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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除非另有说明，本法律意见书中下列词语具有下列特定涵义：

本

所：广东明大律师事务所

本 律 师：参与本次股票发行、上市工作的本所经办律师
发行人、股份公司或公司：

广东榕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发 起 人：广东榕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发起人
股东大会：广东榕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大会
董 事 会：广东榕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会
监 事 会：广东榕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的监事会
省 政 府：广东省人民政府
省体改委：广东省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
省工商局：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证 监 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揭 阳 市：广东省揭阳市
揭 东 县：广东省揭阳市揭东县
榕城支行：中国工商银行揭阳市榕城支行
正中珠江：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大正联合：广东大正联合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榕泰瓷具：广东榕泰高级瓷具有限公司
兴盛化工：揭阳市兴盛化工原料有限公司
榕泰制药：广东榕泰制药有限公司
《公 司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 券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股票条例》：《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
原《章 程》： 指发行人成立时经创立大会表决通过的公司章程
《章

程》： 指发行人 １９９９ 年年度股东大会作出修改的公司章程

《章程草案》： 指发行人 ２００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表决通过的
对《章程》作出修订的公司章程草案
《国有土地使用证》：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有土地使用证》

致：广东榕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引

言）

本所根据《证券法》、《公司法》及国务院证券管理部门的有关规定及与发行
人签订的《聘请律师协议》，指派具有从事证券相关业务资格的执业律师叶伟明、
毛献萍律师以发行人 ２００１ 年申请公开发行Ａ股及上市的特聘专项法律顾问的身
份，参与本次Ａ股发行及上市工作，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律师声明如下：
（一）本律师是依据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和我国现
行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发表法律意见。
（二）本律师已经对与出具法律意见书有关的所有文件资料及证言进行审查
判断，并据此出具法律意见。
本律师在工作过程中，已得到股份公司的保证：股份公司向本律师提供了本
律师认为出具法律意见书所必需的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复印材料和口头证
言，其所提供的文件和资料是完整、真实和有效的，且无隐瞒虚假和重大遗漏之
处，其中文件资料为副本、复印件的，保证与正本或原件相符。经本律师对其提
供的材料查证，确认两者是一致的。
本律师对于本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法得到独立证据支持的事实 ，依 赖
于有关政府部门、股份公司或者其他有关单位出具的证明文件发表意见。
（三）本律师根据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仅对发行人本次发行、上
市的合法性及对本次发行、上市有重大影响的法律问题发表法律意见，但不对审
计、评估、投资决策等专业报告发表意见。法律意见书中不存在虚假、严重误导
性陈述及重大遗漏，否则愿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四）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发行人为本次股票发行、上市之目的使用，不得用
作任何其他目的。
（五）本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发行人申请公开发行股票及上市所必
备的法定文件，随其他申报材料一起上报，并对出具的法律意见承担责任。

本律师根据 《证券法》第十三条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
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发行人提供的有关文件和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
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正

文）

一、 发行人发行股票的主体资格
（一）发行人是以发起方式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人成立于 １９９７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系经省政府和省体改委分别以粤办函
［１９９７］６８３ 号文、粤体改 ［１９９７］１３３ 号文批准，由榕泰瓷具作为主发起人，联合
兴盛化工、榕泰制药、揭阳市鸿凯贸易发展公司、揭阳市益科电子器材公司四家
法人以发起方式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公司设立时的发行方案为：股份公司总股
本为 １２，０００ 万股，全部由发起人认购，其中：榕泰瓷具认购股份 ６，０００ 万股，
占总股本的 ５０．０％；兴盛化工认购股份 ４，４５０ 万股，占总股本的 ３７．１％；榕泰制
药认购股份 １，０００ 万股，占总股本的 ８．３％；揭阳市鸿凯贸易发展公司认购股份 ３００
万股，占总股本的 ２．５％；揭阳市益科电子器材公司认购股份 ２５０ 万股，占总股
本的 ２．１％。
１９９７ 年 ８ 月 ２２ 日，经原审批机关批准，并经揭阳市工商局出具证明文件，
股份公司主发起人榕泰瓷具（中外合资企业，外方持股 ２５％）将其名下的截至 １９９７
年 ７ 月 ３１ 日经评估确认的经营性实物资产共计 ６０，１４５，０９０ 元人民币投入股份公
司，相应折为 ６，０００ 万股，占总股本的 ５０．０％，余额 １４５，０９０ 元人民币列入发行
人资本公积金，由全体股东共享。投资当时，上述实物资产的价值业经揭阳市榕
江会计师事务所揭榕会评字（１９９７ ）１７ 号《资产评估报告》评定，并经具有证
券从业资格的大正联合以大正联合复核字（２００１）第 ０１０ 号《资产评估报告复核
意见书》复核。发行人成立时该等资产转移手续即时依法办结。
１９９７ 年 ８ 月 ２２ 日，经原审批机关批准，并经揭阳市工商局出具证明文件，
股份公司发起人兴盛化工（中外合资企业，外方持股 ３０％）将其名下的截至 １９９７
年 ７ 月 ３１ 日经评估确认的经营性实物资产共计 ４４，５８３，７６０ 元人民币投入股份公

司，相应折为 ４，４５０ 万股，占总股本的 ３７．１％。余额 ８３，７６０ 元人民币列入发行
人资本公积金，由全体股东共享。出资当时，上述经营性实物资产业经揭阳市榕
江会计师事务所揭榕会评字（１９９７ ）１８ 号《资产评估报告》评定，并经具有证
券从业资格的大正联合以大正联合复核字（２００１）第 ０１１ 号《资产评估报告复核意
见书》复核。发行人成立时该等资产转移手续即时依法办结。
１９９７ 年 ８ 月 ２２ 日，经原审批机关批准，并经揭阳市工商局出具证明文件，
股份公司发起人榕泰制药（中外合资企业，外方持股 ５０％）以现金方式出资 １，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投入股份公司，相应折为 １，０００ 万股，占总股本的 ８．３％。
１９９７ 年 ８ 月 ２２ 日，股份公司发起人揭阳市鸿凯贸易发展公司以现金方式出
资 ３００ 万元，相应折为 ３００ 万股，占总股本的 ２．５％。
１９９７ 年 ８ 月 ２２ 日，股份公司发起人揭阳市益科电子器材公司以现金方式出
资 ２５０ 万元，相应折为 ２５０ 万股，占总股本的 ２．１％。
上述折股方案业经各发起人有权机构批准并获全体发起人一致同意。
上述股本募足后，揭阳市榕江会计师事务所于 １９９７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出具揭榕会
验字（１９９７）５６ 号《验资报告》验证，该《验资报告》已经具有证券从业资格
的会计师事务所正中珠江复核，并出具正中珠江广会所专字（２００１）第 ９００１６ 号
《关于揭阳市榕江会计师事务所对广东榕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起设立出具验资
报告的复核意见》。
１９９７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发行人召开创立大会，依法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筹办
情况的报告、公司 《章程》、公司设立费用审核报告、发起人用于抵作股款的财
产的作价审核报告等文件，并选举了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监事会成员。
１９９７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发行人在省工商局核准注册，取得注册号为 ４４００００１００６９５７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２０００ 年 ３ 月 ３１ 日，广东省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厅批准发行人经营进出口业务，
领取了进出口企业《资格证书》。发行人被核准的经营范围如下：生产、销售氨基
塑料及制品，氨基复合材料及制品；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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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料加工和
“三来一补”业务。

经审查，本律师认为：
１．发行人之设立申请已取得法律、法规和政府主管部门规定所要求的授权和批
准，其设立程序符合当时有效的法律、法规和政府有关主管部门规定的要求；
２．发起人均依法成立，并有效存续，不存在其作为一方当事人的合同、协
议及其他使其财产或行为受约束力的文件而导致发行人设立不能或存在潜在纠纷
的法律障碍。其对外投资包括但不限于发起设立股份公司的主体资格及出资方式
等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行政规章的规定 ；
３．在审查过程中，本律师注意到：榕泰瓷具作为资本金投入股份公司的实
物资产中，有价值 ９０．７ 万美元的资产属于中外合资企业免税进口的生产设备。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书面保证，榕泰瓷具出资当时，海关对该等设备的监管期限已
满，故榕泰瓷具以该等设备作为出资，无悖于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对外商投资
企业进出口货物监管和征免税办法》中的相关实质性条款。
（二）经核查，发行人作为一方当事人的合同、协议及其他使其财产或行为
受约束的文件没有导致发行人无法增资扩股的法律障碍。
（三）经核查，发行人自设立至今，无任何合并、分立、增资扩股、减少注
册资本行为。
（四）经核查，发行人是依法有效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未出现《公司法》
及其他法律、法规和《章程》规定需要终止的情形，即股东大会决定解散、出现不
可抗力导致无法经营或宣告破产、严重违反国家法律、危害公共利益被依法撤销等。
发行人从未收到有关要求发行人歇业、清算、破产和接管公司财产的指令或决议，
亦未收到裁定发行人破产、清盘或财产被接管的通知。
（五）发行人目前所从事的业务活动与其法定行为能力一致。
１．发行人没有实施任何与其营业执照或《章程》规定不一致的行为；
２．发行人已领有一切其经营运作所需的执照、批准和许可证，并未违背其
有关条款。该等执照、批准及许可证均由具有合法权限的职能部门发出，发行人并
无收到有关部门取消或拟取消上述执照、批准及许可证的通知或警告。
综上所述，本律师认为，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及国务院证券管理部门
的有关规定，发行人具备本次股票发行、上市的主体资格。

二、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的授权和批准
（一）经核查，发行人 ２００１ 年增资发行 Ａ 股并上市已依法取得如下授权和
批准：
１．发行人 ２０００ 年 ２ 月 ２６ 日召开的 １９９９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公司申请增资发行 Ａ 股及上市的议案》并作出决议，并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具体
事宜；
２．发行人 ２０００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变更公司首次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Ａ 股）并上市方案的议案》
并作出决议；
３．发行人 ２０００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召开的 ２００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一致
通过了董事会提交的 《关于变更公司首次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Ａ
股）并上市方案的议案》并作出决议，并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具体事宜。
鉴于上述事实，本律师认为：
１．发行人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的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章程 》
及其他中国现行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合法有效；
２．发行人股东大会已依法定程序合法有效地作出批准本次股票发行、上市
的决议；
３．根据《公司法》、《证券法》、《章程》及其他中国现行相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发行人作出的上述决议的内容合法有效；
４。发行人股东大会已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发行上市的有关事宜，该授
权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章程》及其他中国现行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合法有效。
（二）根据证监会于 ２０００ 年 ２ 月 １２ 日下发的发行监管函［２０００］１１ 号《关
于广东榕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等 ３ 家企业作为高新技术企业公开发行股票有关问
题的通知》，发行人已获准作为高新技术企业向证监会申请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
（三）发行人本次股票发行、上市申请已经广东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推荐，并
经省政府粤府函［２０００］２９７ 号文同意申报。
综上所述，本律师认为，发行人本次 Ａ 股的发行与上市已获发行人股东大会
合法授权和批准，有适格的推荐人，并获得证监会及省政府批准申报，一经证监
会核准，发行人本次 Ａ 股发行和上市即满足全部法定条件。

三、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的实质条件
（一）发行人的类别
发行人本次股票发行属于以发起方式设立的股份公司的增资发行。发行人目
前总股本为 １２，０００ 万股，全部为发起人法人股。若本次公开发行 ４，０００ 万股成
功，总股本扩至 １６，０００ 万股，其中发起人法人股 １２，０００ 万股，占总股本的 ７５％，
社会公众股 ４，０００ 万股，占总股本的 ２５％。
（二）发行、上市的实质条件
经核查，发行人本次股票发行、上市的实质条件符合《公司法》、《证券法》、
《股票条例》及其他法规规定的实质条件：
１、发行人被国家科技部确认为重点高新技术企业，主营业务为新材料研究、
生产及应用，属于国家重点鼓励、扶持的产业；
２、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的股票，均为人民币普通股，同股同权。
３、发行人设立时发起人认购的股份占股份公司总股本的 １００％，占本次发行
Ａ 股后股本总额的 ７５％，符合发起人认购数额不少于发行后股本总额 ３５％的规定；
４、发行人本次拟发行社会公众股（Ａ 股）４，０００ 万股，占发行后股本总额的
２５％，符合社会公众股不低于股本总额 ２５％的要求；
５、根据正中珠江广会所审字（２００１）第 ８００６６ 号《审计报告》，发行人 １９９８
年的净利润为 ３２，９４２，２５３．７２ 元人民币，１９９９ 年的净利润为 ３６，６４９，７８８．８８ 元
人民币，２０００ 年的净利润为 ２６，４２３，９５１．８５ 元人民币，符合股份公司三年内连
续盈利的规定；
６、发行人 １９９９ 年年度股东大会批准的该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每股派发现
金 ０．４５ 元，该分配方案已于获准后两个月内实施完毕；２００１ 年 １ 月 １２ 日，公
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已作出 ２０００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即每股派发现金 ０．１
元（该方案尚待公司 ２００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批准），故发行人不存在长期不分配现
金股利的情形；
７、根据正中珠江广会所审字（２００１）第 ８００６６ 号《审计报告》，截止发行人
本次 Ａ 股发行前一年年末，即截止 ２０００ 年年末，发行人总资产为 ２６９，５６３，２２３．４３
元 人 民 币 ， 净 资 产 为 １５０，２４４，８４４．４５ 元 人 民 币 ， 净 资 产 在 总 资 产 的 比 例 为
５５．７３６％；工业产权、非专利技术在净资产中的比例为 ０％，符合发行前一年末，

净资产在总资产中所占比例不低于 ３０％，工业产权、非专利技术在净资产中所占
比例不高于 ２０％的规定；
８、经核查，未发现发行人近三年内有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９、根据发行人的保证及正中珠江出具的审计报告，发行人最近三年内财务
会计文件无虚假记载；
１０、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证明材料，发行人设立时所筹资金的使用与其计划用途
相符，且资金使用效益良好；

１１、根据揭阳市榕江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揭榕会验字（１９９７）５６ 号《 验 资
报告》，发行人前一次发行的股份已募足，且距离本次增资发行超过 １２ 个月；
１２、发行人本次募集资金的投向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其中 ＭＬ 复合新材料项
目是国家级火炬计划项目，产品被评为国家级新产品。
基于上述，本律师认为，发行人本次股票发行、上市符合 《公司法》、《证券
法》、《股票条例》及其他有关法规规定的各项实质性条件。

四、发行人的《章程》及《章程》修改（草案）
（一）发行人章程
１．发行人设立时的公司《章程》由全体发起人授权发行人筹委会拟订，获得省
体改委批准、并经发行人创立大会审议通过后，于 １９９７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作为设立公司
登记的必备文件报省工商局备案，是合法、有效的章程；
２．为进一步规范及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发行人于 １９９９ 年 ５ 月 ２３ 日召开 １９９８
年年度股东大会，表决通过了对原《章程》作出修改的决议；
３．发行人 ２０００ 年 ２ 月 ２６ 日召开的 １９９９ 年年度股东大会表决通过了按照
《上
市公司章程指引》的要求修订后的《章程》。
经核查，本律师认为：
发行人《章程》制订、修订及通过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要求，其内容符合《公
司法》及其他法律、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件要求，合法有效；
（二）发行人《章程》修改（草案）
发行人 ２００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表决通过了根据本次股票发行、上市需
要而修订的《章程》修改 （草案），并授权董事会在本次股票发行、上市成功后

根据相关变更事项作出修订。
经核查，本律师认为：
１．发行人的《章程》修改（草案）是按照 《上市公司章程指引》及 《上市
公司股东大会规范意见》修订，没有发现与《上市公司章程指引》重大不一致的
条款，其内容包括了《公司法》所规定有关公司章程的必备条款，完全符合现行
法律、法规及规范性的文件规定。。
２．发行人《章程》修改 （草案）尚待发行人本次股票发行、上市后并经省
工商局备案登记后方能生效。
（三）综上所述，本律师认为，发行人的《章程》及其《章程》修改（草案）
之内容符合现行法律、法规及国家证券监管部门的规定，制定和修改的程序合法有
效。

五、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
（一）关联企业
１．根据财政部于 １９９７ 年 ５ 月 ２２ 日下发的《企业会计准则——关联方关系
及其交易的披露》的有关规定，并经本律师必要、合理的审查，发行人没有与之
存在控制关系的关联企业。
２．根据财政部的上述规定，有能力对发行人施加重大影响的关联企业包括：
（１）榕泰瓷具。发行人第一大股东榕泰瓷具成立于 １９８８ 年 ７ 月 １８ 日，系
由中方股东揭阳市榕丰塑胶制品厂及外方股东泰国华泰塑胶厂共同出资组建的中
外合资经营企业。公司经营范围：生产经营化学瓷餐具、茶具、仿瓷石英钟，化
学瓷电器部件及日用塑料制品及仿瓷树脂粉；注册资本为 ２５０ 万美元。１９９６ 年 １
月 ２２ 日，经原审批机关批准，榕泰瓷具注册资本增至 １，０００ 万美元，中方持股
７５％，外方持股 ２５％。截至 １９９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上述注册资本已全部缴清。在发
行人发行社会公众股之前，榕泰瓷具拥有发行人 ５０．０％的权益；在发行人发行社会
公众股之后，将持有发行人股份的 ３７．５％ ，仍为发行人的最大股东。该股东现任法
定代表人为林盛泰先生。
（２）兴盛化工。 该公司系发行人的第二大股东， 持有发行人 ３７．１％的股
份。该公司系 １９９２ 年 ８ 月 ５ 日依法成立的中外合作企业， １９９６ 年 ６ 月 ３０ 日经

原审批机关批准变更为中外合资企业，注册资本 ５，０００ 万元港币，中方股东为揭
阳市榕城仿瓷材料厂，持股 ７０％，外方股东为香港兴达行，持股 ３０％。１９９６ 年 ９
月 ３０ 日，兴盛化工注册资本全部缴清。公司经营范围：生产仿瓷化工原料、仿
瓷餐具、仿瓷工艺品。法定代表人林凤。
（３）榕泰制药。该公司是发行人的发起人之一，持有发行人 ８．３０％的股份。
该公司系依法成立的中外合资企业，注册资本 ２，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经营范围：生
产洛美沙量、氟洛沙星等化学药制剂，法定代表人林志贤。该公司现任董事杨愈
静女士系发行人现任监事。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包括关联企业的营业执照、政府批文、外商投资企业的
合同、公司章程，以及了解公司与关联企业的来往情况，本律师认为：
１．上述关联企业均依法定程序设立并合法存续；
２．发行人与关联企业之间的法律关系清楚，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
３．未发现上述关联企业有因其对外债权债务履行而可能对发行人造成重大影响
的因素，未发现因其与发行人的关联关系而影响发行人重大合同条款及其履行的可能
性；
（二）发行人与关联企业之间存在的直接或间接、已发生、正在发生或可能发
生的重大关联交易
经核查，发行人除与兴盛化工发生过如下关联交易外，与其他关联企业之间
不存在任何关联交易：
１．租赁土地使用权。１９９７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发行人与兴盛化工签署《土地使
用权租赁协议》，双方约定：发行人向兴盛化工租用其拥有合法使用权的土地
１０，０００ 平方米，租用期限从 １９９７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至 １９９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租金每
平方米每月 ０．８ 元人民币。租赁价格是根据当地同类性质、状况的土地租赁价格
并经双方协商确定的。目前该租赁合同已履行完毕。
２．土地使用权转让。发行人与兴盛化工于 １９９９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签订了《土地
使用权转让协议》，双方约定：兴盛化工向发行人转让其合法拥有使用权的工业
用地 １０，０００ 平方米，转让总价格为 ２５０ 万元人民币。该转让价格是依据珠海思
源估价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Ａ 级土地评估机构）的评估结果并经双方协商一致确
定的。目前该合同已履行完毕。

３．支付土地补偿费。１９９９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发行人以出让方式取得座落在揭
阳市锡场镇工业区内土地面积为 １０，３８６ 平方米的工业用地之使用权。１９９９ 年 １２
月，发行人依法向该地的原使用者— 兴盛化工支付土地补偿费 １０４．４ 万元。
本律师认为：
发行人与有关关联企业之间的关联交易是围绕发行人的经营所发生和不可避免
的；相关协议的内容和定价原则是公平合理的，与我国现行法律法规不相冲突，符合
市场交易的一般原则，并不存在损害发行人及其股东利益的情形；发行人与其关联企
业之间交易的议定和实施，对股东是公开和公正的。
（三）同业竞争
在本律师的审查范围内，未发现发行人与其关联企业在经营范围方面存在同业竞
争的情形。同时，为避免今后与发行人之间可能发生的同业竞争，１９９７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榕泰瓷具及兴盛化工两家主要股东已分别向发行人出具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函》：承诺在中国境内的任何地区，不以任何形式直接或间接从事和经营与发行人主
营业务构成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承诺在以后的经营或投资项目的安排上避免与发
行人同业竞争的发生；承诺如因国家政策调整等不可抗力或意外事件的发生，致使同
业竞争可能构成或不可避免时，在同等条件下，发行人享有相关项目经营投资的优先
选择权，或与发行人共同经营投资相关项目；承诺如违反上述承诺，参与同业竞争，
将承担由此给发行人造成的全部损失。
发行人的所有内部董事已作出书面承诺，当其本人及所代表的股东利益与股
份公司利益产生冲突时，必须以股份公司利益为重。发行人的所有独立董事已经
作出书面承诺，当涉及表决公司有关关联交易等事项时，一定尽职履行职责。
（四）发行人的招股说明书对发行人的上述关联企业、关联关系、关联交易
均作了充分的披露。

六、发行人的主要财产
根据正中珠江广会所审字（２００１）第 ８００６６ 号《审计报告》，截止至 ２００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发行人拥有所有权的固定资产价值 １０１，５６４，６５１．４５ 元人民币，无形
资产及其他资产价值 １８，４３６，０１６．７６ 元人民币。上述财产主要包括机器设备、房
屋及建筑物、土地使用权及运输工具等。

（一）机器设备
发行人的机器设备主要包括高频预热器、空压机、车床、餐具模具、全自动压
成型机、酚荃塑料生产线、氨基塑料生产线等。发行人对上述机器设备的所有权系
通过两名主要股东榕泰瓷具、兴盛化工以其合法拥有的财产折价入股的方式取得。
根据揭阳市榕江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揭榕会评［１９９７］１７ 号、１８ 号《资产评估报
告》及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大正联合对上述报告出具的大正联合复核字（２００１）第 ０１０
号、第 ０１１ 号《资产评估报告复核意见书》，并经本律师必要的、合理的审查，本律
师认为：
１．发行人拥有的上述财产之权属清楚、合法、有效，不存在任何产权纠纷；
２．发行人持有上述资产合法有效的权属证明，其取得的法律手续完备、合法、
有效；发行人占有、使用该等机器设备真实、合法。
３．经核查，发行人审计后净值为（截至 ２００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２，５４５ 万元人民币
的部分机器设备已用于发行人向榕城支行短期借款的抵押担保，该等抵押担保的设置
系发行人的正常经营行为，均未逾期，不会对发行人的生产经营直接造成影响，故发
行人的上述担保不构成本次股票发行上市的障碍。
（二）房屋建筑物
１．股份公司以发起人折价入股方式取得所有权的房屋有：
（ １ ） 位 于 揭 阳 市 榕 城 区 新 兴 东 路 以 北 １０ 号 街 以 东 第 ９ 幢 ， 建 筑 面 积
２４０．００Ｍ２ ，《房屋所有权证》号码为：粤房字第 ４３５８２５２ 号的房屋；
（２）位于揭阳市榕城区新兴东路以北 １０ 号街以东第 ８ 幢，建筑面积

９１．６４Ｍ２ ，

《房屋所有权证》号码为：粤房字第 ４３５８２５１ 号的房屋；
（３）位于揭阳市榕城区新兴东路以北 １０ 号街以东第 ７ 栋，建筑面积 １２７．２０Ｍ２ ，
《房屋所有权证》号码为：粤房字第 ４３５８２５０ 号的房屋；
（４）位于揭阳市榕城区新兴东路以北 １０ 号街以东第 ６ 栋，建筑面积 ５０７．６０Ｍ２ ，
《房屋所有权证》号码为：粤房字第 ４３５８２４９ 号的房屋；
（５）位于揭阳市榕城区新兴东路以北 １０ 号街以东第 ５ 幢，建筑面积 １０５２．８２Ｍ２ ，
《房屋所有权证》号码为：粤房字第 ４３５８２４８ 号的房屋；
（６）位于揭阳市榕城区新兴东路以北 １０ 号街以东第 ４ 幢，建筑面积 ９３６５．５０Ｍ２ ，
《房屋所有权证》号码为：粤房字第 ４３５８２４７ 号的房屋；

（７）位于揭阳市榕城区新兴东路以北 １０ 号街以东第 ３ 幢，建筑面积

６７６．２６Ｍ２ ，

《房屋所有权证》号码为：粤房字第 ４３５８２４６ 号的房屋；
（８）位于揭阳市榕城区新兴东路以北 １０ 号街以东第 ２ 幢，建筑面积 ２５０９．９９Ｍ２ ，
《房屋所有权证》号码为：粤房字第 ４３５８２４５ 号的房屋；
（９）位于揭阳市榕城区新兴东路以北 １０ 号街以东第一栋，建筑面积 ３２９３．００Ｍ２ ，
《房屋所有权证》号码为：粤房字第 ４３５８２４４ 号的房屋；
（１０）位于揭东县锡场镇开发区＜１１ 号＞，建筑面积 １３５０Ｍ２ ，《房地产权证》号码
为：粤房地证字第 ０３３８０３９ 号的房屋；
（１１）位于揭东县锡场镇开发区＜１ 号＞，建筑面积 １３３４．０６Ｍ２ ，《房地产权证》号
码为：粤房地证字第 ０３３８０４０ 号的房屋；
（１２）位于揭东县锡场镇开发区＜７ 号＞，建筑面积 ２０８．９３Ｍ２ ，《房地产权证》号码
为：粤房地证字第 ０３３８０４１ 号的房屋；
（１３）位于揭东县锡场镇开发区＜９ 号＞，建筑面积 ６６４．５Ｍ２ ， 《房地产权证》号
码为：粤房地证字第 ０３３８０４２ 号的房屋；
（１４）位于揭东县锡场镇开发区＜３ 号＞，建筑面积 ４４０．１０Ｍ２ ，《房地产权

证》

号码为：粤房地证字第 ０３３８０４３ 号的房屋；
（１５）位于揭东县锡场镇开发区＜５ 号＞，建筑面积 ３９３．６Ｍ２ ，《房地产权

证》号

码为：粤房地证字第 ０３３８０４４ 号的房屋；
（１６）位于揭东县锡场镇开发区＜４ 号＞，建筑面积 ５４４．８９Ｍ２ ，《房地产权证》号码
为：粤房地证字第 ０３３８０４５ 号的房屋；
（１７）位于揭东县锡场镇开发区＜２ 号＞，建筑面积 ５４４．５０Ｍ２ ， 《房地产权证》号
码为：粤房地证字第 ０３３８０４６ 号的房屋；
（１８）位于揭东县锡场镇开发区＜６ 号＞，建筑面积 ３２８Ｍ２ ， 《房地产权证》号码
为：粤房地证字第 ０３３８０４７ 号的房屋；
（１９）位于揭东县锡场镇开发区＜８ 号＞，建筑面积 １５１．４０Ｍ２ ， 《房地产权证》号
码为：粤房地证字第 ０３３８０４８ 号的房屋；
（２０）位于揭东县锡场镇开发区＜１６ 号＞，建筑面积 ６６．５６Ｍ２ ， 《房地产权证》号
码为：粤房地证字第 ０３３８０４９ 号的房屋；
（２１）位于揭东县锡场镇开发区＜１４ 号＞，建筑面积 １６９５．６Ｍ２ ，《房地产权证》号

码为：粤房地证字第 ０３３８０５０ 号的房屋；
（２２）位于揭东县锡场镇开发区＜１５ 号＞，建筑面积 ３８４．２０Ｍ２ ，《房地产权证》号
码为：粤房地证字第 ０３３８０５１ 号的房屋；
（２３）位于揭东县锡场镇开发区＜１３ 号＞，建筑面积 １６９５．６Ｍ２ ，《房地产权证》号
码为：粤房地证字第 ０３３８０５２ 号的房屋；
（２４）位于揭东县锡场镇开发区＜１０ 号＞，建筑面积 ２００８．７０Ｍ２ ，《房地产权证》号
码为：粤房地证字第 ０３３８０５３ 号的房屋；
（２５）位于揭东县锡场镇开发区＜１２ 号＞，建筑面积 １２４０．６０Ｍ２ ， 《房地产权证》
号码为：粤房地证字第 ０３３８０５４ 号的房屋；
（２６）位于揭东县锡场镇开发区＜１９ 号＞，建筑面积 ３０８．７５Ｍ２ ，《房地产权证》号
码为：粤房地证字第 ０３３８０５５ 号的房屋；
（２７）位于揭东县锡场镇开发区＜１８ 号＞，建筑面积 ８７．７５Ｍ２ ， 《房地产权证》号
码为：粤房地证字第 ０３３８０５６ 号的房屋；
（２８）位于揭东县锡场镇开发区＜１７ 号＞， 建筑面积 ２５８Ｍ２ ，

《房地产权证》号

码为：粤房地证字第 ０３３８０５７ 号的房屋；
（２９）位于揭东县锡场镇开发区＜２１ 号＞，建筑面积 １０７．８８Ｍ２ ，《房地产权证》号
码为：粤房地证字第 ０３３８０５８ 号的房屋；
（３０）位于揭东县锡场镇开发区＜２０ 号＞，建筑面积 ２８７．１Ｍ２ ， 《房地产权证》号
码为：粤房地证字第 ０３３８０３８ 号的房屋；
２．发行人新建的房屋有：
（１）位于揭东县试验区 ５ 号路（生产车间 Ｂ１），建筑面积 １１６５．６４Ｍ２ ， 《房地
产权证》号码为：粤房地证字第 ２４８７３３１ 号的房屋；
（２）位于揭东县试验区 ５ 号路 （生产车间 Ｂ２）， 建筑面积 １１６５．６４Ｍ２ ， 《房
地产权证》号码为：粤房地证字第 ２４８７３３２ 号的房屋；
（３）位于揭东县试验区 ５ 号路（生产车间 Ａ２）， 建筑面积 １８８９．６４Ｍ２ ，《房地产
权证》号码为：粤房地证字第 ２４８７３３３ 号的房屋；
（４）位于揭东县试验区 ５ 号路（生产车间 Ａ１）， 建筑面积 １８８９．６４Ｍ２ ， 《房
地产权证》号码为：粤房地证字第 ２４８７３３４ 号的房屋；
（５）位于揭东县试验区 ５ 号路（办公楼），建筑面积 ９１２．８２Ｍ２ ，
《房

地产权证》

号码为：粤房地证字第 ２４８７３３５ 号的房屋。
经审查，本律师认为：
１．发行人已合法取得上述房屋的所有权，并办理了相应的转移手续及有效的权
属证明，产权明晰。没有第三方对该等房屋的所有权提出任何异议。
２．发行人对上述新建房屋已设置抵押，该等抵押担保的设置系发行人的正常经营
行为，均未逾期，不会对发行人的生产经营直接造成影响，故发行人的上述担保不构
成本次股票发行上市的障碍。
（三）土地使用权
发行人目前合法拥有使用权的土地面积共有 ７３，５９５ 平方米，土地使用权是通过
国家出让和其他使用者依法转让两种方式取得。
１．以出让方式取得使用权的土地有：
（１）揭阳市国土局颁发的揭府国用 （１９９９） 字第 １４５ 号《国有土地使用证》
项下土地，面积 １３，８３９ 平方米， 用途为厂房及配套设施，使用

期至 ２０４９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
（２）揭阳市国土局颁发的揭府国用 （１９９９） 字第 １４６ 号《国有土地使用证》
项下土地，面积 １５，７６２ 平方米， 用途为厂房及配套设施，使用期至 ２０４９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
（３）揭阳市国土局颁发的揭府国用 （１９９９）字第 １４８ 号 《国有土地使用证》
项下土地，面积 ８，６２６ 平方米，用途为厂房及配套设施，使用期至 ２０４９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
（４）揭东县国土局颁发的揭东国用 （１９９９）字第 ０５４０ 号《国有土地使用证》
项下土地，面积 ２，０００ 平方米，用途为办公楼，使用期至 ２０４９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
（５）揭东县国土局颁发的揭东国用 （１９９９）字第 ０５４１ 号《国有土地使用证》
项下土地，面积 ５，０３５ 平方米，用途为厂房，使用期至 ２０４９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
（６）揭东县国土局颁发的揭东国用 （１９９９）字第 ０５４２ 号《国有土地使用证》
项下土地，面积 ３，３３３ 平方米，用途为仓库，使用期至 ２０４９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
２．以转让方式取得使用权的土地有：
（１）揭东县国土局颁发的揭东国用（１９９９）字第 ０５４３ 号《国有土地使用证》
项下土地，面积 １０，０００ 平方米，用途为厂房，使用期至 ２０４６ 年 ８ 月 ７ 日；
（２）揭东县国土局颁发的揭东国用（１９９９）字第 ０５３９ 号《国有土地使用证》

项下土地，面积 １５，０００ 平方米，用途为厂房，使用期至 ２０４３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

经核查，本律师认为：
１．发行人拥有的上述土地使用权之权属清楚、合法、有效，不存在任何产权纠
纷；
２．发行人持有上述土地使用权合法有效的权属证明，其取得的法律手续完备、
合法、有效；
３．上述土地使用权中除揭东国用（１９９９）字第 ０５３９ 号《国有土地使用证》项
下的土地使用权已用于榕城支行短期借款抵押外，其余土地使用权均未设定担保或
他项权利限制。
（四）运输工具
经查证，发行人占有、使用的运输工具的所有权是通过发起人作为资本金投入
股份公司、向原车辆所有者购入及新购置三种方式取得，没有任何产权争议，并已
依法取得权属证明。发行人占有、使用该等运输工具真实、合法。
（五）知识产权
发行人已于 １９９９ 年 ７ 月 ６ 日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申请发明专利，
申请号为 ９９１１６２６８．４，发明创造名称：高聚氨基复合物。经查证，发行人申请发明
专利的上述技术系由发行人在受让兴盛化工转让的技术基础上研制开发而成。发行
人对该等技术拥有完全的所有权和处分权，无任何第三方对其权属持有异议。

七、发行人的重大债权债务关系
（一）约束发行人的重大合同
经核查，约束发行人的重大合同主要有技术转让、借款担保、重大购销等方面
的合同：
１、技术转让协议
发行人与兴盛化工于 １９９７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签订了《技术转让协议书》，约定：兴
盛化工将自主开发的高分子复合新材料的生产技术、配方等专有技术及全部资料的
使用权和所有权转让给发行人，兴盛化工以后不再生产经营同类及相关产品，也不
得向第三方提供以上所述的生产技术和配方。兴盛化工同意发行人就上述技术、配
方申请专利，专利权属发行人所有。
本律师认为，上述技术转让合同主体合格，内容合法，双方意思表示真实，合

法有效。合同已顺利履行完毕。
２、借款、担保合同
（１）发行人于 １９９９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与榕城支行签订合同编号为 ９９ 年工高抵
字第 ２０ 号《最高额抵押合同》一份，约定：发行人提供价值 ３，１８２ 万元人民币
的动产担保，在约定期限内可贷款最高额为 ２，９６０ 万元人民币，约定期限 １９９９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至 ２００１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
（２）发行人于 ２０００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与榕城支行签订合同编号为 ２０００ 年工高
抵字第 １１ 号《最高额抵押合同》一份，约定：发行人提供价值 １，５４５ 万元人民
币的不动产担保，在约定期限内可贷款最高额为 １，４５０ 万元人民币，约定期限 ２０００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至 ２００１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
（３）发行人于 ２０００ 年 １ 月 ２０ 日与中信实业银行广州分行签订了一份合同编号
为（信银）穗（贷）字第 ２００００２ 号《人民币保证借款合同》，约定：中信实业银行
广州分行向发行人贷款 ２，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用途为流动资金，贷款年利率为 ６．４３５％，
发行人自首次提款之日起每季末月 ２０ 日付息，首次付息日为 ２０００ 年 ３ 月 ２０ 日，贷
款期限为 １２ 个月。保证人为榕泰瓷具。
（４）发行人与中信实业银行广州分行签订了一份合同编号为（信银）穗（贷）
字第 ２０００１１ 号《人民币保证借款合同》，合同约定，中信实业银行广州分行向发
行人贷款 ３，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用途为流动资金，贷款年利率为 ６．１４２５％，发行人
自提款之日起根据实际发生金额与实际占用天数计算利息，贷款期限为壹拾贰个
月，自 ２０００ 年 ４ 月至 ２００１ 年 ４ 月。保证人为榕泰瓷具。
本律师认为，上述借款、担保合同主体合格，内容合法，双方意思表示真实，
合法有效。上述合同正在顺利履行当中。
３、重大购销合同
（１）发行人与东莞富桥电子配件厂于 ２０００ 年 １０ 月 １６ 日签订了一份 ＭＬ 复
合新材料销售合同，约定：发行人于 ２０００ 年 １１ 月至 ２００１ 年 ４ 月分批向东莞富
桥电子配件厂提供用于制造电气外壳和电器配件 ＭＬ 复合新材料 １，２００ 吨，价格
为 ＦＯＢ 东莞 ９，８００ 元／吨，总金额为 １，１７６ 万元人民币。
（２）发行人与广东科创利得发展有限公司于 ２０００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签订了一份
合同编号为 ＲＴ２０００５１０ 的《产品购销合同》，约定：发行人于 ２００１ 年 ７ 月 ３０ 日
之前分批向广东科创利得发展公司提供约定型号 ＭＬ 材料，总金额为 ２，６３３．２３３

万元人民币。
（３）发行人与东莞晶冠美耐皿有限公司于 ２０００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签订了一份 ＭＬ
复合新材料销售合同，约定：发行人从 ２０００ 年 １１ 月份至 ２００１ 年 ５ 月分批向东
莞晶冠美耐皿公司提供用于制造餐具厨具用食品级 ＭＬ 复合新材料 １，２００ 吨，价
格为 ＦＯＢ 东莞 １０，２００ 元／吨，合计总金额为 １，２２４ 万元人民币。
（４）发行人与香港伟业贸易公司于 ２０００ 年 ５ 月 ３ 日签订了合同一份，合同
号为：ＷＹ２０００Ｂ１－１２，约定：发行人向香港伟业贸易公司购进下列货物：灰底白
板纸、复合双面灰纸板、牛皮卡纸及木浆，总金额为 ４８６．７ 万美元，装运口岸：
香港，目的口岸：汕头。
本律师认为，上述购销合同主体合格，内容合法，双方意思表示真实，合法
有效。上述合同正在顺利履行当中。
４、其他重大合同
（１）发行人于 ２０００ 年 ８ 月 ２６ 日与揭东经济试验区基建办公室签订合同号
为（２０００）０８ 号 《揭东经济开发试验区土地出让预约合同》一份，约定：由揭
东经济试验区基建办公室将揭东经济开发试验区内 １１ 号地块的 ８２．６８ 亩土地使
用权以每亩 １５ 万元人民币价格出让给发行人，用途为工业用地。发行人已预交
征地出让总金额的 ５０％，即 ９５７．６ 万元人民币。
（２）发行人于 ２０００ 年 ９ 月 １２ 日与揭东经济试验区基建办公室签订合同号
为（２０００）２１ 号 《揭东经济开发试 验区土地出让预约合同》一份，约定：由揭
东经济试验区基建办公室将揭东经济开发试验区内 ８ 号地块的 ３０ 亩土地使用权
以每亩 ２２．５０ 万元人民币价格出让给发行人，用途为工业用地。发行人已预交征
地出让总金额的 ５０％，即 ３３７．５０ 万元人民币。
经核查，揭东经济试验区基建办公室已取得揭东县人民政府的有效授权。本
律师认为，上述合同合法有效，履行合同不存在法律障碍。
（二）根据本律师的调查以及发行人提供的材料，未发现发行人有因环境保
护、知识产权、产品质量、劳动安全和人身权等方面的原因而产生的侵权之债。
（三）根据本律师的调查 以及发行人提供的材料，发行人股东榕泰瓷具为发
行人向中信实业银行广州分行贷款 ５，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提供了担保，该担保行为没
有违反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除上述担保外，发行人与各股东之间不存在其他

重大债权债务关系及向各股东提供担保的情况。
（四）发行人的其他应收、应付款。
根据正中珠江广会所审字（２００１）第 ８００６６ 号《审计报告》，截至 ２００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发行人其他应收款的余额为 ２９６，６４３．６５ 元人民币；其他应付款余额
为 ２，０８７，６５９．９５ 元人民币。经核查，发行人的其他应收应付款每笔金额相对不
大，均属发行人正常生产经营活动发生，法律关系清楚。

八、发行人环境保护和产品技术标准
（一）环境保护
１、经核查，揭阳市环境监测站自 １９９８ 年至 ２０００ 年共 ６ 次对发行人厂区在
排水、粉尘排放、噪音三方面进行监测，并出具了监测报告。报告表明监测内容
均符合国家相关标准。
２、根据揭阳市环境保护局出具的揭市环函 ［２００１］１ 号《关于广东榕泰实业
股份有限公司环境保护工作核查意见的函》，发行人能够认真执行环境保护法律、
法规，从来没有违反环境法律、法规。发行人拟建的“年产 ７ 万吨甲醛项目”和
“年产 ６ 万吨 ＭＬ 复合新材料项目”建成后不会产生新的环境污染。
３、募集资金投向项目的环保问题。发行人委托了具有甲级建设项目环境影
响评价资格的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对募集资金投向的二个项
目对环境影响作出评价，出具了报告书。该报告书经专家组评审通过。
经核查，发行人自成立以来，没有因为环保问题受到政府部门的处罚或被起
诉情况。本律师认为，发行人本次募资投向项目不会产生新的环境污染。
（二）产品技术标准
１、根据广东省汕头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出具的检验报告（（广东）省质监
认字（０２７）号），发行人所委托检验的 ＭＬ 复合新材料按 ＨＧ－８８７－７６《氨基塑料
粉》标准检测合格。
２、经核查，发行人生产经营的产品在质量标准化、计量等方面完全符合国
家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
３、根据揭阳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出具的证明，发行人自 １９９８ 年 １ 月以来，未
发生因质量事故而受处罚的事件。

九、发行人董事、监事等高级管理人员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材料，发行人现任董事 ９ 名（其中独立董事 ３ 名）、监事
３ 名。
杨启昭：董事长，男，现年 ６１ 岁，高级经济师，大学学历。先后荣获“ 广
东省劳动模范”、“全国科技致富能手”等荣誉称号。曾任广东榕泰高级瓷具有限
公司董事长，揭阳市工商业联合会会长。现任股份公司董事长，广东省人大代表。
李林楷：副董事长，男，现年 ３７ 岁，工程师，大学学历。曾荣获 “首届揭
阳市十大杰出青年”、
“第六届广东省优秀青年企业家”等荣誉称号，广东省科技
进步一等奖第一完成人。曾任揭阳市兴盛化工原料有限公司董事长、揭阳市青年
科技工作者协会会长。现任股份公司总经理，广东省青年联合会委员。
李

丹：董事，男，现年 ３６ 岁，副教授，博士。博士毕业后在汕头大学担

任化学系系主任，理学院副院长。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
等项目，曾获广东省科技进步一等奖，广东省 “南粤教坛新秀”。现任股份公司总
工程师。
林岳金：董事，男，现年 ３４ 岁，大学学历，经济师，曾任广东榕泰高级瓷
具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副总经理；揭阳市榕城区科学技术协会委员；现任股份
公司董事会秘书。
罗海雄：董事，现年 ４０ 岁，大专学历，会计师，曾任广东电焊机厂会计、
揭阳市兴盛化工原料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现任股份公司财务总监。
朱

伟：董事，男，现年 ３１ 岁，硕士。曾在广州证券公司、深圳运通鑫达

通讯公司、广东省科技创业投资公司、广东省粤科风险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工作。
现任广东省粤科风险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资产管理部总经理。
吴光国：独立董事，男，现年 ５４ 岁，教授，硕士。曾担任浙江大学科研处处
长、校长助理。在此期间，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防科委项目、国家教委项
目及横向合作课题数十项，并获得国家发明三等奖、江西省科技进步二等奖各一
项和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三等奖三项。现任汕头大学副校长，主要从事高分子物理
和高分子化学方面研究。
吕中林：独立董事，男，高级工程师，现年 ３８ 岁，硕士。研究生毕业后进

入中国科学院工作，从 １９９２ 年 １０ 月起，一直从事项目管理、企业管理、技术开
发型研究所转制及企业改制等工作，现任处长
张利国：独立董事，男，现年 ３５ 岁，律师，硕士。获得司法部、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授予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的专业资格。现为北京凯源律师事务所执
业律师。
林盛泰：监事会召集人，男，现年 ５２ 岁，大学学历，曾任广东榕泰高级瓷
具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现任广东榕泰高级瓷具有限公司董事长。
杨愈静：监事，女，现年 ３４ 岁，助理会计师，大学学历，曾任揭阳市棉纺
厂会计员。现任广东榕泰制药有限公司董事。
羽信全：监事，男，现年 ３８ 岁，大学学历，工程师，曾任揭阳市兴盛化工
原料有限公司工程师。现任股份公司产品开发部主任。
黄

勉：男，现年 ３５ 岁，助理工程师，大学学历。曾任广东榕泰制药有限

公司总经理。现任股份公司副总经理。
本律师认为：上述人员任职，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发行人《章程》
的规定，未发现上述人员存在《公司法》第五十七条、五十八条及《证券市场禁
入暂行规定》第四条、第五条规定的情形而导致不能任职的情况。发行人也已作
出承诺，保证其董事、监事等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符合 《公司法》、《证券法》和
发行人《章程》及其他法律、法规的规定。

十、发行人涉及的诉讼、仲裁或行政处罚
１、根据发行人出具的保证书和本律师向发行人所在地的法院、工商、税务、
银行、劳动、社会保险、技术监督等部门的调查，发行人目前没有尚未了结或可
预见的严重影响发行人经营活动的、或将导致发行人不能公开发行股票及上市的
诉讼、仲裁情况，也不存在因税收、工商、劳动保护、生产安全、产品质量、环
境保护、技术监督等原因而引起的行政诉讼案件。
２、根据各发起人向本所出具的证明，各发起人没有或可预见的严重影响发
行人经营活动的、或将导致发行人不能公开发行股票及上市诉讼或仲裁案件。

十一、发行人的税务问题

１、经核查，发行人已依法办理了税务登记，是企业所得税、增值税、城市维
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的纳税人，其税务登记证号为：国税号为 ４４５２０１６１７４３１６５２，
地税号为：４４５２０２６１７４３１６５２。
２、根据粤发［１９９７］４ 号 《关于进一步扶持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若干规定》
和揭阳市人民政府揭府函［２０００］２８ 号文， 发行人作为新办高新技术企业， １９９８
年度、１９９９ 年度免征企业所得税。根据国务院国发［２０００］２ 号文《国务院关于纠
正地方自行制定税收先征后返政策的通知》，发行人 ２０００ 年及 ２００１ 年的所得税
按 ３３％计缴。
３、发行人增值税等税种缴纳执行国家规定税率。
４、经向税务征收机关调查，证实发行人自成立以来均能依法纳税。
５、经核查，发行人不存在被国家税务部门或者地方税务部门处罚的可能性；
本律师认为：发行人已依法律规定办理了税务登记，执行的税种、税率均符
合现行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依法纳税。因此，发行人不存在因其税
务问题而对本次发行上市造成法律障碍的情形。

十二、发行人募股资金的运用
（一）经核查，发行人于设立时所募资金共计１，５５０万元人民币，该部分资金
主要用于补充氨基复合新材料技改扩产项目的流动资金，资金用途和原募集资金
使用计划一致，资金使用效果良好。

（二）发行人本次拟公开发行 ４，０００ 万股 Ａ 股，扣除发行费用后，预计可募
集资金共计 ３８，４００ 万元人民币。上述募集资金拟作如下用途：
１．拟投资 １８，５６６ 万元人民币，实施年产 ６ 万吨 ＭＬ 复合新材料项目，该项目
已 经 广 东 省 发 展 计 划 委 员 会 粤 计 工［１９９９］４６８ 号文和广东省重化工业厅粤重化
［１９９９］５９ 号文的批准立项；
２．拟投资 ５，８８６ 万元人民币，实施年产 ７ 万吨甲醛生产项目，作为 ＭＬ 复合新
材料配套项目，该项目已经广东省发展计划委员会粤计工［２０００］２２９ 号文的立项批
准；

３．剩余募集资金 １３，９４８ 万元人民币作为补充流动资金，其中：
（１）５，５００ 万元人民币用于补充年产 ６ 万吨 ＭＬ 复合新材料项目和年产 ７ 万吨
甲醛项目的配套资金；
（２）６，９８０ 万元人民币用于补充企业生产流动资金；
（３）其余 １，４６８ 万元人民币用于建立股份公司全国性的营销网络。
（三）２０００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发行人 ２００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已批准发行人
本次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所募资金主要用于上述第 １、２、３ 项用途。
本律师认为：发行人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所募资金投向符合国家有关产业政
策，并已获得有关部门和机构的有效批准。

十三、发行人的收购兼并
经本律师审查：
１、自发行人成立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未发生任何收购兼并行
为；
２、发行人本次公开发行所募资金投向未涉及任何形式的收购兼并。

十四、其他事项
１、经核查，发行人为职工办理了社会劳动保险，每年均依法缴足保费，社
会保障号码为：社险粤字 ５２０２－２００００７ 号。
２、发行人本次发行股票依法由承销团承销。承销团由主承销商广东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副主承销商广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分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三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和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组成。上市推荐人是广东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和国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为发
行人审计及对发行人成立时的验资报告进行复核的中介机构是正中珠江。对发行
人成立时两主要发起人用于出资的实物资产进行评估的《资产评估报告》进行复
核的中介机构是大正联合。
经核查，包括本所在内的上述专业性中介机构均具有经营许可执照及证券从
业资格，其经办人员均具有证券从业资格。故各中介机构按与发行人的委托协议

参与发行人本次股票发行及上市工作所出具的文件均是合法、有效的。
３、根据发行人 １９９８ 年至 ２０００ 年实现的净资产收益率、发行人提供的《２００１
年盈利预测表》及相关编制资料和出具的《承诺函》，本律师认为，发行 人 ２００１
年的净资产收益率（按发行后的总股本全面摊薄）不低于银行同期存款利率。

十五、结论意见
通过对发行人上述事项的法律审查，本律师认为：发行人是依法设立的股份
有限公司，完全具备发行股票的主体资格；发行人本次申请向社会公众发行股票
成为上市公司，已获得有效的授权和批准，并完全具备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
要求的实质条件；发行人的 《章程》及《章程草案》经法定程序审议并通过，其
内容完全符合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要求；发行人自成立以来，经营运作良好，
连续三年盈利，并向股东支付了股利；发行人自成立以来没有违法行为；发行人
本次所募资金运用项目明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符合国家有关环保要求，且经
过股东大会和政府主管部门的通过及立项批准。因此，发行人本次股票发行并上
市的申请，完全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相关证券管理法规的要求，没有任
何法律障碍。

（结

尾）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五份，副本五份，自本律师签字并加盖本所公章后生效。

广东明大律师事务所

经办律师：叶伟明

毛献萍

二ОО一年一月十四日

广东明大律师事务所
关于广东榕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１ 年公开发行股票及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

粤明大股法字（２００１）第 ００６ 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
”
）
、
《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证监会”
）的
有关规定的要求，及广东明大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与广东榕泰实业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股份公司”
）签订的《聘请律师协议书》
，本所指派具有从事证
券业务资格的执业律师叶伟明、毛献萍律师（以下简称“本律师”
）作为发行人 ２００１ 年公
开发行股票及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特聘专项法律顾问，依法出具本补充法律
意见书。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是粤明大股法字（２００１）第 ００１ 号法律意见书之补充，本律师根据
证监会证发反馈［２００１］２２ 号《关于广东榕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反馈
意见的函》的要求，经对发行人依本律师要求提供的有关资料、文件核查验证，出具本补
充法律意见书。
本律师根据《证券法》第十三条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
勤勉尽责精神，发表如下补充法律意见：

一、关于股份公司发起人中中外合资企业对外投资
发行人的发起人中广东榕泰高级瓷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榕泰瓷具”
）
、揭阳市兴盛
化工原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盛化工”
）及广东榕泰制药有限公司均为中外合资企业，
根据发行人向本律师提供的该三个中外合资企业在发起设立股份公司时的有关资料、有关
部门出具的证明文件以及这些企业现有的股东、业务、资产、管理层情况等资料，本律师
对该等资料进行了核查验证：
１．经查证，发行人提供的关于该三个中外合资企业的现有股东、业务、资产、管理
层情况的相关资料真实，这些资料证明该三个中外合资企业没有违反国家对外商投资企业
有关投资方面的规定；

２．根据揭阳市榕江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三份《验资报告》（揭榕会验字（１９９６）２５
号、揭榕会验字（１９９７）０３ 号、揭榕会验字（１９９７）９ 号），该三个中外合资企业在发起
设立股份公司时注册资本均已缴清；
３．经查证，该三个中外合资企业在发起设立股份公司时均已完成原审批项目；
４．根据揭阳市榕江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三份《专项审计报告》
（揭榕会审字（１９９７）
０３ 号、揭榕会审字（１９９７）０１ 号、揭榕会审字（１９９７）０２ 号）以及税务征收管理机关出
具的证明，经查证，该三个中外合资企业在发起设立股份公司时均已实现盈利，没有拖欠
所得税的情形；
５．该三个中外合资企业在发起设立股份公司时，其作为股份公司发起人的申请业经
原登记机关揭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审核同意，并出具了该等外商投资企业具备投资资格的
证明；
６．经查证，该三个中外合资企业发起设立股份公司业经揭阳市榕城区对外经济贸易
委员会的审核批准；
７．经查证，发行人为经国家科技部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主营为生产、销售 ＭＬ 复合
新材料及仿瓷制品，属于国家鼓励外商直接投资的行业，因此，该三个中外合资企业在发
行人中所占股本比例不受有关法律、法规及政策性限制。
综上所述，本律师认为：
１．上述三个中外合资企业作为股份公司发起人的主体资格符合当时的法律、法规规
定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其发起设立股份公司的行为业经相关政府部门审核批准，合法有
效；
２．上述三个中外合资企业现有股东、业务、资产、管理层情况符合国家对外商投资
企业有关投资方面的规定。

二、关于同业竞争
股份公司第一、第二大股东榕泰瓷具及兴盛化工在设立股份公司时，已将股份公司主
营业务必需的全部经营性资产包括生产设备、技术、技术人员及销售网络全部投入股份公
司，同时，为保证股份公司良好运作，避免产生同业竞争，榕泰瓷具及兴盛化工于 １９９７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向发行人作出如下承诺：
“１．本公司在中国境内的任何地区，不以任何形式
直接或间接从事和经营与股份公司主营业务构成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２．本公司在以

后的经营或投资项目的安排上避免与股份公司同业竞争的发生；３．如因国家政策调整等
不可抗力或意外事件的发生，致使同业竞争可能构成或不可避免时，在同等条件下，股份
公司享有相关项目经营投资的优先选择权，或与股份公司共同经营投资相关项目。本公司
如违反上述承诺，参与同业竞争，将承担由此给股份公司造成的全部损失。
”
根据本律师对榕泰瓷具及兴盛化工最近三年的经营状况（包括但不限于公司财务资
料、重大合同及其他重要法律文件等）的查验，以及榕泰瓷具与兴盛化工对本所的保证，
在发行人成立之日起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止这段期间，本律师没有发现榕泰瓷具与
兴盛化工有从事和经营与发行人主营业务构成或可能构成同业竞争的业务，因此，本律师
认为，榕泰瓷具与兴盛化工已经履行了与发行人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三、关于发行人 １９９８ 年度、１９９９ 年度免征所得税
发行人向本律师提供了有关发行人 １９９８ 年度、１９９９ 年度免征企业所得税的相关资料，
本律师对该等资料进行了核查验证：
１．根据广东省科委粤科函高字［１９９８］３３１ 号文及国家科委火炬计划办公室国科火字
［１９９８］５０ 号文的通知，发行人被国家科技部确认为 １９９８ 年度重点高新技术企业。根据中
共广东省委、广东省人民政府粤发［１９９７］４ 号《关于进一步扶持高新技术企业产业发展的
若干规定》文件的规定，发行人可以享有“从获利年度起免征所得税两年”的税收优惠政
策；
２．发行人分别于 １９９９ 年 ３ 月 ３０ 日、２０００ 年 ３ 月 ３１ 日向税务征收管理机关填报了
发行人 １９９８ 年度、１９９９ 年度《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表》，经核查验证，本律师认为：（１）
发行人提供的 １９９８ 年度、１９９９ 年度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表真实有效；
（２）发行人已如实
向税务征收管理机关申报当年应纳所得税额并要求该应纳所得税额全部予以减免，该申报
已获得税务征收管理机关揭阳市榕城区地方税务局直属分局的受理及确认；
（３）揭阳市人
民政府 ２０００ 年 ３ 月 ２１ 日对发行人 １９９８ 年度、１９９９ 年度免征企业所得税的行为予以确认；
（４）揭阳市榕城区地方税务局 ２００１ 年 ３ 月 ６ 日出具证明，发行人自设立以来，均能守法
经营，按时申报，依法纳税。未发现有偷税、漏税、骗税等违法行为。
综上所述，本律师认为，发行人 １９９８ 年度、１９９９ 年度享受免征所得税税收优惠政策
的行为其实质无悖于当时关于企业可以享受免征所得税税收优惠政策的相关规定。

四、关于确认销售收入及关联关系
１．发行人向本律师提供了其向广州科创利得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创发展”）
销售产品的有关凭证及合同，包括产品提货单、产品购销合同及增值税专用发票，本律师
对该等资料进行了核查验证，并根据广州科利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利得投
资”）出具的收到上述提货单项下货物的确认函，认为：上述确认销售收入的有关凭证及
合同真实、合法、有效；
２．根据科利得投资出具的证明及发行人向本律师提供的科利得投资《企业法人营业
执照》
，经核查验证，科创发展于二ΟΟΟ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变更为科利得投资，并依法
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与科利得投资为同一法人单位。

五、关于股东诉讼或仲裁事项及股权质押
根据发行人各股东对本所出具的保证、本律师向有关人员的询问调查及广东南方登
记公司出具的证明，所得如下：
１．未发现各股东有未了结的诉讼或仲裁事项；
２．发行人第一大股东榕泰瓷具以其持有发行人 ４０００ 万法人股作为质押为发行人向
中信实业银行广州分行贷款 ５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提供担保，并办理了质押登记手续，该质押
行为有利于发行人的生产经营，对发行人本次发行不构成任何法律障碍。
３．发行人其他股东的全部股份及榕泰瓷具的其余股份均未发现有被质押、冻结或其
他权利行使受到限制的情形。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经本律师签名、本所盖章后生效。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正本四份，副本四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此页无正文）

广东明大律师事务所

经办律师：叶伟明

毛献萍

二ΟΟ一年三月十日

广东明大律师事务所
关于广东榕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１ 年公开发行股票及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

粤明大股法字（２００１）第 ００８ 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
”
）
、
《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证监会”
）的
有关规定的要求，及广东明大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与广东榕泰实业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股份公司”
）签订的《聘请律师协议书》
，本所指派具有从事证
券业务资格的执业律师叶伟明、毛献萍律师（以下简称“本律师”
）作为发行人 ２００１ 年公
开发行股票及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特聘专项法律顾问，依法出具本补充法律
意见书。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是粤明大股法字（２００１）第 ００１ 号法律意见书之补充，本律师根据
证监会证发反馈［２００１］２２ 号《关于广东榕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反馈
意见的函》的要求，经对发行人依本律师要求提供的有关资料、文件核查验证，出具本补
充法律意见书。
本律师根据《证券法》第十三条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
勤勉尽责精神，发表如下补充法律意见：

一、发行人的独立性
发行人是以发起方式设立股份有限公司。榕泰瓷具为发行人的第一大股东，持有股
份 ５０％；兴盛化工为第二大股东，持有股份 ３７．１％。发行人设立时，其第一、第二股东均
将目前发行人主营业务所必需的全部生产设备、核心技术及生产、仓储用房产全部投入，
折成股份，同时将全部相关技术人员、技术基础资料、生产工人、销售网络及销售人员一
并转入发行人。其他股东以现金投入方式出资。
经审查，发行人为生产经营型企业，有独立的原材料采购、供应系统，具有完整的
生产系统，有自己独立的产品销售网络及销售人员，有固定的客户。发行人自己建立了科
研中心，有独立的科研队伍，以保证自身的技术创新、领先。发行人的业务完全独立于任

何股东单位及其他关联方。发行人主要资产包括主营业务所需的完整的生产设备、土地、
厂房、办公用房、仓储用房，交通工具，该等资产部分由第一、第二大股东出资取得，部
分由发行人自行购置。所有权属来源合法，产权清晰，均不存在使用权受限制的情形。发
行人的资产是完整独立的。
发行人设置了独立运作的财务部。财务负责人为公司的执行董事，其他财务人员均
未在股东单位或其他单位任职。发行人按照《股份公司有限会计制度》执行，开设了独立的银
行帐号，独立运营资金。

本律师认为，发行人资产独立完整，生产系统完整独立，具有独立的原材料采购、
供应系统、产品销售网络及销售队伍，发行人人员独立、机构独立、财务独立，具有独立
面向市场自主经营的能力。

二、发行人的业务
发行人设立时的经营范围是：生产、销售氨基塑料及制品和氨基复合材料及制品；
甲醛及其下游产品、高分子聚合物、功能性塑料及塑料制品的生产销售；高分子材料的研
究。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本企业所需的原辅材料、仪器仪表、机械设
备、零备件及技术的进口业务，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
经发行人 ２０００ 年 ２ 月 ２６ 日召开的 １９９９ 年度股东大会通过，发行人的经营范围变更
为：生产、销售氨基塑料及制品和氨基复合材料及制品；甲醛及其下游产品、高分子聚合
物、功能性塑料及塑料制品的生产销售；高分子材料的研究。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
的出口业务，本企业所需的原辅材料、仪器仪表、机械设备、零备件及技术的进口业务，
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
发行人的经营方式为生产、销售。
发行人没有在中国大陆以外设立任何类型机构进行各种形式的经营活动。
发行人设立至今，业务没有发生变化，经营范围只增加了自营进出口业务。
本律师认为，发行人的经营范围及经营方式由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并经广东省工商
行政管理局核准。符合现行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
发行人设立三年以来，主营业务收入均占总收入的 １００％，主营业务突出。
发行人的主营业务是高分子新材料的开发、生产、应用用销售，属国家重点扶持政
策鼓励行业。募集资金投向的 ＭＬ 复合新材料项目，是国家科技部确认的火炬计划重点项

目。经国家环保局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评估及广东省环保局粤环函［２００１］２８ 号文确认，发
行人实施该项目不会造成环境污染问题。
本律师认为发行人主营业务突出，主营业务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及环保要求，其持续
经营不存在任何法律障碍。

三、发行人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议事规则及规范动作
经查，发行人设立时，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设立了股东大会，并设立了董事
会，董事会向股东大会负责。发行人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选举了各股东代表与一名
职工推选代表，组成监事会。本律师认为，发行人已经依照《公司法》《公司章程》有关
规定，设立了健全的组织机构。
发行人的《公司章程》明确规定了股东大会的职能、作用、议事方式、大会所议事
项提案人资格、提案方式、普通决议及特别决议范围及股东大会记录的要求。发行人《公
司章程》明确规定了董事会、监事会的议事方式、议事规则。发行人的董事会、监事会在
１９９９ 年 ３ 月分别制定了《董事会工作细则》
、
《监事会工作细则》
，并经股东大会通过。
经对发行人《公司章程》及相关工作细则的审查，本律师认为，发行人股东大会、
董事会、监事会议事规则是明确的、健全的。完全符合《公司法》相关规定及中国证监会
的规范性文件要求。
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止，发行人共如开了 ６ 次股东大会、７ 次董事会会议、４ 次监
事会会议，经对上述各次会议记录的审查，本律师认为，发行人所召开的历次股东大会、
董事会会议、监事会会议召开程序、出席人员、决议内容、签署均为合法、合规、真实有
效。
发行人设立至今，重大的决策有包括本次的增资扩股、年度分红、引入独立董事、
增加经营范围、投资 １８００ 万元设立科研中心等，经对发行人股东大会、董事会的重大决
策过程记录及相关的授权，本律师认为，发行人的历次授权及重大决策行为是经过《公司
法》《公司章程》所规定的程序，是合法、合规、真实有效的。

四、发行人的业务发展目标
发行人的业务发展目标是：
本律师认为，发行人的业务发展目标与主营业务一致，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及环境保

护要求，符合现行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要求。
五、发行人招股说明书法律风险评价
本律师参与了招股说明书的讨论，并审阅了招股说明书全文，特别是对发行人运用
法律意见书相关内容作了认真审阅，发行人的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主承销商广东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以及本所已作出声明：发行人的招股说明
书及其摘要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愿意承担相应的责任。本律师认
为，发行人的招股说明书及其摘要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关于《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
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 号— 招股说明书》编制，凡属对投资者做出投资决策有重大影响的信
息，已作了充分的披露，特别是有关的风险因素，发行人已作了全面、详细的披露。招股
说明书依据的事实、资料、数字来源真实、准确、客观、公正。发行人的招股说明书及其
摘要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其内容及格式符合《公
司法》
《证券法》及规范性文件规定。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经本律师签名、本所盖章后生效。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正本四份，副本四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此页无正文）

广东明大律师事务所

经办律师：叶伟明

毛献萍

二ΟΟ一年三月二十三日

广东明大律师事务所
关于广东榕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１ 年公开发行股票及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

粤明大股法字（２００１）第 ００９ 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法》（以下简称“《证券法》”）、《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以下简称“证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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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他有关规定的要求，及广东明大律
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与广东榕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
股份公司”）签订的《聘请律师协议书》，本所指派具有从事证券业务资格的执业律师
叶伟明、毛献萍律师（以下简称“本律师”）作为发行人 ２００１ 年公开发行股票及上市
（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特聘专项法律顾问，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
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发表如下补充法律意见。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是本所粤明大股法字（２００１）第 ００１ 号、第 ００６ 号及第 ００８ 号
法律意见书之补充，作为发行人本次发行所必备的文件，随同其他材料一同上报，并
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经对发行人依本律师要求提供的有关资料、文件核查验证，
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关于榕泰瓷具、兴盛化工的股东与发行人是否存在同业竞争、关联交易问题
榕泰瓷具的中方股东是揭阳市榕丰塑胶制品厂，该厂的经营范围是各式塑胶制
品，经营方式为零售、批发。经查，该厂目前生产的产品为一般日常塑胶制品，自产

自销，与发行人生产的仿瓷制品不属同类产品，原料构成及消费层面完全不同，该厂
无论在业务性质、客户、市场区域等方面对发行人均不构成竞争。因此，发行人与该
厂不存在同业竞争。经对该厂近三年生产、销售有关的记录，客户资料抽查及对有关
人员作询问，未发现该厂近三年内与发行人发生任何形式的关联交易。
兴盛化工的中方股东是揭阳市榕城仿瓷材料厂，经营范围是塑料制品、五金制品
的生产、销售，经营方式是生产、销售。经对该厂近三年生产、销售等方面的合理调
查，该厂目前主要生产一般日常塑料制品、小五金制品，自产自销，该厂无论在业务
性质、客户、市场区域等方面对发行人均不构成竞争，不存在同业竞争。经对该厂近
三年生产、销售有关的记录，客户资料抽查及对有关人员作询问，亦未发现该厂与发
行人近三年内有任何关联交易。
榕泰瓷具的外方股东为泰国华泰塑胶厂，该厂主要生产销售塑胶制品和塑胶花；
兴盛化工的外方股东是香港兴达行，该商行主要从事投资及五金交电产品的经营，和
发行人不构成任何形式的同业竞争关系。
经查，发行人从没有向泰国华泰塑胶厂和香港兴达行销售产品、进口原材料，
亦没有发生其它任何形式的关联交易。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经本律师签名、本所盖章后生效。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正本四份，副本四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此页无正文）

广东明大律师事务所

经办律师：叶伟明

毛献萍

二ΟΟ一年三月二十八日

广东明大律师事务所
关于广东榕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１ 年公开发行股票及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

粤明大股法字（２００１）第 ０１２ 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法》（以下简称“《证券法》”）、《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以下简称“证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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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他有关规定的要求，及广东明大律
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与广东榕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
股份公司”）签订的《聘请律师协议书》，本所指派具有从事证券业务资格的执业律师
叶伟明、毛献萍律师（以下简称“本律师”）作为发行人 ２００１ 年公开发行股票及上市
（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特聘专项法律顾问，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
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发表如下补充法律意见。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是本所粤明大股法字（２００１）第 ００１ 号、第 ００６ 号、第 ００８ 号
及第 ００９ 号法律意见书之补充，作为发行人本次发行所必备的文件，随同其他材料一
同上报，并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经对发行人依本律师要求提供的有关资料、文
件核查验证，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关于发行人股东之间关系的情况说明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相关材料及本律师的合理调查：
１．股份公司的 ５ 个股东之间不存在相互持股情况。
２．股份公司 ５ 个股东的高级管理人员中，除榕泰制药的副董事长和副总经理林
丹衡兼任兴盛化工的副董事长外，其他高级管理人员未有交叉任职情况。本律师认为，
林丹衡的交叉任职情况并不违反现行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要求。
３．股份公司的 ５ 个股东之间不存在同业竞争关系；股份公司设立后，５ 个股东之
间未发生过关联交易。
４．榕泰瓷具的外方股东泰国华泰塑胶厂的终极所有人是泰国华侨陈卓豪，兴盛
化工的外方股东香港兴达行的终极所有人是香港商人方时权，榕泰制药的外方股东香
港汇富参茸行的终极所有人是香港商人林万松；陈卓豪、方时权和林万松之间不存在
亲属关系，以上三人与对股份公司具有实质影响的境内自然人林素娟和李林楷之间也
不存在亲属关系。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经本律师签名、本所盖章后生效。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正本四份，副本四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此页无正文）

广东明大律师事务所

经办律师：叶伟明

毛献萍

二ΟΟ一年四月二十日

广东明大律师事务所
关于广东榕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Ａ 股）发行申报材料验证的法律意见书

粤明大法字（２００１）第 ０１３ 号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要求，及广东明大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
与广东榕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股份公司”
）签订的《聘请律师协议
书》，本所指派具有从事证券业务资格的执业律师叶伟明、毛献萍（以下简称“本律师”）
作为发行人 ２００１ 年公开发行股票（Ａ 股）及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特聘专项法
律顾问，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发行人 ２００１ 年本次
发行申报材料附件中非原件材料进行了充分的审查验证，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律师同意发行人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次发行申请材料上报，并愿意承担相应的法
律责任。
经本律师审查验证，发行人本次发行申报材料附件中只能提供原件复印件的材料如
下：
１．中共广东省委文件（粤发［１９９７］４ 号）中共广东省委、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
步扶持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若干规定》
（申报材料 ８－２－４０）
；
２．广东省科学技术委员会（粤科函高字［１９９８］３１ 号）
《关于转发国家科技部《关于确
认一九九八年重点高新技术企业（集团）和重点国家级火炬计划项目的通知》的函》
（申
报材料 ８－２－４９）；
３．国家科委火炬计划办公室文件（国科火字［１９９８］５０ 号）《关于确认一九九八年重点
高新技术企业（集团）和重点国家级火炬计划项目的通知（申报材料 ８－２－５０）
；
４．广东省汕头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检验报告》
（ＮＯ．：９９１４５５）（申报材料 ９－１０
－２）
；
５．广东省汕头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检验报告》
（ＮＯ．：９９２９４６）
（申报材料 ９－１０
－５）
；
６．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检验报告》（申报材料 ９－１０－８）
；
７．ＳＧＳ《ＴＥＳＴ ＲＥＰＯＲＴ》（ＮＯ．：８０５１０８／ＬＤ） （申报材料 ９－１０－１０）
；

８．中国广东进出口玩具检验中心《ＴＥＳＴ ＲＥＰＯＲＴ》（ＮＯ．：ＧＴ９８２２０６） （申报材料 ９－１０
－１３）
；
９．ＷＯＬＦＦ 实验室食品处化学部《检验报告》
（申报材料 ９－１０－１７、９－１０－１８）
；
１０．ＡＣＴＳ《ＴＥＳＴ ＲＥＰＯＲＴ》
（申报材料 ９－１０－２０、９－１０－２１）
；
１１．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发明专利申请初步审查合格通知书》
（申请号：
９９１１６２６８．４）
（申报材料 ９－１１－１）
；
１２．国家科委火炬计划办公室《重点高新技术企业证书》
（申报材料 ９－１１－２）
；
１３．
《国家重点新产品证书》
（申报材料 ９－１１－３）
；
１４．科学技术部文件（国科发计［２０００］１１１ 号）
《关于下达二 ＯＯＯ 年度国家科技计划
的通知》
（申报材料 ９－１１－４）
；
１５．广东省科学技术厅《推荐 ＭＬ 复合新材料申报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意见》
（申报材
料 ９－１１－７）
；
１６．广东省科学技术委员会《科学技术成果鉴定证书》
（粤科鉴字［１９９９］第 １１９ 号
（申报材料 ９－１１－８）
；
１７．广东省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科技情报查新报告》
（编号 ９９０５４４）（申报材料 ９－
１１－１２）
；
１８．
《国家级火炬计划项目验收审批表》
（申报材料 ９－１１－１５）
；
１９．广东省委、省政府授予广东榕泰实业有限公司《广东省先进集体称号》
（申报材
料 ９－１１－１８）
；
２０．发行人本次发行相关中介机构营业执照、业务许可证及其经办人员的从业资格证
书（申报材料 ９－１２）
。
经本律师审查验证，上列复印件材料与原件完全一致。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两份，副本两份。本所盖章及本律师签字后生效。

（此页无正文）

广东明大律师事务所

经办律师：叶伟明

毛献萍

二ΟΟ一年四月二十九日

审

计

报

告
广会所审字（２００１）第 ８００６６ 号

广东榕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接受委托，审计了 贵公司 １９９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１９９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２００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资产负债表和 １９９８ 年度、１９９９ 年度、２０００
年度的利润及利润分配表以及 ２０００ 年度现金流量表。这些会计报表由 贵
公司负责，我们的责任是对这些会计报表发表审计意见。我们的审计是
依据中国注册会计师独立审计准则进行的。在审计过程中，我们结合

贵

公司实际情况，实施了包括抽查会计记录等我们认为必要的审计程序。
我们认为，上述会计报表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股份有限公司
会计制度》的有关规定，在所有重大方面公允地反映了 贵公司 １９９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１９９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２００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财务状况及 １９９８ 年
度、１９９９ 年度、２０００ 年度经营成果和 ２０００ 年度现金流量情况，会计处
理方法的选用遵循了一贯性原则。

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

中国注册会计师： 蒋洪峰
中国注册会计师： 吉争雄

中国

广州

二 ＯＯ 一年一月十日

资

产

编制单位：广东榕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资
产
附注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四．１
短期投资
减：短期投资跌价准备
短期投资净额
应收票据
四．２
应收帐款
四．３
其他应收款
四．４
减：坏帐准备
应收款项净额
预付帐款
四．５
应收补贴款
存货
四．６
减：存货跌价准备
存货净额
待摊费用
流动资产合计
长期投资：
长期股权投资
长期债权投资
长期投资合计
减：长期投资减值准备
长期投资净额
固定资产：
固定资产原价
四．７
减：累计折旧
四．７
固定资产净值
在建工程
四．８
固定资产合计
无形资产及其他资产：
无形资产
四．９
开办费
四．１０
长期待摊费用
无形资产及其他资产合计
递延税项：
递延税项借项
资产总计

资

产

负

债

２０００．１２．３１

表
单位：人民币元
１９９８．１２．３１

１９９９．１２．３１

２５，７２６，５２２．２５
－
－
－
５，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４２，０８０，４９２．５６
２９６，６４３．６５
２，１１８，８５６．８１
４０，２５８，２７９．４０
２８，１１４，９５２．１０
－
５１，１４３，５３７．６３
６８０，７３６．１６
５０，４６２，８０１．４７
－
１４９，５６２，５５５．２２

２，８８５，６７２．７９
－
－
－
－
３８，５３７，８２５．０６
７，８６１，５０５．８５
２，３１９，９６６．５５
４４，０７９，３６４．３６
２６，７４４，０６０．５０
－
４３，００８，９９８．１２
－
４３，００８，９９８．１２
－
１１６，７１８，０９５．７７

３，６０７，０２９．４５
－
－
－
－
４６，２６２，６１３．５６
１４，７７７，９２５．１２
３，０５２，０２６．９３
５７，９８８，５１１．７５
３８５，０１５．９１
－
５７，４５５，４０２．６２
－
５７，４５５，４０２．６２
６３７，２７１．００
１２０，０７３，２３０．７３

－
－
－
－
－

－
－
－
－
－

１４３，２８４，８４１．９２
４１，７２０，１９０．４７
１０１，５６４，６５１．４５
－
１０１，５６４，６５１．４５

１２２，３４１，２２６．００
３４，４５１，８２１．７６
８７，８８９，４０４．２４
１１，０８２，６００．００
９８，９７２，００４．２４

１２２，３４１，２２６．００
２７，４７８，４９１．４４
９４，８６２，７３４．５６
６，２５０，０００．００
１０１，１１２，７３４．５６

１８，３８７，６２６．７６
４８，３９０．００
－
１８，４３６，０１６．７６

１８，７２０，０００．００
７２，５７０．００
－
１８，７９２，５７０．００

－
９６，７５０．００
－
９６，７５０．００

－
２３４，４８２，６７０．０１

－
２２１，２８２，７１５．２９

－
－
－
－
－

－
２６９，５６３，２２３．４３

负

债

表 （续）

编制单位：广东榕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负债及股东权益
附注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四．１１
应付票据
应付帐款
四．１２
预收帐款
应付工资
应付福利费
应付股利
四．１３
应交税金
四．１４
其他应交款
四．１５
其他应付款
四．１６
预提费用
四．１７
一年内到期的长期负债
其他流动负债

流动负债合计
长期负债：
长期借款
应付债券
长期应付款
其他长期负债
长期负债合计
递延税项：
递延税项贷项
负债合计
股东权益：
股本
资本公积
盈余公积
其中：公益金
未分配利润
股东权益合计
负债和股东权益总计
法定代表人：杨启昭

四．１８
四．１９
四．２０
四．２１

２０００．１２．３１

单位：人民币元
１９９８．１２．３１

１９９９．１２．３１

８６，４２０，０００．００

１８，９２０，０００．００
－
１４，２８５，８１７．６２
７，３６２，５１４．３７
－
３３７，４３８．７６
５４，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９９６，５３３．４３
６８５，３８４．８９
５９７，７１７．８２
４７６，３７０．５２
－
－

４８，４９５，０００．００
－
１０，４３３，３８８．３８
４，４４６，８３９．２１
２０１，６００．３２
２４３，１７２．００
－
－６５５，８４６．１１
２３４，９８３．０８
４，２３８，０５９．４４
４７４，４１５．２５
－
－

１１９，３１８，３７８．９８

９８，６６１，７７７．４１

６８，１１１，６１１．５７

－
－
－
－
－

－
－
－
－
－

－
－
－
－
－

１１９，３１８，３７８．９８

９８，６６１，７７７．４１

６８，１１１，６１１．５７

１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２８，８５０．００
１０，４３８，８０６．３９
３，４７９，６０２．１３
５，１５３，２３６．２１

１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２８，８５０．００
４，９４１，３３８．０６
１，６４７，１１２．６９
２８，０００，９１５．６６

１３５，８２０，８９２．６０
２３４，４８２，６７０．０１

１５３，１７１，１０３．７２
２２１，２８２，７１５．２９

７，９００，５０５．３４

４０３，７８７．８６
１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０，２０９，１２９．６２
１３，８６０．２１
２，０８７，６５９．９５
２８３，４３６．００
－
－

１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２８，８５０．００
１４，４０２，３９９．１８
４，８００，７９９．７３
１５，６１３，５９５．２７
１５０，２４４，８４４．４５
２６９，５６３，２２３．４３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罗海雄

会计机构负责人：陈旭丽

利 润 及 利 润 分 配 表

编制单位：广东榕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项

目

单位：人民币元

附注

一、主营业务收入

２０００ 年度

四．２２

１９９９ 年度

１９９８ 年度

２３０，１９３，１４３．７２

２１０，６６４，１０４．１５

１９１，５００，２８０．４７

－

－

－

２３０，１９３，１４３．７２

２１０，６６４，１０４．１５

１９１，５００，２８０．４７

１７３，６２７，９９３．５３

１５９，１０１，４１４．２８

１４１，８４０，２０５．５５

１，３１７，２８３．８８

１，５６６，８５４．０３

７１７，７６２．２６

５５，２４７，８６６．３１

４９，９９５，８３５．８４

４８，９４２，３１２．６６

加：其他业务利润

－

－

－

减：存货跌价损失

６８０，７３６．１６

－

－

４，８６０，４８４．５１

４，７７３，９４６．４５

４，７１０，９３１．８８

减：折扣与折让
主营业务收入净额
减：主营业务成本
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

四．２３

二、主营业务利润

营业费用
管理费用

四．２４

６，０３３，８５９．８９

４，７２３，７１０．４９

８，６８５，７４６．０８

财务费用

四．２５

４，２３４，０５１．６５

３，８４８，３９０．０２

２，６０３，３８０．９８

３９，４３８，７３４．１０

３６，６４９，７８８．８８

３２，９４２，２５３．７２

加：投资收益

－

－

－

补贴收入

－

－

－

营业外收入

－

－

－

减：营业外支出

－

－

－

３９，４３８，７３４．１０

３６，６４９，７８８．８８

３２，９４２，２５３．７２

１３，０１４，７８２．２５

－

－

２６，４２３，９５１．８５

３６，６４９，７８８．８８

３２，９４２，２５３．７２

５，１５３，２３６．２１

２８，０００，９１５．６６

－

３１，５７７，１８８．０６

６４，６５０，７０４．５４

３２，９４２，２５３．７２

２，６４２，３９５．１９

３，６６４，９７８．８９

３，２９４，２２５．３７

提取法定公益金

１，３２１，１９７．６０

１，８３２，４８９．４４

１，６４７，１１２．６９

七、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

２７，６１３，５９５．２７

５９，１５３，２３６．２１

２８，０００，９１５．６６

减：分配普通股股利

１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５４，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５，６１３，５９５．２７

５，１５３，２３６．２１

三、营业利润

四、利润总额
减：所得税
五、净利润
加：年初未分配利润
六、可供分配的利润
减：提取法定盈余公积

八、未分配利润

法定代表人：杨启昭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罗海雄

现

金

流

量

２０００ 年 １－－１２ 月

－
２８，０００，９１５．６
６

会计机构负责人：陈旭丽

表

编制单位：广东榕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项
目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收取的租金
收到的增值税销项税额和退回的增值税款
收到的除增值税以外的其他税费返还
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现金流入小计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经营租赁所支付的现金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支付的增值税款
支付的所得税款
支付的除增值税、所得税以外的其他税费
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现金流出小计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所收到的现金
分得股利或利润所收到的现金
取得债券利息收入所收到的现金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而收回的现金净额
收到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现金流入小计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所支付的现金
权益性投资所支付的现金
债权性投资所支付的现金
支付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现金流出小计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权益性投资所收到的现金
发行债券所收到的现金
借款所收到的现金
收到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现金流入小计
偿还债务所支付的现金
发生筹资费用所支付的现金
分配股利或利润所支付的现金
偿付利息所支付的现金
融资租赁所支付的现金
减少注册资本所支付的现金
支付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现金流出小计

金

额

２１２，１８７，９６１．８５
－
３７，５９６，０６４．１０
－
９，０３６，４２９．７０
２５８，８２０，４５５．６５
１７１，５３６，４２２．６７
－
１１，１５０，９７７．１０
３７，５３１，３５９．２４
３，３００，０００．００
３，５６５，９６７．７９
８，２３９，１２８．７０
２３５，３２３，８５５．５０
２３，４９６，６００．１５
－
－
－
－
－
－
９，９２１，０１５．９２
－
－
－
９，９２１，０１５．９２
－９，９２１，０１５．９２
－
－
１２２，３００，０００．００
－
１２２，３００，０００．００
５４，８００，０００．００
－
５４，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４，２３４，７３４．７７
－
－
－
１１３，０３４，７３４．７７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的影响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补

充

９，２６５，２６５．２３
－
２２，８４０，８４９．４６
资

料

项
目
金
额
１．
不涉及现金收支的投资和筹资活动：
以固定资产偿还债务
以投资偿还债务
以固定资产进行长期投资
以存货偿还债务
融资租赁固定资产
２． 将净利润调节为经营活动的现金流量：
净利润
２６，４２３，９５１．８５
加： 计提的坏帐准备或转销的坏帐
－２０１，１０９．６９
固定资产折旧
７，２６８，３６８．７１
无形资产摊销
４１６，５５３．２４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的损失（减收
益）
－
存货跌价损失
６８０，７３６．１６
财务费用
４，２３４，７３４．７７
投资损失（减收益）
－
递延税款贷项（减借项）
－
存货的减少（减增加）
－８，１３４，５３９．５１
经营性应收项目的减少（减增加）
－１０，４５３，８６４．２２
经营性应付项目的增加（减减少）
３，２６１，７６８．８４
增值税增加净额（减减少）
－
其他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２３，４９６，６００．１５
３．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情况：
货币资金的期末余额
２５，７２６，５２２．２５
减：货币资金的期初余额
２，８８５，６７２．７９
现金等价物的期末余额
－
减：
现金等价物的期初余额
－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２２，８４０，８４９．４６
法定代表人：杨启昭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罗海雄

会计机构负责人：陈旭丽

会计报表附注
一、公司简介
１、广东榕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于 １９９７ 年 １２ 月经广东省人民政府粤办函〔１９９７〕６８３

号文和广东省体改委［１９９７］１３３ 号文批准，以发起方式设立，并于 １９９７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在
广 东 省 工 商 行 政 管 理 局 办 理 工 商 注 册 登 记 ， 注 册 号 ４４００００１００６９５７。 公 司 注 册 资 本
１２０，０００，０００ 元，现有股东及其出资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股 份
（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

广东榕泰高级瓷具有限公司

６，０００．００

５０．０

揭阳市兴盛化工原料有限公司

４，４５０．００

３７．１

广东榕泰制药有限公司

１，０００．００

８．３

揭阳市鸿凯贸易发展公司

３００．００

２．５

揭阳市益科电子器材公司

２５０．００

２．１

合

计

１２，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２、经营范围：生产、销售氨基塑料及制品、氨基复合材料及制品；经营本企业自产
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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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
３、经营概况：公司的主要产品有 ＭＬ 复合新材料等化工材料及其制品，其中 ＭＬ 复合
新材料被国家科委列为“国家级火炬计划项目”，大量替代进口，产品在国内外市场供不
应求，具有较强的竞争能力。１９９８ 年 ９ 月，公司被国家科委火炬计划办公室确认为重点
高新技术企业。
４、公司住所：广东省揭阳市区新兴东二路 １ 号。
二、公司主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
１、会计制度：公司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会计准则》和《股份有限公司会计制
度》及其补充规定。
２、会计期间：公司会计年度自公历每年 １ 月 １ 日起至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
３、记帐本位币：公司以人民币为记帐本位币。
４、记帐基础和计价原则：公司以权责发生制为记帐基础，以历史成本法为计价原则。
５、外币业务核算方法
公司日常核算非本位币业务按当月 １ 日国家外汇市场汇价中间价折合本位币入帐，每
月末对资产负债表之货币资金、债权债务等货币性项目的非本位币余额按当日国家外汇市
场汇价中间价进行调整，其差额作为“财务费用— 汇兑损益”计入当期损益。
６、现金等价物的确定标准
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现金流量表》的规定，对持有时间短（一般不超过 ３
个月）、流动性强、可随时变现、价值变动风险很小的短期投资，确认为现金等价物。
７、短期投资核算方法
短期投资按取得时的实际成本核算，在转让或到期兑付时超过成本价格的部分作为
投资收益的实现。期末短期投资按成本与市价孰低计价，并按投资总体计提跌价准备。

８、坏帐核算方法
坏帐的确认标准：因债务人破产或死亡， 以其破产财产或遗产清偿后，仍不能收回
的款项；债务人逾期未履行偿债义务且具有明显特征表明无法收回的款项。
坏帐损失采用备抵法核算，公司的应收款项（包括应收帐款和其他应收款）根据债
务单位的财务状况、现金流量等情况，按帐龄分析法计提坏帐准备，并计入当期损益，
坏帐准备计提的比例如下：
帐龄

计提比例

１ 年以内

５％

１—２ 年

１０％

２—３ 年

３０％

３—４ 年

５０％

４—５ 年

８０％

５ 年以上

１００％

９、存货核算方法
存货包括原材料、在产品、产成品及低值易耗品。购进原材料按实际成本计价，
领用或发出采用加权平均法核算。低值易耗品采用一次性摊销方法核算。存货期末
按帐面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原则计价，并按单项比较法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１０、长期投资核算方法
债权投资：债权投资按成本法核算，利息按权责发生制原则计入当期损益。
股权投资：公司对被投资企业的长期投资采用下列会计处理方法－－－
拥有被投资企业股权 ２０％以下时，采用成本法核算；
拥有被投资企业股权 ２０％至 ５０％时，采用权益法核算；
拥有被投资企业股权 ５０％以上时，采用权益法并以合并报表方式核算。
股权投资差额按合同规定的投资期限摊销；没有规定投资期限的，借方差额一般按
不
超过 １０ 年的期限摊销，贷方差额一般按不低于 １０ 年的期限摊销。
公司的被投资单位由于市价持续下跌或经营状况恶化等原因导致其可收回金额低于
长期股权投资的帐面价值，并且这种降低的价值在可预计的未来期间内不可能恢复时，
按可回收金额低于长期股权投资帐面价值的差额计提长期投资减值准备，预计的长期投
资减值损失计入当期损益。

１１、固定资产计价和折旧方法
（１）固定资产标准为：ａ．使用期限超过一年的房屋、建筑物、机器、机械、运输工

具以及其他与生产、 经营有关的设备、器具、工具等；ｂ．单位价值在 ２，０００ 元以上，
并且使用期超过两年的，不属于生产、 经营主要设备的物品。
（２）固定资产分类：房屋建筑物、机器设备、运输设备、其他设备。
（３）固定资产计价：按实际成本或评估确定的价值计价。
（４）固定资产折旧采用直线法平均计算，并按各类固定资产的原值和估计的经济使
用年限扣除残值（原值的 ５％）确定其折旧率如下：
固定资产类别

折旧年限

年折旧率（％）

残值率（％ ）

房屋及建筑物

３０

３．１７

５

机器设备

１５

６．３３

５

运输工具

８

１１．８８

５

其他设备

５

１９．００

５

１２、在建工程核算方法
在建工程以实际发生之相关支出计入工程成本，为购置该项资产所筹措之借款在该
项资产达到预定使用状态和场所前发生的利息予以资本化。
在建工程在交付使用时确认为固定资产。
１３、无形资产计价和摊销方法
目前公司无形资产为土地使用权，按实际成本计价，按使用期限平均摊销。
１４、开办费、长期待摊费用
开办费按不超过 ５ 年的期限平均摊销，长期待摊费用按受益期平均摊销。
１５、收入确认原则
公司收入在符合以下条件时确认：
（１）商品所有权上的重要风险及报酬已转移给买方；
（２）公司不再对该商品实施继续管理权或拥有实际控制权；
（３）相关的收入已收到或取得了收款凭证，且与销售该商品相关的成本能可靠计
量。
１６、所得税的会计处理方法
公司所得税的会计处理采用应付税款法。
１７、利润分配方法
根据公司章程，公司利润按以下顺序分配：
（１）弥补上一年度亏损
（２）提取 １０％法定公积金
（３）提取 ５％法定公益金
（４）经股东大会决议，可以提取任意公积金
（５）剩余利润根据股东大会决议予以分配

１８、会计政策变更的影响

根据财政部财会字（１９９９）３５ 号文，并经公司董事会决议通过，自 １９９９ 年 １ 月 １ 日
起公司部分会计政策作如下调整：
Ａ．坏帐准备原按应收帐款期末余额的 ３‰计提，现改按应收款项帐龄分析法计提，
根据债务单位的财务状况、现金流量等情况，确定的计提比例为：逾期 １ 年以内按其余
额的 ５％提取；逾期 １－２ 年的按其余额的 １０％提取；逾期 ２－３ 年的按其余额的 ３０％提取；
逾期 ３－４ 年的按其余额的 ５０％提取；逾期 ４－５ 年的按其余额的 ８０％提取；逾期 ５ 年以上
的，按其余额的 １００％提取。
Ｂ．期末存货原按成本计价，现改为按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法计价。
Ｃ．期末短期投资原按成本计价，现改按成本与市价孰低计价，并按投资总体计提
跌价准备。
Ｄ．期末长期投资原不计提减值准备，现改为计提减值准备。
上述会计政策变更已采用追溯调整法，调整了期初留存收益及相关项目的期初数。
利润及利润分配表的相关栏数，已按调整后的数字填列。上述会计政策变更的累计影响
数为 ２，９１４，７２９．６１ 元，系因坏帐准备计提方法变更而产生的。由于会计政策变更，调
减了 １９９８ 年度的净利润 ２，９１４，７２９．６１ 元，调减了 １９９９ 年年初留存收益 ２，９１４，７２９．６１
元，其中：未分配利润调减 ２，４７７，５２０．１７ 元，盈余公积调减 ４３７，２０９．４４ 元。
三、税项
税

种

税

率

计 税 基 数

增值税：
销项税

１７％

销售收入

进项税

１７％

进货成本等

城建税

７％

应缴增值税、营业税额

教育费附加

３％

应缴增值税、营业税额

０％、３３％

应纳税所得额

所得税

注：根据粤发［１９９７］４ 号《关于进一步扶持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若干规定》和揭府函
［２０００］２８ 号文，公司作为新办高新技术企业，１９９８、１９９９ 年度免征所得税。根据国务院国
发（２０００）２ 号文，公司自 ２０００ 年 １ 月 １ 日起执行 ３３％的所得税税率。

四、会计报表主要项目注释
１、货币资金
项

目

２０００．１２．３１

１９９９．１２．３１

现金

５１，５３８．４９

４２６，２１９．７８

银行存款

２５，６７４，９８３．７６

２，４５９，４５３．０１

合

２５，７２６，５２２．２５

２，８８５，６７２．７９

计

货币资金 ２００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余额较 １９９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增加 ７９１．５３％，主要是由于增
加了短期借款。
２、 应收票据
（１）明细列示如下：
出票单位

票据种类

广州科利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合

到期日期

２０００－１２－２８

２００１－０３－２８

银行承兑汇票

出票日期

计

金

额

５，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５，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该票据是广州科利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为偿还广州科创利得发展有限公司对公司的欠款
而出具的。广州科利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是由广州科创利得发展有限公司变更而来。
（２）期末应收票据为无息承兑汇票，未用于贴现、抵押。
３、应收帐款
（１） 帐龄分析
２０００．１２．３１
帐龄

金额

比例（％）

１９９９．１２．３１
坏帐准备

金额

比例（％）

坏帐准

备
一年以内

４２，０８０，４９２．５６

１００．００

２，１０４，０２４．６３

３８，５３７，８２５．０６

１００．００

２，１０４，０２４．６３

３８，５３７，８２５．０６

１００．００

１，９２６，８９１．２６
合计

４２，０８０，４９２．５６

１００．００

１，９２６，８９１．２６
（２）欠款金额前五名单位明细列示如下：
单位名称

２０００．１２．３１

发生时间

汕头高新区高级瓷具厂

６，３２２，０９８．０３

２０００ 年

广州科创利得发展有限公司

４，２９４，９４８．０５

２０００ 年

Ｃｈｉｐ Ｇｕａｎ Ｔｒａｄｉｎｇ

２，００１，９４４．９９

２０００ 年

ＰＴＥ

ＬＴＤ

（ＵＳＤ２４１，８３６．２９）
Ｌｏｏｎ Ｔｈｙｅ ＳＮＤ ＢＨＤ

１，６９５，８７８．８８

２０００ 年

（ＵＳＤ２０４，８６３．３０）
Ｌｉｎ’ｓ Ｈｏｕｓｅｗａｒｅ Ｔｒａｄｉｎｇ ＣＯ．

１，５７６，８８４．６７

２０００ 年

（ＵＳＤ１９０，４８８．７２）
注 １：年末外币应收帐款余额按 １ 美元＝８．２７８１ 元人民币折算
注 ２：广州科创利得发展有限公司自 ２０００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开始变更为广州科利得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３）帐户期末余额中不存在持有公司 ５％以上股份的股东欠款。
４、其他应收款

（１） 帐龄分析
２０００．１２．３１
帐龄

金额

１９９９．１２．３１

比例（％）

坏帐准备

金额

比例（％）

坏帐准

备
一年以内

２９６，６４３．６５

１００．００

１４，８３２．１８

７，８６１，５０５．８５

１００．００

２９６，６４３．６５

１００．００

１４，８３２．１８

７，８６１，５０５．８５

１００．００

３９３，０７５．２９
合计
３９３，０７５．２９
（２） 本帐户期末余额中不存在持有公司 ５％以上股份的股东欠款。
（３）其他应收款 ２００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余额较 １９９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减少 ９６．２３％，主要是
由于收回了外单位的欠款。
５、预付帐款
（１）帐龄分析
２０００．１２．３１
帐龄

１９９９．１２．３１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一年以内

２８，１１４，９５２．１０

１００．００

２６，７４４，０６０．５０

１００．００

合计

２８，１１４，９５２．１０

１００．００

２６，７４４，０６０．５０

１００．００

（２）欠款金额前五名单位明细如下
单位名称

２０００．１２．３１

发生时间

１２，４０２，０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 年

汕头保税区南泽有限公司

８，１５３，１５１．００

２０００ 年

揭阳市三发化工有限公司

２，４１０，０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 年

揭阳市兴发物资公司

１，２０６，７２３．６０

２０００ 年

９２９，９８０．６０

２０００ 年

揭东经济试验区基建办公室 ＊

建滔化工有限公司

＊系公司按照土地出让预约合同预付的部分土地出让金。
（３）本帐户期末余额中不存在持有公司 ５％以上股份的股东款项。
６、存货
公司 ２０００ 年１２ 月 ３１ 日存货余额为 ５１，１４３，５３７．６３ 元，其明细及相关跌价准备列示如下：
２０００．１２．３１
种 类

金额

原材料

２６，９２５，１３１．３７

在产品

８，２３１，２２３．７２

产成品
低值易耗品
合

计

１９９９．１２．３１
跌价准备

跌价准备

１７，７８２，９５５．９２

－－

－－

６，６５８，８１３．２４

－－

１５，７０１，２６０．３４

－－

１８，５１８，２６０．７６

－－

２８５，９２２．２０

－－

４８，９６８．２０

－－

４３，００８，９９８．１２

－－

５１，１４３，５３７．６３

６８０，７３６．１６

金额

６８０，７３６．１６

原材料按单个品种期末结存成本高于最近采购价格的差额提取跌价准备， ９８、９９

年未发生跌价情形。其他存货相关期间的成本均未低于可变现净值，故未计提存货跌
价准备。
７、固定资产及累计折旧
固定资产原值

１９９９．１２．３１

本期增加

本期减少

２０００．１２．３１

房屋及建筑物

３５，４７８，３８６．００

２０，４２６，２６３．９２

－－－－

５５，９０４，６４９．９２

机器设备

８１，６５６，１８０．００

－－－－

－－－－

８１，６５６，１８０．００

运输工具

５，２０６，６６０．００

３９２，９４５．００

－－－－

５，５９９，６０５．００

１２４，４０７．００

－－－－

１２４，４０７．００

１２２，３４１，２２６．００

２０，９４３，６１５．９２

－－－－

１４３，２８４，８４１．９２

１９９９．１２．３１

本期增加

本期减少

２０００．１２．３１

其他设备
合

－－－－
计

累计折旧
房屋及建筑物

７，５７１，６９８．２８

１，５８２，０６１．０１

－－－－

９，１５３，７５９．２９

机器设备

２４，８５８，２７２．３２

５，０６７，３３２．７４

－－－－

２９，９２５，６０５．０６

运输工具

２，０２１，８５１．１６

６１６，５７１．１６

－－－－

２，６３８，４２２．３２

２，４０３．８０

－－－－

２，４０３．８０

７，２６８，３６８．７１

－－－－

４１，７２０，１９０．４７

其他设备
合

－－－－
计

３４，４５１，８２１．７６

注：房屋及建筑物中 ２０００ 年 １２ 月由在建工程转增的原值为 ９５９ 万元的榕泰科研中
心厂房和机器设备中原值为 ３，１８２ 万元，净值为 ２，５４５ 万元的生产设备已用于中国工商
银行揭阳市榕城支行短期借款抵押。
８、在建工程
工程名称
榕泰科研中心

１９９９．１２．３１（其 本期增加（ 其 本期转入固定资产 本期减少（其 ２０００．１２．３１（其
中 ：利息资本 中：利息资本 数（其中：利息资本 中：利息资本 中：利息资本化
化金额）
化金额）
化金额）
化金额）
金额）

资金

１１，０８２，６００．００

７，１３６，１４４．００

１８，２１８，７４４．００

－－－－

－－－－

自筹

（ －－－－ ）

（ －－－－ ）

（ －－－－ ）

（－－－－）

（ －－－－ ）

来源

９、无形资产
公司无形资产全部系土地使用权，其明细列示如下：
土地位置

原始金额

取得

１９９９．１２．３１

本期增加

本期摊销

累计摊销

方式
揭东试验区８号之一

５，８６０，０００．００ 转 让

２０００．１２．３１

剩余 摊销
年限

５，８６０，０００．００

０

１３３，１８１．７６

１３３，１８１．７６

５，７２６，８１８．２４ ４３年０个
月

锡场镇工业区Ａ幅

２，５００，０００．００ 转 让

２，５００，０００．００

０

５３，１９１．４４

５３，１９１．４４

２，４４６，８０８．５６ ４６年０个
月

锡场镇工业区Ｂ幅

１，０４４，０００．００ 出 让

１，０４４，０００．００

０

２０，８８０．００

２０，８８０．００

１，０２３，１２０．００ ４９年０个
月

市区新兴东路北侧

１，４５６，０００．００ 出 让

１，４５６，０００．００

０

２９，１２０．０４

２９，１２０．０４

１，４２６，８７９．９６ ４９年０个
月

仙桥紫东工业园区

７，９２０，０００．００ 出 让

７，８６０，０００．００

６０，０００．００

１５６，０００．００

１５６，０００．００

７，７６４，０００．００ ４９年０个
月

合

计

１８，７８０，０００．００

１８，７２０，０００．００

６０，０００．００

３９２，３７３．２４

３９２，３７３．２４

１８，３８７，６２６．７６

注：摊余价值为 ５，７２６，８１８．２４ 元的揭东试验区 ８ 号之一地块已用于中国工商银行揭阳市榕城支行短期借款抵押。
１０、开办费
种
开办费

类

原始金额

１９９９．１２．３１

本期增加

１２０，９３０．００ ７２，５７０．００

－－－

本期摊销

累计摊销

２４，１８０．００

７２，５４０．００

２０００．１２．３１ 剩余摊销年限
４８，３９０．００

２ 年 ０ 个月

１１、短期借款
（１）按借款条件分类列示如下：
借款类别

２０００．１２．３１

１９９９．１２．３１

信用借款

－－－－

担保借款

５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

抵押借款

３６，４２０，０００．００

－－

合

８６，４２０，０００．００

计

１８，９２０，０００，００

１８，９２０，０００，００

（２）期末余额按到期月份分类列示如下：
到期月份

金

额

２００１ 年 １ 月

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００１ 年 ３ 月

６，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００１ 年 ４ 月

３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００１ 年 ６ 月

１８，４６０，０００．００

２００１ 年 １１ 月

１１，９６０，０００．００

合

计

８６，４２０，０００．００

（３） 短期借款 ２００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余额较 １９９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增加 ３５６．７７％，主要是因
为公司 ２０００ 年年初分配了 ９８、９９ 年度的股利，出于生产经营需要而加大了对外融资
的力度。
１２、应付帐款
（１）帐龄分析
２０００．１２．３１
帐龄

１９９９．１２．３１

金额

比例（％）

金额

一年以内

７，９００，５０５．３４

１００．００

１４，２８５，８１７．６２

１００．００

合计

７，９００，５０５．３４

１００．００

１４，２８５，８１７．６２

１００．００

（２） 期末余额中不存在应付持本公司 ５％以上股份的股东款项。

比例（％）

（３） 应付帐款 ２００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余额较 １９９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减少 ４４．７０％，主要是由
于公司及时偿还了货款。
１３、应付股利
股东名称

２０００．１２．３１

１９９９．１２．３１

广东榕泰高级瓷具有限公司

６，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７，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揭阳市兴盛化工原料有限公司

４，４５０，０００．００

２０，０２５，０００．００

广东榕泰制药有限公司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４，５００，０００．００

揭阳市鸿凯贸易发展公司

３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３５０，０００．００

揭阳市益科电子器材公司

２５０，０００．００

１，１２５，０００．００

１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５４，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合

计

注：根据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作出的利润分配预案，公司按每 １０ 股派现金 １
元分配 ２０００ 年度利润，共应分配现金 １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元，已作为资产负债表日后调整事项
调整了 ２０００ 年度会计报表应付股利和利润分配项目，该预案待股东大会通过后实施。
１４、 应交税金
税

种

２０００．１２．３１

１９９９．１２．３１

应交增值税

４６２，００６．８９

３９７，３０２．０３

应交城建税

３２，３４０．４８

１，５９９，２３１．４０

应交所得税

９，７１４，７８２．２５

－－

合

１０，２０９，１２９．６２

１，９９６，５３３．４３

计

注：公司所得税 １９９８、１９９９ 年度免于计征，自 ２０００ 年 １ 月 １ 日起按 ３３％的税率计提，
本年已
预缴 ３３０ 万元，余额待与税务机关汇算清缴时结清。
１５、其他应交款
项

目

应交教育费附加
合

计

２０００．１２．３１

１９９９．１２．３１

１３，８６０．２１

６８５，３８４．８９

１３，８６０．２１

６８５，３８４．８９

１６、其他应付款
（１）帐龄分析
２０００．１２．３１
帐龄

１９９９．１２．３１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一年以内

２，０８７，６５９．９５

１００．００

５９７，７１７．８２

１００．００

合计

２，０８７，６５９．９５

１００．００

５９７，７１７．８２

１００．００

（２）期末余额主要明细列示如下：
单位名称
揭东锡场工程公司

金

额

１，０４３，１４６．０５

性

质

工程款

（３）其他应付款 ２００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余额较 １９９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增加 ２４９．２７％，主要
是由于榕泰科研中心完工， 承建单位揭东锡场工程公司未与公司结清工程尾款。
１７、预提费用
项

目

水电费
合 计

２０００．１２．３１

１９９９．１２．３１

２８３，４３６．００

４７６，３７０．５２

２８３，４３６．００

４７６，３７０．５２

１８、股本
数量单位：股
股

份

类

别

数

量

尚未流通股份
（１）发起人股份

１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其中：国家拥有股份

－－－

境内法人持有股份

１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内部职工股

－－－

尚未流通股份合计

１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公司股本业经揭阳市榕江会计师事务所“揭榕会验字（１９９７）５６ 号”验资报告验证，
成立以来各期均未发生变动。
１９、资本公积
公司 ２００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资本公积余额为 ２２８，８５０．００ 元，系公司 １９９７ 年 １２ 月成立时
发起人以资产折股而形成的差额，其后各期均未发生变动。
２０、盈余公积
公司盈余公积各期变动情况如下表所示：
项

目

法定公积金

法定公益金

１９９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

－－－

加：１９９８ 年度计提

３，２９４，２２５．３７

１，６４７，１１２．６９

４，９４１，３３８．０６

１９９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３，２９４，２２５．３７

１，６４７，１１２．６９

４，９４１，３３８．０６

加：１９９９ 年度计提

３，６６４，９７８．８９

１，８３２，４８９．４４

５，４９７，４６８．３３

１９９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６，９５９，２０４．２６

３，４７９，６０２．１３

１０，４３８，８０６．３９

加：２０００ 年度计提

２，６４２，３９５．１９

１，３２１，１９７．６０

３，９６３，５９２．７９

９，６０１，５９９．４５

４，８００，７９９．７３

１４，４０２，３９９．１８

２００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合

计

根据公司董事会决议，公司 １９９８、１９９９、２０００ 年度按当年净利润的 １０％计提法定公积金，
按 ５％计提法定公益金。

２１、未分配利润
项

目

２０００．１２．３１

年初未分配利润

１９９９．１２．３１

１９９８．１２．３１

５，１５３，２３６．２１

２８，０００，９１５．６６

２６，４２３，９５１．８５

３６，６４９，７８８．８８

３２，９４２，２５３．７２

减：提取法定盈余公积

２，６４２，３９５．１９

３，６６４，９７８．８９

３，２９４，２２５．３７

提取法定公益金

１，３２１，１９７．６０

１，８３２，４８９．４４

１，６４７，１１２．６９

应付普通股股利

１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５４，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５，６１３，５９５．２７

５，１５３，２３６．２１

加：本期净利润

年末未分配利润

－－－－

－－－－
２８，０００，９１５．６６

注：根据 ２００１ 年 １ 月 １２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作出的利润分配预案，公司按
每 １０ 股派现金 １ 元分配 ２０００ 年度利润，共应分配现金 １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元，该预案待股东
大会通过后实施。另外，根据公司 ２００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司拟申请向社会公
众公开发行股票 ４０００ 万股，若公司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成功，同意由新老股东共享公司经 ２００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分配后截止 ２００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滚存未分配利润及从 ２００１ 年 １ 月 １
日起新增利润。
２２、主营业务收入
公司历年主营业务收入情况如下：
类
别
ＭＬ 复合材料
仿瓷制品
合

２０００ 年度
１５６，６０４，５６３．３９
７３，５８８，５８０．３３

１９９９ 年度
１４９，４４３，００９．６９
６１，２２１，０９４．４６

１９９８ 年度
１３８，０７９，７５０．８０
５３，４２０，５２９．６７

２３０，１９３，１４３．７２

２１０，６６４，１０４．１５

１９１，５００，２８０．４７

计

２３、营业税金及附加
税

项
城建税
教育费附加
合 计

２０００ 年度

１９９９ 年度

９２２，０９８．７２
３９５，１８５．１６
１，３１７，２８３．８８

１，０９６，７９７．８２
４７０，０５６．２１
１，５６６，８５４．０３

１９９８ 年度
５０２，４３３．５８
２１５，３２８．６８
７１７，７６２．２６

公司 ２０００ 年度营业税金及附加较 １９９９ 年度减少 １６％，主要是因为尽管 ２０００ 年度
主营业务收入较 １９９９ 年度增加 １９，５２９，０３９．５７ 元（其中新增出口收入 ９，０３９，８２７．２６
元，实际增加增值税应税收入 １０，４８９，２１２．３１ 元），从而增加销项税金 １，７８３，１６６．０９
元，但同时由于原材料购进的增加，２０００ 年度进项税金较 １９９９ 年度增加了４，２７８，８６７．５９
元，上述两项因素导致 ２０００ 年度应交增值税较 １９９９ 年度减少 ２，４９５，７０１．５０ 元，相应
使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合计减少 ２４９，５７０．１５ 元。
２４、管理费用
项
目
差旅费
办公费
业务费
低值易耗品
修理费
折旧费
工资及福利

２０００ 年度
４０４，２６３．６０
４５１，９４３．７９
７４７，２８７．１３
１１５，５３８．５０
２９４，３０７．６１
９０７，９４２．４５
７５５，８４３．９４

１９９９ 年度
３６２，８８７．４３
２９１，２７５．２８
５８４，９５９．５８
６９２，１０８．９０
３１３，２４５．３０
８８０，７９９．１６
７９６，０１６．４０

１９９８ 年度
２５６，２５０．３０
２２６，０９４．７０
４８１，５２１．７８
６９２，４１６．８０
２７６，３９４．４２
３２１，６４８．００
８５９，３２９．２３

汽车费用
无形资产摊销
坏帐费用
研发费用摊销

５２６，９７０．４６
４１６，５５３。２４
（２０３，１８１．７８）
７１，５８０．００

５３３，７４７．５３
－
（７３２，０６０．３８）
６３７，２７１．００

９００，１００．４５
－
３，０５２，０２６．９３
６５１，２５５．９７

其他

１，５４４，８１０．９５

３６３，４６０．２９

９９５，７０７．５０

合

６，０３３，８５９．８９

４，７２３，７１０．４９

８，６８５，７４６．０８

计

１９９９、２０００ 年管理费用较 １９９８ 年显著减少，主要是因为坏帐准备计提的减少（从
１９９８ 年开始计提）。
２５、财务费用
项

目

２０００ 年度

利息支出

１９９９ 年度

１９９８ 年度

４，２３４，７３４．７７

３，８５８，４０５．３５

２，６６１，８６７．２８

３８，８４０．１１

１４，２１３．８３

５９，３３０．７０

减：利息收入
汇兑损失

－－－－

－－－－

－－－－

－－－－

－－－－

减：汇兑收益

２０，５６０．２６

手续费

５８，７１７．２５

４，１９８．５０

８４４．４０

４，２３４，０５１．６５

３，８４８，３９０．０２

２，６０３，３８０．９８

合

计

五、关联方关系及其交易
１、存在控制关系的关联公司
本公司不存在有控制关系之关联公司。
２、不存在控制关系但有重大影响之关联公司
公

司

名

称

注册资本

经营范围

与本公司关系

广东榕泰高级瓷具有限公司

１，０００ 万美元

化学瓷餐具、茶具及塑料制品等

发起人

揭阳市兴盛化工原料有限公司

５，０００ 万港元

仿瓷化工原料、仿瓷餐具等

发起人

生产洛美沙量、氟罗沙星等化学药制剂

发起人

广东榕泰制药有限公司

２，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揭阳市鸿凯贸易发展公司

６１６ 万元人民币

塑料制品；高分子聚合物；仿瓷原料及制品

发起人

揭阳市益科电子器材公司

５５０ 万元人民币

电子元件、电子器材、照明电器、家用电

发起人

器

３、存在重大影响关系的关联方交易
（１）租赁土地
公司与揭阳市兴盛化工原料有限公司于一九九七年十二月签署土地租赁协议，承租座
落在揭阳市锡场镇工业区内、土地面积为 １００００ 平方米的土地。该土地月租金为 ８，０００ 元，
租赁期限为一九九七年十二月至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一九九八年度、一九九九年度公司已
分别支付租金 ９６，０００ 元。
（２）受让土地使用权
公司与揭阳市兴盛化工原料有限公司于一九九九年十二月签署土地转让协议，受让座
落在揭阳市锡场镇工业区内、土地面积为 １００００ 平方米的土地。转让价格以评估价格为准，

总计 ２５０ 万元。
（３）支付土地补偿费
公司为了与揭阳市国土局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协议，以出让方式取得座落在揭阳
市锡场镇工业区内、土地面积为 １０３８６ 平方米的国有划拨土地，于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与该
国有划拨土地的原使用者－－揭阳市兴盛化工原料有限公司签署土地补偿协议，向后者支付
土地补偿费 １０４．４ 万元。
六、或有负债
公司不存在重大的或有负债事项。
七、重大承诺事项
公司不存在需披露的重大承诺事项。
八、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
公司不存在需披露的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
九、非货币性交易
公司不存在需披露的非货币性交易。
十、其他重要事项说明
发行前公司原始会计报表与已审会计报表的差异情况列示如下：
项
目
１９９８ 年
１９９９ 年
资

２０００ 年

产：
原报表数

２２５，１１６，３２６．３１

２３７，０３１，６７８．５３

２５８，７２７，６０２．４３

已审数

２２１，２８２，７１５．２９

２３４，４８２，６７０．０１

２６９，５６３，２２３．４３

差异数

－３，８３３，６１１．０２

－２，５４９，００８．５２

１０，８３５，６２１．００

原报表数

６７，１２３，７６８．００

４４，０６４，０５９．５９

９５，７６３，８３６．８４

已审数
差异数
所有者权益：
原报表数

６８，１１１，６１１．５７
９８７，８４３．５７

９８，６６１，７７７．４１
５４，５９７，７１７．８２

１１９，３１８，３７８．９８
２３，５５４，５４２．１４

１５７，９９２，５５８．３１

１９２，９６７，６１８．９４

１６２，９６３，７６５．５９

已审数

１５３，１７１，１０３．７２

１３５，８２０，８９２．６０

１５０，２４４，８４４．４５

差异数

－４，８２１，４５４．５９

－５７，１４６，７２６．３４

－１２，７１８，９２１．１４

原报表数

１９１，５００，２８０．４７

２１０，６６４，１０４．１５

２３０，１９３，１４３．７２

已审数
差异数

１９１，５００，２８０．４７
０

２１０，６６４，１０４．１５
０

２３０，１９３，１４３．７２
０

原报表数

１５３，７３６，５７２．１６

１７２，０５６，５５１．６５

２０３，８８２，８７１．４０

已审数

１５８，５５８，０２６．７５

１７４，０１４，３１５．２７

２０３，７６９，１９１．８７

负

收

费

债：

入：

用：

差异数

４，８２１，４５４．５９

１，９５７，７６３．６２

－１１３，６７９．５３

原报表数

３７，７６３，７０８．３１

３８，６０７，５５２．５０

２６，３１０，２７２．３２

已审数

３２，９４２，２５３．７２

３６，６４９，７８８．８８

２６，４２３，９５１．８５

差异数

－４，８２１，４５４．５９

－１，９５７，７６３．６２

１１３，６７９．５３

净利润：

说明：１、１９９８ 年末资产减少了 ３，８３３，６１１．０２ 元，主要是因为追溯计提坏帐准备 ２９０
多万元（９９ 年帐面已调整），以及补提折旧、补摊费用 ９０ 多万元；负债增加了 ９８７，８４３．５７
元，主要是补计税金及附加、工会和教育经费；上述调整导致费用增加、净利润及所有者
权益减少了 ４，８２１，４５４．５９ 元。
２、１９９９ 年末资产减少了 ２，５４９，００８．５２ 元，主要是补计当年及滚动调整 ９８ 年少
计、少转成本、费用、税金；负债增加了 ５４，５９７，７１７．８２ 元，主要是会计师将公司董事会
作出的现金股利分配预案 ５４００ 万元作为资产负债表日后调整事项在应付股利科目反映；以
上 调 整 导 致 费 用 增 加 、 净 利 润 减 少 了 １，９５７，７６３．６２ 元 ， 并 导 致 所 有 者 权 益 减 少 了
５７，１４６，７２６．３４ 元。
３、２０００ 年末资产增加了 １０，８３５，６２１．００ 元，主要是因为会计师将年末未达帐项
中的短期借款 １１５０ 万元调增货币资金，同时补提存货跌价准备 ６８ 万元；负债增加了
２３，５５４，８４６．２２ 元，一方面是因为补记未达帐中的短期借款，另一方面是因为会计师将公
司董事会作出的现金股利分配预案 １２００ 万元作为资产负债表日后调整事项在应付股利科目
反映；费用减少、净利润增加了 １１３，６７９．５３ 元，原因为：Ａ、９９ 年由于成本计算方法失当
而虚增的在产品成本 ８３ 万元随着产品完工、销售转入当年销售成本，会计师按会计差错调
整的相关会计准则调减年初未分配利润和调减当年销售成本（９９ 年已审会计报表已按此原
则调整）；Ｂ、补提存货跌价准备 ６８ 万元等；上述原因导致所有者权益减少了 １２，７１８，９２１．１４
元。

广东榕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募集资金运用的可行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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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全体董事同意的募集资金运用可行性分析
为了保证募集资金安全、合理、高效地使用，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经充
分研究，广东榕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组织编制了募集资金运用的可行性分析报
告。公司董事会成员认真审阅了本报告，认为本报告全面、准确、客观地分析
了募集资金所投项目的可行性和效益性，不存在任何重大之遗漏、错误和误导。
公司董事会及其成员对本报告的真实性、完整性及准确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董事会全体成员签字：杨启昭
朱

伟

李林楷
吴光国

李

丹

吕中林

林岳金
张利国

广东榕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〇一年元月八日

罗海雄

二、公 司 概 况
广东榕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股份公司”）是经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
厅粤办函 ［１９９７］６８３ 号文和广东省体改委粤体改［１９９７］１３３ 号文批准，由广东榕泰高
级瓷具有限公司和揭阳市兴盛化工原料有限公司作为主要发起人并以评估确认后的生
产经营性资产作为出资，联合广东榕泰制药有限公司等其它三家以现金出资的企业法
人共同发起，以发起方式于 １９９７ 年 １２ 月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公司设立后，确定了高分子复合新材料作为企业发展的主攻方向，通过建立
完善的技术开发机构，建立高素质的科研队伍，营造良好的技术创新环境，加大科研
开发投入，开发出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新一代树脂基复合材料— — ＭＬ 复合新材
料，建立了完善的质量保证体系，使产品迅速形成产业化，发挥规模效益。１９９８ 年 ９
月，股份公司被国家科技部火炬计划办公室确认为重点高新技术企业。企业及其产品
在国内外均享有较高的声誉，竞争能力、经济效益逐年提高。

三、募集资金的计划用途和立项审批
本次向社会公众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４０００ 万股，拟按 ９．９０ 元／股溢价发行。若本
次股票发行成功，扣除发行费用后，实际筹集资金 ３８，４００ 万元，本公司董事会经过
认真研究和论证，计划投资下列项目：
（１）投资 １８，５６６ 万元，实施年产 ６ 万吨 ＭＬ 复合新材料项目，该项目已经广东
省发展计划委员会计工［１９９９］４６８ 号文和广东省重化工业厅粤重化规（１９９９）５９ 号文批
准立项，该项目被国家科技部火炬计划办公室列为 ２０００ 年重点国家级火炬计划项目；
（２）投资 ５，８８６ 万元，实施年产 ７ 万吨甲醛生产项目，该项目已经广东省发展
计划委员会粤计工［２０００］２２９ 号文批准立项；
（３）剩余募集资金 １３，９４８ 万元用于补充企业流动资金，具体用途如下：
1）8,500 万元用于补充年产 6 万吨 ML 复合新材料项目和年产 7 万吨甲醛项目的
配套资金；
2）3,980 万元用于补充企业生产流动资金；
3）1,468 万元用于进一步建设股份公司的营销网络。

四、分析的前提和假设

１．本次发行能按期进行，募集资金如期到位；
２．国家现行政策不发生重大变化；
３．市场物价不发生重大变化；
４．资金所投项目按立项计划和建设工期正常进行；
５．无其他不可抗拒、不可预见的重大事件发生。

五、资金运用的具体分析
（一）年产 ６ 万吨 ＭＬ 复合新材料投资项目
１．项目投资的必要性
ＭＬ 复合新材料是本公司在发起人之一揭阳市兴盛化工原料有限公司原有产品技术
水平的基础上，通过加大科研开发经费的投入，反复的实验，成功开发出的新一代树
脂基功能复合材料（列国家科技部、财政部、税务总局共同编制的《中国高新技术产
品目录》中 06040011 序号，属国家优先支持发展的新材料），为传统密胺塑料的升级
换代产品。同国内外密胺塑料比较，ＭＬ 复合新材料具有性能更高、生产成本更低、应
用领域更宽等优势。
ＭＬ 复合新材料的成功开发填补了国内空白，该材料的配方和工艺已向国家知识产
权局申请了发明专利（号码：９９１１６２６８．４），本公司拥有完全自主的知识产权。该产
品于 ２０００ 年 ６ 月被国家科技部、国家税务总局、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国家质量技
术监督总局和国家环保总局联合授予国家重点新产品证书；２０００ 年 １１ 月 ７ 日，ＭＬ 复
合新材料被广东省科学技术奖评审委员会办公室评为 ２０００ 年度广东省科学技术进步
一等奖；目前正由广东省科技厅推荐申报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
由于创新配方和工艺设备，质量达到或超过国际标准，且生产成本低，极具竞争
优势。该材料除用于制造高档电器配件、汽车零件和日用品外，还可作为塑料鼓风清
除材料，被国外用于飞机旧漆干剥离技术，这是 ＭＬ 复合新材料特有的应用领域。ＭＬ
复合新材料不但可以完全替代进口，还可出口创汇。但本公司现有年产 ２．３ 万吨 的
产量只能满足国内市场需要的 １０％，国内市场其它大部分需求仍需依靠进口，每年我
国进口该类材料都在 １０ 万吨以上。年产 ６ 万吨 ＭＬ 复合新材料项目全面达产后，本公
司的生产能力为 ８．３ 万吨，该材料在国内外市场需求很大，考虑到出口创汇的因素（本
公司该产品 ４０％左右出口），国内的市场满足率将只能达到 ３５％左右。另外，由于欧美

等国家对该类型材料的制成品进口课税较重，若我国加入 ＷＴＯ 后，这些国家进口税赋
降低，必定大大刺激我国该材料制成品出口增长，从而对该材料的国内需求带来积极
影响。因此，为了满足国内外市场对 ＭＬ 复合新材料的需求，股份公司董事会认为必
须抓住机遇，尽快扩大生产规模，根据详细论证分析，年产 ６ 万吨 ＭＬ 复合新材料项
目投资是非常必要的。
２．投资项目主要内容
本项目的实施内容主要分为三个部分：
①生产场地基建，包括建设四层钢筋混凝土生产车间 ４ 座、五层科研大楼 １ 座、
原料仓库、产品仓库、工具仓库等若干基建工程；
②年产 １．５ 万吨生产线 ４ 条，主要设备项目包括：５０００ 升反应釜 ４ 个、３０００Ｌ
捏合机 ８ 台、六层自动控制履带式烘干机 ４ 条、粉碎机 ８ 台、球磨机 ８ 台和相应的环
保装置等；
③公用配套设施，包括建设工期供汽、供电和供水系统，配套办公、环保和消
防等公用设施。
３．工艺流程及主要设备
本项目的工艺技术立足于公司自主开发的“年产 １．５ 万吨 ＭＬ 复合新材料”新工
艺（１９９９ 年已通过国家科技部国家级火炬计划项目验收合格），新建四条同样生产线，
达到新增 ６ 万吨／年 ＭＬ 复合新材料的规模。
项目生产工艺流程是公司多年来在生产 ＭＬ 复合新材料的过程中不断创新和完善
形成的专有工艺流程，一些关键设备为自行设计制造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专利设备，
并通过生产实践被证明是先进和可靠的。ＭＬ 复合新材料采用三聚氰胺、甲醛、助料 Ｍ
和助料 Ｌ 为基料，在一定温度和催化剂作用下缩聚后，经与木浆捏合，再经脱水干燥、
粉碎、球磨和筛分得到成品。其流程如下：
向反应釜内按一定配比加入三聚氰胺、甲醛、助料和催化剂等，加热进行缩聚反
应，反应过程中调节酸碱度和溶液粘度，得到三聚氰胺树脂。
树脂液通过管道转移至捏合机，再加入木浆、填料和脱模剂，控制好温度及时间，
通过多向旋转控制单元，保证材料捏合的均匀快速。
利用自动控制履带式烘干线，干燥捏合得到的复合材料湿料。干燥过程中温度是
保证高分子不失活的主要参数，并按不同牌号控制一定时间内完成整个烘干过程。

干料经粉碎后由管道自动输送到球磨机，进入球磨工序。球磨机磨珠的选择至关
重要，装配制冷装置，避免因球磨过程摩擦发热使材料分子失活。
本项目包括年产 ６ 万吨复合材料的自动化生产线，生产线的主要设备包括：
（１）聚合反应釜
企业使用国产 ５０００ 升型反应釜，并加以改造，以保证第一道工序产品质量的稳
定。
（２）捏和机
股份公司使用加以改造进的国产 ＳＨ－５００ 型捏合机，保证材料捏和快速均匀，并
以两台捏和机配套一台聚合釜使用。
（３）自动控制履带式烘干线
自动控制履带式烘干线是一条长 ４０ 米，宽 ３ 米，高 １．８ 米，用不锈钢板包镶隔
热板组成的封闭式箱体。是企业自主设计的设备，该设备装配温度控制部件，使箱内
温度保持在一定范围，保证不致因温度太高而使物料分子失去活性，或温度太底影响
脱水效率，并可根据不同牌号复合材料的要求，设定烘干时间和温度，达到最佳效果，
既达到湿料脱水的要求，又能保持必要的含水率，使材料分子保持最佳活性状态。
（４）球磨机
股份公司使用经改进的国产 ＴＶ／１８００－２１００ 球磨机 ，配以特有的石制磨球，生
产使用效果良好。
股份公司还对球磨机进行改造，增加制冷装置，从根本上解决了球磨过程发热
影响粉料质量和外观的生产难题。
（５）环保装置
包括两套不同装置：
①甲醛尾气回收装置，该装置大大地降低了甲醛的排放量，使生产过程符合环
保要求。
②粉尘回收装置，该装置用以将粉尘回收后回送球磨机，既减少产品损失，又
确保粉尘排放量达标。
４．项目投资估算及进度安排
据测算，本项目总投资金额估算为 １８，５６６ 万元，其中建设投资额 １６，９８８ 万元，
铺底流动资金 １，５７８ 万元。建设投资中固定资产投资 １３，４７４ 万元，无形资产和递延

资产 １，６９３ 万元，常规预备费 １，８２０ 万元；固定资产投资中设备购置及安装工程 ９，５３４
万元，建筑工程投资 ２，９７５ 万元，其他费用 ９６５ 万元。
ＭＬ 复合新材料项目投资估算表
序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单位：万元）

设备购置

安装工程

估算价值
建筑工程

其它工程
９６５

合计

１

固定资产费用

８３６３

１１７１

２９７５

１．１

工程费用

８３６３

１１７１

２９７５

１２５０９

生产装置

６９７５

７２３

１３１５

９０１３

辅助生产项目

４８１

８３

７３７

１３０１

公用工程

７８４

３５０

２６７

１４０１

服务性工程

７０

１５

６５６

７４１

备品备件购置费

３８

３８

工器具及生产家具购置费

１５

１５

１．１．
１
１．１．
２
１．１．
３
１．１．
４
１．１．
５
１．１．
６

１３４７４

１．２

其它固定资产费用

９６５

９６５

２

无形资产及递延资产

１６９３

１６９３

３

常规预备费

１８２０

１８２０

４４７８

１６９８８

合

计

８３６３

１１７１

２９７５

股份公司成功发行股票并上市后，募集资金到位，即可开始 ＭＬ 复合新材料的厂
房、场地的基础工程建设，同时，做好主要设备的采购和建造工作，引进关键的生产
设备和检测设备。由于选址及环境、消防等论证工作已经先期完成，生产车间和设备
图纸也已完成，基础土建工程和设备订购可在四个月内完成；设备安装两个月完成；
设备调试、试产需要两个月左右。
在动工十个月后即可正式投产并达产 ５０％，第二年达产率为 ８０％，以后达产率为
１００％，实现年产 ＭＬ 复合新材料 ６ 万吨的设计生产能力。
５．主要原材料的供应和环境保护
生产 ＭＬ 复合新材料的主要原材料是甲醛、三聚氰胺，助料 Ｍ 和 Ｌ、木浆以及其它
辅料。
本公司年产 ７ 万吨甲醛项目全面投产后，原料甲醛完全可以实现保障供应；三聚

氰胺由国内一些大型化工厂供应，本公司已与他们建立了长期供货合同；助料 Ｍ 和 Ｌ
从广州、上海等地购买；木浆目前可从广西、福建等地购买，本公司正在研究开发木
浆的替代品，以后该材料也可实现自己供给。
该项目严格执行国家有关环境质量标准。项目的主要污染源主要有反应、捏合和
烘干过程中产生的少量甲醛尾气、球磨和粉碎过程中产生的少量粉尘、球磨设备生产
过程中产生的噪声等。对甲醛尾气，拟采用冷凝回收装置来回收；球磨设备生产过程
中产生的噪声拟采用消声装置以降低噪声；球磨和粉碎过程中产生的少量粉尘拟采用
静电除尘和脉冲除尘来消除。
国家环保总局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对本项目出具了《环境影响报告书》，经评价
认为：“项目施工和建成投产后，在正常情况下，对该区域的环境影响可以承受”。
经广东省环境保护局监测，出具粤环函［２００１］２８ 号《关于广东榕泰实业股份
有限公司环境保护情况核查意见的函》证明：“公司成立以来，重视环境保护工作，
排放污染物达到国家或地方规定的排放标准，污染物排放量控制在地方

下达的总量

指标内；公司拟投资建设的 ＭＬ 复合新材料项目，在正常生产情况下，对环境的影响
是可以承受的”。
６．项目的选址、占用土地的情况
本项目建设场地位于广东省揭阳市揭东经济开发试验区工业园，距揭阳市中心及
火车站 ６ 公里处。
本项目总占地面积约 ５６０６０ 平方米，建构筑物占地 １７９２０ 平方米、道路及广场占
地 １６８００ 平方米、绿化占地 ８４１０ 平方米。占用的土地拟以出让方式取得。
７．项目的产出和营销情况
目前，本公司 ＭＬ 复合新材料的设计生产规模为年产 １．５ 万吨，实际生产能力为
年产 2.3 万吨，产品自投产以来，一直供不应求，产销率达 98%。本项目全面达产后，
设计生产规模将为年产 ７．５ 万吨，实际生产能力将达 8.3 万吨。
据统计，在国内市场，我国仿瓷制品厂每年密胺塑料总需求量约 １４ 万吨以上，
并有继续增加的趋势；在国外市场，仅泰国、越南年用密胺塑料量约在 １３ 万吨以上，
其它国家和地区如土耳其、中东、巴基斯坦、印度等地的厂家年总需求量约 ２０ 万吨
以上。
目前我国主要密胺塑料生产商的总生产能力为每年 １－１．５ 万吨，亚洲主要生产

商集中在日本和台湾，每年总生产能力在 ２０ 万吨左右。本公司与以上国内外厂商生
产的密胺塑料相比，在产品配方、生产工艺、生产成本和应用领域方面有很大不同。
在价格方面，本公司产品在国内市场销售平均价格约每吨 ９０００ 元，其它厂家产品销
售价格约每吨 １２０００ 元，进口产品价格约每吨 １３０００ 元；在质量性能方面，ＭＬ 复合新
材料除符合国家标准 ＨＧ２－８８７－７６ 外，用其生产的制品还能达到 ＦＤＡ、ＥＮ７１ 等国际
卫生标准；在应用领域方面，经特殊工艺处理的 ML 复合新材料还可应用于制造塑料
鼓风清除材料，该材料年需求量逐年上升。
本公司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全部达产后，ＭＬ 复合新材料的市场占有率将由目前
１０％提高至 ３５％左右（按总产量 ６０％内销，４０％外销计算），加之还有广阔的国外市场可
以拓展，因此，ＭＬ 复合新材料将具有较大的市场潜力。
目前，本公司产品主要是采用直接购销的方式销售，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公司
将进一步增大国内国外营销网络的建设，计划在上海、深圳、广州、厦门、南京、香
港、曼谷、迪拜等地建立销售分公司。同时，还对客户全面实现网络化管理，为客户
提供更及时、高效的服务。
８．项目的组织方式及实施进展情况
本公司已委托甲级化学工程设计单位─中国寰球化学工程公司组织实施项目的
设计和监理工作，使项目建设过程中从方案的确立、实施的规划，到材料设备的选型、
装置仪表的安装调试、生产的预试车和投料试车都得到有力的技术保证。目前，中国
寰球化学工程公司已根据国际国内产品市场、工艺技术情况等对项目的产品市场、工
艺技术方案、环保、安全及经济效益等进行分析研究后编制了《ＭＬ 复合新材料项目可
行性研究报告》，并已提交项目主管部门审查。本公司已开始设备选型并与设备供应
商谈判，在确保技术先进可靠的前提下，争取以最优的价格签订合同。
９．经济效益测算与主要财务经济指标
（１）盈利分析
该项目建成投产后，如能按设计的生产能力满负荷生产，可年产 ＭＬ 复合新材料
６ 万吨，以下效益测算仅考虑该项目形成的生产效益。
① 产品销售收入
年新增销售收入：５５，２００ 万元
② 总成本估算

年总成本：２９，５４０ 万元
③ 税后利润
年新增净利润：８，１３６ 万元
（２）主要财务经济指标（项目生产期按 １５ 年计算，基准折现率为 １２％）
① 投资利润率
所得税前：６５．４１％
所得税后：４３．８２％
② 投资利税率：７９．４３％
③ 投资回收期：
所得税前：２．４ 年（含一年建设期）
所得税后：３．４ 年（含一年建设期）
（３）敏感性分析
该项目在销售价格减少 ２０％、可变成本增加 ２０％、投资增加 ２０％的情况下，所得税
前后内部收益率都在 １２％以上，具有较强的抗风险能力。
综合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该项目在工艺技术上是可行的，经济上是合理的。
（二）年产 ７ 万吨甲醛项目
１．项目投资的必要性
（１）是 ＭＬ 复合新材料扩大生产规模重要保证
甲醛是 ＭＬ 复合新材料生产中消耗量最大的原料，每吨产品需要甲醛 ９００ 多公斤，
本公司 ２０００ 年年产 １．５ 万吨 ＭＬ 复合新材料生产线满负荷发挥效益，实际产量超 ２ 万
吨。加上拟投资年产 ６ 万吨生产规模，共需甲醛约 ７ 万吨，约相当于国内目前一个大
型甲醛厂的年生产量。因此，甲醛的供应和质量对公司主导产品 ＭＬ 复合新材料的生
产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
甲醛是一种气体，本公司使用的是约 ３７％的水溶液，它是有刺激气味的无色液体，
其蒸气与空气混合后形成爆炸性混合物，爆炸极限为 ７￣７３％（体积），着火温度约 ３００°Ｃ。
由于其含水量较大，并具有一定的危险性，甲醛不便于长途运输。
甲醛是一种常用的化工原料，其生产工艺简单，且生产甲醛的原料甲醇供应充足。
我国目前共有甲醛生产装置 １４０ 多套，生产能力约 ２００ 万吨左右。由于不便于长途运

输，所以甲醛的生产主要分布在用量比较集中的地区，从地域上看，主要分布在华北、
华东地区，以上地区甲醛的生产量占全国总生产量超过 ７０％，华南地区分布较少，本
公司所在地广东省东部地区没有甲醛生产厂。本地区所需的甲醛主要从 ４００ 公里以外
的地区（如广州和福建等地）采购。
因此综合考虑本公司的甲醛的大量需求和本地区的甲醛实际供应状况。在投资实
施年产 ６ 万吨 ＭＬ 复合新材料生产规模的同时，建设年产 ７ 万吨甲醛的配套项目是十
分必要的。
（２）有利于保证 ＭＬ 复合新材料质量进一步提高
ＭＬ 复合新材料生产工艺中，甲醛直接以 ３７％的水溶液形态进入反应釜。本公司目
前使用的甲醛全部由国内不同厂家提供。由于各个厂家生产的甲醛质量各有不同，甚
至同一厂家在不同时期生产的甲醛质量也有所区别。多厂供应，原料质量不稳定，这
给 ＭＬ 复合新材料的生产控制、技术操作等带来很大不便，降低了生产效率，也直接
影响 ＭＬ 复合新材料的生产质量的进一步提高。
本公司一贯重视产品质量，为了更好地保证 ＭＬ 复合新材料质量的稳定性，进一
步提高产品质量，开拓产品更广阔应用范围。建立自身配套甲醛生产厂，通过严格控
制甲醛的质量，实现向上游原料延伸的质量管理，是十分有必要的。
（３）可降低 ＭＬ 复合新材料的生产成本
工业甲醛含水量较多，运输费用高。由于本公司所在地广东省东部地区没有甲醛
生产厂，本公司生产用的甲醛主要从广州和福建多个厂家采购，每吨到厂运费约人民
币 ２００ 元。按目前公司实际生产能力计算，年需支付甲醛运输费用 ４００ 多万元。
年产 ６ 万吨 ＭＬ 复合新材料投产后，如果采用自产甲醛做原料，每年单节约运费
就达 １４００ 万元，这还不包括自产甲醛低于市售甲醛的价格差。年产 ７ 万吨甲醛生产
项目建成后，将显著降低 ＭＬ 复合新材料的生产成本，提高该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此外，甲醛的生产成本主要决定于其主要生产原料甲醇的价格，目前国内的甲醇
供应充足，价格稳中有降，对本公司甲醛的生产成本非常有利。
综上所述，不论从保证 ＭＬ 复合新材料的原料供应、还是从提高产品质量和降低生产成本的方
面考虑，建设年产 ７ 万吨甲醛配套生产项目是非常必要的。

２．项目实施的技术可行性
（１）甲醛生产工艺和技术在我国已经十分成熟，国内已有一批掌握甲醛生产工
艺和技术的专业人才，公司考虑从以上人员中引进部分专业人才，选择适合本公司的

工艺技术。
（２）拟建项目由国内著名的甲级化工设计公司设计监理，确保采用技术和设备
的先进性和可行性
本公司年产 ７ 万吨甲醛生产项目已委托我国著名的甲级化学工程设计单位——中
国寰球化学工程公司设计和监理，目前，已完成编制了可行性研究报告。由于有专业
的工程设计公司的参与，投资项目建设过程中从方案的确立、实施的规划，到材料设
备的选择定型、装置仪表的安装调试、生产的预试车和投料试车都将得到强有力的技
术保证。
在项目的实施上，本公司将选择具有大型甲醛生产装置施工资质和经验的施工单
位承担本项目建设，确保设备安装和项目建设的质量。
（３）人才的储备和培训方面准备充分，确保项目能成功投产并正常生产
本公司为化工行业的较大型企业，有教强的技术力量，并专门从事甲醛下游产品
的开发、生产，对甲醛的生产技术和工艺有一定的了解，有部分专业技术人才已掌握
甲醛的生产工艺和技术。此外，为准备实施年产 ７ 万吨甲醛生产项目，公司已从国内
其它甲醛生产企业引进了资深工程师两名，他们十分熟悉甲醛的生产设备、工艺和技
术；同时，本公司多次选派技术人员到国内大型甲醛生产厂家学习培训，使该项目在
人才储备上有了充足保证，确保项目能成功投产并正常生产。
因此，项目的实施方案和规划是可行的，工艺技术、人才是有保证的。
３．项目投资的主要内容
甲醛装置的关键设备有甲醇蒸发器、甲醇氧化反应器和吸收塔等，该三部分设备
选择的适当与否，将直接影响甲醇的转化率和装置的能耗，直接影响到产品质量和生
产成本。其它配套设备包括空气滤清器、鼓风机、循环器分离器、蒸汽锅炉、冷却器、
进样泵和冷凝器等。
在本项目中，为了保证生产装置能正常、平稳、安全生产，根据当前国内外的生
产操作经验，生产装置采用集散控制系统（ＤＣＳ 系统）来控制，将生产操作所必要的
工艺参数均集中于控制室里，包括工艺工程的监测、控制、报警和管理，甚至紧急停
车也将在控制室里进行。
４．工艺流程

鉴于铁钼法具有的生产成本低、能耗低、设备简单和收率高等优点，本项目拟采
用空气过量的铁钼法技术生产甲醛。
液体甲醇泵送到甲醇蒸发器，气化后的气体甲醇与空气混合，混合后的气体经预
热器加热后用风机送入反应器。在反应器中甲醇与氧在装有催化剂的列管内反应生成
甲醛，反应为强放热反应，热量由导热油移走，以保证最佳操作温度和最少的副反应，
反应器中的主反应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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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工艺技术甲醛的吸收率可以达到 ９３％以上。
反应生成气经两步冷却至 １３０°Ｃ，即反应生成气进锅炉给水预热器，然后进低压
蒸汽锅炉，生成的蒸汽用于甲醇汽化。
含有甲醛的气体送至甲醛吸收塔，在甲醛吸收塔中用水吸收生成的甲醛。吸收塔
顶部的气体一部分净化后达标排放，大部分返回反应器作为稀释液，成品甲醛在甲醛
吸收塔底部收集送产品贮罐。
５．产品市场情况
在化学工业中，甲醛是一种重要的基本有机化工原料，是甲醇最重要的衍生产品
之一，其下游产品及最终产品多种多样，主要用于如下几方面：
Ａ．用于生产合成材料如酚醛树脂、脲醛树脂、聚甲醛、维尼纶、模塑料等；
Ｂ．制备有机化工产品如季戊四醇、１，４－丁二醇、新戊二醇、异戊二醇、三羟甲
基丙烷、合成吡啶、六亚甲基四胺（乌洛托品）等；
Ｃ．用于生产炸药、医药、染料和农药的中间体及杀菌剂、防腐剂等。
目前，全世界甲醛的生产能力为 ２３９５．４ 万吨，主要分布在西欧和北美地区。２０００
年甲醛的实际消费量已达到约 ２３００ 万吨，预计 ２００１ 的甲醛消费量将突破 ２５００ 吨，

甲醛的生产与消费已进入大宗化工产品的行列；我国甲醛的现有生产能力约为 １９０ 万
吨，近几年甲醛的需求量一直保持较快增长，尤其是高附加值的甲醛衍生物如聚甲醛、
多聚甲醛、多元醇等增长更为迅速，２０００ 年全国甲醛总的需求量已达到 ２００ 万吨，预
计 ２００１ 年的需求量将达到 ２２０ 万吨。
本公司年产 ７ 万吨甲醛生产项目建成投产后，全部用于供给公司 ＭＬ 复合新材料
生产用，目前，ＭＬ 复合新材料的生产远远不能满足国内外市场的需要，因此，年产 ７
万吨甲醛项目建成后不存在市场问题。此外，本公司所在地广东省东部地区有很多夹
板、木地板、家具和粘胶等生产厂家，年甲醛需求量在 １０ 万吨以上，目前主要由区
外供给，因此，即使本公司甲醛有少量超产或剩余，也可凭借运输成本低、供应方便
的优势直接销往本地市场。
６．原料供应
甲醛生产的主要原料是甲醇。目前，国内市场上甲醇产需量供大于求，本项目所
需的甲醇将从国内市场上采购，货源充足。本公司甲醇每年的需求量约为 ２９９６０ 吨，
从广东或福建等地购买，用船直接运输到本公司码头。
７．项目存在的环保、安全问题及采取的措施
（１）项目的环保情况
本甲醛装置采用了先进的工艺技术，自动化水平高，生产用水全部循环使用，无
废渣、废水直接排放，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少量甲醇尾气已在配套环保装置中回收利用。
项目只需落实正常的环保措施，对环境的影响是可以承受的。
国家环保总局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对本项目出具了《环境影响报告书》，经评价
认为：“项目施工和建成投产后，在正常情况下，对该区域的环境影响可以承受”。
经广东省环境保护局监测，出具粤环函［２００１］２８ 号《关于广东榕泰实业股份有
限公司环境保护情况核查意见的函》证明：“公司拟投资建设的甲醛项目，在正常生
产情况下，对环境的影响是可以承受的”。
（２）项目存在的安全问题及采取的措施
本装置加工的物料甲醇为易燃易挥发有毒液体，生产的甲醛为有刺激眼鼻的刺激气味的液体，因此在设计和操作管

理上采取了有效的安全卫生防范措施，生产系统密闭操作、设置安全排放系统、设置自动安全报警设施、装置防火消防
系统、装置个人卫生设施等，以消除装置生产过程的危害人体健康的不安全因素。

８．项目的选址及占地情况
由于本项目是年产 ６ 万吨 ＭＬ 复合新材料的配套项目，因此项目的建设场地与 ＭＬ
复合新材料的建设场地一致，都是位于广东省揭阳市揭东经济开发试验区工业园内。
本项目总占地面积约为 １０４４０ 平方米，建构筑物占地 ３４８０ 平方米、道路及广场
占地 １２００ 平方米、绿化占地 １５６６ 平方米。占用的土地拟以出让方式取得。
９．项目投资估算
本项目总投资金额估算为 ５，８８６ 万元，其中建设投资 ５，５８０ 万元，铺底流动资金
为 ３０６ 万元。建设投资主要为：固定资产投资 ４，４５５ 万元，无形资产和递延资产 ５２８
万元，常规预备费 ５９８ 万元；固定资产投资中设备及安装工程 ３，７７２ 万元，建筑工程
投资 ３８０ 万元，其它费用 ３０３ 万元。
该项目建设期 ６ 个月，项目建成投产后，第一年达产率为 ８０％，以后达到年产 ７
万吨的设计生产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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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项目的组织方式和实施进展情况
本公司已委托中国寰球化学工程公司组织实施项目的设计和监理工作。目前，中国寰球化学
工程公司已根据国际国内产品市场、工艺技术情况等对项目的产品市场、工艺技术方案、环保、
安全、资金及经济效益等进行分析研究后编制了《甲醛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并已提交项目主管
部门审查。本公司已开始设备选型并与设备供应商谈判，在确保技术先进可靠的前提下，争取以
最优的价格签订合同。

１１．经济效益测算
（１）盈利分析
该项目建成投产后，如能按设计的生产能力满负荷生产，可年产甲醛 ７ 万吨，以
下效益测算仅考虑该项目形成的生产效益。（由于该项目生产的甲醛主要供本公司 ＭＬ
复合新材料生产用，经济效益的测算是参照同类产品的市场价格进行的）
① 产品销售收入
年新增销售收入：８８２９ 万元
② 总成本估算
年总成本：５６７２ 万元
③ 税后利润
年新增净利润：１４７９ 万元
（２）主要财务经济指标（项目生产期按 １５ 年计算，基准折现率为 １２％）
① 投资利润率
所得税前：３７．５０％
所得税后：２５．１３％
② 投资利税率：４５．９９％

③ 投资回收期
所得税前：３．２ 年（含一年建设期）
所得税后：４．５ 年（含一年建设期）
（３）敏感性分析
该项目在销售价格减少 ２０％、可变成本增加 ２０％、投资增加 ２０％的情况下，所得税
前后内部收益率都在 １２％以上，具有较强的抗风险能力。
此外，考虑到年产 ７ 万吨甲醛项目的投产将使公司甲醛的采购成本大大降低，供
应和质量更加稳定，这将显著降低公司主导产品 ＭＬ 复合新材料的生产成本，提高产
品的质量和市场竞争力，该项目的经济效益将进一步提高。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该项目在工艺技术上是可行的，经济上是合理的。
（三）剩余募集资金 １３９４８ 万元用于补充本公司流动资金，具体用途如下：
1）8,500 万元用于补充年产 6 万吨 ML 复合新材料项目和年产 7 万吨甲醛项目的
配套资金
本公司委托中国寰球化学工程公司编制的上述两个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可行性研
究报告论证，两个项目的总投资 24452 万元，其中建设投资 22568 万元，铺底流动资
金 1884 万元。以上两个项目建成投产后，本公司的产品生产能力和销售收入将大幅
度增加，公司在原材料采购、在产品、产成品及应收帐款等方面占用的流动资金都将
有较大的增加，因此需要补充流动资金，以确保生产经营的正常运转。本公司 2000
年度的主营业务收入为 23019 万元，存货和应收帐款两项实际占用的流动资金为 8738
万元，以上项目投产后，本公司年新增主营业务收入 55200 万元，根据本公司生产经
营对流动资金的实际占用情况，为满足生产营运对流动资金的最低要求，需配套流动
资金 10384 万元，除已列入投资金额中的铺底流动资金 1884 万元外，需增加项目配
套流动资金 8500 万元。
2）3,980 万元用于补充企业生产流动资金
本公司是以开发、生产高分子复合新材料为基础、技术和资金密集程度较高的企
业，流动资金占用量较大。同时，股份公司的产品按照行业经营惯例，一般流动资金
周转需 60—90 天。由于自有资金不足，企业流动资金一直处于紧缺状态，因此需要
补充 3,980 万元流动资金，以确保生产经营的正常运转。

3）1,468 万元用于进一步建设股份公司的营销网络
上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成投产后，本公司的生产规模将迅速扩大，为保证公司
生产经营过程的连续性和正常循环，公司将投入 1,468 万元资金用于进一步建立国内、
国外营销网络，进一步拓展市场，提高公司产品的市场占有率，使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尽快产生效益。

六、募集资金运用的年度使用计划：
募集资金运用的年度使用计划表
项

目

（单位：万元）
２００１ 年

２００２ 年

年产 ６ 万吨 ＭＬ 复合新材料投资项目

１６５００

２０６６

年产 ７ 万吨甲醛项目

５５００

３８６

补充流动资金

５９６８

７９８０

７９６８

１０４３２

合

计

七、项目可行性报告的结论
通过上述针对各项目的可行性分析及募集资金的使用计划安排，本公司认为募
集资金的投向都是可行的，有较好的市场前景和投资回报率。通过对上述各项目的投
资，并合理安排资金的投入，将极大地有利于本公司获得理想的盈利能力和成长性；
有利于本公司在激烈的同行业竞争中脱颖而出，取得领先的竞争优势；有利于本公司
降低经营风险，保证公司经营的稳定性。若无其它不可预测因素影响，在上述投资项
目完成后，本公司的实力将得到进一步的壮大，其意义不仅在于可以极好地回报广大
投资者，而且还能增加国家外汇收入，扩大政府财政收入和社会就业，具有良好的社
会效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