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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券交易所： 

贵所于2019年10月10日出具的《关于江苏联瑞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科创板上市委会议意见落实函》（上证科审（审核）

〔2019〕601号）（以下简称“上市委意见落实函”）已收悉。江苏联瑞新材料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瑞新材”、“发行人”、“公司”）与东莞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发

行人律师”）、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申报

会计师”）等相关方，本着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的原则，就上市委意见落实函所

提意见逐项进行了认真核查及讨论，现回复如下，请予审核。 

如无特别说明，本回复使用的简称与《江苏联瑞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说明书》中的释义相同。 

 

上市委意见落实函所列问题 黑体（加粗） 

上市委意见落实函所列问题的回复 宋体（不加粗） 

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宋体（不加粗） 



江苏联瑞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委意见落实函的回复 

8-1-3 

目  录 

问题一 ........................................................................................................................... 4 

问题二 ........................................................................................................................... 8 

  



江苏联瑞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委意见落实函的回复 

8-1-4 

问题一 

发行人聘请的独立董事有对外投资情况，并分别在董事会的下设委员会任

职。2019 年 5 月 30 日，第二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2019 年第三次会议审议《关

于变更本次发行上市审计机构的议案》；2019 年 6月 5日，第二届董事会审计委

员会 2019 年第四次会议《关于撤销<关于变更本次发行上市审计机构的议案>的

议案》。请发行人补充披露:（1）第二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2019 年第三次、第

四次两次审计委员会召开的具体情况，及独立董事在审计机构聘任事项上所发

挥的作用；（2）独立董事针对报告期内发行人与生益科技及其下属公司发生的

关联交易出具的独立意见。请保荐机构发表明确核查意见。 

回复： 

（1）第二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2019 年第三次、第四次两次审计委员会召

开的具体情况，及独立董事在审计机构聘任事项上所发挥的作用 

[说明] 

一、第二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2019 年第三次、第四次两次审计委员会召开

的具体情况 

（一）审计委员会 2019 年第三次会议召开情况 

因公司申报科创板上市期间正中珠江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公司在科创板

中止审核，为减少对公司发行上市进程的影响，尽快恢复审核，公司拟改聘具有

证券相关业务资格的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在科创板上市专项审计机构。2019年 5月 30日，发行人第二届董事会审计

委员会召开 2019 年第三次会议，本次会议应出席委员 3人，实际出席委员 3人，

会议由主任委员鲁春艳女士主持，董事李晓冬、独立董事鲁瑾作为委员出席了会

议。经全体委员一致同意，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本次发行上市审计机构的

议案》，同意改聘具有证券相关业务资格的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审计机构。 

（二）审计委员会 2019 年第四次会议召开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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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发行上市审核规则》相关规定和审核要求，

相关证券服务机构按照有关规定履行复核程序后公司可以提交恢复审核的申请，

因此公司拟履行复核程序以恢复审核，终止变更本次发行上市审计机构的事宜，

继续由正中珠江担任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审计机构。2019

年 6月 5日，发行人第二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召开 2019年第四次会议，审议《关

于撤销公司<关于变更本次发行上市审计机构的议案>的议案》。本次会议应出席

委员 3 人，实际出席委员 3 人，会议由主任委员鲁春艳女士主持，董事李晓冬、

独立董事鲁瑾作为委员出席了会议。经全体委员一致同意，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撤销公司<关于变更本次发行上市审计机构的议案>的议案》，同意撤销第二届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2019 年第三次会议通过的《关于变更本次发行上市审计机构

的议案》，继续由正中珠江担任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审计机

构。 

发行人第二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2019 年第三次、第四次两次审计委员会的

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发行人《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议事规则》的相关规定。 

二、独立董事在审计机构聘任事项上所发挥的作用 

因公司申报科创板上市期间正中珠江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根据《上海证

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发行上市审核规则》第六十四规定，公司于2019年5月24日

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交了中止审核的申请。 

2019年5月30日，发行人第二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召开2019年第三次会议，

审计委员会认为：正中珠江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立案调查事项的案件进度具

有一定的不确定性，为减少对公司发行上市进程的影响，独立董事同意拟改聘具

有证券相关业务资格的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审计机构。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发行上市审核规则》相关规定和审核要求，

相关证券服务机构按照有关规定履行复核程序后公司可以提交恢复审核的申请。

2019年6月5日，发行人第二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召开2019年第四次会议，审计委

员会认为：虽然正中珠江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但负责公司本次发行并上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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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字会计师与本次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事项无关，正中珠江履行复核程序后公司

可以申请恢复审核并尽快推进上市进程，符合相关规定和审核要求，且拟改聘审

计机构的议案尚未经过股东大会审议，因此同意终止变更本次发行上市审计机构

的事宜。 

公司在聘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审计机构时，独立董事除考虑

审计服务的经验与能力，同时考虑公司实际情况以及公司在科创板上市审核的进

度，综合做出决定。公司独立董事为公司审计委员会及董事会带来公正、客观的

意见和观点，从独立的角度履行职责，在审计机构聘任事项上发挥了应有作用。 

（2）独立董事在报告期内，发行人向生益科技及其下属公司出售商品的关

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说明] 

为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促进公司规范运作，根据《公司法》、《公司

章程》等规定，公司 2017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独立董事工作细

则》，依法聘请了独立董事，并建立了独立董事制度。公司现任董事中有 3名独

立董事，分别为鲁春艳、鲁瑾、杨东涛，占董事会全体成员的比例超过三分之一，

其中鲁春艳为会计专业人员。 

报告期内，独立董事发表的关于发行人向生益科技及其下属公司出售商品的

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如下： 

序
号 

审议议案 
董事会召
开情况 

独立董事意见 
股东大会召开

情况 

1 

《公司与关
联方生益电
子股份有限
公司发生交
易的议案》 

2017 年 11

月 24 日召
开第二届
董事会第
五次会议
审议通过 

“公司审议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时，审议和
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本次与生益电子股份有限公
司的交易系公司正常经营活动业务往来，
交易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交易价格
将采取市场定价的方式，价格公允，不存
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特别是中小股
东的利益的情形。” 

2017年 12月 11

日召开 2017 年
第六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通
过 

2 

《关于对公
司 2014 年
度、2015 年
度、2016 年
度、2017 年
1-6 月的关
联交易进行
确 认 的 议
案》 

2017 年 11

月 24 日召
开第二届
董事会第
五次会议
审议通过 

“公司 2014 年度、2015 年度、2016 年度、
2017 年 1-6 月内的关联交易是基于正常
的生产经营活动而产生的，执行了市场定
价原则，定价合理；交易过程公平、公正，
且已履行了相关审批程序或确认程序；公
司与关联方之间发生的关联交易真实、有
效，不存在通过关联交易操纵公司利润的
情形，亦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及其他股东
利益之情形。” 

2017年 12月 11

日召开 2017 年
第六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通
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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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审议议案 
董事会召
开情况 

独立董事意见 
股东大会召开

情况 

3 

《关于预估
2018 年度日
常性关联交
易的议案》 

2017 年 12

月 14 日召
开第二届
董事会第
六次会议
审议通过 

“公司预估 2018 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是
基于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而产生的，执行
了市场定价原则，定价合理；交易过程公
平、公正，且已履行了相关审批程序或确
认程序；董事会表决时关联董事进行了回
避，公司与关联方之间发生的关联交易真
实、有效，不存在通过关联交易操纵公司
利润的情形，亦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及其
他股东利益之情形。” 

2017年 12月 29

日召开 2017 年
第七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通
过 

4 

《关于预估
2019 年度日
常性关联交
易的议案》 

2018 年 12

月 12 日召
开第二届
董事会第
十四次会
议审议通
过 

“公司预估 2019 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是
基于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而产生的，执行
了市场定价原则，定价合理；交易过程公
平、公正，且已履行了相关审批程序或确
认程序；董事会表决时关联董事进行了回
避，公司与关联方之间发生的关联交易真
实、有效，不存在通过关联交易操纵公司
利润的情形，亦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及其
他股东利益之情形。” 

2018年 12月 27

日召开 2018 年
第四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通
过 

5 

《公司与关
联方广东生
益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发
生交易的议
案》 

2019 年 03

月 20 日召
开第二届
董事会第
十七次会
议审议通
过 

“该项关联交易是基于正常的生产经营
活动而产生的，执行了市场定价原则，定
价合理；交易过程公平、公正，且已履行
了相关审批程序或确认程序；董事会表决
时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公司与关联方之
间发生的关联交易真实、有效，不存在通
过关联交易操纵公司利润的情形，亦不存
在损害公司利益及其他股东利益之情
形。” 

2019年 04月 04

日召开 2019 年
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通
过 

据此，发行人自建立独立董事制度以来，发行人向生益科技及其下属公司出

售商品等关联交易事项均经独立董事审阅并由其发表了独立意见，独立董事亦已

对发生在独立董事制度建立前且处于报告期内的相关关联交易事项发表了独立

意见，符合《公司法》、《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等有

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发行人《独立董事工作细则》的相关规定。 

保荐机构核查并发表意见： 

[中介机构核查过程] 

保荐机构履行了以下核查程序：（1）查阅第二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2019

年第三次、第四次两次审计委员会会议资料；（2）访谈公司审计委员会独立董

事；（3）查阅公司的《独立董事工作细则》；（4）查阅公司董事会报告期内历

次审议向生益科技及其下属公司出售商品的关联交易的会议资料。 

[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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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发行人第二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2019 年第三次、

第四次两次审计委员会的出席人员、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发行人《董事会审计委

员会议事规则》的相关规定；报告期内，公司独立董事对聘任公司审计机构事项

按照《公司章程》以及公司的《独立董事工作细则》依法独立履行职责并发表意

见；发行人自建立独立董事制度以来，发行人向生益科技及其下属公司出售商品

等关联交易事项均经独立董事审阅并由其发表了独立意见，独立董事亦已对发生

在独立董事制度建立前且处于报告期内的相关关联交易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符

合《公司法》、《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等有关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发行人《独立董事工作细则》的相关规定。 

问题二 

请发行人补充披露生益科技及其下属公司苏州生益、陕西生益、常熟生益、

生益电子釆购发行人产品的实际使用或销售情况。 

回复： 

[说明] 

生益科技及其下属公司向发行人采购商品实际使用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吨 

关联方 项目 2019 年 1-6 月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生益科技 

本期采购量 2,900.74 5,954.13 5,650.74 5,159.07 

本期实际使用量 2,908.77 5,902.12 5,711.31 5,174.44 

实际使用率 100.28% 99.13% 101.07% 100.30% 

苏州生益 

本期采购量 617.40 1,118.40 769.70 748.70 

本期实际使用量 613.69 1,092.99 799.15 747.03 

实际使用率 99.40% 97.73% 103.83% 99.78% 

陕西生益 

本期采购量 668.35 1,103.65 468.36 393.02 

本期实际使用量 483.30 1,083.33 472.36 303.34 

实际使用率 72.31% 98.16% 100.85% 77.18% 

常熟生益 

本期采购量 784.00 1,563.43 1,108.75 289.53 

本期实际使用量 776.46 1,551.25 1,123.17 215.81 

实际使用率 99.04% 99.22% 101.30% 74.54% 

生益电子 

本期采购量 50.98 104.90 23.70 - 

本期实际使用量 53.93 103.55 20.70 - 

实际使用率 105.79% 98.71% 87.34% - 

合 计 本期采购量 5,021.47  9,844.51  8,021.25  6,59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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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方 项目 2019 年 1-6 月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本期实际使用量 4,836.15  9,733.24  8,126.69  6,440.62  

实际使用率 96.31% 98.87% 101.31% 97.73% 

生益科技及其下属公司向发行人采购的产品实际使用率在报告期内一直保

持较高水平。 

生益科技及其下属公司苏州生益、陕西生益、常熟生益向发行人采购的产品

全部用于生产覆铜板，生益电子采购的产品全部用于生产印制线路板。根据生益

科技 2016 年、2017 年、2018年年度报告，生益科技及其下属公司的覆铜板及印

制线路板的生产量、销售量及产销率如下表： 

单位：万平方英尺 

项目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合计 

覆铜板 

销售量 8,686.65 7,969.89 7,476.09 24,132.63 

生产量 8,860.36 8,182.61 7,309.94 24,352.91 

产销率 98.04% 97.40% 102.27% 100.91% 

印制线路板 

销售量 1,075.20 971.91 850.88 2,897.99 

生产量 1,041.72 987.27 862.87 2,891.86 

产销率 103.21% 98.44% 98.61% 99.79% 

报告期内，生益科技及其下属公司的覆铜板及印制线路板近三年整体产销率

在 99%以上，表明公司产品作为填充材料生产出来的产品 99%以上实现了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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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关于江苏联瑞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

创板上市的科创板上市委会议意见落实函的回复》之盖章页） 

 

 

 

 

 

江苏联瑞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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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江苏联瑞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科创板上市委会议意见落实函的回复》之签章

页） 

 

 

 

保荐代表人：     

 张晓枭  杨  娜  

 

 

 

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江苏联瑞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委意见落实函的回复 

8-1-12 

保荐机构董事长声明 

本人已认真阅读《关于江苏联瑞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

科创板上市的科创板上市委会议意见落实函的回复》的全部内容，了解本回复涉

及问题的核查过程、本公司的内核和风险控制流程，确认本公司按照勤勉尽责原

则履行核查程序，本回复中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上

述文件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及时性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董事长（签名）：  

 陈照星 

 

 

 

 

 

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