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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人（主承销商）：

国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红岭中路 １０１２ 号国信证券大厦 １６－２６ 层）
发行股票类型

人民币普通股

发行股数

３，４００ 万股

每股面值

人民币 １ 元

预计网上发行日期

２００６ 年 ７ 月 ７ 日

发行后总股本

１３，４００ 万股

拟上市证券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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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份限制流通及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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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锁定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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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招股意向书签署日期：２００６ 年 ６ 月 ２２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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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声明
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的目的仅为向公众提供有关本次发行的简要情况，并不包括
招股意向书全文的各部分内容。招股意向书全文同时刊载于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
投资者在做出认购决定之前，应仔细阅读招股意向书全文，并以其作为投资决定的
依据。
投资者若对本招股意向书及其摘要存在任何疑问，应咨询自己的股票经纪人、
律师、会计师或其他专业顾问。
发行人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招股意向书及其摘要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招股意向书及其摘要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
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公司负责人和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保证招股意向书及其摘
要中财务会计资料真实、完整。
中国证监会、其他政府部门对本次发行所作的任何决定或意见，均不表明其对
发行人股票的价值或者投资者的收益做出实质性判断或者保证。任何与之相反的声
明均属虚假不实陈述。
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的所有内容，均构成招股说明书不可撤销的组成部分，与招
股说明书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第一节

重大事项提示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总股本 １０，０００ 万股，本次拟发行 ３，４００ 万股流通股，发行
后总股本为 １３，４００ 万股，１３，４００ 万股均为流通股。股东黄冠雄（持股 ３，１２０ 万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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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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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诺期限届满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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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股份可以上市流通和转让。
二、经公司 ２００５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同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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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后新老股东按持股比例共享。截止 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公司未分配利润为 １０７，７０９，１４０．９２ 元（已扣除经公司 ２００５ 年度股东大会批准的
２００５ 年度现金股利分配 １，０００ 万元）。
三、本公司特别提醒投资者注意“风险因素”中的下列风险：
（一）原材料价格波动风险
原材料成本占公司总生产成本的 ８９％左右，原材料中 ６０％以上是石化制品，因而
原材料价格变动及石油价格波动对公司生产成本及经营业绩有较大影响。２００４ 年及
２００５ 年原材料采购单价同比上涨 １９．９％和 ８．２％，导致主营业务成本同比增加 ３２．８％
和 １７．２％，而同期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增长幅度小于主营业务成本增长幅度，造成公
司 ２００４ 及 ２００５ 年毛利率同比分别下降 ２．１６ 个百分点和 ２．２２ 个百分点。
（二）利润下降的风险
２００５ 年本公司实现利润总额和净利润为 ５，３２９．０３ 万元和 ３，６３０．６３ 万元，分别
较 ２００４ 年下降 １４．７７％和 ２６．３６％。而导致公司利润总额下降的最主要原因是各种偶
发性的管理费用支出、计提专项坏账和营业外支出较大。
（三）固定资产大量增加而导致利润下滑的风险
本次募集资金三个项目建成后，本公司固定资产规模将增加 ２９，４８９ 万元，增加
年折旧费约 ２，０００ 万元。如果市场环境发生重大变化，募集资金项目的预期收益不
能实现，则公司存在因为固定资产的大量增加而导致利润下滑的风险。
（四）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市场风险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投产后，公司各种专用精细化学品生产能力将由目前每
年的 ５．４７ 万吨提高到 １３ 万吨，增加产能 ７．５３ 万吨。如果公司原有市场增长速度较
慢，而新的市场开发不足，将可能导致部分生产设备闲置，无法充分利用全部生产
能力的风险。
（五）税收政策变化的风险
本公司是国家火炬计划高新技术企业，根据广东省委、省政府有关文件的规定
并经税务机关批准减按 １５％税率征收所得税。虽然广东省地方税务局明确表示本公

１—２—３

德美化工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招股意向书摘要

司享受的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是经认可有效的优惠政策，但由于广东省有
关文件和国家有关部门颁布的行政规章存在差异，如果按照 ３３％的所得税税率计算，
本公司 ２００３～２００５ 年可能补缴的所得税款分别为 １，０１２．１９ 万元、１，２０７．９３ 万元、
９８０．７３ 万元。

第二节

本次发行概况

股票种类

人民币普通股（Ａ 股）

每股面值

１．００ 元

发行股数

３，４００ 万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为 ２５．３７％

发行价格

通过向询价对象询价确定发行价格区间；在发行价格区间内，
向配售对象累计投标询价，综合累计投标询价结果和市场情
况确定发行价格
发行前每股净资产
２．５０ 元（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全面摊薄计算）
发行方式
采用网下向配售对象累计投标询价发行与网上资金申购定价
发行相结合的方式
发行对象
符合资格的询价对象和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户的境内自然
人、法人等投资者（国家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
本次发行股份的流 网下配售的股票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锁定 ３ 个月
通限制和锁定安排
预计募集资金净额
扣除发行费用后，本次发行预计募集资金不超过 ３．４７ 亿元
承销方式

余额包销

发行费用概算

承销及保荐费用：１，１００ 万元
审计费用：１５０ 万元
律师费用：１００ 万元
审核费：２０ 万元

第三节

发行人基本情况

一、发行人基本资料
中文名称
英文名称
注册资本
法定代表人
成立日期

广东德美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ＤＹＭＡＴＩＣ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Ｓ，ＩＮＣ．
１０，０００ 万元
黄冠雄
２００２ 年 ６ 月 ２１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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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
传真号码
互联网网址
电子信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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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佛山市顺德高新区科技产业园朝桂南路
５２８３０５
０７５７－２８３９９０８８
０７５７－２８３９６９３０
ｈｔｔｐ：／／ｗｗｗ．ｄｙｍａｔｉｃ．ｃｏｍ
ｉｎｆｏ＠ｄｙｍａｔｉｃ．ｃｏｍ

二、发行人历史沿革及改制重组情况
１、公司的设立方式
２００２ 年 ６ 月 ２１ 日，经广东省人民政府粤办函［２００２］１９３ 号文批准，公司前身顺
德市德美化工实业有限公司依法整体变更、发起设立为股份有限公司，以截止 ２００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经审计净资产 １０，０００ 万元，按 １：１ 的比例折合股本 １０，０００ 万股。公
司设立时名称为“广东新德美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０２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变更为
现名。
２、发起人及其投入的资产内容
公司发起人为黄冠雄、顺德市恒之宏投资有限公司、顺德市昌连荣投资有限公
司、何国英、顺德市瑞奇投资有限公司、马克良，各发行人均以其在顺德市德美化
工实业有限公司所占注册资本比例，对应折为各自所占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比例。
三、有关股本情况
１、总股本、本次发行的股份、股份流通限制和锁定安排

项目

股东名称
黄冠雄

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

发行前股本结构

发行后股本结构

股数
（万股）
３，１２０

比例

锁定限制及期限

３１．２０

股数
（万股）
３，１２０

２３．２８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３６ 个月

比例

恒之宏公司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０

１４．９３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１２ 个月

昌连荣公司

１，９８８

１９．８８

１，９８８

１４．８４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１２ 个月

何国英

１，６１２

１６．１２

１，６１２

１２．０３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１２ 个月

瑞奇公司

９６０

９．６０

９６０

７．１６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１２ 个月

马克良

３２０

３．２０

３２０

２．３９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１２ 个月

－

－

３，４００

２５．３７

－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３，４００

１００．００

－

本次发行的股份
总计

２、公司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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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股数（万股）

持股比例（％）

是否发起人

股权性质

黄冠雄

３，１２０

３１．２０

是

自然人股

恒之宏公司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０

是

法人股

昌连荣公司

１，９８８

１９．８８

是

法人股

何国英

１，６１２

１６．１２

是

自然人股

瑞奇公司

９６０

９．６０

是

法人股

马克良

３２０

３．２０

是

自然人股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

－

合计

本公司没有国家股、国有法人股股东及外资股东。
３、发起人、控股股东和主要股东之间的关联关系
本公司股东均为公司发起人，各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四、发行人的主营业务情况
１、主营业务及主要产品
本公司以纺织印染助剂研发、生产和销售为主业，皮革化学品研发、生产和销
售以及油墨生产销售为辅业。目前本公司在市场上销售的主要品种有 １００ 多个。其
中，纺织助剂按其在纺织品染整工艺中的作用可分为前处理助剂、印染助剂、后整
理助剂、其他助剂。皮革化学品按其在皮革加工工艺中的作用可分为皮革鞣剂、皮
革加脂剂、皮革涂饰剂、其他助剂。
本公司生产的纺织助剂用于纺织品印染加工过程中，能增加纺织品一种或多种
使用性能；皮革化学品用于皮革鞣制加工过程中，能够改善皮革表面性能，提高皮
革质量；油墨则用于在各种薄膜上印制文字或图案。
２、产品销售方式和渠道
公司采取直销为主，地区经销商销售为辅的销售模式。目前，本公司已在全国
建立了１０个销售网点，其中绝对控股的销售子公司六个，与其他方合资设立的销售
公司两个，地区经销商和销售分公司各一个。本公司销售网点分布在广东（由公司市
场营销部负责）、江苏、浙江、上海、福建、山东、四川、河北、湖南，已形成了能
够覆盖全国主要纺织印染发达地区的营销网络。
３、所需主要原材料
公司生产所需原材料品种较多，主要包括表面活性剂、有机硅环体、脂肪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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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烯酸类等几十种，主要由公司采购中心向国内外规模较大的供应商采购。
４、行业竞争情况以及发行人在行业中的竞争地位
我国纺织印染助剂生产企业以民营企业居多，主要分布在江苏、浙江、上海、
山东和广东，多数生产规模不大，仅生产几个品种。国内助剂的主要生产企业除本
公司外，还有浙江传化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大洋化学工业有限公司、浙江江山富士
特化工有限公司等公司，以及部分合资企业如广东汽巴精化有限公司、科莱恩化工
（中国）有限公司、拜耳（中国）有限公司等，规模相对较大。各生产企业竞争的主要
产品为纺织品有机硅整理剂、功能性纺织品整理剂、纺织品精练及染色用助剂等几
类。
本公司是是国内纺织助剂行业最大的供应商之一，按销售金额计算本公司的市
场占有率约在 ５％～６％之间。
五、发行人业务及生产经营有关的资产权属情况
对本公司具有重要意义的知识产权主要包括“德美”注册商标，该商标在行业
内具有较高知名度，也是“广东省著名商标”。本公司具有的非专利技术主要是在印
染助剂生产方面的一系列特殊配方等专有技术，考虑到商业保密原因，各项技术均
没有申请专利，亦未折股入账。
本公司及下属控股公司已取得《土地使用权》或《房地产权证》的与生产经营
有关的土地使用权共有 ７ 处，均为通过“出让”方式取得。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德
美油墨还向佛山市顺德区容桂土地发展中心租赁两处土地及厂房作为生产经营场
所，该等土地原为集体所有，目前已根据国土资源部、国务院法制办公室的批复文
件规定征用为国有土地。
六、同业竞争和关联交易情况
１、同业竞争情况
本公司实际控制人黄冠雄及其控制的企业不从事与本公司相同或相近的业务，
因此与本公司不存在同业竞争。本公司其他股东及其控制的企业目前不从事与本公
司相同或相近的业务，因此与本公司不存在同业竞争。
２、关联交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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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经常性关联交易情况
２００３～２００５年，公司销售给关联公司的产品全部为纺织助剂，销售金额分别为
８，４５６．６９万元、５，１９２．７２万元、５，７４２．２５万元，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比例分别为
２３．１４％、１１．０３％、１０．７４％，逐年下降。
２００３～２００５年，公司向关联公司采购产品主要为增稠剂、中间体、匀泡剂和油
墨，采购金额分别为６，９０３．８８万元、３，７６８．７８万元、８３５．７４万元，占公司采购总额
比例分别为２４．６６％、１１．１８％、２．１１％，逐年大幅下降。
公司委托股东何国英控股的迅网物流运输部分货物，２００３～２００５年支付运费分
别为２９３．９８ 万 元 、３１２．２４ 万 元 和３２４．１９ 万元，分别占公司同期支付运费总额的
２９．５７％、２１．８７％和２０．８５％。
（２）偶发性关联交易情况
为减少关联交易和避免同业竞争，公司于 ２００３ 年 ７ 月向德雄化工转让持有的粤
港化工 ４０％的股权，于 ２００３ 年 ９ 月分别接受德雄化工转让的惠山德美 ４０％的股权和
无锡德美技术 ４０％的股权，于 ２００３ 年 １２ 月向粤港化工购入净值 ２７２．８３ 万元的生产
设备一批，于 ２００４ 年 ９ 月接受德雄化工转让的德美油墨 ５８％的股权。
２００３ 年 ３ 月，公司与股东恒之宏公司合资设立佛山市顺德区德美投资有限公司，
该公司主要从事化工行业投资。
（３）公司独立董事关于近三年重大关联交易事项的意见
公司发生的重大关联交易协议的签定遵循了平等、自愿、等价、有偿的原则，
所确定的条款是公允的、合理的，关联交易的价格未偏离市场独立第三方的价格，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况。公司及其关联方之间近三年的关联交易，
均已按照公司当时的有效章程及决策程序履行了相关审批程序。
七、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姓名

黄冠雄

职务

性
别

董事长、
男
总经理

年
龄

41

任职
起止日期

简要经历

2005.3-2008.3

1981年高中毕业后在顺德农机厂工作，
1983年自主创业，先后从事运输业务和
化工材料贸易，1996年与何国英合资设
立顺德精化。1998年创办本公司前身德
美实业，历任公司执行董事、董事长、
总经理等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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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职情况

美龙化工
董事长、成
都德美董
事

２００５年薪酬
（万元）

１４．５２

与公司其他
利益关系
本公司控股股东
(持股31.2%)，通过
德雄化工持有德
美 油 墨 26.01% 股
权，其控股的南京
世创与公司发生
少量关联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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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家智

董事、副
男
总经理

何国英

董事、总
经理助 男
理

宋先涛

马克良

史捷锋

石碧

董事

董事

董事

独立董
事

男

男

男

男

64

44

71

57

43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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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于无锡轻工业学院化工专业，研究
员级高级工程师，1965年～1998年在大
连轻化工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1992
年获国务院授予政府特殊津贴证书，
1998年获辽宁省人事厅授予化工专业
教授、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1998年加
盟德美实业并任公司副总经理，2000
年起担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胡先生
1999年参加清华大学MBA培训，2002
年获国家环境体系内部审核员资格。
1978年高中毕业后在顺德胜利织衣厂
工作，1987年在容奇工业企业公司任业
务员，1988年自主创业，从事化工材料
贸易，1996年与黄冠雄合资设立顺德精
化。1998年合伙创办本公司前身德美实
业，历任公司执行董事、监事、董事、
总经理助理等职务。

２１．９０

通过恒之宏公司
持 有 本 公 司 20%
股份。

迅网物流
执行董事、
成都德美
董事

１４．５２

本公司股东(持股
16.12%)，其控股
的迅网物流与公
司发生少量关联
交易。

2005.3-2008.3

毕业于武汉大学化学系，高级工程师，
1958年～1972年任大连有机合成厂技
术员，1972年～1997年就职于大连轻化
瑞奇公司
工研究所，历任工程师、高级工程师等
执行董事
职。1998年加盟德美实业，1999年入股
德美实业，2000年起担任公司董事职
务。

１４．５２

通过瑞奇公司持
有 本 公 司 9.6% 股
份。

2005.3-2008.3

曾在大连第二轻工业局任供销科长。
1998年加盟德美实业，1999年入股德美
实业，2000年起历任公司监事、董事职
务。

１４．５２

本公司股东(持股
3.2%。

2005.3-2008.3

博士、美国国籍，1993年毕业于美国麻
省大学高分子科学与工程系并获博士
学位，1993～1995年于美国克拉克大学
化学系高分子与波谱专业系从事博士
后研究工作，曾任美国化学会特拉州分
会理事，发表专业论文近30篇。1995
年～1999年在美国戈尔公司任公司研
发中心高分子技术主管，
1999年～2000
年任美国宝立舒公司中国代表处首席
代表。史先生2001年加盟德美实业，任
公司研发中心主任，2004年1月被选举
为公司董事，为本公司核心技术人员。

美国化学
会会员、美
国纺织化
学家和染
料家协会
高级会员、
美国西格
玛赛科学
研究会会
员

２５．５３

无

2005.3-2008.3

博士，1986年毕业于四川大学并获皮革
化学与工程硕士学位，1992年获四川大
学——英国谢菲尔德大学皮革化学与
工程硕士学位。石先生在国内外发表了
多部专著和多篇重要论文，并获“国家
发明二等奖”、
“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教育部科技进步一等奖”等多个奖
项。石先生同时担任的主要社会职务有
全国人大代表、国际皮革化学家及工艺
师联合会执委、中国皮革工业协会科技
委员会主任等。2004年1月被选举为本
公司独立董事。

四川大学
教授、博士
生导师、皮
革化学与
工程教育
部重点试
验室( 四川
大 学 ) 主
任、“长江
学者奖励
计划”特聘
教授

３．６

无

2005.3-2008.3

2005.3-20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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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军

独立董
事

李祥军

独立董
事

男

44

2005.3-2008.3

高

德

监事会
主席

男

70

2005.3-2008.3

宋

琪

监事

女

41

2005.3-2008.3

肖继杰

监事

男

40

2005.3-2008.3

范小平

董事会
秘书

男

46

2005.3-2008.3

周红艳

财务负
责人

女

41

2005.3-2008.3

男

40

2005.3-20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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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硕士，律师，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学
院获法学硕士学位，1991年开始从事法
律工作。1997年加入北京通商律师事务
所任律师、合伙人，期间参与一汽轿车、
国投原宜、津滨发展等公司上市的法律
顾问工作，以及丰乐种业、合金股份、
华侨城等多家股份制公司增资扩股的
法律顾问工作。2004年1月被选举为本
公司独立董事。
硕士，中国注册会计师， 1985年毕业
于吉林省财贸学院财政金融系，1996
年获厦门大学会计系硕士学位，2005
年获复旦大学EMBA学位。李先生曾任
吉林省保险公司干部、深圳市审计局副
主任科员、主任科员等职，1995年至今
任德明会计师事务所首席合伙人。2004
年1月被选举为本公司独立董事。
高先生1951年～1989年就职于大连染
色织布总厂，历任市场干部和管理干
部。1999年入股德美实业，2000年起历
任公司董事、监事会主席等职务。
会计师，毕业于东北财经大学会计系。
宋女士1992年前在企业工作，任财务负
责人，
1993～1999年任大连浜连食品股
份有限公司财务经理，2000～2001年任
上海麦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财务经理。
2002年起任本公司监事。
注册会计师，毕业于杭州电子工业学院
财会专业，1987年～1991年任深圳中华
会计师事务所注册会计师，后在企业任
副总会计师、审计室主任、企业管理部
经理等职。2000年7月进入德美实业任
审计部经理，2002年起任公司监事。
文学学士，工商管理硕士，高级职称，
先后就读于四川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
学、北京大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南方
学院。1982年～1988年从事教育工作，
1988年～2000年历任泸天化集团报社
总编、企管办主任，2001年3～6月任四
川省化工控股公司人力资源部部长。
2001年进入德美实业任管理中心主任、
监事等职，2002年起任公司董事会秘
书。
毕业于深圳大学经济系，获中山大学工
商管理硕士，1995年～2000年任深圳市
建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财务副科长，
2000年～2003年5月任深圳市金证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财务经理。2003年5月进
入本公司任财务部经理。

中国平安
保险(集团)
股份有限
公司首席
律师

３．６

无

德明会计
师事务所
首席合伙
人

３．６

无

昌连荣公
司执行董
事

１４．５２

通过昌连荣公司
持 有 本 公 司
19.88%股份。

无

３．７２

通过瑞奇公司持
有 本 公 司 9.6% 股
份。

无

９．７５

无

无

１４．８４

通过恒之宏公司
持 有 本 公 司 20%
股份。

无

１６．５３

无

八、发行人控股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的简要情况
黄冠雄先生目前持有本公司股份 ３，１２０ 万股，占本公司本次发行前总股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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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２０％，为本公司第一大股东和实际控制人。黄冠雄先生简介见上表。
九、财务会计信息及管理层讨论
（一）发行人近三年财务报表
合并资产负债表
编制单位：广东德美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资 产 类
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
其他应收款
预付帐款
存
货
待摊费用
流动资产合计
长期投资：
长期股权投资
长期投资合计
固定资产：
固定资产原值
减：累计折旧
固定资产净值
减：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固定资产净额
在建工程
固定资产合计
无形资产及其他资产：
无形资产
长期待摊费用
资 产 总 计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
预收账款
应付工资
应付福利费
应付股利
应交税金

２００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单位：元）
２００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７３，９３５，０１６．７３
４２，５２６，６９１．８５
１５９，６２８，９７３．８６
２０，８４８，０１１．７４
２，０７７，７１５．５１
９８，５９１，６２１．９７
９３３，２４１．０９
３９８，５４１，２７２．７５

６０，２３５，５９７．９２
１７，９０９，４９２．６１
１２９，７７４，５０６．４６
９，９６８，８９６．３８
３，１０６，６７４．２６
９１，３７０，７７７．９０
１，７９５，４０６．５１
３１４，１６１，３５２．０４

６５，０５９，２１４．１１
８，２６４，３９０．２０
９３，９７６，３０８．５０
７，８６８，０１２．２１
１１，８３３，２４８．２７
８４，７６８，５４４．２５
３７，４０９．２６
２７１，８０７，１２６．８０

７，２１４，９０７．５９
７，２１４，９０７．５９

４，００４，５９０．１７
４，００４，５９０．１７

３，５９４，８４０．８５
３，５９４，８４０．８５

１２１，０９４，４００．８５
４４，５３３，４６０．９２
７６，５６０，９３９．９３
４，６２１，７９４．２３
７１，９３９，１４５．７０
１，７４５，４５４．６１
７３，６８４，６００．３１

１１５，２３８，８４１．５４
３７，８２１，９０３．３９
７７，４１６，９３８．１５
４，６８８，６２０．００
７２，７２８，３１８．１５
１５４，５００．００
７２，８８２，８１８．１５

１０２，３００，６８３．２９
２７，６６８，１９９．８４
７４，６３２，４８３．４５
４，６８８，６２０．００
６９，９４３，８６３．４５
２，１７９，８４９．０６
７２，１２３，７１２．５１

４７，１９５，５６１．７０
２，５５８，５７４．９１
５２９，１９４，９１７．２６

４７，６５５，８３７．０７
１，２７１，４２１．８６
４３９，９７６，０１９．２９

２０，４０６，４３６．４２
４９５，６２２．９２
３６８，４２７，７３９．５０

９７，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
５２，０８３，２８７．１５
３，９８８，４５０．００
８４１，７２２．２７
１２９，４９０．２９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９，６５４，６５６．９３

７６，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
３９，４１１，４８５．１６
７，４９９，８１７．４８
７６９，２７６．７７
（２，７２３．６３）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６，０２１，１６０．８２

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
３５，５２４，２３９．２１
５，４３５，２６８．２８
５５８，４２７．６４
７７，９２３．９９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７，４２２，９１１．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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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未交款
其他应付款
预提费用
一年内到期的长期负债
流动负债合计
长期负债：
长期借款
专项应付款
专项应付款
长期负债合计
递延税项：
递延税项贷项
负债合计
少数股东权益
股东权益：
股本
资本公积
盈余公积
其中：法定公益金
未分配利润
其中：现金股利
股东权益合计
负债及股东权益总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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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６０，１２１．１１
２１，７０４，５９５．９１
８９９，５７０．０２
－
１９６，６６１，８９３．６８

２９１，６０８．０７
１９，８１０，６４７．０４
４１８，８６２．１９
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８０，２２０，１３３．９０

１８１，５７７．９４
４，２５１，１７１．７６
１９，１９５．７３
５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３３，４７０，７１６．０８

４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３，６１０，６６１．６７
－
４３，６１０，６６１．６７

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５７８，６６１．６７
－
２１，５７８，６６１．６７

４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
－
４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
２４０，２７２，５５５．３５
３９，０８７，８３２．４０

－
２０１，７９８，７９５．５７
１４，６４９，０４２．１４

－
１７３，４７０，７１６．０８
１１，３０９，９６６．９７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５，９９８，０６０．９０
２６，１２７，３２７．６９
８，７０９，１０９．２４
１１７，７０９，１４０．９２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５，９９８，０６０．９０
２０，６８１，３７５．５０
６，８９３，７９１．８４
９６，８４８，７４５．１８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５，４１８，２２８．２２
１３，２８６，１８１．６４
４，４２８，７２７．２２
６４，９４２，６４６．５９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４９，８３４，５２９．５１
５２９，１９４，９１７．２６

２２３，５２８，１８１．５８
４３９，９７６，０１９．２９

１８３，６４７，０５６．４５
３６８，４２７，７３９．５０

合并利润表
编制单位：广东德美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项

目

一、主营业务收入

２００５ 年度

（单位：元）
２００４ 年度

２００３ 年度

５３５，０６９，３５９．６４

４７０，７６１，６１８．７９

３６５，４５１，１９９．２７

３９７，３９５，７００．６７

３３９，１９５，２７８．１０

２５５，４１７，６１９．８５

２，４７２，５２６．９９

１，９８３，１６３．８５

１，５９７，８３５．９５

１３５，２０１，１３１．９８

１２９，５８３，１７６．８４

１０８，４３５，７４３．４７

５０６，３１７．７４

３０９，１２０．１９

１７５，５１０．３１

减：营业费用

３３，７０３，４４４．１７

３１，５９９，２１３．１２

２４，２１７，６０９．９６

管理费用

４２，０７６，７０６．２７

３０，９６１，３８８．６８

２７，１４１，６８４．３３

财务费用

５，７２８，６４５．７９

５，６８５，８６４．１４

３，５２０，６９５．８１

５４，１９８，６５３．４９

６１，６４５，８３１．０９

５３，７３１，２６３．６８

加：投资收益

（３９，６８２．５８）

４０９，７４９．３２

１，４５９，０３６．５４

补贴收入

１８３，８５０．８７

－

－

减：主营业务成本
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
二、主营业务利润
加：其他业务利润

三、营业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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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外收入

５５８，３１２．２６

７８３，１８０．７７

１９０，５２３．９１

减：营业外支出

１，６１０，８００．１９

４１１，１８６．４５

３１８，９３０．２１

５３，２９０，３３３．８５

６２，４２７，５７４．７３

５５，０６１，８９３．９２

１２，７５２，２０２．４２

１１，７７２，４１７．１４

９，５５４，３４５．６３

４，２３１，７８３．５０

１，３５３，８６５．１４

１，７２３，０３３．９０

－

－

－

３６，３０６，３４７．９３

４９，３０１，２９２．４５

４３，７８４，５１４．３９

四、利润总额
减：所得税
少数股东损益
未确认的投资损失
五、净利润

合并现金流量表
编制单位：广东德美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

（单位：元）
２００５ 年度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２００４ 年度

１１，２８３，２８２．３３

２００３ 年度

３４，３２５，８５６．９３

８０，１５２，８２１．６４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２２，４２２，６７８．３９） （１７，６９４，５７６．９１） （１２，７９３，４８０．９８）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２５，００８，２１４．２８ （２１，４５４，７７７．０８） （２３，３７４，８３８．１２）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的影响

（１６９，３９９．４１）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１１９．１３）

－

１３，６９９，４１８．８１ （４，８２３，６１６．１９）

４３，９８４，５０２．５４

（二）近三年非经常性损益情况
依据经注册会计师核验的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本公司２００３～２００５年非经常性
损益的具体内容、金额及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金额如下表：
（单位：元）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２００５ 年度

１、股权转让收益

２００４ 年度

２００３ 年度

－

－

２、扣除日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后的其他各
项营业外收入、支出

（９８０，９４５．９４）

－

３、以前年度已经计提各项减值准备的转回

４６，２６８．７４

３７１，９９４．３２

（１２８，４０６．３０）

（７５０，８２６．３３）

３７１，９９４．３２

５４１，６４２．６１

所得税影响数

（２０４，１３６．５７）

７５，２５８．９９

９１，３２０．７９

税后净利润影响数

（５４６，６８９．７６）

２９６，７３５．３３

４５０，３２１．８２

－１．５１％

０．６０％

１．０３％

４、政府补贴

６７０，０４８．９１

１８３，８５０．８７
合

计

上述影响额占当年净利润比例
净利润

３６，３０６，３４７．９３ ４９，３０１，２９２．４５ ４３，７８４，５１４．３９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３６，８５３，０３７．６９ ４９，００４，５５７．１２ ４３，３３４，１９２．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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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要财务指标
项

目

２００５ 年度

２００４ 年度

２００３ 年度

流动比率

２．０３

１．７４

２．０４

速动比率

１．５３

１．２４

１．４０

４５．６０％

４４．８４％

４６．４５％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年）

３．７０

４．２１

４．３７

存货周转率（次／年）

４．１８

３．８５

３．７４

６，９８４．７７

７，５９７．７４

６，７１２．９１

１１．７７

１２．７５

１７．８６

每股经营活动的现金流量

０．１１

０．３４

０．８０

每股净现金流量

０．１４

－０．０５

０．４４

０．１９％

０．２９％

０．０２％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
利息保障倍数

无形资产（扣除土地使用权、水面养殖权和
采矿权等后）占净资产的比例

（四）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１、报告期财务状况及未来趋势
２００３～２００５ 年，公司资产规模稳定增长且资产结构相对稳定，公司资产流动性
较好，固定资产状况良好。公司资产负债结构保持稳定且处于合理水平，偿债能力
较强。
２、盈利能力分析
２００３～２００５ 年，公司实现主营业务收入分别为 ３６，５４５．１２ 万元、４７，０７６．１６ 万
元和 ５３，５０６．９４ 万元，２００４ 年及 ２００５ 年分别比上年增长 ２８．８２％和 １３．６６％。公司主
营业务收入保持持续稳定增长，主要是由于国内纺织行业稳步增长及纺织品助剂用
量增加，公司纺织助剂销量增长所致。
近年来全球石油价格持续大幅上涨，而导致石油化工原料价格上涨。原材料成
本占公司主营业务成本的 ８９％左右，原料价格的上涨直接增加了产品生产成本，２００４
年及 ２００５ 年主营业务成本同比分别上涨 ３２．８０％和 １７．１６％，均高于公司 ２００４ 年及
２００５ 年主营业务收入同比 ２８．８２％和 １３．６６％的增长幅度，造成公司 ２００４ 及 ２００５ 年
毛利率同比分别下降 ２．１６ 个百分点和 ２．２２ 个百分点。
２００５年，公司主营业务收入较上年增长１３．６６％，产品综合毛利率下降２．２２个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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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点，主营业务利润增长幅度缩小为４．３４％。在主营业务利润增长的情况下，公司利
润总额及净利润有较大下降，其原因主要有三方面：（１）偶发性管理费用支出大幅上
升；（２）２００５年度非经常性营业外支出较大；（３）部分控股子公司企业所得税大幅增
加。
导致公司利润总额下降的最主要原因是各种偶发性的管理费用支出、计提专项
坏账和营业外支出较大，这些支出是基于未来可持续发展而不得不支付的成本，在
２００６ 年及以后公司年度这类支出将不再发生或较少发生。公司未来仍将保持良好发
展势头，盈利能力亦会进一步增强。
３、现金流量分析
２００３～２００５ 年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均为正数，且累计金额与三年
净利润累计金额基本相当，说明公司实现的利润质量高，现金支付正常。
４、现实的和可以预见的影响因素分析
近几年和未来几年影响公司财务状况和盈利能力的因素主要有四个方面：
（１）行业发展状况的影响
近几年，上游化工行业发展状况对纺织助剂行业有较大影响，未来纺织助剂行
业发展依然会受上游化工行业和下游纺织行业发展状况的影响。
纺织助剂的下游行业是纺织制造业，近几年我国纺织行业取得较快发展，给纺
织助剂行业带来了较大的市场需求。但纺织行业亦受国际贸易纠纷影响而出现波动，
也间接影响到纺织助剂行业。
（２）募集资金的影响
本公司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将进一步增加公司的资产规模，改善资产负
债结构，提高公司的综合竞争实力和抗风险能力。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成投产后，
公司产品价格将有一定幅度上涨，公司毛利率预计将会保持近三年平均水平甚至有
所提高。但同时，固定资产投资增加将增加公司折旧费用，折旧费将对公司盈利带
来一定压力。
（３）产品结构的影响
皮革化学品和油墨产品收入和毛利快速增长，所占比重逐年提高，未来几年这
种趋势仍将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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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其他因素的影响
德美瓦克将成为公司未来重要的利润来源之一，公司发行上市将进一步提高公
司的盈利能力和盈利水平。
（五）股利分配政策
公司依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所载明的股利分配原则进行股利分
配，股利分配可采取派发现金和股票两种形式。
２００３～２００５ 年度，公司每年均现金分红 １，０００ 万元。
经公司 ２００４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及公司 ２００５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同意本次
发行前滚存的未分配利润在公司股票公开发行后由公司发行后新老股东按持股比例
共享。截止 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未分配利润为 １０７，７０９，１４０．９２ 元（已扣除经公
司 ２００５ 年度股东大会批准的 ２００５ 年度现金股利分配 １，０００ 万元）。
（六）控股子公司的基本情况
１、德美投资
２００３ 年 ３ 月 ２８ 日成立，注册资本 １，０００ 万元，其中本公司出资比例 ８０％，恒之
宏公司出资比例 ２０％，主营业务为从事化工行业投资，目前德美投资与公司共同投
资了青岛德美、石家庄德美、望城德美、上海德美四家公司。截至 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该公司资产合计 １，０９８．６０ 万元，负债合计 ０．６４ 万元，净资产合计 １，０９７．９６
万元，２００５ 年度未取得主营业务收入，实现净利润 ５６．５９ 万元。（以上数据已经南
方民和审计）
２、青岛德美
１９９９ 年 １ 月 ２９ 日成立，注册资本 １００ 万元，其中本公司出资比例 ９０％、德美投
资出资比例 １０％，主营业务为纺织印染助剂销售。截至 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该公司
资产合计 ２，４４０．８１ 万元，负债合计 ２，２９９．２５ 万元，净资产合计 １４１．５６ 万元，２００５
年度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３，５０９．６２ 万元、实现净利润－７．０５ 万元。（以上数据已经南
方民和审计）
３、上海德美
２０００ 年 ３ 月 ２７ 日成立，注册资本 ５０ 万元，其中本公司出资比例 ８０％、德美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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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出资比例 ２０％，主营业务为纺织印染助剂销售。截至 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该公司
资产合计 ２，３２３．１１ 万元，负债合计 ５９０．６１ 万元，净资产合计 １，７３２．５０ 万元，２００５
年度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３，４６２．０４ 万元、实现净利润 ３９７．９３ 万元。（以上数据已经南
方民和审计）
４、石家庄德美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 ５ 日成立，注册资本 ５０ 万元，其中本公司出资比例 ８０％、德美投资
出资比例 ２０％，主营业务为纺织印染助剂、皮革化学品销售。截至 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该公司资产合计 １，５６８．０７ 万元，负债合计 １，４５８．００ 万元，净资产合计 １１０．０７
万元，２００５ 年度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３，７２８．７６ 万元、实现净利润 ９４．８５ 万元。（以上
数据已经南方民和审计）
５、望城德美
２００３ 年 １２ 月 ４ 日成立，注册资本 １００ 万元，其中本公司出资比例 ９０％、德美投
资持股比例 １０％，主营业务为纺织印染助剂、皮革化学品销售。截至 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该公司资产合计 ３７０．９９ 万元，负债合计 ３３６．８１ 万元，净资产合计 ３４．１９ 万
元，２００５ 年度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５４８．８７ 万元、实现净利润－２３．０３ 万元。（以上数据
已经南方民和审计）
６、惠山德美
２０００ 年 ４ 月 ２７ 日成立，注册资本 １００ 万美元，其中本公司出资比例 ６０％、汉科
化工有限公司出资比例 ４０％，主营业务为纺织印染助剂生产、销售。截至 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该公司资产合计 ５，２９３．１１ 万元，负债合计 ２，４５５．５５ 万元，净资产合计
２，８３７．５６ 万元，２００５ 年度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８，９８４．５４ 万元、实现净利润 ７８２．４９
万元。（以上数据已经南方民和审计）
７、无锡德美技术
２００１ 年 ７ 月 ２０ 日成立，注册资本 ８０ 万美元，其中本公司出资比例 ６０％、汉科
化工有限公司出资比例 ４０％，主营业务为纺织印染助剂研发、销售。截至 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该公司资产合计 １，８３１．９０ 万元，负债合计 １，３２１．９１ 万元，净资产合计
５０９．９９ 万元，２００５ 年度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２，１２２．５４ 万元、实现净利润 ９７．２３ 万元。
（以上数据已经南方民和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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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德美油墨
１９９８ 年 ９ 月 ４ 日成立，注册资本为 ２４１．７３ 万美元，其中本公司出资比例 ５８％、
德雄化工出资比例 ２６．０１％、佛山市顺德区南方电缆实业有限公司出资比例 １５．９９％，
主营业务为油墨生产、销售。截至 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该公司资产合计 ３，９１７．６４
万元，负债合计 ３，２３５．１３ 万元，净资产合计 ６８２．５１ 万元，２００５ 年度实现主营业务
收入 ４，６６４．１４ 万元、实现净利润 ４０．８４ 万元。（以上数据已经南方民和审计）
９、德美瓦克
２００５ 年 ９ 月成立，注册资本为 ５００ 万美元，其中本公司出资比例 ５０％、瓦克化
学投资（中国）有限公司出资比例 ５０％，主营业务为有机硅产品生产、销售。
截至２００５年１２月３１日，该公司资产合计４，４０２．６６万元，负债合计２７７．３９万元，
净资产合计４，１２５．２７万元，２００５年度实现主营业务收入６０９．２７万元、实现净利润
８３．８６万元。（以上数据已经南方民和审计）
１０、福建新德美
２００６ 年 ４ 月 １８ 日成立，注册资本为 ２，０００ 万美元，其中本公司出资比例 ６５％、
自然人许自代和洪贤德分别出资 ２３．７８％和 １１．２２％。该公司为公司本次募集资金拟投
资的《３０Ｋｔ／ａ 新型高档系列纺织化学品、皮革化学品基建项目》的实施主体，目前
正在进行项目前期建设和管理。

第四节

募集资金运用

一、募集资金运用顺序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将全部投入以下三个项目：
１、１００Ｋｔ／ａ 新型高档系列纺织化学品、皮革化学品技改项目。该项目建设地点
位于佛山高新区顺德科技园内，项目总投资 １９，８０８ 万元，其中建设投资 １７，８４７ 万
元、铺底流动资金 １，９６１ 万元；项目设计生产量为年产纺织助剂 ８０，０００ 吨、皮革化
学品 ２０，０００ 吨、油墨 ６，０００ 吨。
２、３０Ｋｔ／ａ 新型高档系列纺织化学品、皮革化学品基建项目。该项目建设地点
位于福建省晋江市工业园内，项目总投资 ８，２１２ 万元，其中建设投资 ７，０２０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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铺底流动资金 １，１９２ 万元；项目设计生产量为年产纺织助剂 ２０，０００ 吨、皮革化学品
１０，０００ 吨、油墨 １，０００ 吨。
３、销售网络扩建项目。该项目拟对公司现有部分销售网络进行扩建，项目总投
资 ８，４２３ 万元。
上述三个项目预计投资总额为 ３６，４４３ 万元，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将按以上项目排
列顺序安排实施，若实际募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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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各年度运用计划和轻重缓急程度按以下顺序排列：
（单位：万元）
序
号

项目名称

项目
总投资

１

１００Ｋｔ／ａ 新型高档系列纺织
化学品、皮革化学品技改项目

１９，８０８

６，０００

１１，８４７

１，９６１

广东省经济贸易委员
会粤经贸函［２００３］７００
号文批复

２

３０Ｋｔ／ａ 新型高档系列纺织化
学品、皮革化学品基建项目

８，２１２

２，５００

４，５２０

１，１９２

晋江市发展计划局晋
计［２００３］３１９ 号文批复

８，４２３

４，６２９

９４１

２，８５３

－

３６，４４３

１３，１２９

１７，３０８

６，００６

－

３ 销售网络扩建项目
总

额

第一年
投资额

第二年
投资额

第三年
及以后

批准机关和批准文号

（注：第一年指从本次发行完成日起至其后第 １２ 个月的期间，第二年依此类推。）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前景分析
本公司拟投资扩建和新建生产基地，是由于公司目前生产能力饱和，生产无法
满足市场需求，以及拟投资项目具有良好的市场前景。公司新项目的建设和产能扩
张的速度与公司业务发展相匹配。

第五节

风险因素和其他重要事项

一、经营风险
１、生产场地搬迁的风险：公司计划在未来 １～２ 年内对化工厂进行技术改造和
升级，将现有生产线中尚可使用的部分设备搬迁至新的生产基地。在搬迁过程中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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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避免要废弃或损坏部分现有设备，亦可能因为搬迁而使部分产品生产受到影响，
因此搬迁计划能否顺利实施将对本公司未来的生产经营构成影响。
２、环保风险：作为一家化工企业，在生产过程中仍会有一定数量的“三废”排
放，若处理不当，可能会对环境造成一定的破坏和不良后果。
３、产品市场准入方面的风险：纺织行业绿色认证标准提高对纺织助剂成分限制
越来越严格。公司产品特别是用于出口纺织品生产的产品如果不能达到环保标准，
可能存在市场准入方面的风险。
二、财务风险
１、净资产收益率下降的风险：本次发行后，本公司净资产预计将比 ２００５ 年末
有显著提升，由于募集资金项目尚有一定的建设周期，因此本公司存在发行后净资
产收益率被摊薄的风险。
２、应收账款发生坏账的风险：截止 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本公司应收账款金额
占总资产和净资产的比例分别为 ３０．１６％和 ６３．８９％。如果出现应收账款不能按期或无
法回收发生坏账的情况，将对公司业绩和生产经营产生一定影响。
３、存货跌价的风险：截止 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本公司存货金额为 ９，８５９．１６
万元，占总资产和净资产的比例分别为 １８．６３％和 ３９．４６％。如果出现存货的账面价值
高于其可变现净值的情况，将对公司业绩和生产经营产生一定影响。
三、市场风险
１、市场竞争不断增加的风险：近年世界纺织产业向东南亚地区转移，该地区由
于劳动力成本低和环保压力小的原因，竞争力也逐步提高。公司面临纺织助剂市场
竞争增加的风险。
２、市场单一的风险：目前公司产品市场主要集中在国内，而 近年东南亚地区纺
织助剂市场不断扩大，公司如果单纯依靠国内市场，将面临国内市场变化等给公司
经营带来不利影响的风险。
四、技术风险
１、主要技术失密的风险：由于公司未就助剂配方和技术申请专利加以保护，如
果公司对该等技术或配方的保密制度不够完善，将可能导致部分技术或配方失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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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对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带来不利影响。
２、技术、产品更新不及时的风险：纺织助剂生产技术水平的提高和流行品种变
化频率加快，对公司技术储备、市场反应、快速研发和差别化生产的能力都将有更
高要求。如果公司技术和品种更新慢，不能及时满足客户需求，则存在市场占有率
下降和产品利润率下滑的风险。

第六节

本次发行各方当事人和发行时间安排

一、本次发行各方当事人
各方当事人

名

称

住所

联系电话

传真

经办人
姓名

发行人

广东德美精细化工
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高新
区科技产业园朝桂南路

0757-28399088

0757-28396930

范小平

保荐人(主承
销商)

国信证券有限责任
公司

深圳市红岭中路 1012 号
国信证券大厦 16－26 层

0755-82130581

0755-82130620

廖家东
张剑军

律师事务所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

深南大道 4019 号航天大
厦 24 层

0755-83243139

0755-83243108

麻云燕
韦少辉

深圳市深南中路 2072 号
电子大厦 8 楼

0755-83781017

0755-83780119

钟
聂

深圳市深南路 1093 号中
信大厦 18 楼

0755-25938000

0755-25988122

会计师事务
所
股票登记机
构

深圳南方民和会计
师事务所有限责任
公司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分公司

收款银行

中国工商银行深圳
市深港支行

深圳市深南中路帝王大
厦附楼首层

0755-82461390

0755-82461376

拟上市的证
券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深圳市深南中路 5045 号

0755-82083333

0755-82083190

平
勇
－

王

婷

－

二、发行时间安排
初步询价推介时间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 ２６ 日～２００６ 年 ６ 月 ２９ 日

初步询价结果及发行价格区间公告刊登日期

２００６ 年 ７ 月 ３ 日

网上申购和缴款日期

２００６ 年 ７ 月 ７ 日

股票上市日期

预计不晚于 ２００６ 年 ７ 月 ２４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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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备查文件

１、招股意向书全文和备查文件可到发行人及保荐人（主承销商）的法定住所查
阅。查阅时间：工作日上午 ９：００ 至 １１：３０，下午 １：３０ 至 ４：３０。
２、招股意向书全文可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指定网站（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查阅。

广东德美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 ２２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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