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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广东德美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律师工作报告
敬启者：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２００５ 年修订）
》
（以下简称“《公司法》
”
）
、
《中
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２００５ 年修订）》（以下简称“《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
规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的《公开发行证券公
司信息披露的编报规则第 １２ 号——公开发行证券的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
告》
（证监发［２００１］３７ 号文）
、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
理办法”）
》
（证监会委员会令第 ３２ 号）等有关规定，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以下
简称“本所”）与广东德美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
“公司”
或“股份公司”）签署了《专项法律顾问聘请协议》，接受发行人的委托，指派麻
云燕、韦少辉两位律师（以下简称“本所律师”），以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以
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特聘专项法律顾问的身份参与本次发行工作，并按照律
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本律师工作报告。

第一节 律师工作报告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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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律师工作报告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简介

本所在深圳注册，１９９３ 年 ８ 月 １３ 日由广东省司法厅颁发《律师事务所执业
许可证》［证号：１９０２９３１００６４６（换）］。本所业务范围主要为证券金融法律业务、
房地产法律业务、诉讼法律业务等。本所曾为上百家国内外公司首次发行与上市、
配股与增发、资产置换、控股权转让提供过法律服务。金融证券部为本所重要业
务部门。目前担任多家上市公司常年法律顾问。

二、

签名律师简介

本次签名律师麻云燕律师和韦少辉律师均无违规记录。
麻云燕律师，１９８４ 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律系。１９８６ 年取得律师资格，曾长
期从事法学教学与研究工作。１９９４ 年加入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并成为合伙人，
曾经办茂炼转债、金地股份、深万科、佛山照明等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与上市、配
股或增发以及可转换债券的发行，并担任多家上市公司、综合性券商的常年法律
顾问。
联系方式：
电话：０７５５－８３２４４７０１、８３２４３１３９
传真：０７５５－８３２４３１０８
电邮：ｙｕｎｙａｎｍａ＠ｓｈｕｊｉｎｌａｗｆｉｒｍ．ｃｏｍ
韦少辉律师，１９９８ 年毕业于南开大学，法学硕士，１９９８ 年至今一直在广东
信达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律师业务，曾经办广汇股份、深万科、深发展、深天健
等多家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与上市、配股或增发项目并担任多家上市公司的常年法
律顾问。
联系方式：
电话：０７５５－８３２５７０７７、８３２４３１３９
传真：０７５５－８３２４３１０８
电邮：ｓｈａｏｈｕｉｗ＠１６３．ｎｅｔ

三、

制作律师工作报告的工作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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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与发行人于 ２００２ 年 ３ 月正式签署了《法律顾问聘请协议》并指派本所
律师正式进场工作，至《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德美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律师工作报告》
（以下简称“《律师工作报告》”）出具之日，
本所指派律师累计工作时间约 １６００ 小时。
为了制作本《律师工作报告》，本所指派律师所进行的工作大致如下：
（一）改制设立阶段
本所接受委托后，参与了发行人的改制设立工作，指导和跟进原有限责任
公司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方案的设计和程序办理，起草发起人协议、创立大
会决议、股份公司《公司章程》等法律文件，协助发行人设立公司股东大会、董
事会、监事会，出具《关于顺德市德美化工实业有限公司依法整体变更为广东新
德美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的法律意见书》。
（二）上市辅导阶段
在此期间，本所协助发行人聘请的辅导机构开展上市辅导工作，指导发行
人建立健全法人治理结构，就避免同业竞争、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董事、监事
及高管人员的勤勉尽责义务等内容作专题讲课。不时以书面形式指导和要求发行
人完善内部管理和决策制度、关注发行人在日常经营中出现的不规范行为，以备
忘录的形式提请发行人切实改进。协助发行人完善内部各项规章制度。参加发行
人历次股东大会及中介机构协调会，就发行人独立性等事项反复讨论。在此期间，
本所律师通过电话、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与发行人、辅导券商等其它中介机
构保持着经常性的沟通。
（三）申报材料阶段
在此期间，本所指派多名律师参与该项目，实地调查发行人股份制改造运
作的情况，配合其它中介机构解决发行人存在的问题，就涉及发行人本次发行的
重大问题进行研究与讨论，并充分交换意见。最后在全面尽职调查的基础上，制
作律师工作报告及法律意见书。
在前述调查过程中，本所已经得到发行人如下保证，即其已经提供了本所认
为出具法律意见书所必需的、真实完整的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或口头证言，
有关材料上的签字和／或印章是真实的。
５－２－３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

律师工作报告

对于出具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法得到独立的证据支持的事实，本所依
赖于政府有关主管部门、发行人或者其他有关机构出具的证明文件出具法律意见
书。

四、

释义

除本律师工作报告上下文另有所指或另有约定，本律师工作报告中的下列各
项用语分别具有下述特定含义：
（一）“发行人”、“股份公司”：指广东德美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曾用
名为广东新德美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０２ 年 １２ 月 ６ 日更名为广东德美精细
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二）“德美实业”：指顺德市德美化工实业有限公司，为发行人的前身；
（三）“顺德精化”指顺德市德美精细化工有限公司（已注销）；
（四）“恒之宏”：指佛山市顺德区恒之宏投资有限公司；
（五）“昌连荣”：指佛山市顺德区昌连荣投资有限公司；
（六）“瑞奇”：指佛山市顺德区瑞奇投资有限公司；
（七）“青岛德美”：指青岛德美化工有限公司；
（八）“上海德美”：指上海德美化工有限公司；
（九）“石家庄德美”：指石家庄德美化工有限公司；
（十）“无锡惠山德美”：指无锡惠山德美化工有限公司；
（十一） “无锡技术德美”：指无锡市德美化工技术有限公司；
（十二） “望城德美”：指望城县德美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十三） “德美投资”：指佛山市顺德区德美投资有限公司；
（十四） “德美瓦克”：指佛山市顺德区德美瓦克有机硅有限公司
（十五） “粤港化工”：指顺德德美精细化工有限公司（原名顺德市德美粤港
化工实业有限公司，已注销）；
（十六） “南京世创”：指南京德美世创化工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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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 “德美油墨”：指佛山市顺德区德美油墨化工有限公司；
（十八） “晋江德美”：指福建省晋江市龙湖德美化工有限公司；
（十九） “成都德美”：成都德美精英化工有限公司；
（二十） “美龙环戊烷”：顺德市美龙环戊烷化工有限公司；
（二十一） “迅网物流”：指顺德市迅网物流有限公司；
（二十二） “吉林自力”：指吉林市自力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二十三） “绍兴德美”：指绍兴县德美化工有限公司
（二十四） “德雄化工”：指德雄化工（集团）有限公司，英文名称为 ＢＲＩＧＨＴ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Ｓ （ＧＲＯＵＰ） ＬＩＭＩＴＥＤ；
（二十五） “ 德 美 国 际 ”， Ｄ．Ｍ． 国 际 有 限 公 司 ， 英 文 名 称 为
Ｄ．Ｍ．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Ｌｉｍｉｔｅｄ
（二十六） “中国”：指中华人民共和国；
（二十七） “中国证监会”：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二十八） “南方民和”：指深圳南方民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二十九） “《审计报告》”：指南方民和于 2006 年 4 月 6 日出具的深南财审
报字(2006)第 CA611 号《审计报告》；
（三十）

“本所”：指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

（三十一） “元”：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定货币人民币。

第二节 律师工作报告正文
一、本次发行上市的批准和授权
（一）本次发行与上市的批准程序及内容
１．

发行人于 ２００４ 年 ３ 月 １９ 日召开了第一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发行人申请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并上市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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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于 ２００４ 年 ４ 月 ２０ 召开了 ２００３ 年年度股东大会，逐项表决通过

了《股份公司申请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并上市的议案》、
《关于授权董
事会办理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有关具体事宜的议案》。
３． 本次发行方案的主要内容：
（１） 公开发行股票类别：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Ａ 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１．００ 元。
（２） 公开发行总股数：３３５０ 至 ４０００ 万股（以国家证券监管部门核定数为
准）
，并授权董事会根据具体情况进行调整。
（３） 发行对象：持有沪市或深市已上市流通人民币普通股（Ａ 股）股票市值
达 １０，０００ 元或以上的二级市场投资者均可参加配售申购。
（４） 发行方式：全部向二级市场投资者定价配售。
（５） 申请上市证券交易所：上海（或深圳）证券交易所。
（６） 发行价格的确定依据：①发行价不低于公司最近一次经审计的每股净
资产值；②参考同类上市公司在二级市场上的定价、市盈率情况；③募集资金使
用项目的资金需求量；④与主承销商协商一致的原则。具体价格授权董事会确定。
（７） 逐项审议通过了以下各项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１）１００Ｋｔ／ａ 新型高档系列纺织化学品、皮革化学品技改项目，该项目投资
总额 １９，８０８ 万元；
（２）３０Ｋｔ／ａ 新型高档系列纺织化学品、皮革化学品基建项目，该项目投资总
额 ８，２１２ 万元；
（３）销售网络扩建项目，该项目投资总额 ８，４２１ 万元。
（４）上述三个项目预计投资总额为 ３６，４４１ 万元，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将按以上
项目排列顺序安排实施，若实际募股资金不能满足上述全部项目投资需要，资金
缺口通过公司自筹解决；若募集资金满足上述项目投资后有剩余，则剩余资金补
充公司流动资金。
（８） 本次决议的有效期：关于本次发行的有关决议自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
一年内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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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 授权董事会有权根据有关主管部门的要求和证券市场的实际情况，在
股东大会决议范围内确定具体的股票发行数额、发行方式和价格、发行起止日期、
股票挂牌上市的证券交易所，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投资金额作出调整，制作股
票发行、上市申报材料，根据中国证监会的核准对公司章程草案中有关股本、上
市地点等事项作相应调整，聘请有关中介机构，以及办理与本次股票发行、上市
有关的其他事宜等。
４、发行人于 ２００５ 年 ３ 月 １９ 日召开了 ２００４ 年度股东大会，会议逐项表决
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首次公开发行方案部分内容的议案》和《关于延长公司发
行上市有关决议有效期的议案》和《关于启动福建项目前期工程的议案》：
（１）发行价格及定价方式：按照市场化原则，通过初步询价确定发行价格
区间，通过累计投标询价确定发行价格。最终发行价格授权董事会决定。
（２）发行方式：网下配售和网上配售相结合。
（３）发行对象：中国境内的自然人和机构投资者，国家法律和行政法规禁
止者除外。
（４）鉴于公司 ２００４ 年度未能完成股票发行上市工作，现同意将上述申请
发行股票的有关决议有效期延长至本次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一年时间。
（５）根据公司发展规划、市场发展状况及相关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
投资计划，鉴于公司 ２００４ 年度未能完成股票发行上市工作，为避免因募集资金
未能及时到位而导致项目投资延期，而使公司在福建市场拓展中处于被动局面，
同意公司于近期启动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拟投资项目中的福建晋江“３０Ｋｔ／ａ 新型
高档系列纺织化学品、皮革化学品基建项目”。在本次股票发行募集资金到位之
前，先期以银行贷款垫付上述项目的前期投资款项，待募集资金到位后，再以募
集资金偿还相关银行贷款。
５、发行人于 ２００６ 年 ５ 月 ２０ 日召开了 ２００５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延长公司发行上市有关决议有效期的议案》和《关于对未分配利润进行分配的
议案》：
因 ２００４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延长公司发行上市有关决议有效期
的预案》，该决议有效期为一年。鉴于公司 ２００５ 年度未能完成股票发行上市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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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提请股东大会将上述申请发行股票的有关决议有效期延长至本次股东大会通
过之日起一年时间。
本次发行前滚存的未分配利润在公司股票公开发行后由公司新老股东共
享。
（二）股东大会决议的程序合法
经本所核查，发行人已依法定程序作出批准本次发行上市的决议，发行人
２００３ 年、２００４ 年和 ２００５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
及相关法律法规和发行人《公司章程》的规定。发行人 ２００３ 年、２００４ 年和 ２００５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的程序合法。
（三）股东大会决议内容合法有效
经本所核查，发行人 ２００３ 年、２００４ 年和 ２００５ 年年度股东大会符合有关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发行人《公司章程》等的规定，其决议的形式和内容均
合法有效。
（四）授权范围与授权程序
经本所核查，发行人 ２００３ 年、２００４ 年和 ２００５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对发行
人董事会所作的授权符合法律法规和发行人《公司章程》的规定，授权范围与程
序均合法有效。
综上所述，本所认为，发行人 ２００３ 年、２００４ 年和 ２００５ 年年度股东大会及
相关董事会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的程序、表决程序、决议的内容及出席董事会、股
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均符合有关法律及发行人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董事会及股东
大会作出的决议均为合法有效，符合《管理办法》第四十四和四十五条之规定。

二、发行人的主体资格
（一）发行人的上市主体资格
１． 发行人是根据中国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于 ２００２ 年 ６ 月 ６ 日经广东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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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政府以粤办函［２００２］１９３ 号《关于同意变更设立广东新德美精化工股份有限
公司的复函》批准，于 ２００２ 年 ６ 月 ７ 日经广东省经济贸易委员会以粤经贸函
［２００２］３５４ 号《关于同意变更设立广东新德美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的批复》批准，
由黄冠雄、恒之宏、昌连荣、何国英、瑞奇、马克良作为发起人，以整体变更方
式发起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总数为 １０，０００ 万股，每股面值 １ 元。
２． ２００２ 年 ６ 月 ２１ 日，发行人于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工商登记手续，
领取了《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为 ４４００００２００６５４８。
３． 发行人按照《首次公开发行股票辅导工作办法》的要求，聘请国信证券有
限责任公司担任辅导机构，并已通过中国证监会广州证监局（原广州证券监管办
公室）的辅导验收。
４． 发行人控股子公司（以下简称“子公司”）为：
（１）

青岛德美，该公司于 １９９９ 年 １ 月 ２９ 日在青岛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依

法注册设立，住所为青岛市市北区辽宁路 ２５ 号，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１００ 万元，
法定代表人为何国英，经营范围为销售：纺织印染助剂、油墨、涂料、皮革助剂。
该公司的营业期限为 １９９９ 年 １ 月 ２９ 日至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 ３ 日。该公司目前的股权
结构为：发行人持有其 ９０％的股权，占注册资本出资额为人民币 ９０ 万元；德美
投资持有其 １０％的股权，占注册资本出资额为人民币 １０ 万元。该公司为发行人
控股子公司。
根据青岛琴岛审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 １９９９ 年 １ 月 ２０ 日出具的《验资报告》，
截至 １９９９ 年 １ 月 ２０ 日，该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 １００ 万元已经全部到位。
（２）

石家庄德美，该公司于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 ５ 日在石家庄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依法注册设立，住所为石家庄市仓丰路 ５０ 号土产仓库 ２ 单元，注册资本为人民
币 ５０ 万元，法定代表人为尚红亮，经营范围为办公用品、化工产品（化学危险
品、剧毒品除外，需专项审批额未经批准不得经营）的销售。该公司的营业期限
为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 ５ 日至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该公司的股权结构为发行人出资 ４０
万元，持有其 ８０％的股权；德美投资出资 １０ 万元，持有其 ２０％的股权。该公司为
发行人控股子公司。
根据河北华益德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 ２００３ 年 ５ 月 ６ 日出具的《验资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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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截至 ２００３ 年 ５ 月 ６ 日，该公司注册资本 ５０ 万元已经全部到位。
（３）

上海德美，该公司于 ２０００ 年 ３ 月 ２７ 日在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依

法注册设立，住所为上海市青浦科技园公园路 ３４８ 号，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５０ 万
元，法定代表人为吴建平，经营范围为销售纺织印染助剂、染料、化工领域四技
服务，附一分支。该公司的营业期限为 ２０００ 年 ３ 月 ２７ 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２６ 日。
该公司目前的股权结构为：发行人持有其 ８０％的股权，占注册资本出资额为人民
币 ４０ 万元；德美投资持有其 ２０％的股权，占注册资本出资额为人民币 １０ 万元。
该公司为发行人控股子公司。
根据上海申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 ２０００ 年 ３ 月 ７ 日出具的《验资报告》，
截至 ２０００ 年 ３ 月 ７ 日，该公司注册资本 ５０ 万元已经全部到位。
（４）

德美投资，该公司于 ２００３ 年 ３ 月 ２８ 日在顺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依

法注册设立，住所为顺德区容桂海尾居委会广珠路边，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１，０００
万元，法定代表人为郑美蓉，经营范围为对化工行业进行投资。该公司的股权结
构为发行人出资 ８００ 万元，持有其 ８０％的股权；恒之宏出资 ２００ 万元，持有其 ２０％
的股权。该公司为发行人控股子公司。
根据顺德市广德会计师事务所２００３ 年 ３ 月 ２１ 日出具的广德会验字［２００３］１７
号《验资报告》，截至 ２０００ 年 ３ 月 ２１ 日，该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 １０００ 万元已经
全部到位。
（５）

无锡惠山德美，该公司于 ２０００ 年 ４ 月 ２７ 日在无锡市工商行政管理

局依法注册设立，住所为无锡市惠山区堰桥镇山滨路 １１ 号，注册资本为 １００ 万
美元，法定代表人为何国英，经营范围为生产印染助剂、皮革助剂、造纸化学助
剂，销售发行人产品（上述范围涉及国家专项规定的，经批准后方可经营）。该
公司目前的股权结构为：发行人持有其 ６０％的股权，占注册资本出资额为 ６０ 万
美元；汉科化工有限公司（香港公司）持有其 ４０％的股权，占注册资本出资额为
４０ 万美元。该公司为发行人控股子公司。
根据锡山华夏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２０００ 年 ６ 月 ９ 日出具的锡华会师外验
验字［２０００］１３ 号《验资报告》，截至 ２０００ 年 ６ 月 ７ 日，该公司注册资本 １００ 万
美元已经全部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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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技术德美，该公司于 ２００１ 年 ７ 月 ２０ 日在无锡市工商行政管理

局依法注册设立，住所为无锡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湘江路 １０ 号，注册资本
为 ８０ 万美元，法定代表人为何国英，经营范围为研究开发生产纺织、印染、造
纸及皮革助剂（不含危险品）、新产品的推广及新技术的转让。该公司目前的股
权结构为：发行人持有其 ６０％的股权，占注册资本出资额为 ４８ 万美元；汉科化
工有限公司（香港公司）持有其 ４０％的股权，占注册资本出资额为 ３２ 万美元。
该公司为发行人控股子公司。
根据无锡梁溪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２００２ 年 ４ 月 ９ 日出具的梁溪会师外验
验字［２００２］１０２７ 号《验资报告》，截至 ２００２ 年 ４ 月 ９ 日，该公司注册资本 ８０ 万
美元已经全部到位。
（７）

望城德美，该公司于２００３ 年 １２ 月 ４ 日在湖南省望城县工商行政管理局

依法注册设立，住所为长沙河西雷锋大道 ５．３ 公里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１００ 万
元，法定代表人为何国英，经营范围为纺织、印染、皮革、造纸、印刷助剂、油
墨、涂料、聚氨脂涂层剂（不含化学危险品）的批发零售。该公司的营业期限为
２００３ 年 １２ 月 ４ 日至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该公司的股权结构为：发行人出资 ９０
万元，持有其 ９０％的股权；德美投资出资 １０ 万元，持有其 １０％的股权。该公司为
发行人控股子公司。
根据长沙永立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于 ２００３ 年 １２ 月 ２ 日出具的长立验字
［２００３］设第 ３６１ 号《验资报告》，截至 ２００３ 年 １２ 月 ２ 日，该公司注册资本人民
币 １００ 万元已经全部到位。
（８）德美油墨，为彻底解决同业竞争问题，发行人于 ２００４ 年 ８ 月 ７ 日召开
了第一届十次董事会和于 ２００４ 年 ９ 月 ７ 日召开的 ２００４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德美油墨原股东德雄化工持有的该公司 ５８％的股权的议案，
收购完成后发行人持有德美油墨 ５８％的股权，该公司注册地址为顺德容桂容里，
法定代表人为杨胜利，注册资本为 ２４１．７３ 万美元，实际投资额为人民币 ４８２．０２
万元，主营业务为生产油墨、涂料、树脂化工产品。
（９）德美瓦克，２００５ 年 ９ 月，发行人与瓦克化学投资（中国）有限公司共
同投资设立佛山市顺德区德美瓦克有机硅有限公司。于 ２００５ 年 ９ 月 １６ 日领取由
佛山市顺德区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的注册号为企合粤顺总副字第 ００２２８７ 号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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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人营业执照，注册资本 ５００ 万美元，其中发行人投资人民币 ２，０２０．７０ 万元，
折合美元 ２５０ 万元，持股比例为 ５０％。根据 ２００６ 年 ２ 月 ２２ 日发行人与瓦克化学
投资（中国）有限公司签订的《关于佛山市顺德区德美瓦克有机硅有限公司合资
合同之补充协议》发行人已将其纳入 ２００５ 年度合并报表范围。
本所律师经核查后认为，发行人具有本次发行上市的主体资格。
（二）发行人依法有效存续
经本所核查，发行人自设立之日起，未出现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
司章程》规定的、可能导致发行人终止的情形。
发行人已通过历年工商年检，为依法有效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人目前从事的业务与其《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核定的经营范围相符。
（三）发行人主体资格的发行条件
１．

发行人是根据中国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于 ２００２ 年 ６ 月 ６ 日经广东

省人民政府以粤办函［２００２］１９３ 号《关于同意变更设立广东新德美精化工股份有
限公司的复函》批准，于 ２００２ 年 ６ 月 ７ 日经广东省经济贸易委员会以粤经贸函
［２００２］３５４ 号《关于同意变更设立广东新德美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的批复》批准，
以有限责任公司整体变更方式发起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总数为 １０，０００ 万
股，每股面值 １ 元。２００２ 年 ６ 月 ２１ 日，发行人于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工
商登记手续，领取了《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为 ４４００００２００６５４８，并已通
过历年工商年检。
因此，发行人为依法设立并合法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符合《管理办法》
之第八条之规定。
２． 发行人是是以有限责任公司整体变更方式发起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并
于 ２００２ 年 ６ 月 ２１ 日于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工商登记手续，领取了《企业
法人营业执照》，发行人自股份有限公司成立后至今已持续经营 ３ 年以上，因此
符合《管理办法》之第九条的规定。
３． 根据 ２００２ 年 ６ 月 ７ 日，南方民和出具的深南验字（２００２）第 ＹＡ０５９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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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新德美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筹）验资报告》，截至 ２００２ 年 ６ 月 ７ 日止，
发行人变更后的累计注册资本实收金额为 １０，０００ 万元，所有发起人均已缴清其
出资。因此，符合《管理办法》之第十条“发行人注册资本已足额缴纳，发起人
或者股东用作出资的资产的财产权转移手续已办理完毕，发行人的主要资产不存
在重大权术纠纷”的规定。
４．

发行人经核准的经营范围为开发、生产、销售：纺织、印染、皮革、

造纸助剂，聚氨酯涂层剂。经营本企业资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经营本企业
生产所需的原辅材料、仪表仪器、机械设备、零配件及技术的进口业务（国家限
定公司经营和国家禁止进出口的商品除外），投资实业。发行人实际从事的业务
被国家列入《国家重点鼓励发展的产业、产品和技术目录（２０００ 年修订）》，属
于国家重点鼓励发展的产业（产品）。本次发行所募集资金亦将用于其与主营业
务相关的项目，并得到了有权部门的批准，取得了相关立项批文。发行人的生产
经营符合《管理办法》第十一条“发行人的生产经营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国家产业政策”之规定。
５．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最近三年内主营业

务和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没有发生重大变化，实际控制人没有发生变更。因此，
符合《管理办法》之第十二条之规定。
6、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的股东和股权比例为：黄冠雄持股 ３１２０ 万股，
占股本总额的 ３１．２％；恒之宏持股 ２０００ 万股，占股本总额的 ２０％；昌连荣持股
１９８８ 万股，占股本总额的 １９．８８％；何国英持股 １６１２ 万股，占股本总额的 １６．１２％；
瑞奇持股 ９６０ 万股，占股本总额的 ９．６％；马克良持股 ３２０ 万股，占股本总额的
３．２％；上述股东之间的股权清晰，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为自然人黄冠雄，控股
股东和受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支配的股东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不存在重大权属纠
纷。因此符合《管理办法》之第十三条“股权清晰，控股股东和受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支配的股东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不存在重大权属纠纷”之规定。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具备本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上市的主体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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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次发行上市的实质条件
（一）本次申请发行的类型
发行人本次申请的类型属于发起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向社会公开发行
股票并上市。
（二）本次发行的实质条件
经本所律师逐项核查，发行人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管理办法》等
法律法规规定的申请发行股票并上市的实质条件，具体为：
１、

发行人的主体资格发行条件（见本《律师工作报告》之第二（三）

项“发行人主体资格的发行条件”之内容）。
２、

发行人的独立性发行条件（见本《律师工作报告》之第五项“发行

人的独立性”之内容）。
３、

发行人的规范运作发行条件（见本《律师工作报告》之第十四项“ 发

行人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议事规则及规范运作”之内容。
４、

发行人财务与会计方面的发行条件

（１） 根据南方民和于 2006 年 4 月 6 日出具的深南财审报字(2006)第
CA611 号《审计报告》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资产质量良好，资产负
债结构合理，盈利能力较强，现金流量正常，符合《管理办法》之第二十
八条“发行人资产质量良好，资产负债结构合理，盈利能力较强，现金流
量正常”之规定。
（２） 根据本所律师核查，并根据《审计报告》和南方民和出具的深南专
审报字（2006）第 ZA112 号《专项审核意见》，发行人的内部控制在所有重
大方面是有效的，并已由注册会计师出具了无保留结论的内部控制专项审
核报告，符合《管理办法》第二十九条“发行人的内部控制在所有重大方
面是有效的，并由注册会计师出具了无保留结论的内部控制鉴证报告”之
规定。
（３） 根据南方民和出具的《审计报告》、深南专审报字（2006）第 ZA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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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专项审核意见》及发行人书面确认并经核查，发行人会计基础工作规
范，财务报表的编制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相关会计制度的规定，在所有重
大方面公允地反映了发行人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并由注册
会计师出具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符合《管理办法》第三十条“发行
人会计基础工作规范，财务报表的编制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相关会计制度
的规定，在所有重大方面公允地反映了发行人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
金流量，并由注册会计师出具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之规定。
（４） 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的重大合同及相关事实并经发行人书面确
认，并根据南方民和出具的《审计报告》，发行人编制财务报表是以实际发
生的交易或者事项为依据；在进行会计确认、计量和报告时保持了应有的
谨慎；对相同或者相似的经济业务，选用了一致的会计政策，不存在随意
变更的情形。符合《管理办法》第三十一条“发行人编制财务报表是以实
际发生的交易或者事项为依据；在进行会计确认、计量和报告时保持了应
有的谨慎；对相同或者相似的经济业务，选用了一致的会计政策，不存在
随意变更的情形”之规定。
（５） 发行人已完整披露了关联方关系并按重要性原则恰当的进行了关联
交易披露。关联交易价格公允，不存在通过关联交易操纵利润的情形。符
合《管理办法》第三十二条“发行人应完整披露了关联方关系并按重要性
原则恰当的进行了关联交易披露。关联交易价格公允，不存在通过关联交
易操纵利润的情形”之规定。（见本《律师工作报告》之第九项“关联交易
及同业竞争”）
（６） 根据南方民和出具的《审计报告》，发行人符合《管理办法》第三十
三条之相关规定的下列条件：
最近 3 个会计年度净利润分别为：４３，７８４，５１４．３９ 元、４９，３０１，２９２．４５ 元和
３６，３０６，３４７．９３ 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分别为：５３，７３１，２６３．６８
元、６１，６４５，８３１．０９ 元和 ５４，１９８，６５３．４９ 元，均为正数且累计超过人民币
3000 万元；
最近 3 个会计年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
５９，１５９，８６３．２６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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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８，５６１，５４４．３５ 元和 ３３，３３５，３１９．４９ 元，累计超过人民币 5000 万元；
发行前股本总额为人民币 10000 万元，不少于人民币 3000 万元；
根据南方民和出具的《审计报告》，截至 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发行人净资
产为 ２４９，８３４，５２９．５１ 元，发行人扣除土地使用权后的无形资产占净资产的
比例不高于 ２０％。
；
发行人 2005 年度的未分配利润为 １１７，７８０，０９５．３０ 元，最近一期末不存在
未弥补亏损。
（７） 经本所律师核查并经发行人书面确认，发行人依法纳税，各项税收
优惠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发行人的经营成果对税收优惠不存在严重
依赖。符合《管理办法》第三十四条之相关规定。（见本《律师工作报告》
之第十六项“发行人的税务”）
（８） 经本所律师核查并经发行人书面确认，发行人不存在重大偿债风险，
不存在影响持续经营的担保、诉讼以及仲裁等重大或有事项。符合《管理
办法》第三十五条之相关规定。（见本《律师工作报告》之第十一项“发行
人的重大债权和债务”及第二十项“发行人的重大诉讼、仲裁和行政处罚”）
（９） 经本所律师核查并经发行人书面确认，发行人申报文件中不存在有
下列情形：
（1） 故意遗漏或虚构交易、事项或者其他重要信息；（2） 滥
用会计政策或者会计估计；（3） 操纵、伪造或篡改编制财务报表所依据的
会计记录或者相关凭证。符合《管理办法》第三十六条之相关规定。
（１０）经本所律师核查并经发行人书面确认，发行人不存在下列影响持续
盈利能力的情形：
（1） 发行人的经营模式、产品或服务的品种结构已经或
者将发生重大变化，并对发行人的持续盈利能力构成重大不利影响；
（2） 发
行人的行业地位或发行人所处行业的经营环境已经或者将发生重大变化，
并对发行人的持续盈利能力构成重大不利影响；
（3） 发行人最近 1 个会计
年度的营业收入或净利润对关联方或者存在重大不确定性的客户存在重大
依赖；
（4） 发行人最近 1 个会计年度的净利润主要来自合并财务报表范围
以外的投资收益；
（5） 发行人在用的商标、专利、专有技术以及特许经营
权等重要资产或技术的取得或者使用存在重大不利变化的风险；
（6）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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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对发行人持续盈利能力构成重大不利影响的情形。符合《管理办法》
第三十七条之相关规定。
５、

发行人募集资金运用方面的发行条件（见本《律师工作报告》之十

八项“发行人募集资金运用”）
６、

发行人的资本划分为股份，每一股的金额相等，符合《公司法》第

一百二十六条之规定。
７、

发行人本次拟发行的股票为人民币普通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１ 元

的境内上市内资股，符合公平、公正的原则，为同种类股票，每股的发行条件和
价格相同，每一股份具有同等的权利。符合《公司法》第一百二十七条之规定。
８、

发行人本次发行的股份的价格超过票面金额，符合《公司法》第一

百二十八条之规定。
９、

发行人本次发行的股份的股票形式属于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形

式，符合《公司法》第一百二十九条之规定。
１０、

发行人本次发行的股票属于记名股票，符合《公司法》第一百三十

条之规定。
１１、

发行人已经就本次发行召开了 ２００３ 年、２００４ 年和 ２００５ 年年度股东

大会并就本次发行形成了合法有效的决议，符合《公司法》第一百三十四条之规
定。
１２、

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符合《证券法》之第十三条规定的下列条

件：
（１）

具备健全且运行良好的组织机构（见《本律师工作报告》之第十
四项“发行人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议事规则及规范运作”
之内容；

（２）

具有持续盈利能力，财务状况良好（见本《律师工作报告》之第
三（二）4 项“发行人财务与会计方面的发行条件”之内容；

（３）

经本所律师核查并经发行人书面确认，发行人最近三年会计文件
无虚假记载，无其他重大违法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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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本所认为，发行人本次发行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管
理办法》等规定的发行上市的实质条件。

四、发行人的设立
（一）发行人的设立程序、资格、条件与方式
发行人是由德美实业以整体变更方式发起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１． 发行人原公司的设立
（１）德美实业筹建于 １９９７ 年，德美实业 １９９８ 年 １ 月 １９ 日于顺德市工商
行政管理局合法注册设立，并领取了注册号为 ２３１９３６７９－７ 号的《企业法人营业
执照》，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４００ 万元，股权结构为：顺德市德美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出资人民币 ３００ 万元，持有德美实业 ７５％的股权，黄冠雄出资人民币 ５０ 万元，
持有德美实业 １２．５％的股权，何国英出资人民币 ５０ 万元，持有德美实业 １２．５％
的股权。上述出资行为已经顺德市审计师事务所（现已改制为顺德市康诚会计师
事务所有限公司）于 １９９７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出具的顺审所验字［１９９７］第 ３０６８ 号《企
业法人验资证明书》进行了验证。
（２）德美实业在存续期间均已通过历年工商年检，为合法有效存续。
２． 发行人整体变更设立股份有限公司的程序、资格、条件与方式
（1）２００２ 年 ４ 月 １２ 日，股份公司发起人黄冠雄、何国英、恒之宏、昌连
荣、瑞奇、马克良等共同签署《广东新德美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发起人协议》。
（２）２００２ 年 ４ 月 ２８ 日，德美实业召开股东会，全体股东一致同意以经南
方民和出具的深南财审报字第（２００２）第 ＣＡ３７１ 号《审计报告》确认的、德美实
业截至 ２００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的净资产值 １０，０００ 万元，按 １：１ 的比例，折为股份公
司的股本 １０，０００ 万股。原德美实业登记在册的六名股东作为发起人以其各自在
德美实业所占的注册资本比例，对应折为各自所占股份公司的股份比例。
（３）２００２ 年 ６ 月 ６ 日及 ２００２ 年 ６ 月 ７ 日，广东省人民政府、广东省经济
贸易委员会分别出具粤办函［２００２］１９３ 号《关于同意变更设立广东新德美精化工
股份有限公司的复函》、粤经贸函［２００２］３５４ 号《关于同意变更设立广东新德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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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的批复》，批准黄冠雄等六个发起人发起设立“广东新德美
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股本总额为 １０，０００ 万元。
（４）２００２ 年 ６ 月 ７ 日，发行人召开创立大会及 ２００２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确认了各发起人持有的发行人的股权比例，审议通过了股份公司《公司章
程》，并选举了股份公司第一届的董事会成员及第一届监事会成员。
（５）２００２ 年 ６ 月 ２１ 日，发行人于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领取了变更后的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为 ４４００００２００６５４８ 号，法定代表人为黄冠雄，注
册资本为一亿元，企业类型为股份有限公司。
本所认为，发行人设立的程序、资格、条件、方式等符合当时法律、法规
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并得到有权部门的批准。
（二）发行人设立过程中签订的发起人协议
２００２ 年 ４ 月 １２ 日，发行人的六个发起人黄冠雄、何国英、恒之宏、昌连荣、
瑞奇、马克良共同签署《发起人协议》，《发起人协议》约定了股份公司的宗旨、
经营范围、经营期限，股份公司设立的方式、组织形式，发起人的出资，股份公
司的注册资本，发起人的权利、义务和责任、股东大会和董事会等内容。
经核查，《发起人协议》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会因
此引致发行人设立行为存在潜在纠纷。
（三）发行人设立过程中的验资程序
２００２ 年 ６ 月 ７ 日，南方民和出具深南验字（２００２）第 ＹＡ０５９ 号《广东新德
美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筹）验资报告》，根据该报告，截至 ２００２ 年 ６ 月 ７ 日止，
发行人变更后的累计注册资本实收金额为 １０，０００ 万元，所有发起人均已缴清其
出资。
经核查，南方民和是具有证券业从业资格的审计机构。本所认为：发行人设
立过程无需进行资产评估，发行人设立过程中的验资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符
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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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发行人创立大会的程序及所议事项
１．

２００２ 年 ５ 月 ２１ 日，广东新德美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改制筹委会向各

发起人书面发出《广东新德美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创立大会通知》，就召开创立
大会的时间、地点和所议议题进行了通知。
２．

２００２ 年 ６ 月 ７ 日，发行人召开创立大会，全部发起人的法定代表人（或

委托代理人）均出席了创立大会。创立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题：
（１） 同意将顺德市德美化工实业有限公司以发起设立的方式，整体变更
为广东新德美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２） 同意以南方民和审计确认的截至 ２００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止的净资产 １００００
万元作为折股基础，按照 １：１ 的比例折合为股份公司的股份，股份公司的注册
资本确认为 １００００ 万元，股份公司的股本总额为 １００００ 万元，股份公司的股东和
股权比例为：黄冠雄持股 ３１２０ 万股，占股本总额的 ３１．２％；恒之宏持股 ２０００ 万
股，占股本总额的 ２０％；昌连荣持股 １９８８ 万股，占股本总额的 １９．８８％；何国英
持股 １６１２ 万股，占股本总额的 １６．１２％；瑞奇持股 ９６０ 万股，占股本总额的 ９．６％；
马克良持股 ３２０ 万股，占股本总额的 ３．２％；
（３） 同意股份公司章程；
（４） 同意选举黄冠雄、何国英、宋先涛、马克良和胡家智为股份公司第
一届董事会成员；
（５） 同意选举高德为第一届监事会成员，与职工代表选举的肖继杰共同
组成股份公司第一届监事会；
（６） 同意顺德市康成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广东新德美精化工股份
公司设立费用的审计报告》。
本所律师经核查后认为：发行人创立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及所议事项均
合法有效。
综上所述，发行人的设立符合当时有效的各项法律法规之规定，并符合《公
司法》第七十七、七十九、八十、八十一、八十二、八十三、八十四、九十和九
十六条以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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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发行人的独立性
（一） 发行人经核准的经营范围为开发、生产、销售：纺织、印染、皮革、
造纸助剂，聚氨酯涂层剂。经营本企业资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经营本企业
生产所需的原辅材料、仪表仪器、机械设备、零配件及技术的进口业务（国家限
定公司经营和国家禁止进出口的商品除外），投资实业。发行人的主要业务为纺
织、印染助剂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发行人实际从事的业务均在经核准的经营范
围之内。
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具有完整的业务体系，拥有独立的采购系统、生
产系统和销售系统，并拥有与上述生产经营相适应的技术和管理人员，拥有与所
生产的产品有关的独立的知识产权，具有与其生产经营相适应的场所、机器、设
备，具有独立的研究开发系统，其经营不依赖于任何股东或其他关联方。
发行人最近一年和最近一期，发行人不存在委托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及其全资或控股企业，进行产品（或服务）销售或原材料（或服务）采购的行为
因此，发行人具有完整的业务体系和直接面向市场独立经营的能力符合《管
理办法》之第十四条之规定。
（二）发行人的资产完整
１． 根据南方民和于 ２００２ 年 ６ 月 ７ 日出具的深南验字（ ２００２）第 ＹＡ０５９ 号
《验资报告》，发行人设立时，各发起人股东的出资共计 １０，０００ 万元全部足额到
位。
２． 发行人是由德美实业整体变更而设立，原德美实业机器设备、车辆、
办公设施等有形资产及专利、专有技术等无形资产转入发行人，确保发行人拥有
独立完整的资产结构。
３． 发行人具有开展生产经营所必备的资产，最近一年和最近一期，发行
人不存在依赖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及其全资或控股企业的资产进行生产经
营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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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对其各项资产均拥有完整的所有权或使用权，
发行人与控股股东的资产产权上有明确的界定与划清。经查阅南方民和出具的
《审计报告》并经发行人确认，发行人最近三年不存在为股东担保或者股东占用
发行人资金、资产及其它资源的情况。
５． 发行人拥有专门的采购部门，负责发行人办公用品、生产设备及原材
料的供应。经发行人书面确认，发行人前五大供应商主要是为发行人供应各种原
材料的客户。
６． ２００３～２００５ 年度发行人在产品销售方面的前五大客户中，先后有两家
为关联公司即发行人参股的晋江德美和原由德雄化工控股的惠山德美，其中惠山
德美 ２００３ 年 １０ 月以后由发行人控股并合并报表，不再是关联公司。
７． 发行人不存在依赖股东及其关联方或者单一客户的情况。
８． 发行人拥有独立的生产厂房、专业的生产技术人员及生产检测设备，
具备独立从事本企业自产产品生产的能力。
本所认为，发行人具备与生产经营有关的生产系统、辅助生产系统和配套
设施，合法拥有与生产经营有关的土地、厂房、机器设备以及商标、非专利技术
等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具有独立的原料采购和产品销售系统。符合《管理办法》
第十五条之规定。
（三）发行人的人员独立
１． 经核查，发行人的董事长由发行人自然人控股股东黄冠雄担任，不存
在发行人的董事长由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兼任的情形。发行人现任总经理、副
总经理、财务总监、技术总监、营销负责人、董事会秘书等高级管理人员专职在
发行人处工作并领取报酬，未在持有发行人 ５％以上股权的股东单位及其关联方
担任除董事、监事以外的其他职务，也未在与发行人业务相同或相近的其他企业
任职。
２． 经核查发行人的董事会、股东大会文件记录，从历届董事会以及高级
管理人员人选产生过程看，发行人的股东推荐的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人选均通过
合法程序进行，不存在股东干预发行人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已经作出的人事任免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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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情况。
３． 本所律师查验了部分员工与发行人签订的《佛山市顺德区员工劳动合
同书》、缴纳社会保险费用的凭据以及发行人工资发放记录，不存在员工归属不
明确或代管、代发工资问题，不存在为发行人以外的员工发放工资的情形。
经本所律师核查后认为：发行人的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和董事
会秘书等高级管理人员未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中担任除
董事、监事以外的其他职务，未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领
薪；发行人的财务人员未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中兼职。
发行人人员独立，符合《管理办法》第十六条之规定。
（四）发行人的财务独立
１． 经核查，发行人设有独立的财务会计部门，并按照有关会计制度的要求
建立了独立的会计核算体系和财务管理制度。
２． 经核查，发行人在银行独立开户，不存在与股东共用银行帐户的情况，
亦不存在发行人将资金存入股东的财务公司或者结算中心帐户之情形。
３． 经核查，发行人独立办理税务登记证，依法独立进行纳税申报和履行纳
税义务。
４． 经核查并经发行人书面确认，发行人能够独立作出财务决策，不存在股
东干预发行人资金使用的情况。
５． 经核查并经发行人书面确认，发行人建立了独立的工资管理制度，并在
有关社会保障、工薪报酬等方面实行分帐独立管理。
６． 经核查并经发行人书面确认，发行人独立对外签署合同。
７． 经本所律师核查并经发行人书面确认，发行人 ２００３ 年度、２００４ 年度、
２００５ 年度不存在为股东单位、实际控制人及其下属公司、以及个人提供担保的
情形，不存在将发行人名义的借款、授信额度转借给前述法人或个人使用的情形。
本所律师经核查后认为，发行人已建立独立的财务核算体系，能够独立作
出财务决策，具有规范的财务会计制度和对分公司、子公司的财务管理制度；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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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人未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共用银行账户。符合《管理
办法》第十七条之规定。
（五）发行人的机构独立
１． 经核查，发行人在生产经营和行政管理（包括劳动、人事及工资管理
等）方面完全独立于各股东，办公机构和生产经营场所与各股东分开，不存在“两
块牌子、一套人马”，“混合经营、合署办公”的情况。
２． 经核查，发行人已建立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等完备的法人治理
结构。总经理负责日常生产经营和管理工作，下设化工厂、研究开发中心、采购
中心、应用研究中心、市场营销部、总经办、信息中心、财务部、人力资源、事
业发展部、审计部等部门，该等部门依据发行人的公司章程及内部规章制度行使
各自的职权，不存在股东干预发行人机构设置的情形。
３． 经核查并经发行人确认，发行人及其职能部门与股东及其职能部门之
间不存在上下级关系，任何企业无权以任何形式干预发行人的生产经营活动。
本所律师经核查后认为，发行人已建立健全内部经营管理机构，独立行使
经营管理职权，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间不存在机构混同
的情形。发行人的机构独立，符合《管理办法》第十八条之规定。
（六）发行人的业务独立
１． 发行人的业务独立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
２． 发行人的业务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间不存在同
业竞争和显示公平的关联交易；
３． 根据南方民和出具的《审计报告》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和发行人确认，发
行人最近三年与关联方无其他《审计报告》未披露的重大关联交易事项。发行人
有独立自主经营能力，不存在需依靠股东或其他关联方的关联交易才能经营获利
的情况。
本所律师经核查后认为，发行人的业务独立，符合《管理办法》第十九条
之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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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自主经营能力和其他方面独立性
发行人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全部经营活动在其经核准的经营范围内进行。
发行人拥有与其主营业务相关的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独立完整的销售网
络，发行人有充分的面向市场的自主经营能力以及风险承受能力。本所律师认为，
发行人具有面向市场自主经营的能力且不存在独立性方面的其他严重缺陷，符合
《管理办法》第二十条之规定。

六、发起人或股东（实际控制人）
（一）发起人的出资资格
发行人的发起人共六名，分别为黄冠雄、恒之宏、昌连荣、何国英、瑞奇、
马克良。本所律师核查了法人发起人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公司章程以及自
然人发起人的身份证。
１． 黄冠雄，男，年龄为 ４１ 岁，住址为广东省顺德桂洲容里管理区七街一
组 ４６ 号，身份证号码为 ４４０６２３６５０７１８１２１。经本所律师核查，黄冠雄先生为具
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和完全民事权利能力的自然人。黄冠雄现持有发行人 ３，１２０
万股股份，占发行人股本总额的 ３１．２０％；
2． 恒之宏为于 ２００１ 年 １１ 月 １ 日在顺德市登记注册的有限责任公司，注册

资本为 ４，０００ 万元，经营范围为对制造业进行投资。截至本律师工作报告出具日，
恒之宏的股权结构为：自然人胡家智持股 ３０％；自然人钱铸持股 ２５％；自然人范
小平持股 １５％；自然人尹亨柱持股 １５％；自然人自然人郑美蓉持股 １５％。恒之宏
已通过历年工商年检，是合法设立且有效存续的企业法人。恒之宏现持有发行人
２，０００ 万股股份，占发行人股本总额的 ２０．００％。
３． 昌连荣为于 ２００１ 年 １１ 月 ５ 日在顺德市登记注册的有限责任公司，注册
资本为人民币 ３，０００ 万元，经营范围为对制造业投资。截至本律师工作报告出具
日，昌连荣的股权结构为：自然人高德持股 １６％；自然人徐颖持股 ２８％；自然人
高明涛持股 ２８％；自然人高明霞持股 ２８％。昌连荣已通过历年工商年检，是合法
设立且有效存续的企业法人。昌连荣现持有发行人 １，９８８ 万股股份，占发行人股
本总额的 １９．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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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瑞奇为于 ２００１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在顺德市登记注册的有限责任公司，注册
资本为人民币 １，５００ 万元，经营范围为对制造业进行投资。截至本律师工作报告
出具日，瑞奇的股东分别为：自然人宋先涛持股 １７％；自然人宋岩持股 ３３％；自
然人宋津持股 ２５％；自然人宋琪持股 ２５％。瑞奇已通过历年工商年检，是合法设
立且有效存续的企业法人。瑞奇现持有发行人 ９６０ 万股，占发行人股本总额的
９．６０％。
５． 何国英，男，年龄 ４４ 岁，住址为广东省顺德容桂华龙一街 １ 号，身份
证号码为 ４４０６２３６２１１２９１２３。经本所律师核查，何国英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及完全民事权利能力的自然人。何国英现持有发行人 １，６１２ 万股股份，占发行人
股本总额的 １６．１２％。
６． 马克良，男，年龄 ５７ 岁，住址为大连市公园北三街 ９５ 号，身份证号码
为 ２１０２０４４９１２２３０９９。经本所律师核查，马克良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及完全
民事权利能力的自然人。马克良现持有发行人 ３２０ 万股股份，占发行人股本总额
的 ３．２０％。
经核查，发行人上述三名法人发起人均通过历年工商年检，没有出现可能导
致上述三名法人发起人无法存续的情形，为合法设立且有效存续的企业法人；黄
冠雄、何国英与马克良均为具有完全民事权利能力和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境内自
然人；各发起人在中国境内均有固定住所。本所认为，各发起人均具有法律、法
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担任发起人的资格。
（二）发起人的人数、住所、出资比例
经核查，发行人的发起人共六名，其中三名为境内企业法人，三名为境内
自然人。发行人设立时，六名发起人全额认购了发行人 １００％的股份。本所认为，
发起人的人数、住所、出资比例均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三）发起人投入发行人的资产
根据深圳南方民和会计师事务所于 ２００２ 年 ６ 月 ７ 日出具的《验资报告》，
发起人已履行足额出资义务。经核查，原登记在德美实业名下的资产或权利的权
属证书均已变更至发行人名下。本所律师认为，各发起人已投入发行人的资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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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权关系清晰，将上述资产投入发行人不存在法律障碍。
（四）发起人的出资方式
经核查，发行人设立过程中，采取有限公司整体变更为股份公司的设立方
式，不存在发起人将其全资附属企业或者其它企业先注销再以其资产折价入股，
或者以在其它企业中的权益折价入股的情形。
（五）发行人设立过程资产或权利的权属证书的办理
发行人是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的，原有限公司的资产、业务和债权、
债务概由发行人承继。股份公司设立后，原有限公司拥有的土地使用权、房产、
车辆、无形资产等权利变更过户至股份公司名下，不存在法律障碍或风险。由发
行人承继的业务合同办理了合同主体的变更手续。
（六）发起人、主要股东承诺情况
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黄冠雄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其持有的股
份。公司股东恒之宏公司、昌连荣公司、何国英、瑞奇公司和马克良承诺：自公
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一年内不转让。同时作为担任公司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的黄冠雄、何国英、马克良还承诺：除前述锁定期外，在其任
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离职
后半年内，不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七、发行人的股本及其演变
（一）发行人设立时的股权设置、股本结构，产权界定和确认
１． ２００２ 年 ４ 月 ２８ 日，德美实业作出股东会决议，决定以德美实业截至 ２００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经审计后的净资产值人民币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元，按 １：１ 的比例，折为
股份公司的股本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股。原德美实业登记在册的六名股东变更作为发行
人的发起人，并以其各自在德美实业所占的注册资本比例，对应折为各自所占股
份公司的股份比例。发行人的发起人共六家，分别为法人股东恒之宏、昌连荣、
５－２－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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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奇，自然人股东黄冠雄、何国英、马克昌。
２． ２００２ 年 ６ 月 ７ 日，广东省经济贸易委员会出具粤经贸函［２００２］３５４ 号《关
于同意变更设立广东新德美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的批复》，批准上述六家发起人
发起设立“广东新德美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股本总额为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元。
３． 发行人设立时的股本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股份（股）

股份比例（％）

黄冠雄

３１，２００，０００

３１．２０％

恒之宏

２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

昌连荣

１９，８８０，０００

１９．８８％

何国英

１６，１２０，０００

１６．１２％

瑞奇

９，６００，０００

９．６０％

马克昌

３，２００，０００

３．２０％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

合

计

经核查，本所认为，发行人设立时的股权设置、股本结构合法有效；发行
人的的产权界定和确认不存在法律纠纷和风险。
（二）发行人历次股权变动
经核查，整体变更为股份公司后，发行人的股权结构没有发生变动；股份公
司设立前，股权变动情况如下：
１． 德美实业的设立
德美实业于 １９９８ 年 １ 月 １９ 日在顺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注册成立，企业法
人营业执照注册号为 ２３１９３６７９－７，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４００ 万元，股东为顺德精
化、黄冠雄和何国英。
１９９７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顺德市审计师事务所出具顺审所验字（１９９７）第 ３０６８
号《企业法人验资证明书》。根据该证明书，顺德精化以现金出资 ３００ 万元、何
国英以现金出资 ５０ 万元、黄冠雄以现金出资 ５０ 万元已经足额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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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８ 年 １ 月 １９ 日，德美实业依法设立，领取了注册号为 ２３１９３６７９－７ 的《企
业法人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为何国英，注册资本为 ４００ 万元，经营范围为：
生产粘合剂、纺织印染助剂。德美实业设立时的股权结构为：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人民币万元）

出资比例

顺德精化

３００

７５％

黄冠雄

５０

１２．５％

何国英

５０

１２．５％

合计

４００

１００％

２． 顺德精化将其持有的德美实业 ７５％股权分别转让给股东黄冠雄、何国英
１９９８ 年 ９ 月 ２０ 日，顺德精化分别与黄冠雄、何国英签署《股权转让协议》，
顺德精化将其持有德美实业 ３８％的股权转让给黄冠雄、３７％的股权转让给何国英。
１９９８ 年 ９ 月 ３０ 日，德美实业召开股东会决议，同意顺德精化转让其所持
有的德美实业 ７５％的股权，其中 ３８％的股权转让给黄冠雄、３７％股权转让给何国英。
１９９８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顺德市审计师事务所出具顺审所验字【１９９８】第 ３０４１
号《验资报告》。根据该《验资报告》，德美实业变更前及变更后的注册资本及投
入资本皆为 ４００ 万元。顺德精化将其投入的资本计 ３００ 万元全部转让给黄冠雄及
何国英，股权转让后，何国英投入资本为 １９８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４９．５％；黄冠
雄投入资本为 ２０２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５０．５％。
１９９８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德美实业领取了变更后的注册号为 ２３１９３６７９－７ 号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为黄冠雄，注册资本为 ４００ 万元。经营范
围为：生产粘合剂、纺织印染助剂。股权转让后，德美实业的股东和股权结构变
更为：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人民币万元）

出资比例

黄冠雄

２０２

５０．５０％

何国英

１９８

４９．５０％

合计

４００

１００％

５－２－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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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德美实业第一次增资扩股及增加高德、马克良和宋先涛三位新股东
１９９９ 年 ９ 月 ３０ 日，德美实业作出股东会决议，决定扩大公司注册资本和
增加三名股东。同意黄冠雄增资 ４５８ 万元，合计出资额为 ６６０ 万元，占注册资本
的 ３３％；同意何国英增资 １４２ 万元，合计出资 ３４０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１７％；同
意高德成为新股东，出资 ４２０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２１％；同意马克良成为新股东，
出资 ３２０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１６％；同意宋先涛成为新股东，出资 ２６０ 万元，占
注册资本的 １３％。
１９９９ 年 ９ 月 ３０ 日，顺德市审计师事务所出具顺审所验字【１９９９】第 ２０４５
号《验资报告》。根据该《验资报告》，德美实业变更前的注册资本为 ４００ 万元，
德美实业变更后的注册资本为 ２，０００ 万元。截至 １９９９ 年 ９ 月 １３ 日，黄冠雄实际
投入资本为 ６６０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３３％；何国英实际投入资本为 ３４０ 万元，占
注册资本的 １７％；高德实际投入资本为 ４２０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２１％；马克良实
际投入资本为 ３２０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１６％；宋先涛实际投入的资本为 ２６０ 万元，
占注册资本的 １３％。
１９９９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德美实业于顺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领取了变更后的
注册号为 ２３１９３６７９－７ 号《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资本为 ２０００ 万元，法定代
表人为黄冠雄，经营范围为生产粘合剂、纺织印染助剂。德美实业的股权结构变
更为：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人民币万元）

出资比例

黄冠雄

６６０

３３％

高德

４２０

２１％

何国英

３４０

１７％

马克良

３２０

１６％

宋先涛

２６０

１３％

合计

２０００

１００％

４． 股东马克良将其持有的德美实业共计 １２％股份分别转让给黄冠雄、何国

５－２－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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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高德、宋先涛
２０００ 年 ３ 月 ２８ 日，德美实业作出股东会决议，同意马克良将其持有的德美
实业 １２％的股权以 ２４０ 万元分别转让给黄冠雄、何国英、高德、宋先涛。其中，
黄冠雄出资 ９４ 万元，购买 ４．７％的股权；何国英出资 ４９ 万元，购买 ２．４５％的股权；
高德出资 ６０ 万元，购买 ３％的股权；宋先涛出资 ３７ 万元，购买 １．８５％的股权。转
让后，黄冠雄持有 ３７．７％的股权，占注册资本出资额为 ７５４ 万元；何国英持有
１９．４５％的股权，占注册资本出资额为 ３８９ 万元；高德持有 ２４％的股权，占注册资
本出资额为 ４８０ 万元；宋先涛持有 １４．８５％的股权，占注册资本出资额为 ２９７ 万
元；马克良持有 ４％的股权，占注册资本出资额为 ８０ 万元。
２０００ 年 ３ 月 ３０ 日，顺德市康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顺康会验字
【２０００】第 ２０１９ 号《验资报告》。根据该《验资报告》，德美实业变更前及变更
后的注册资本皆为 ２０００ 万元。此次变更，马克良将其持有的股份 ３２０ 万元中的
９４ 万元转让给黄冠雄、４９ 万元转让给何国英、６０ 万元转让给高德、３７ 万元转让
给宋先涛。变更后，黄冠雄投入资本为 ７５４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３７．７％；何国英
投入资本为 ３８９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１９．４５％；高德投入资本为 ４８０ 万元，占注
册资本的 ２４％；马克良投入资本为 ８０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４％；宋先涛投入资本
为 ２９７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１４．８５％。
德美实业于 ２０００ 年 ５ 月 １９ 日向顺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股东、股权结
构变更的工商登记。股权转让后，德美实业的股权结构变更为：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人民币万元）

出资比例

黄冠雄

７５４

３７．７％

高德

４８０

２４％

何国英

３８９

１９．４５％

宋先涛

２９７

１４．８５％

马克良

８０

合计

２０００

５． 德美实业第二次增资扩股

５－２－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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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０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德美实业作出股东会决议，同意公司增加注册资本
４０００ 万元，由各股东分别以现金方式投入。其中，黄冠雄追加投资 １５８６ 万元，
占注册资本总额的 ３９％；高德追加投资 １０１１ 万元，占注册资本总额的 ２４．８５％；
何国英追加投资 ８２０ 万元，占注册资本总额的 ２０．１５％；宋先涛追加投资 ４２３ 万
元，占注册资本总额的 １２％；马克良追加投资 １６０ 万元，占注册资本总额的 ４％。
本次增资后，德美实业的注册资本为 ６０００ 万元。
２００１ 年 １ 月 １６ 日，顺德市康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顺康会验字
【２００１】第 ２００４ 号《验资报告》。根据该报告，德美实业本次变更前的注册资本
为 ２０００ 万元，本次变更后的注册资本为 ６０００ 万元。截至 ２００１ 年 １ 月 １５ 日，全
部注册资本 ６０００ 万元已经到位。其中，黄冠雄投入资本为 ２３４０ 万元，占注册资
本的 ３９％；何国英投资资本为 １２０９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２０．１５％；高德投入资本
为 １４９１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２４．８５％；宋先涛投入资本为 ７２０ 万元，占注册资本
的 １２％；马克良投入资本为 ２４０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４％。
２００１ 年 １ 月 ２０ 日，德美实业领取了变更后的注册号为 ４４０６８１２００３７２３ 的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资本为 ６０００ 万元，法定代表人为黄冠雄，经营范围
为制造粘合剂、纺织印染助剂。本次増资扩股后，德美实业的股权结构变更为：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人民币万元）

出资比例

黄冠雄

２３４０

３９％

高德

１４９１

２４．８５％

何国英

１２０９

２０．１５％

宋先涛

７２０

１２％

马克良

２４０

４％

合计

６０００

１００％

６． 股东黄冠雄、高德、何国英、宋先涛、马克良分别将部分股权转让给恒
之宏、昌连荣、瑞奇，高德、宋先涛退出德美实业，增加恒之宏、昌连荣、瑞奇
三家法人股东
２００２ 年 ３ 月 ５ 日，德美实业作出股东会决议，同意黄冠雄将其所持有的 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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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股权作价 ４６８ 万元转让给恒之宏；同意高德将其所持有的 ４．９７％的股权作价
２９８．２ 万元转让给恒之宏；同意高德将其所持有的 １９．８８％的股权作价 １１９２．８ 万
元转让给昌连荣；同意宋先涛将其所持有的 ２．４％的股权作价 １４４ 万元转让给恒
之宏；同意宋先涛将其所持有的 ９．６％的股权作价 ５７６ 万元转让给瑞奇；同意何
国英将其所持有的 ４．０３％的股权作价 ２４１．８ 万元转让给恒之宏；同意马克良将其
所持有的 ０．８％的股权作价 ４８ 万元转让给恒之宏。本次股权转让后，黄冠雄的出
资额为 １８７２ 万元，持有 ３１．２％的股权；何国英出资额为 ９６７．２ 万元，持有 １６．１２％
的股权；马克良出资额为 １９２ 万元，持有 ３．２％的股权；昌连荣出资额为 １１９２．８
万元，持有 １９．８８％的股权；瑞奇出资额为 ５７６ 万元，持有 ９．６％的股权；恒之宏
出资额为 １２００ 万元，持有 ２０％的股权。
２００２ 年 ３ 月 ２９ 日，德美实业领取了注册号为 ４４０６８１２００３７２３ 的《企业法人
营业执照》，注册资本为 ６０００ 万元，法定代表人为黄冠雄，经营范围为制造粘合
剂、纺织印染助剂。本次股权转让后，德美实业的股权结构变更为：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人民币万元）

出资比例

黄冠雄

１８７２

３１．２％

恒之宏

１２００

２０％

昌连荣

１１９２．８

１９．８８％

何国英

９６７．２

１６．１２％

瑞奇

５７６

９．６％

马克良

１９２

３．２％

６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

合计

经本所律师核查，德美实业 ２００２ 年 ３ 月 ２９ 日以后直至 ２００２ 年 ６ 月 ２１ 日
变更为股份公司之前未发生股权变动。本所认为，发行人在整体变更为股份公司
前的历次股权变动合法、合规、真实、有效。
（三）发起人股权质押情况
经本所律师核查、以及各发起人的书面承诺，截至本律师工作报告出具日，
发起人所持发行人股份不存在被质押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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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发行人的业务
（一）发行人的经营范围和经营方式
１． 发行人经核准的经营范围为：开发、生产、销售纺织、印染、皮革、造
纸助剂，油墨、涂料、聚氨酯涂层剂。经营发行人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
经营本企业所需的原辅材料、仪器仪表、机械设备、零配件及技术的进口业务（国
家限定公司经营和国家禁止进出口的商品除外），投资实业。
２． 经发行人书面确认，发行人的经营方式为：开发、生产、销售纺织、印
染、皮革、造纸助剂，油墨、涂料、聚氨酯涂层剂。
本所认为，发行人在其经核准的经营范围内从事业务，发行人的经营范围
和经营方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发行人的境外经营情况
经核查并经发行人确认，发行人没有在中国境外从事经营，不存在在中国
境外开设分支机构、成立子公司的情况。
（三）发行人业务变更情况
１． １９９８ 年 １ 月 １９ 日，德美实业设立时的经营范围为：生产粘合剂、纺织
印染助剂。
２． ２００２ 年 ６ 月 ２１ 日，德美实业改制为股份公司后，经营范围变更为：开
发、生产、销售：纺织、印染、皮革、造纸助剂，聚氨酯涂层剂。经营发行人自
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经营本企业所需的原辅材料、仪器仪表、机械设备、
零配件及技术的进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和国家禁止进出口的商品除外），
投资实业。
３． ２００２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发行人的经营范围变更为：开发、生产、销售纺织、
印染、皮革、造纸助剂，油墨、涂料、聚氨酯涂层剂。经营发行人自产产品及技
术的出口业务；经营本企业所需的原辅材料、仪器仪表、机械设备、零配件及技
术的进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和国家禁止进出口的商品除外），投资实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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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核查，本所认为，发行人上述经营范围的变更是根据经营业务发展的需
要，对原经营范围进行增项调整，体现了发行人业务的发展和延伸；发行人历次
经营范围的变更均获董事会、股东大会（或股东会）等内部批准，并获工商部门
有效批准，履行了相关的批准手续，合法有效；变更后的经营范围不存在违反法
律、法规规定的情况。
（四）发行人的主营业务
１．

发行人为生产高端精细化工领域产品的高新技术企业，以纺织印染助

剂研发、生产和销售为主业，皮化助剂研发、生产和销售以及油墨销售为辅业。
发行人于 ２００３ 年 ４ 月获得科学技术部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中心颁发的《重点高
新技术企业证书》；于 ２００３ 年 ５ 月、２００５ 年 ６ 月获得广东省科学技术厅颁发的
《高新技术企业认定证书》，截至本律师工作报告出具日，上述资格有效。
２．

根据南方民和出具的《审计报告》
，发行人 ２００３ 年度、２００４ 年度、２００５

年 度 的 主 营 业 务 收 入 分 别 为 ３６５，４５１，１９９．２７ 元 、 ４７０，７６１，６１８．７９ 元 和
５３５，０６９，３５９．６４ 元；主营业务利润分别为： １０８，４３５，７４３．４７ 元、１２９，５８３，１７６．８４
元和 １３５，２０１，１３１，０８ 元。
本所律师经核查后认为，发行人的主营业务突出。
（五）发行人的持续经营能力
１． 发行人已经通过历年的年度工商年检，为合法设立且有效存续的企业法
人。
２． 发行人根据对上市公司的监管要求增加了独立董事，发行人的其他董事、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相对稳定，变动不大。
３． 经发行人书面确认和工商、税务、环保和技术质量监督等管理部门的书面
证明，发行人的生产经营正常，不存在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的导致清算的
情况。
４． 本所律师核查了发行人将要履行、正在履行以及履行完毕但可能对发行人
有重大影响的合同，认为发行人已经签署的合同、协议没有出现可能导致发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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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经营能力受影响的内容。
本所律师经核查后认为，截至本律师工作报告出具日，发行人不存在持续经
营的法律障碍。

九、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
（一）主要关联方
１．

直接持有发行人 ５％以上股份的股东：

（１） 黄冠雄，现持有发行人３，１２０ 万股股份，占发行人股本总额的３１．２０％，
为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２） 恒之宏，持有发行人 ２，０００ 万股股份，占发行人股本总额的 ２０．００％，
为发行人股东之一。
（３） 昌连荣，持有发行人 １，９８８ 万股股份，占 发行人股本总额的 １９．８８％，
为发行人股东之一。
（４） 何国英，持有发行人 １，６１２ 万股股份，占发行人股本总额的 １６．１２％，
为发行人股东之一。
（５） 瑞奇，持有发行人 ９６０ 万股，占发行人股本总额的 ９．６０％，为发行人
股东之一。
２． 发行人控股股东和主要股东的控股和参股企业
（１）

美龙环戊烷，该公司于 １９９７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在顺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依法注册设立，住所为顺德市容桂区容里眉蕉桥西侧，法定代表人为黄冠雄，经
营范围为生产环戊烷。该公司的股权结构为吉林化学工业龙山化工厂持有其
４８．５％的股权；黄冠雄持有其 ４８．５％的股权；武洪文持有其 ３％的股权。该公司为
发行人股东黄冠雄投资参股的公司。
（２）

迅网物流，该公司于 ２００１ 年 １２ 月 ４ 日在顺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依

法注册设立，住所为顺德市容桂区海尾局委区十组，法定代表人为何国英，经营
范围为公路普通货物运输、仓储理货。该公司的股权结构为何国英持有其 ６０％的
股权；谭思贤持有其 ４０％的股权。该公司为发行人股东何国英投资控股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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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世创，该公司于 ２０００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在南京工商行政管理局依法

注册成立，注册资本为 １３３ 万美元，住所为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精细化工园区
３Ａ０１－５，法定代表人为金一，经营范围为开发、生产聚氨脂材料、表面活性剂、
催化剂及相关化工产品。该公司股权结构为黄冠雄持有其 ８０％的股权，南京世创
化工有限公司持有其 ２０％的股权。
（４）

德雄化工，英文名称为 ＢＲＩＧＨＴ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Ｓ （ＧＲＯＵＰ） ＬＩＭＩＴＥＤ。该公

司于 １９９７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在香港注册成立，法定股本为 １０，０００ 股（港元），注册地
址为香港九龙旺角新填地街 ４７０ 号海岛中心 １６０１ 号，该公司股东为 Ｄ．Ｍ．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ＬＩＭＩＴＥＤ（持股 ９９％）和 ＬＡＦＩＴＥ ＨＯＬＤＩＮＧ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持股
１％） ， 董 事 为 Ｄ．Ｍ．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ＬＩＭＩＴＥＤ 和 ＧＬＯＲＩＯＵＳ ＭＡＲＫ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ＩＭＩＴＥＤ。该公司主要业务为对化工行业进行投资，该公司投资
的企业有德美油墨、南京世创和成都德美。
（５） 德美国际，英文名称为 Ｄ．Ｍ．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Ｌｉｍｉｔｅｄ，该公
司于 １９９７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在英属维尔京群岛成立，注册资本为 ５ 万美元，已缴足
资本为 １ 万美元，该公司股权结构为自然人黄冠雄持有 １００％股权。
３． 发行人控股、参股企业及其他关联方
（１）马克良，持有发行人 ３２０ 万股股份，占发行人股本总额的 ３．２０％，为
发行人股东之一。
（２）晋江德美，该公司于 １９９９ 年 ５ 月 １２ 日在福建省晋江市工商行政管理
局依法注册设立，住所为晋江市龙湖福林村，法定代表人为洪贤德，注册资本为
人民币 ８０ 万元，经营范围为批发、零售：纺织化工原料、印染化工原料（以上
经营范围凡涉及国家专项专营规定的从其规定）。该公司的股权结构为：发行人
持有 ２２％的股权、自然人洪贤德和许自代分别持有 ２５％和 ５３％的股权。晋江德美
为发行人的参股公司。
（３）成都德美，该公司于 ２００１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在成都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依
法注册设立，为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住所为成都高新区桂溪乡五岔子村，法定代
表人为黄冠雄，注册资本为 ４８０ 万元，经营范围为研究开发、生产纺织印染助剂
及相关的精细化工产品，销售发行人产品。该公司的股权结构为：成都新时代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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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化工有限责任公司持有其 ３５％的股份；发行人持有其 ４０％的股份；自然人胡永
佳（香港身份）持有其 ２５％的股份。
（４）青岛德美（见本工作报告之第二（一）４（１）项内容）。
（５）石家庄德美（见本工作报告之第二（一）４（２）项内容。）
（６）上海德美（见本工作报告之第二（一）４（３）项内容）。
（７）德美投资（见本工作报告之第二（一）４（４）项内容）。
（８）无锡惠山德美（见本工作报告之第二（一）４（５）项内容）。
（９）无锡技术德美（见本工作报告之第二（一）４（６）项内容）。
（１０）望城德美（见本工作报告之第二（一）４（７）项内容）。
（１１）德美油墨（见本工作报告之第二（一）４（８）项内容）。
（１２）德美瓦克（见本工作报告之第二（一）４（９）项内容）。
４、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关联方任职情况
姓名

发行人任职

关联方任职情况

黄冠雄

董事长兼总经理

何国英

董事兼总经理助理

迅网物流执行董事
成都德美董事

宋先涛

董事

瑞奇公司执行董事

美龙化工董事长
成都德美董事

高

德

监事会主席

昌连荣公司执行董事

钱

铸

营销总监

恒之宏公司执行董事

除上述人员外，发行人其它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未在关联方任职。
５、根据发行人的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无其他对发行人有实质性
影响的法人或自然人。
（二）关联交易
发行人近三年及目前尚在履行的重大关联交易如下：
1. 非经常性关联交易
（１） 购买固定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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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３ 年 １２ 月，发行人与粤港化工签署《资产购买协议》，发行人向粤港化
工购买固定资产一批，购买价为该部分固定资产的账面净值：3,526,332.39 元，
现该次交易的资产已经移交，收购款已支付。
（２） 股权转让行为
（a） 出售粤港化工股权
粤港化工成立于１９９８年９月１０日，注册资本９４０万元港币，为中港合资企业，
该公司设立时发行人出资港币３７６万元，占注册资本的４０％，德雄化工出资港币５６４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６０％，该公司经营范围为：生产纺织印染助剂和胶粘剂。２００２
年１１月２１日，该公司更名为顺德市德美化工有限公司。
经发行人２００３年３月１６日一届五次董事会审议，决定将发行人持有的粤港化
工４０％的股权全部转让给该公司另一股东德雄化工，双方于２００３年７月８日签署了
《股权转让协议》，转让价格为注册资本的４０％即３７６万港元。佛山市顺德区经济
贸易局于２００３年７月２４日以顺经贸引［２００３］３１５号文批准了本次转让，粤港化工的
投资方式变更为由德雄化工独资经营。
发行人已于２００３年９月１８日收妥上述转让款，至此，发行人不再持有该公司
股权。
发行人控股股东为避免粤港化工因经营业务与发行人有相似之处而产生的
同业竞争和减少关联交易，已 经佛山市顺德区经济贸易委员会于 ２００４ 年 ３ 月 １０
日出具的经顺经贸引［２００４］０９９ 号文批复，将粤港化工注销。
（ｂ） 无锡惠山德美成立于 ２０００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注册资本 １００ 万美元，经
营范围为：生产销售印染助剂、皮革助剂、造纸化学助剂。成立时发行人与德雄
化工分别持有其 ２０％和 ８０％的股权。
经发行人 ２００３ 年 ９ 月 １ 日一届七次董事会审议批准，发行人以 ４０ 万美元（折
合人民币 ３３１．０９ 万元）受让德雄化工持有的无锡惠山德美 ４０％的股权，双方于
２００３ 年 ９ 月 １ 日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２００３ 年 ９ 月 ２６ 日经无锡市惠山区对
外贸易经济合作局惠外经贸［２００３］２０８ 号文件批准转让。本次受让后发行人合计
持有该公司 ６０％的股权。
（ｃ） 无锡技术德美成立于 ２００１ 年 ７ 月 ２０ 日，注册资本 ８０ 万美元，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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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为：研究开发生产纺织、印染、造纸及皮革助剂（不含危险品）、新产品的推
广及新技术的转让。成立时发行人与德雄化工分别持有其 ２０％和 ８０％的股权。
经发行人２００３年９月１日一届七次董事会审议，决定以２４．６６万美元（折合人民
币２０４．０８万元）受让德雄化工持有的无锡技术德美４０％的股权，双方于２００３年９月１
日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２００３年９月１５日经无锡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
委员会锡高管发［２００３］７７３号文件批准转让。本次受让后发行人合计持有该公司
６０％的股权。
（ｄ）为彻底解决同业竞争问题，发行人于２００４年８月７日召开了第一届十次
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德美油墨原股东德雄化工持有的该公司５８％的股权
的议案，本次收购以德美油墨截止２００４年７月３１日经审计的净资产值为定价依据，
已完成全部股权转让手续。

（３）出资行为
经发行人 ２００３ 年 ３ 月 １６ 日一届五次董事会审议，决定与恒之宏合资设立
佛山市顺德区德美投资有限公司。该公司于 ２００３ 年 ３ 月 ２８ 日注册成立，注册资
本 １，０００ 万元，其中发行人以货币资金出资 ８００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８０％），恒之
宏以货币资金出资 ２００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２０％）。德美投资基本情况见本工作报
告之第二（一）４（４）项内容。
2.

经常性关联交易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南方民和出具的《审计报告》并经发行人确认，在
２００３ 年度、２００４ 年度、２００５ 年度，发行人与关联方晋江德美、无锡惠山德美（２００３
年 ９ 月 ３０ 日之前）、无锡德美技术（２００３ 年 ９ 月 ３０ 日前）、成都德美、粤港化
工、迅网物流等之间发生销售货物、采购货物、支付运费等方面的关联交易，以
上不同种类的关联交易近三年发生的数量、金额以及占同类业务的相对比重分别
为：
（1）、销售货物
关联方名称
晋江德美

2005 年度

2004 年度

金额

占本期销货

金额

占年度销货

51,882,023.07

9.70%

42,271,023.24

8.98%

５－２－４０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

律师工作报告

无锡惠山德美*

-

-

-

-

无锡技术德美

-

-

-

-

成都德美

5,540,499.07

德美化工

合

计

1.04%
-

57,422,522.14

2.05%

-

10.74%

-

51,927,218.23

11.03%

2003 年度

关联方名称
金额

占年度销货

晋江德美

33,277,761.62

9.10%

无锡惠山德美*

43,736,411.48

11.97%

无锡技术德美

2,469,860.68

0.68%

成都德美

4,822,283.59

1.32%

德美化工

260,610.68

0.07%

合

9,656,194.99

计

84,566,928.05

23.14%

注：无锡惠山德美和无锡技术德美因 2003 年 9 月增持 40%股权后纳入合并会计
报表，2003 年 1-9 月及以前年度的交易事项仍属关联交易。
（2）、采购货物
2005 年度

关联方名称
金额
成都德美

8,026,358.52

德美化工

-

南京德美

331,049.77

德美油墨

合

计

2004 年度

占本期采购%

金额

占年度采购%

2.03%

10,405,166.24

3.09%

-

8,357,408.29

-

0.08%

2,147,875.38

0.64%

-

25,134,795.65

7.45%

2.11%

37,687,837.27

11.18%

2003 年度

关联方名称

金额

占年度采购%

成都德美

10,133,204.93

3.62%

德美化工

32,442,802.89

11.59%

南京德美

2,857,491.32

1.02%

德美油墨

23,605,285.37

8.43%

69,038,784.51

24.66%

合

-

计

注：因 2004 年 8 月发行人与德雄化工签订协议，受让其持有德美油墨 58%的股
份，而将德美油墨纳入合并会计报表，2004 年 1-7 月及以前年度的交易事项仍属
关联交易。
（3）、支付运费
2005 年度
关联方名称
金额

2004 年度

占年度支付
运费总额

金额

５－２－４１

占年度支付
运费总额

2003 年度
金额

占年度支付
运费总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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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85%

3,122,427.01

21.87%

2,939,752.16

29.57%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南方民和出具的《审计报告》及相关文件，并经本
所律师核查，发行人上述各会计期间与关联方之间的销售货物、采购货物和支付
运费的关联交易的价格系参照市场价格制定。
（４）目前依然有效的重要关联交易协议包括：
ａ、产品购销协议
发行人与成都德美和晋江德美两家关联公司分别签署了《产品购销协议》，
协议期限从 ２００６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该等产品购销协议将根据市
场情况和双方发展状况一年一签。协议规定双方按照公平、合理和市场化的原则
确定结算价格，并确保所定价格和发行人与无关联经销商、发行人全资或控股子
公司之间所定价格一致。协议还规定，采购方必须按发行人的销售模式进行运作，
包括提供相应的应用服务、设置相应的化验室等设施、为客户提供送货服务等，
采购方必须参照发行人同类产品终端销售的价格销售，以保证发行人产品最终销
售价格的统一性。
ｂ、一般货物运输合同
发行人与迅网物流签署了《一般货物运输合同》，发行人为托运人，委托迅
网物流（承运人）运输印染助剂等产品，合同期限从 ２００６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运输将根据市场情况和双方发展状况一年一签。合同规定双方按照
公平、合理和市场化的原则确定运价，如有国家、地方政府或行业价格标准，以
该等标准为价格确定标准。
（三）关联交易的公允性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 和南方民和出具的《审计报告》及深 南 专 审 报 字
(2004)第 ZA073 号《关于广东德美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01 年 1 月 1 日至 2004
年 3 月 31 日重大关联交易及资产减值准备等事项的专项审核意见》等相关文件
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对于前述发行人 ２００３ 年、２００４ 年和 ２００５ 年度之间的发行
人与各关联方之间的各项关联交易，发行人与各发生交易之关联方均签署有相关
协议。各项关联交易协议的签署均已经通过了发行人股东大会或董事会的有效批
准，关联董事和关联股东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进行了回避，独立董事亦就此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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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独立意见。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的上述关联交易公允，不存在损害发行人及其
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发行人与股东之间的关联交易
经核查，发行人不存在与其股东本人之间的关联交易。
（五）发行人章程及内部规定中确定的关联交易决策程序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核查，发行人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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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信息披露制度》中，规定
了关联股东、关联董事对关联交易的回避制度和信息披露制度，明确了关联交易
公允决策的程序。
（六）同业竞争
1、发行人与股东及股东控制的企业不存在同业竞争
（１）发行人实际控制人黄冠雄及其控制的企业目前不从事任何与发行人相
同或相近的业务。
除发行人外，黄冠雄还直接或间接控制的企业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德美国际
德雄化工
美龙环戊烷
南京世创
德美油墨

主营业务
除对外投资德雄化工外，无其他业务。
除投资南京世创、德美油墨、成都德美外，无其他业务。
生产销售环戊烷。
生产销售匀泡剂。
为发行人定作生产油墨产品。

上表所列公司中，只有美龙化工、南京世创和德美油墨从事生产性经营。其
中，为彻底解决同业竞争问题，发行人已收购德美油墨原股东德雄化工持有的该
公司 ５８％的股权，该次股权转让的审批及工商变更手续已经办理完毕，德雄化工
已由原持股 ８４．０１％变为持股 ２６．０１％，德美油墨变为发行人控股子公司。美龙环
戊烷与南京世创从事化工产品生产销售，但其产品与发行人所生产产品具有很大
差别，与发行人也不存在同业竞争关系。具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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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
各类纺织印染助剂、皮革
助剂

产品用途
产品客户
用于纺织品、皮革处理，以 纺织印染行业生产企
提高其品质。
业、皮革制造企业

美龙环戊
烷

环戊烷、正戊烷、异戊烷

１、环戊烷是用于硬质聚氨酯
泡沫制造的新型发泡剂，可
替代对大气臭氧层有破坏作
用的氯氟氢，广泛应用于无
冰箱、冰柜制造企业
氟冰箱、冰柜生产行业。
２、正戊烷是用于可发性聚苯
乙烯的发泡剂。
３、异戊烷可与正戊烷或环戊
烷配合使用。

南京世创

匀泡剂

用于聚氨酯泡沫制造，起到 国内各大型泡沫制造
匀泡和稳定 作用。
企业

公司名称
发行人

综上所述，发行人实际控制人黄冠雄及其控制的企业不从事与发行人相同或
相近的业务，因此与发行人不存在同业竞争。
（２）发行人与其他股东之间的同业竞争。
发行人法人股股东恒之宏、昌连荣和瑞奇经营范围均为“对制造业进行投
资”，恒之宏除持有发行人 ２０％的股份外，还与发行人共同投资成立了“佛山市
顺德区德美投资有限公司”，昌连荣和瑞奇除参股发行人外，没有其他对外投资。
发行人自然人股东何国英、马克良及其控制的企业目前不从事与发行人相同
或相近的业务。
因此，经本所律师核查并经发行人承诺，截至本律师工作报告出具日，发行
人与股东及股东控制的企业不存在与发行人相同或相类似的经营范围或经营活
动，发行人与股东及股东控制的企业之间不存在同业竞争。
２、发行人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存在同业竞争的可能性
发行人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不存在同业竞争的可能性。

（七）避免同业竞争的措施
发行人全部股东已签署《关于不从事同业竞争的承诺函》，承诺在作为发行
人股东期间，将不直接或通过其他公司间接从事与发行人业务有同业竞争的经营
活动。
本所律师经核查后认为：发行人上述避免同业竞争的措施真实、合法，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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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避免发行人发生同业竞争，且发行人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不存在同业竞争
的可能性问题。
（八）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的披露
经核查，发行人已对有关关联交易和解决同业竞争的承诺及措施进行了充分
披露，没有重大遗漏或重大隐瞒。

十、发行人的主要财产
（一）房产
公司现拥有的经营性房产主要为办公楼、研究中心大楼、生产厂房和仓库等，
全部为公司通过购买和自建方式取得，具体如下：
序号

所有者

1

发行人

证书号码
粤房地证字
第 C 0737659 号
粤房地证字

2

发行人
第 C 1701002 号
粤房地证字

3

发行人
第 C 1774623 号
锡房权证堰桥字

4

发行人

5

无锡惠山
德美
无锡

权利期限

取得方式

至 2047 年
7 月 14 日

专制过户

至 2049 年
1月8日

自建

至 2068 年
4 月 16 日

自建

无

无

购买

无

无

购买

无

无

自建

无

第 12007384－85
号
锡房权证堰桥字
第 12007514－15
号
锡房权证新字

6
技术德美

他项权利
为发行人自身银
行贷款抵押于中
国银行佛山分行
为发行人自身银
行贷款抵押于佛
山市容桂农村信
用合作社

第 65016364 号

经核查，上述房产均合法记载在发行人或其控股公司的名下，发行人拥有
该等房产的权利合法、合规、真实、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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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本律师工作报告出具日，除该等房产中已披露的他项权利之外，发行
人的其他房产均未设置抵押、担保等第三者权益限制。
（二）土地使用权、商标、专利、特许经营权等无形资产
１． 土地使用权
（１）发行人及下属控股公司已取得权属证书的、与生产经营有关的主要土
地使用权共有 ７ 处，均为通过出让方式取得，具体如下表：
序
号
1

2

3

4

5

6

7

所有者名称

证书号码

权利期限

粤房地证字

至 2047 年
出让

发行人
第 C 0737659 号

7 月 14 日

粤房地证字

至 2049 年

第 C 1701002 号

1月8日

粤房地证字

至 2068 年

第 C 1774623 号

4 月 16 日
至 2051 年

发行人

出让

发行人

发行人

无锡技术德美

无锡惠山德美

发行人

取得方式

锡惠国用(2001)
字第 869 号
锡惠国用(2001)
字第 208 号
锡惠国用(2003)
字第 2183 号

他项权利
为发行人自身
银行贷款抵押
于中国银行佛
山分行
为发行人自身
银行贷款抵押
于佛山市容桂
农村信用合作
社

出让

无

出让

无

出让

无

出让

无

出让

本地块属集约
工业区范围，根
据顺府办发
[2002]33 号、
[2004]47 号文
免缴土地收益
金 2756325 元，
自发证之日起
三年内发生转
让的，须补交上
述免缴款项。

1 月 15 日
至 2051 年
7月1日
至 2047 年
8 月 26 日

顺府国用（2005） 至 2054 年
第 1002356 号
12 月 30 日

（２）尚未办理权属证书的土地使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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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２ 年 １２ 月，与福建省晋江市工业园区开发建设有限公司签署《晋江市土
地使用权有偿转让合同书》，以出让方式取得晋江市五里工业园区工业用地一块，
面积 ２９，８０６ 平方米，出让金总额 ５５７．８５ 万元，截至本工作报告出具之日发行人
共计已支付出让金 ３５７．６７ 万元。
２． 商标
经核查，发行人拥有以下商标：
“德美 DEARMATE”（文字、字母与图形组合）”商标，核定使用商品第 １
类，注册有效期限自 ２００１ 年 １０ 月 ７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６ 日，已取得第 １６４４１３６
号《商标注册证》。
经核查，发行人合法拥有上述商标的所有权，是上述商标的合法使用者，并
有权许可第三方独占或非独占使用。经核查，上述商标及其权利证书没有设置任
何质押或其他第三者权益。
３． 专有技术
经核查，发行人拥有一系列印染助剂生产方面的专有技术，发行人出于商业
保密的原因，未就该等专有技术申请专利，而是作为发行人拥有知识产权的商业
秘密形式，对该等专有技术进行保护。
经核查，发行人合法拥有上述专有技术的所有权，是上述专有技术的合法使
用者，并有权许可第三方独占或非独占使用。经核查，上述专有技术没有设置任
何质押或其他第三者权益。
４． 特许经营权
经核查，发行人拥有以下特许经营权：
发行人持有广东省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厅颁发的［２００１］粤外经贸发登私字第
０３３ 号《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企业资格证书》，有权从事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
的出口业务和本企业所需的机械设备、零配件、原辅材料的进口业务，但国家限
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出口商品目录为：本企业自产的产
品粘合剂、纺织印染助剂（国家组织统一联合经营的出口商品除外），进口商品
目录为：本企业生产、科研所需的机械设备、零配件、原辅材料（国家实行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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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经营的进口商品除外）。
经核查，上述特许经营证书登记在发行人名下且在有效期内，发行人合法拥
有该等特许经营权。
（三）主要经营设备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核查，截至２００５年１２月３１日，发起人目前使
用的重要生产经营和科研设备主要包括（成新率＝净值／原值）：
序号

名称

规格型号

数量

成新率

重置成本
（万元）

尚可安全
生产年限

技术先进
程度

１

蒸汽锅炉

４～６ｔ／ｈ

２
３

搪瓷反应釜
不锈钢反应釜

３台

６成

１４０

６

国内先进

１～１０ｍ

３

５１ 台

６成

４０２

７

国内先进

１～１０ｍ

３

１１ 台

６～９ 成

１１６

７～９

国内先进

３

４０ 个

７成

３００

６

国内先进

４

储罐

５～５０ｍ

５

造粒机

ＣＦ１．５－２６．６

１台

９成

５０

１０

国内领先

６

包装机

－

４台

６成

７０

７

国内领先

７

空压机

－

６台

５成

１０

５

国内先进

８

冷冻机

６～１０ 万大卡

４台

７成

６０

８

国内先进

９

自动控制生产装备

－

２套

６成

１００

６

国内先进

１０

高压匀质机

５００ｋｇ／ｈ

２台

６成

１２

７

国内先进

１１

检测仪器

－

８台

６成

１００

６

国内领先

１２

无离子水生产装置

４～８ｔ／ｈ

３套

５成

５０

５

国内先进

１３

污水处理装置

２００ｔ／ｄ

１套

５成

１５０

６

国内先进

１４

实验室通风设备

ＴＦ１２ １５ １８

４６ 台

９成

６０

９

国内先进

１５

红外分光光度计

ＩＭＰＡＣＴ４１０

１台

８成

３０

８

国际先进

１６

紫外分光光度计

ＵＶ－１６０１

１台

９成

１０

９

国际先进

１７

液相色谱仪

ＬＣ－１０ＡＤ

１台

８成

３０

８

国际先进

１８

凝胶色谱仪

Ｗａｔｅｒｓ ５１５

１台

８成

３０

８

国际先进

１９

气相色谱仪

ＧＣ－１７ＡＡＴＦ

１台

９成

２５

９

国际先进

２０

高剪切乳化机

ＫＡ Ｔ２５ Ｔ５０

２台

８成

１０

８

国际先进

２１

激光粒度仪

Ｒｉｓｅ－２００６

１台

９成

１０

９

国际先进

２２

超细粉碎机

－

１台

９成

１６

１０

国内先进

２３

高压匀质机

ＳＨＰ１０００－６０Ｂ

１台

９成

６

１０

国内先进

２４

板式过滤机

ＢＳＡＢ４００－ＵＮ

２

９

４

１０

国内先进

２５

双锥回转真空干燥机

ＳＺＧ－５００

１

９

５

１０

国内先进

２６

立式粉体混合机

ＢＦ－３０００

１

９

４

１０

国内先进

２７

砂磨机

ＰＳＢ－３０

１

９

１５

１０

国内先进

２８

柴油发电机组

ＭＸ－４８０－４

２

９

１０５

１０

国内先进

２９

自动洗桶机

－

１

９

１２

７

国内领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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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的生产经营设备主要由德美实业整体变更为股份公司时投入及发行人
在从事生产经营活动过程期间根据需要购买而取得，均拥有完整的购置凭证并已
入帐。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合法拥有该等生产经营和科研设备的所有权。
（四）财产产权纠纷、潜在纠纷的核查
上述财产主要是发行人以购买或自建方式取得，已取得所有权或使用权的完
备的相关权属证书或其他具有法律效力的相关确权文件。经本所律师核查其购买
合同及发票并经发行人确认，该等财产不存在产权纠纷或潜在纠纷。
（五）发行人财产的取得方式
发行人的财产主要是发行人以购买或自建方式取得，本所律师抽查其购买合
同、发票、权属证书及相关文件资料，发行人已取得财产的所有权或使用权权属
证书或其他具有法律效力的相关确权文件。
（六）所有权或使用权的限制情况
根据发行人向本所出具的《承诺函》和深圳南方民和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
计报告》，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存在下列抵押担保情况：
１、根据发行人与中国银行佛山分行签署的抵押担保合同，发行人以位于佛
山市顺德容桂街道办海尾居委会广珠路边的长胜办公大楼评估作价 １，２５２．５０ 万
元向中国银行佛山分行抵押贷款人民币 ３，５００ 万元，其中短期借款 １，５００．００ 万
元，长期借款 ２，０００．００ 万元。
２、根据发行人与顺德市容桂农村信用合作社签署的抵押担保合同，发行人
以位于佛山市顺德区容桂街道办事处容里居委会建丰路 ７ 号的研究中心大楼评
估作价 ２，８６０ 万元向顺德市容桂农村信用合作社抵押长期借款人民币 ２，０００ 万
元。
经核查，信达认为，上述抵押担保合同的内容和形式合法有效，未发现上述
抵押担保合同的履行存在潜在法律纠纷的可能性。
除上述情形之外，发行人不存在为他人提供担保的情况；亦没有针对该等
财产的重大诉讼、仲裁或争议；发行人对其主要财产的所有权或使用权不存在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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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限制情况。
（七）发行人租赁房屋和土地的情况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核查，发行人租赁房产和土地使用权情况
如下：
１、发行人与佛山市顺德区容桂土地发展中心于 ２００５ 年 ４ 月 ２０ 日签署了《租
赁合同书》，根据该协议发行人向佛山市顺德区容桂土地发展中心租赁计 １０，６６６
平方米（投影面积）的厂房和 １２，３９３ 平方米场地做为总部生产厂房和仓库用地，
租赁价格为厂房每平方米人民币 ７．８７ 元／月，场地为每平方米人民币 ２．１０ 元／
月。
《租赁合同书》约定的租赁期限至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该部分土地性质为国
有土地。
２、发行人控股子公司德美油墨与佛山市顺德区容桂土地发展中心于 ２００５ 年
４ 月 ２０ 日签署了《租赁合同书》，根据该协议德美油墨向佛山市顺德区容桂土地
发展中心租赁计 ５，００８ 平方米（投影面积）的砖墙星瓦结构厂房、５５０ 平方米（投
影面积）框架混凝土结构厂房、２３ 平方米混凝土结构厂房、１，７５５ 平方米混凝土
结构场地和 ５，１７６ 平方米空泥地结构场地，租赁价格分别为每平方米人民币 ８ 元
／月、１０ 元／月、８ 元／月、２ 元／月和 ２ 元／月。《租赁合同书》约定的租赁期限至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该部分土地性质为国有土地。
３、发行人及德美油墨租赁的上述土地原为集体所有，即原顺德市容桂镇容
里村集体所有，由发行人及德美油墨向原顺德市容桂镇容里村容里工业办公室租
赁。截止本工作报告出具日，发行人及德美油墨租赁的上述土地已经征用为国有
土地。具体情况如下：
（１）原广东省顺德市已经国土资源部、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国土资函［２００１］４６９
号文《关于同意将顺德市列为农村集体土地管理制度改革试点的批复》批复同意，
“在广东省顺德市进行农村集体土地管理制度改革试点”。
（２）原顺德市规划国土局根据前述文件及原中共顺德市委、顺德市人民政府
顺发［２００１］１３ 号文《关于进一步深化农村体制改革的决定》，颁布了顺府办发
［２００１］８５ 号文《关于调整农村集体土地管理制度的实施细则》，该细则之第二条
第 ２ 款规定“自村民委员会改为居民委员会之日起，辖区内原属集体所有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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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转为国有土地。转为国有土地后，原土地的使用权、收益权及土地用途维持
不变。”
（３）原顺德市容桂镇容里村已经于 ２００１ 年 ８ 月 ２７ 日经原顺德市民政局顺民
复［２００１］６８ 号文《关于同意容桂镇撤消细窖等 ９ 个村委会分别设置细窖等 ９ 个
居委会的批复》批准，改设居民委员会，因此发行人及德美油墨租赁使用的土地，
已经根据前述《关于调整农村集体土地管理制度的实施细则》及原顺德市规划国
土局 ２００２ 年 ３ 月 ６ 日颁布的顺规土通［２００２］５６ 号《关于容里居委会原集体土地
转为国有土地的通告》的规定转为国有土地，但原土地的使用权、收益权及土地
用途维持不变。
（４）根据佛山市国土资源局顺德分局［２００１］９９ 号《贯彻＜关于调整农村集体
土地管理制度的实施细则＞办法》及佛国土资顺用地［２００５］３２ 号《关于同意收回
国有建设用地的批复》，上述土地已经作为容桂街道办事处的建设储备土地，并
依法享有上述土地的使用权、收益权，因此有权出租上述土地。
（５）根据原顺德市容桂区办事处顺容桂区［２００２］１ 号《关于成立土地发展中
心的通知》，佛山市顺德区容桂街道办事处已经授权成立佛山市顺德区容桂土地
发展中心，负责上述土地的规划、开发工作，因此佛山市顺德区容桂土地发展中
心出租上述土地的行为合法、有效。
（６）佛山市国土资源局顺德分局于 ２００５ 年 ５ 月 １１ 日发佛国土资顺函
［２００５］２４ 号复函，同意佛山市顺德区容桂土地发展中心出租上述土地予发行人
及德美油墨使用，使用年限及土地租金可按签订的《租赁合同书》约定的标准执
行。
因此，本所律师经核查后认为：发行人以租赁方式有偿使用上述土地符合
《土地管理法》及《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的相关规定；上述发行人及德美油墨
租赁使用土地的行为及相关合同内容均合法、真实、有效；相关租赁行为真实、
有效。

十一、发行人的重大债权、债务
（一）重大合同
根据发行人的书面确认并经本所核查，截至２００５年１２月３１日，发行人将要
５－２－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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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行、正在履行的金额在人民币５００万元以上或本所律师认为对发行人生产经营
有重大影响的重大合同有：
１、借款合同
贷款银行

期限

截止日期

贷款额
（万元）

利率

担保
方式

１２ 个月

０６－１１－２９

８００

５．５８０％／年

信用

２４ 个月

０７－０６－３０

２，０００

５．１８４％／年

抵押

１２ 个月

０７－０３－３１

１，０００

５．０２２％／年

信用

１２ 个月

０７－０３－３１

１，０００

５．０２２％／年

信用

１２ 个月

０７－０３－３１

１，０００

５．０２２％／年

信用

二、贷款行：中国银行佛

１２ 个月

０６－０６－１７

１，５００

５．０２２％／年

抵押

山分行

２４ 个月

０７－１２－２９

２，０００

５．１８４％／年

抵押

三、贷款行：招商银行深 １２ 个月

０６－１２－１４

５００

５．５８０％／年

信用

圳华侨城支行

６ 个月

０６－５－３０

１，３００

４．６９８％／年

信用

四、贷款行：中国农业银行

１２ 个月

０６－１０－２５

１，０００

５．０２２％／年

信用

顺德容桂支行

１２ 个月

０７－０３－２８

１，０００

５．０２２％／年

信用

一、贷款行：顺德市容桂
农村信用合作社

经核查，本所认为，上述借款合同的内容和形式合法有效，未发现上述借款
合同的履行存在潜在法律纠纷的可能性。
２、抵押担保合同
（１）、相关期间，发行人与中国银行佛山分行签署了抵押担保合同，发行人
以位于佛山市顺德容桂街道办海尾居委会广珠路边的长胜办公大楼评估作价
１，２５２．５０ 万元向中国银行佛山分行抵押贷款人民币 ３，５００ 万元，其中短期借款
１，５００．００ 万元，长期借款 ２，０００．００ 万元。
（２）、相关期间，发行人与顺德市容桂农村信用合作社签署了抵押担保合同，
发行人以位于佛山市顺德区容桂街道办事处容里居委会建丰路 ７ 号的研究中心
大楼评估作价 ２，８６０ 万元向顺德市容桂农村信用合作社抵押长期借款人民币
２，０００ 万元。
经核查，本所认为，上述抵押担保合同的内容和形式合法有效，未发现上述
抵押担保合同的履行存在潜在法律纠纷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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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关联交易协议
发行人正在履行的重大关联交易合同共三份，详见本律师工作报告之“第九
（二）2（4）项内容。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并经信达核查，相关期间，发行人与关联方之间的重
大债权债务均是依据有效合同产生，交易金额与合同约定的数额一致。
４、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金额较大的其它应收、
应付帐款项下款项的形成原因并且经发行人书面确认，本所律师认为，该等款项
均因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发生，合法有效。
经核查，上述重大合同的内容和形式均合法有效，未发现上述重大合同的履
行存在潜在法律纠纷的可能性。
（二）承诺事项（约定重大对外投资支出）
经发行人 ２００５ 年 ６ 月 １６ 日召开的 ２００５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发行
人与自然人洪贤德、许自代拟共同在福建晋江市投资设立福建省晋江新德美化工
有限公司，拟定注册资本为 ２０００ 万元，发行人出资 １３００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６５％。截止 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发行人共支付给福建省晋江新德美化工有限公司
前期开办费用 ９２０ 万元。
（三）合同主体的变更
经核查，发行人在整体变更为股份公司前以“顺德市德美化工实业有限公司”
的名义签署的合同，在改制设立时，已经向合同他方发函告知合同主体名称的变
更，合同履行顺利，不存在权利纠纷和风险。
（四）侵权之债
经核查并经发行人书面确认，发行人没有因环境保护、知识产权、产品质量、
劳动安全、人身权等原因产生侵权之债。
（五）与关联方间的重大债权债务及相互提供担保的情况
本所律师对关联往来产生所依据的关联交易逐项进行了核查，认为发行人
与关联方之间的重大债权债务均是依据有效合同产生，交易金额与合同约定的数
额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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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本所律师核查并根据南方民和出具的《审计报告》和发行人的书面确认，
截至本律师工作报告出具之日，发行人不曾为任何关联方提供担保，关联方不曾
为发行人提供过担保，关联方未就为发行人提供的担保曾收取任何费用。
（六）大额其他应收、应付款项
本所核查了其他应收、应付帐款发生的依据，包括有关合同、招标文件、
政府批文等，并经发行人书面确认，发行人金额较大的其他应收、应付帐款项下
的款项，属于发行人正常的业务往来，且均已经本所律师和南方民和会计师事务
所审核，合法有效。经核查，未发现列入发行人重大应收、应付项下法律关系的
发生依据（如合同等）存在违反法律、法规的限制性规定的情况。

十二、发行人的重大资产变化及收购兼并
（一）合并、分立、增资扩股、减资、收购、出售行为
１．

除本律师工作报告正文第七部分“发行人的股本及其演变”
（二）中所

述德美实业存在增资行为外，发行人的股份有限公司设立至今没有发生过合并、
分立、增资扩股、减少注册资本行为。
2.

经核查，自发行人设立股份公司之日起，至本律师工作报告出具之日，

发行人未发生交易标的超过发行人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净资产 5%或人民币 500 万
元以上的重大资产出售、购买和置换行为。
（二）拟发生的重大资产收购行为
根据发行人的书面确认，在 ２００５ 年 ４ 月 ３０ 日前发行人没有拟进行的重大资
产置换、资产剥离、资产出售或收购计划。
（三）发行人重大对外投资：
２００５ 年 ５ 月 １４ 日，发行人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设立佛山市顺德区德美瓦克有机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美瓦克”）的议案》。
２００５ 年 ６ 月 １６ 日，发行人召开 ２００５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述
关于设立德美瓦克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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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５ 年 ９ 月 １６ 日，德美瓦克领取了由佛山市顺德区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的
注册号为企合粤顺总副字第 ００２２８７ 号《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资本 ５００ 万
美元，其中发行人投资人民币 ２，０２０．７０ 万元，折合美元 ２５０ 万元，持股比例为
５０％。发行人已将其纳入其 ２００５ 年度合并报表范围。

十三、发行人章程的制定与修改
（一）发行人设立时章程的制订
德美实业整体变更为股份公司时，已根据《上市公司章程指引》制定了《公
司章程》，并由发行人创立大会通过，在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了登记手续，
已履行法定程序。
（二）发行人章程的修改
１． 经核查，发行人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前的有限公司章程曾因股东变
更及股权结构发生变化而进行过相应内容的修改，该等修改依法定程序进行，其
内容不存在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的情况。
２． 设立股份公司以后，发行人的《公司章程》进行过以下修改：
（１） 发行人于 ２００２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召开的 ２００２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了发行人《章程》修改的议案。
本次修改内容为：发行人名称由“广东新德美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变更
为“广东德美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经营范围变更为：“开发、生产、销售：
纺织、印染、皮革、造纸助剂、印刷助剂、油墨、涂料、聚氨酯涂层剂。经营本
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经营本企业生产所需的原辅材料、仪器仪表、
机械设备、零配件及技术的进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和国家禁止进出口的商
品除外），投资实业。”
（２） 发行人于 ２００４ 年 １ 月 １６ 日召开的 ２００４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了发行人《章程》修改的议案。
本次修改内容为：变更董事人数、增加了独立董事的相关内容并根据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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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上市公司关于法人治理结构方面的相关法律法规对发行人《章程》作出了相应
的修订。
（３） 发行人于 ２００４ 年 ４ 月 ２０ 日召开的 ２００３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发行
人本次发行后的《章程（草案）》。
修改内容为：根据《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对发行人章程
进行了修订，以使之符合上市公司章程的要求。
（４）发行人于 ２００６ 年 ５ 月 ２０ 日召开的 ２００５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根
据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重新修订的、发行人本次发行后的实施的《章程（草案）》。
经核查，发行人公司章程的上述修改均经发行人股东大会全体股东特别决议
通过，并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了备案登记手续（本次发行后适用的《章程（草
案）》除外），修订的内容及程序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合法有效。
（三）发行人《公司章程（草案）》
发行人于 ２００６ 年 ５ 月 ２０ 日召开的 ２００５ 年度股东大会上审议通过了的关于
修改《公司章程（草案）》的议案，发行人《公司章程（草案）》已根据《公司法》、
《证券法》和《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进行了修改。发行人的《公
司章程（草案）》的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总则，经营宗旨和范围，股份，股东和
股东大会，董事会，总经理，监事会，财务、会计和审计，通知与公告，合并、
分立、解散和清算，修改章程，附则等。
《公司章程（草案）》已对选举董事时累
积投票制度的实施细则、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授权以及董事会闭会期间对董事长
的授权等内容做出明确的规定。
经本所律师核查，上述内容符合《公司法》、
《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
性文件的规定。股东（包括小股东）的权利可以依据章程得到充分保护，不存在股
东（特别是小股东）依法行使权利受到限制的规定。在发行人本次股票发行事宜经
中国证监会核准，并向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备案登记后，《公司章程（草案）》
即构成规范发行人和发行人股东、董事、监事和总经理等权利义务的具有法律约
束力的合法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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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所律师经核查后认为：
1、发行人章程或章程草案的制定及近三年的修改已履行法定程序；
2、发行人章程或章程草案的内容符合现行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3、发行人章程或章程草案系按有关制定上市公司章程的规定起草或修订。

十四、发行人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议事规则及规范运作
（一）发行人的法人治理结构
１、发行人内部组织机构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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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发行人根据《公司法》、章程的相关规定，设立了股东大会、董事会、监
事会，建立健全了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经核查，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目前
运作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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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会规则
发行人已经制定了健全的《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
《董事会议事规则》和《监
事会议事规则》。
１、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章程指引（２００６ 年修订）》、《上市公司股东
大会规则》等文件，发行人对《公司章程（草案）》、《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
事会议事规则》
、
《监事会议事规则》及《董事会秘书工作细则》等文件进行了修
订。
２００６ 年 ４ 月 ６ 日，发行人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上述
《公司章程（草案）》、《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及《董事会秘
书工作细则》。
２００６ 年 ４ 月 ６ 日，发行人召开监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上述《监事会议事
规则》。
２００６ 年 ５ 月 ２０ 日，发行人召开 ２００５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述《公
司章程（草案）》、《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及《监事会议事规
则》。
２、发行人根据《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范意见》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
制订了《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中对股东大会的召开和表决
程序，包括通知、登记、提案的审议、投票、计票、表决结果的宣布、会议决议
的形成、会议记录及其签署、公告等明确约定。
３、发行人的《董事会议事规则》对董事会的召集、召开、表决和议案的审
议和提交、独立董事的职责和权限、董事会下设的战略、审计等专门委员会运作
等内容做出约定，以确保董事会高效运作和科学决策。
４、发行人的《监事会议事规则》明确了监事会行使监督权的内容，保障监
事会有效监督。
经核查，上述议事规则吸收采纳了累积投票制、独立董事制度、专门委员会
制度等内容，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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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发行人历次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决议及规范运作
经核查发行人自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后召开的历次股东大会、董事会及监事
会的决议及会议记录，并出席了发行人的部分股东大会，本所认为，发行人历次
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的通知、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参加会议人员资
格、表决程序和结果、决议内容及签署合法、合规、真实、有效。
（四）发行人股东大会或董事会历次授权或重大决策
经核查发行人提供的书面会议文件记录，本所认为，发行人股东大会或董
事会历次授权或重大决策合法、合规、真实、有效。
（五）发行人规范运作方面的发行条件
１、本所律师经核查后认为，发行人已依法建立健全股东大会、董事会、监
事会、独立董事、董事会秘书制度，相关机构和人员能够依法履行职责，符合《管
理办法》之第二十一条规定。
２、经本所律师核查并根据发行人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书面确认，
其均已经了解与股票发行上市有关的法律法规，知悉上市公司及其董事、监事和
高级管理人员的法定义务和责任，符合《管理办法》第二十二条之规定。
3、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符合法律、行政
法规和规章规定的任职资格，不存在下列情形：
（１）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
禁入措施尚在禁入期的；
（2） 最近 36 个月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或者最
近 12 个月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
（3） 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
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因此符合《管理
办法》第二十三条之规定。
4、根据南方民和出具的深南专审报字（ 2006）第 ZA112 号《专项审核意见》
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的内部控制制度健全且被有效执行，能够合理保证财
务报告的可靠性、生产经营的合法性、营运的效率与效果。符合《管理办法》第
二十四条之规定。
5、根据南方民和出具的《审计报告》及发行人书面确认，截至 2006 年 4 月
30 日，发行人不存在下列情形：（1） 最近 36 个月内未经法定机关核准，擅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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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或者变相公开发行过证券；或者有关违法行为虽然发生在 36 个月前，但目
前仍处于持续状态；
（2） 最近 36 个月内违反工商、税收、土地、环保、海关以
及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受到行政处罚，且情节严重；
（3） 最近 36 个月内曾向
中国证监会提出发行申请，但报送的发行申请文件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或者不符合发行条件以欺骗手段骗取发行核准；或者以不正当手段干扰
中国证监会及其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工作；或者伪造、变造发行人或其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的签字、盖章；（4） 本次报送的发行申请文件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5） 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尚未有明确结
论意见；（6） 严重损害投资者合法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其他情形。符合《证
券法》第十三条第（三）项及《管理办法》第二十五条之规定。
6、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的公司章程中已明确对外担保的审批权限和审
议程序，不存在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进行违规担保的情
形。符合《管理办法》第二十六条之规定。
7、根据南方民和出具的深南专审报字（ 2006）第 ZA112 号《专项审核意见》
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有严格的资金管理制度，不存在资金被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以借款、代偿债务、代垫款项或者其他方式占用的
情形。符合《管理办法》第二十七条之规定。

十五、发行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变化
（一）发行人董事、监事和高管人员的任职
发行人现有董事九名（其中独立董事三名），监事三名。发行人董事、监事
的任期均为三年。
１、

发行人现任的董事为黄冠雄、何国英、宋先涛、马克良、胡家智、

史捷锋、石碧、姚军、李祥军。经核查，董事均与发行人签署了聘任合同，明确
发行人和董事之间的权利义务、董事的任期、董事违反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责
任等内容。
２、

发行人现任的监事为高德、宋琪、肖继杰，其中肖继杰为由职工代

表出任的监事，公司职工代表担任的监事不少于监事总人数的三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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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的现任其他高管人员包括：副总经理及核心技术人员胡家智、

董事会秘书范小平、财务部经理周红艳、营销总监何国英、核心技术人员史捷锋。
经核查，该等高级管理人员由发行人董事会决议聘任；由董事兼任的高管人员没
有超过董事会人数的二分之一。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并经核查，本所认为，发行人上述董事、监事和高
级管理人员的任职，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发行人《章程》及《章程
（草案）》的规定。
（二）发行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的变化
１、发行人自整体变更为股份公司后，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增加了一名
董事史捷锋和三名独立董事：石碧、姚军、李祥军；
２、发行人自整体变更为股份公司后，监事会成员未发生变化；
３、发行人自整体变更为股份公司后，根据业务发展的需要，增加和改聘了
部分高级管理人员：财务部经理周红艳、核心技术人员及董事史捷锋、营销总监
何国英。
本所律师经核查后认为：发行人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变更履行了法定程
序，选举、聘任或解聘程序合法。上述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变更不会对发行人
持续经营造成影响，不影响发行人经营业绩的连续性。
（三）发行人的独立董事制度
发行人于 ２００４ 年 １ 月设立了独立董事制度，现有独立董事三名。经本所律
师核实并经独立董事出具的书面承诺，发行人现任的独立董事符合中国证监会
《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和《公司章程》等规定。
经核查，独立董事依照《公司章程》所享有的职权不违反有关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等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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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发行人的税务
（一）发行人适用的税种、税率
１． 发行人已经在顺德市国家税务局和顺德市地方税务局办理了税务登
记，分别领取了国税粤字 ４４０４０６８１７０７５３９０５０ 号和地税粤字 ４４０４０６８１７０７５３９０５０
号《税务登记证》。
广东德美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分公司在地方税务局的税务登记号为
３２０２００Ｗ０００６５００７，在国家税务局注册的税务登记号为 ３２０２０８７４５５５７１２９。
２．

发行人执行的税种、税率主要为：

增值税：产品销售收入的 １７％缴纳；
企业所得税：依照应纳税所得额的 １５％计缴；
城市维护建设税：按照应纳的增值税净额和营业税税额的 ７％计缴（根据佛
地税函［２００５］１０７ 号文件，从 ２００５ 年 ６ 月起，城建税率由原 ５％调整为 ７％）；
教育费附加：按照应纳的增值税净额和营业税税额的 ３％计缴。
３．

发行人控股子公司执行的税种、税率：

１）上海德美主要税项及适用税率

税

项

税

计税基础
2005 年

率

2004 年度

2003 年度

增值税

产品销售收入

17%

17%

17%

企业所得税

产品销售收入

0.5%

0.5%

0.5%

２）青岛德美主要税项及适用税率

税

项

税
计税基础
2005 年

率

2004 年度

2003 年度

增值税

产品销售收入

17%

17%

17%

企业所得税

应纳税所得额

33%

33%

33%

2）根据青地税[2002]第 770 号“核定纳税人纳税事宜通知书”，核定青岛德美
行业利润率为 2%，即 2002 年应纳税所得额为本期销售收入的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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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03 年度未核定新的利润率，暂按 2002 年度核定利润率执行。
4）2004 年起直接按应纳税所得查账征收。
３）石家庄德美主要税项及适用税率

税

项

税
计税基础
2005 年

率

2004 年度

2003 年度

增值税

产品销售收入

17%

4、17%

47%

企业所得税

应纳税所得额

33%

33%

33%

４）德美投资主要税项及适用税率

税

种

企业所得税

税率
计税基础
应纳税所得额

2004 年 1-3 月

2003 年度

33%

33%

2002 年度 2001 年度
-

-

５）德美瓦克主要税项和税率
税

项

计税基础

税
2005 年
增值税

产品销售收入

17%

企业所得税

应纳税所得额

27%

率

2004 年度

2003 年度

德美瓦克于 2005 年 9 与饿设立，属生产型外商投资企业，2005 年度进入获
利年度；
６）无锡惠山德美主要税项及适用税率

税

项

计税基础

税
2005 年

率

2004 年度

2003 年度

增值税

产品销售收入

17%

17%

17%

企业所得税

应纳税所得额

27%

12%

12%

无锡惠山德美为中外合资企业，自 2000 年起享受两免三减半所得税优惠政
策，企业所得税适用税率为 24%，地方所得税免征， 2003 年、2004 年执行减
半征收的优惠政策后实际征收率为 12%，2005 年恢复 24%税率。
７）无锡技术德美主要税项及适用税率
税

项

计税基础

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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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年

2004 年度

2003 年度

增值税

产品销售收入

17%

17%

17%

企业所得税

应纳税所得额

24%

24%

24%

８）望城德美主要税项及适用税率

税

项

税
计税基础
2005 年

率

2004 年度

增值税

产品销售收入

17%

17%

企业所得税

应纳税所得额

33%

33%

2003 年度

望城德美于 2003 年 12 月成立，发行人持有 90%的股份。
８）德美油墨主要税项及适用税率

税

项

计税基础

税
2005 年

率

2004 年 12 月

增值税

产品销售收入

17%

17%

企业所得税

应纳税所得额

27%

27%

４．

2003 年度

发行人近三年所享受的税收优惠及财政补贴

（１）税收优惠
发行人是“广东省高新技术企业”和“国家火炬计划高新技术企业”，根
据《中共广东省委、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依靠科技进步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的决定》粤发［１９９８］１６ 号文的规定，凡经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减按 １５％税率
征收所得税。经广东省地方税务局批准，发行人从 ２０００ 年起按高新技术企业 １５％
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２００３～２００５ 年发行人享受企业所得税优惠后的净利润
分别为 ４，３７８．４５ 万元、４，９３０．１３ 万元、３６３０．６３ 万元，２００６ 年及以后公司仍享
受该项所得税优惠。
发行人 ２００１～２００３ 年享受的企业所得税优惠均已经广东省地方税务局《关
于对广东德美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享受所得税优惠政策的确认证明》予以确
认。２００３ 年度起发行人享受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直接按 １５％计提缴纳
企业所得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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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股东已就前述发行人享受的税收优惠出具了专项承诺：“若国家税收
政策变化或者受到其他因素影响，需要公司补缴上述税收返还，公司本次发行前
的原有股东愿意按各自股权比例承担上述补缴税款，并作出如下郑重承诺：１、
公司截止目前应付股利 １０００ 万元，为公司于 ２００３ 年度股东大会所作的现金股利
分配，公司各股东暂不要求公司支付，在上述税收补缴事宜明确后再行支付；若
上述税款需要补缴，公司股东承诺用上述现金股利代公司承担，不足部分由各股
东按股权比例承担，且各股东之间就税收补缴事宜承担连带责任；２、若公司成
功公开发行股票，所募集资金由公司专款专用，全部投资于公司的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中，公司各股东不会要求公司将募集资金用于偿付上述应付股利。”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相关资料和南方民和出具的《审计报告》并经本所律师
核查，本所律师认为：
虽然发行人已经广东省地方税务局明确予以确认：“发行人享受的高新技术
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是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认可有效的优惠政策”，但由于目前
国家正在进行的税收优惠清理和改革工作，可能对发行人享受的高新技术企业所
得税优惠政策产生一定影响，因此发行人在本次发行的招股说明书的相关内容
中，已经对前述发行人享受的优惠政策可能存在的风险作出了充分披露，并由发
行人股东就前述发行人享受的税收优惠出具了专项承诺如下：
“若国家税收政策变化或者受到其他因素影响，需要公司补缴上述税收返
还，公司本次发行前的原有股东愿意按各自股权比例承担上述补缴税款，并作出
如下郑重承诺：
1、公司截止目前应付股利 1000 万元，为公司于 2003 年度股东大会所作的
现金股利分配，公司各股东暂不要求公司支付，在上述税收补缴事宜明确后再行
支付；若上述税款需要补缴，公司股东承诺用上述现金股利代公司承担，不足部
分由各股东按股权比例承担，且各股东之间就税收补缴事宜承担连带责任；
2、若公司成功公开发行股票，所募集资金由公司专款专用，全部投资于公
司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中，公司各股东不会要求公司将募集资金用于偿付上述应
付股利。”
综上，根据上述针对发行人享受的所得税优惠可能存在的风险的处理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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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措施，本所律师认为：
发行人已经对可能存在的风险作出了充分披露和揭示，并对发行人未来可
能发生的相关风险和损失，采取了合法、真实、有效的保证措施，因此发行人历
年享受的税收优惠不会对发行人本次发行构成重大影响；
发行人历年享受的企业所得税优惠均已经广东省地方税务局《关于对广东
德美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享受所得税优惠政策的确认证明》予以确认；发行人
及其控股子公司目前执行的税种、税率符合现行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发行人享受的税收优惠政策符合有关规定，真实、有效。
（2）财政补贴
a、截止 2005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的专项应付款余额 3,610,661.67 元。其
中：
2005 年度依据广东省经贸委与广东省财政厅联合下发的粤经贸技术（ 2005）
377 号文《关于下达安排 2005 年省级企业技术中心产业结构调整专项资金项目
计划的通知》，广东省财政厅给发行人拨款 2,000,000.00 元，用于研发可生物降
解皮革加脂剂；
2005 年度容桂街道办事处经济发展办公室拨款 32,000.00 元，用于发行人
ERP 系统的研发。
2004 年度顺德市经济贸易局根据顺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顺府办发
[2002]33 号）拨入的企业技术开发专项补贴 1,578,661.67 元。
b、上海青浦科技园发展有限公司给予上海德美的专项扶持款 183,850.87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相关资料和南方民和出具的《审计报告》，并经本所律师
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享受的财政补贴符合现行法规和规
范性文件的要求，发行人所享受的财政补贴符合有关规定，真实、有效。
（二）税务处罚
根据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所属税务机关分别出具的证明，并经本所核查，
在 ２００３ 年度、２００４ 年度、２００５ 年度，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依法纳税，不存在
因重大税务违法、违章行为而被税务机关处罚的情形。
（三）申请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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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核查，发行申请文件中提供的原始财务报告和纳税资料与发行人各年度
报送地方财政、税务部门的有关文件一致。

十七、发行人的环境保护和产品质量、技术标准等事项
（一）环保意见
１． 发行人目前持有佛山市顺德区环境保护局 ２００４ 年 ２ 月 １１ 日颁发的第
ＰＷＸＫＺ００６ 号《广东省排放污染物许可证》和 ２０００ 年 １２ 月 １ 日颁发的第 ２００１０００８
号《顺德区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批准证》
２． 对募集资金涉及项目的环保意见
（１）发行人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拟投资项目的“１００Ｋｔ／ａ 新型高档系列纺织
化学品、皮革化学品技改项目，该项目投资总额 １９，８０８ 万元项目”已经广东省
环境保护局出具的粤环函［２００４］３１９ 号《关于广东德美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１０
万吨／年新型高档系列纺织化学品皮革化学品技术改造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审批
意见的函》批复；
根据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出具的《广东德美精细化工股
份有限公司 １００Ｋｔ／ａ 新型高档系列纺织化学品、皮革化学品技术改造项目环境影
响报告书》
，该报告书认为：
“本项目的建成投产不会导致周围环境的污染负荷明
显增加，其环境影响是可以接受的，同时经济效益、社会效益明显，有利于容桂
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从环境保护角度来讲，本报告认为本项目是可行的。”
（２）发行人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拟投资项目的“３０Ｋｔ／ａ 新型高档系列纺织化
学品、皮革化学品基建项目”，根据福建省人民政府闽政［２００４］８ 号文《福建省
人民政府关于加强环境保护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若干意见（试行）》，该项目
应由批准立项的同级环保部门审批环保手续，因此该项目已经福建省泉州市环境
保护局泉环监函［２００４］２０ 号文《关于批复〈广东德美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年
产纺织化学品 ２ 万吨、皮革化学品 １ 万吨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函》批复；
根据华侨大学环境保护设计研究所出具的《年产纺织化学品 ２ 万吨、皮革
化学品 １ 万吨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和福建省泉州市环境保护局泉环监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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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４］２０ 号文《关于批复〈广东德美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年产纺织化学品 ２
万吨、皮革化学品 １ 万吨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函》，该项目中环保投资为 ８６
万元，该项目的生产和生活废水，按照晋江市（五里）科技工业园排水工程规划，
项目生产、生活废水应纳入安海湾片区污水处理厂统一处理，在安海湾片区污水
处理厂建成之前的过渡期，修建“物化＋生化＋物化”法设施处理生产、生活废水。
根据上述《年产纺织化学品 ２ 万吨、皮革化学品 １ 万吨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
该报告书认为：“在各项治理措施都得到落实的前提下，可使生产、生活废水、
废气主要污染物达标排放，固体废物得到妥善处置，最终达到经济效益与环境效
益的统一”。
（３）发行人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拟投资项目的“销售网络扩建项目”属物流
业（仓储、运输、办公、技术服务等），除少量生活污水外，不对外排放废水、
废气、废料等污染物，因而可由当地市政污水处理系统处理，不涉及环境保护审
批问题。
因此，本所律师经核查后认为，发行人生产经营项目及拟投资项目符合有关
环境保护的要求。
（二）环保处罚
根据广东省环境技术中心出具的粤环技核查［２００４］１ 号《关于广东德美精细
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环境保护情况核查评估意见的函》和广东省环境保护局出具的
粤环［２００４］７５ 号《关于广东德美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环境保护情况核查初审
意见的报告》，经本所律师核实并经发行人书面确认，发行人自设立至今没有因
严重违反环境保护方面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而被处罚。
（三）产品质量和技术标准
根据佛山市顺德区质量技术监督局出具的《证明》，发行人最近三年能遵守
国家质量技术监督有关方面的法律、法规和规章，未曾因严重违反有关产品质量
和技术监督等法律、法规并受到处罚的情况。经核查，发行人自设立至今，也未
发生与产品质量有关的重大诉讼与仲裁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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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工商处罚
经本所律师查核及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出具的《证明》，发行人自 ２００１ 年
至今，在经营活动中不存在违反国家或政府主管机关有关工商行政管理方面规定
的情况，也未因严重违反工商行政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而受到行政处罚。
（五）海关处罚
经本所律师查核，发行人近 ３６ 个月内在经营活动中不存在严重违反国家或
政府主管机关有关海关管理方面规定的情况，也未因严重违反海关方面的法律法
规而受到行政处罚。
（六）土地管理部门处罚
经本所律师查核，发行人近 ３６ 个月内在经营活动中不存在严重违反国家或
政府主管机关有关土地管理方面规定的情况，也未因严重违反土地方面的法律法
规而受到行政处罚。

十八、发行人募股资金的运用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根据发行人 ２００３ 年年度股东大会、２００４ 年度股东大会和 ２００５ 年度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的《股份公司申请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并上市的议案》、
《关于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有关具体事宜的议案》、
《关于
启动福建项目前期工程的议案》和《关于延长公司发行上市有关决议有效期的议
案》
，发行人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将全部投资于《100Kt/a 新型高档系列纺织化学品、
皮革化学品技改项目》、《 30Kt/a 新型高档系列纺织化学品、皮革化学品基建项
目》和《销售网络扩建项目》等三个项目：
1、100Kt/a 新型高档系列纺织化学品、皮革化学品技改项目
该项目投资总额 １９，８０８ 万元，已经发行人第一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和 2003
年度股东大会逐项审议通过。
该项目已经广东省经济贸易委员会粤经贸函［２００３］７００ 号文批准。
依据国务院国函【１９８８】２５ 号《关于广东省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加快经济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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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请示的批复》，广东省有权审批投资总额在 ２ 亿元以下的项目。
2、30Kt/a 新型高档系列纺织化学品、皮革化学品基建项目
该项目投资总额 ８，２１２ 万元，已经发行人第一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和 2003
年度股东大会和 2004 年度股东大会逐项审议通过。
该项目已经晋江市发展计划局晋计［２００３］３１９ 号文批准。
根据福建省人民政府闽政［１９９２］３４ 号文《福建省人民政府批转省计委关于
改革计划管理办法几点意见的通知》，该项目的审批权限已经委托地市计委审批；
根据泉州市人民政府泉政［２００１］２ 号文《泉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公布市级政府部门
第二批取消审批等事项的通知》，泉州市已授权晋江市审批投资总额 ３０００ 万美元
或 ２ 亿元人民币以下项目。
3、销售网络扩建项目
该项目投资总额 ８，４２１ 万元，已经发行人第一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和 2003
年度股东大会逐项审议通过。
该项目不涉及项目审批。
该项目不涉及环境保护批复。
项目投资总额 36,441 万元，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将按以上项目排列顺序安排
实施，若实际募股资金不能满足上述全部项目投资需要，资金缺口通过发行人自
筹解决；若募集资金满足上述项目投资后有剩余，则剩余资金补充发行人流动资
金。
（二）合作项目
根据发行人 ２００４ 年年度股东大会和 ２００５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司
《３０Ｋｔ／ａ 新型高档系列纺织化学品、皮革化学品基建项目》由原拟设立分公司
独立投资的方式，改为与自然人洪贤德、许自代共同在福建晋江市投资设立“福
建省晋江新德美化工有限公司”，该公司初始注册资本为 ２，０００ 万元，发行人出
资 １，３００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６５％。在本次股票发行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公司先
期以银行贷款垫付该项目的前期投资款项，待募集资金到位后，再以募集资金偿
还相关银行贷款，其余募集资金 ６，９１２ 万元则由公司单方面向该公司增资，用于
该项目的后续建设。
截止 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共支付给福建新德美前期开办费用 ９２０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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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新德美并领取了营业执照。
经发行人确认，除上述项目外，本次募集资金的其他投资项目由发行人独
立开展，不涉及与他人合作。
（三）发行人募集资金运用方面的发行条件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的募集资金运用符合下列各项条件：
１、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本次募集资金有明确的使用方向，且均用于主
营业务，发行人本次募集资金使用项目没有为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和可供出售的
金融资产、借予他人、委托理财等财务性投资，没有直接或者间接投资于以买卖
有价证券为主要业务的公司。符合《管理办法》第三十八条之规定。
2、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本次募集资金数额和投资项目与发行人现有生
产经营规模、财务状况、技术水平和管理能力等相适应。符合《管理办法》第三
十九条之规定。
3、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投
资管理、环境保护、土地管理以及其他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符合《管理办
法》第四十条之规定。
4、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董事会已经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可行性进行
认真分析，确信投资项目具有较好的市场前景和盈利能力，有效防范投资风险，
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益。符合《管理办法》第四十一条之规定。
5、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后，不会产生同业
竞争或者对发行人的独立性产生不利影响。符合《管理办法》第四十二条之规定。
6、经本所律师核查并经发行人确认，发行人将建立募集资金专项存储制度，
募集资金应当存放于董事会决定的专项账户。符合《管理办法》第四十二条之规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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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发行人业务发展目标
（一）业务发展目标
在未来两年内，发行人将进一步加大对纺织印染助剂的产品研发，一方面
加大自主研发投入，另一方面加大加快与国内外科研机构的合作，实现更多高技
术含量、高附加值产品推向市场，力争未来三到五年销售收入增长不低于 ２０％。
皮革化学品行业是发行人新进入的行业，该行业与纺织助剂行业有较多相
似之处。未来一到两年，发行人将加大资源投入，开发和引进先进和高附加值产
品，逐步加大皮革化学品生产与销售。
本所律师经核查后认为，发行人上述业务发展目标为主营业务函盖的范围
或为主营业务的合理延伸，与主营业务方向一致。
（二）业务发展目标合法、合规性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的业务发展目标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规
范性文件的规定，符合国家产业政策，不存在潜在的法律风险。

二十、发行人涉及的诉讼、仲裁或行政处罚
（一）发行人、主要股东、控股子公司的诉讼、仲裁或行政处罚情况
经发行人的书面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律师工作报告出具之日，
发行人、发行人的控股子公司、持有发行人 ５％以上股权的股东均不存在尚未了
结的或可预见的重大诉讼、仲裁及行政处罚案件。
（二）董事长、总经理的诉讼、仲裁或行政处罚情况
经发行人书面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律师工作报告出具之日，发行
人董事长、总经理等不存在尚未了结的或可预见的重大诉讼、仲裁及行政处罚案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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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原定向募集公司增资发行的有关问题
发行人是由黄冠雄、何国英、恒之宏、昌连荣、瑞奇、马克良共同发起设
立的股份有限公司，不属于定向募集设立的股份公司。

二十二、发行人招股说明书法律风险的评价
本所律师未参与招股说明书的制作，但参与了《招股说明书》的审阅、修
改及讨论，已经对《招股说明书》及其摘要引用《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
告》的相关内容进行审阅、核查。
本所及本所经办律师保证，由本所同意发行人在《招股说明书》及其摘要
中所引用的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的内容已经本所审阅，认为发行人《招股
说明书》及其摘要引用的法律意见真实、准确，确认《 招股说明书》及其摘要不
会因引用法律意见书和本工作报告的相关内容而出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引致的法律风险，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责任。

二十三、律师认为需要说明的其他问题
经发行人书面确认及本所律师适当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无未披露
但对发行人本次股票发行上市有重大影响的其他重大法律问题。

二十四、本次发行的总体结论性意见
经本所律师对公司本次发行与上市的批准和授权、主体资格、发行上市的
实质条件、公司的设立、公司的独立性、公司的发起人、股本及其演变、公司的
业务、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公司的主要财产、重大债权债务、重大资产变化及
收购兼并、章程的制定和修改、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议事规则及规范运作、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变化、公司的税务、环境保护和产品质量、技术
标准、募股资金的运用、业务发展目标、诉讼、仲裁或行政处罚、招股说明书等
方面的审核，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具备申请本次股票发行及上市的主体资格，
发行人本次发行与上市符合《证券法》
、
《公司法》
、
《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
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并具备本次发行及上市的条件。发行人《招股说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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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摘要所引用的《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的内容适当。
本《律师工作报告》仅供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之目的使用，任何人不得将
其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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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律师工作报告》于 ２００６ 年 ５ 月 ２４ 日签署，共有正本贰份。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盖章）

事务所负责人：

许晓光

经办律师：麻云燕

韦少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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