产项目由于正在建设或刚刚建设完毕，因此尚未或者正在办理相

关手续。 

辅导机构已经对生产项目相关手续进行了梳理与核查，针对相应问题提出了

解决思路，并督促企业尽快办理相关手续。后续将持续观察公司项目手续取得情

况。 

3.公司的香港子公司存在税收缴纳不规范的问题 

信诺立兴全资子公司东海香港自成立以来，未曾向母公司分配利润，未在香

港缴纳利得税，也未在公司所在地税务机关缴纳企业所得税，其子公司收入占比

较高，因此东海香港存在税收缴纳不规范的现象。 

辅导机构已与企业进行沟通协商，决定东海香港将其 2016 年前所得利润于

2016年向母公司进行分配，2016年所得利润于 2017年初向母公司分配，并补缴

相关税款，同时注销香港子公司，未来杜绝交税不规范的现象。 

五、辅导对象配合情况 

信诺立兴能够积极配合渤海证券开展辅导工作，对于渤海证券提出的有关规

范运作建议和整改方案，公司均能及时组织有关部门和人员认真研究并加以落实，

积极进行整改。 

六、下阶段辅导计划 

渤海证券将于下一阶段的辅导工作中按照既有计划继续进行辅导，持续进行

尽职调查工作，推动公司尽快符合证监会对上市公司的各项要求。 

七、辅导对象对辅导机构辅导工作的评价意见 

渤海证券作为信诺立兴的辅导机构，自辅导工作开展以来，其辅导工作小组

成员积极履行辅导协议所约定之义务与职责，多次组织我公司董事、监事、高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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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人员及持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代表学习发行上市有关法律、法规，协助

信诺立兴健全法人治理结构，主动了解公司运作情况并针对公司实际情况提出改

进意见。项目小组辅导人员在本次辅导过程中勤勉尽责，达到了预期的辅导效果。 

 

特此报告，请予以审核、指导。 

 

附件：黄骅市信诺立兴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辅

导工作的评价意见 

（此页以下无正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