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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上海丰科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辅导工作的总结报告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监管局： 

根据中国证监会《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和《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以及

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城证券”或“我司”）于 2016

年 12 月与上海丰科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丰科生

物”或“公司”）签署的《辅导协议》，长城证券作为丰科生物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的辅导机构，对丰科生物进行了辅导。2016 年

12 月 23 日，长城证券在贵局进行了丰科生物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上市的辅导备案。截至目前，辅导工作己取得了良好效果，

达到了辅导计划的目标要求 。现将进入辅导期以来的辅导工作

具体情况报告如下：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上海丰科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2001年12月17日，

系经上海市人民政府沪府体改审（2001）029 号《关于同意设立

上海丰科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批复》批准，并经上海市工

商行政管理局核准登记的股份有限公司，设立时注册资本为

1,800 万元。2007 年 8 月 19 日，经公司股东大会决议通过，公

司增加注册资本人民币 3,299.0923 万元。2008 年 11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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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公司股东大会决议通过，公司增加注册资本 1,200.9077 万元，

增资后公司注册资本变更为 6,300 万元，股本总额增加至 6,300

万股。2010 年 5 月 20 日，经公司股东大会决议通过，新股东以

合计人民币 2,800 万元对公司溢价增资，认购公司增加的注册资

本 700 万元、取得公司 700 万股股份，本次增资完成后公司注

册资本变更为 7,000 万元。2016 年 3 月 14 日，公司召开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增资扩股的议案：将

公司总股本由 7,000.00 万股增加至 9,480.00 万股。 

公司实际控制人为吴惠敏，间接持有公司 33.68%的股份。

公司前五名大股东分别为哈尔滨市汇丰实业发展有限责任公

司、哈尔滨惠鸿购物广场有限公司、上海科立特农科（集团）

有限公司、上海函夏商务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及自然人

许慧。 

公司注册在上海市奉贤区，主营业务为食用菌的研发、生

产和销售，主要产品为白玉菇、蟹味菇，报告期内蟹味菇、白

玉菇的市场占有率具有领先地位。 

报告期内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1、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6/12/31 2015/12/31 2014/12/31 

流动资产  8,070.42   6,651.41   5,798.86  

非流动资产 57,845.73 42,385.31 40,375.03 

资产总计 65,916.15 49,036.72 46,17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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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负债 22,594.39 30,441.28 30,847.50 

非流动负债 10,768.07 320.00 141.72 

负债合计 33,362.46 30,761.28 30,989.22 

股东权益合计  32,553.69   18,275.44 15,184.66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32,553.69   18,275.44 15,184.66 

2、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6年度 2015年度 2014年度 

营业收入 23,820.08 24,038.25 24,745.96 

营业利润  2,508.76   2,794.77  3,012.34 

利润总额  2,733.85   3,093.71  3,143.94 

净利润  2,733.85   3,090.78  3,142.65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  2,733.85   3,090.78  3,142.65 

3、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6年度 2015年度 2014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821.46 9,007.05 9,328.14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7,563.34 -5,634.97 -2,362.73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451.63 -2,542.70 -6,218.88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25.17 9.25 6.27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减少）额 -265.09 838.62 752.79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2,112.81 2,377.90 1,539.28 

 

二、辅导期内所做的主要辅导工作 

（一）辅导经过 

自辅导以来，长城证券辅导人员开展了以下辅导工作：提

供有关发行上市工作知识和法律法规资料；采用集中授课、案

例分析等方式，组织公司全体董事、监事、持股 5％以上（含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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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负

责人、董事会秘书以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全面、系统学习《公

司法》、《证券法》、《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管理办

法》等法律法规，树立法制观念和诚信意识；就未来股票发行

募集资金投向选择问题与公司高管进行多次讨论；协助公司进

行内部控制及公司治理结构的设计和完善。 

（二）承担辅导工作的辅导工作小组的组成及辅导人员情

况 

我司丰科生物辅导工作小组成员为董加武、韩海萌、陆能

波和林剑辉，四人均为长城证券正式员工，具有从事证券承销

业务从业资格，具备有关法律、会计等专业知识和技能，有较

强的敬业精神。同一人员未同时担任四家以上公司的辅导工作。 

（三）接受辅导的人员 

接受辅导的人员包括丰科生物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

人员、持有丰科生物 5%以上（含 5%）股份的股东和实际控制

人（或其法定代表人）。 

（四）辅导的主要内容、辅导方式及辅导计划的执行情况  

1、辅导的主要内容、辅导方式 

根据丰科生物的具体情况，长城证券辅导人员通过灵活多

样的辅导方式，如：组织自学、集中授课、考试、问题诊断与

专业答疑、中介机构协调会、专题研讨会、经验交流会、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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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等，督促丰科生物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建立和健全

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增强法制观念和诚信意识。主要辅导内容

为： 

（1）安排丰科生物的董事（包括独立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及持有 5%以上(含 5%)股份的股东(或其法定代表人)

进行全面的法规知识学习和培训，聘请中介机构内部或外部的

专业人员进行必要的授课，确信其理解发行上市有关法律、法

规和规则，理解作为公众公司规范运作、信息披露和履行承诺

等方面的责任和义务； 

（2）协助并督促丰科生物按照有关规定初步建立符合现代

企业制度要求的公司治理基础，促进丰科生物的董事、监事和

高级管理人员以及持有 5%以上(含 5%)股份的股东(或其法定代

表人)增强法制观念和诚信意识； 

（3）核查丰科生物在公司设立、股权设置和转让、增资扩

股、资产评估、资本验证等方面是否合法、有效，产权关系是

否明晰，股权结构是否符合有关规定； 

（4）协助并督促丰科生物实现独立运营，做到业务、资产、

人员、财务、机构独立完整，主营业务突出，形成核心竞争力； 

（5）核查丰科生物是否按规定妥善处置商标、专利、土地、

房屋等的法律权属问题； 

（6）协助并督促规范丰科生物与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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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 

（7）协助并督促丰科生物建立和完善规范的内部决策和控

制制度，形成有效的财务、投资以及内部约束和激励制度； 

（8）协助并督促丰科生物建立健全公司财务会计管理体

系，杜绝会计虚假； 

（9）协助并督促丰科生物形成明确的业务发展目标和未来

发展计划，并制定可行的募集资金投向及其他投资项目的规划； 

（10）对丰科生物是否达到发行上市条件进行综合评估，

协助丰科生物开展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准备工作。 

2、辅导计划的执行情况 

长城证券辅导工作小组根据相关法规要求和《辅导协议》

的约定，在对丰科生物进行初步调查的基础上，结合丰科生物

的实际情况制定了切实可行的辅导计划，并在辅导期间内通过

多种辅导方式对接受辅导人员进行了系统、全面的辅导培训。 

辅导期间，在相关各方的积极配合下，辅导工作顺利推进，

各项工作均与辅导计划及实施方案相一致，辅导计划及实施方

案得到了较好地落实和执行。 

3、对接受辅导的人员进行书面考试的内容和结果 

截至本报告签署日，接受辅导人员在辅导小组的组织下全

部参加了辅导考试，全部人员考试成绩合格。 

（五）辅导备案情况 



 

上海丰科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辅导工作总结报告 

7 

长城证券及丰科生物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有关

规定，就丰科生物接受辅导事宜向贵局报送了辅导备案登记材

料，申请辅导备案登记，就辅导工作接受贵局的指导和监督，

备案申请得到贵局的同意。 

（六）辅导对象按规定参与、配合辅导机构工作的情况 

丰科生物董事长吴惠敏先生负责本次辅导工作的总体组织

和协调，董事会秘书杨刚负责辅导工作的具体落实。辅导过程

中，辅导对象能够及时提供辅导人员所需要的各种文件、资料、

证明，协助辅导人员查阅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会议记录，

介绍公司情况。 

对辅导机构提出的问题，辅导对象能够及时给予解答和说

明；对辅导机构提出的整改意见，辅导对象能够召集有关部门

和人员充分讨论解决方案及措施，如确有必要且可行，能及时

采纳、改进和贯彻落实。 

辅导对象能够积极组织、配合《公司法》和《证券法》及

其他有关证券方面的法规的辅导培训；接受辅导的人员能够及

时参与相关辅导授课活动，积极参加相关问题的讨论，为公司

的规范发展出谋献策。 

综上，辅导对象能够认真接受长城证券和其他中介机构的

辅导，积极配合各项辅导工作的安排，认真履行《辅导协议》

所约定的责任和义务；积极参加辅导培训工作，并通过了辅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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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达到了辅导工作的相关要求。 

（七）保荐机构对辅导人员勤勉尽责及辅导效果的自我评

估 

在本期辅导期间，我司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要求，

严格遵循与丰科生物签订的辅导协议和辅导计划，勤勉、尽职、

审慎地履行了辅导职责： 

辅导工作小组根据有关法规的要求、《辅导协议》的约定，

并结合丰科生物的实际情况，制定了切实可行的辅导计划及实

施方案；认真收集、全面核查了丰科生物的各类文件资料，将

有关资料及重要情况汇总，建立了辅导工作底稿；及时向上海

证监局报送了辅导备案登记材料和辅导验收申请材料；采取多

种方式对辅导对象及其接受辅导人员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辅导

培训；对发现的必须改进之处，能够及时向丰科生物提出整改

意见，并督促其予以落实；同时，辅导工作小组成员均能严格

保守辅导过程中所了解的商业秘密。 

本次辅导，长城证券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做到

了勤勉尽责、诚实信用，如期完成了各项辅导工作，取得了良

好的辅导效果。 

 

三、对拟发行人公司治理及规范运作程度的总体判断 

丰科生物通过上市辅导进一步理清了发展思路，明确了发

展方向，制定了发展战略；持股 5%以上的股东单位、董事、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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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高级管理人员等相关人员已基本掌握了《公司法》、《证券

法》、《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管理办法》、《企业会

计准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精神；公司已按照《上

市公司章程指引》修订了《公司章程》；丰科生物建立健全了公

司治理结构，制定了《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

《监事会议事规则》等制度，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公

司总经理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的行为得到了规范，丰科生物的

内部控制制度和财务制度进一步完善；在人事、财务、资产、

业务、机构及研发、销售系统方面切实做到了独立、完整、规

范运行；避免了同业竞争，规范了关联交易；建立了独立董事

制度，并发挥了独立董事在公司决策中的作用；目前已确定了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经过辅导，丰科生物已对公司运行的所有方面进行了完善

和规范，已不存在影响发行上市的实质问题，具备发行上市的

基本条件。 

 

四、辅导过程中提出的主要问题、建议及处理情况，拟发

行人存在的需要进一步整改规范的事项 

（一）规范财务内控，减少客户委托第三方代付货款情况 

报告期内，由于经销商家庭成员分工、财务管理习惯和资

金周转等因素的影响，发行人经销商存在通过其控制的其他实

体、配偶及亲戚、公司雇员（财务人员为主）、法定代表人和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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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伙伴等所开立的银行账户向发行人回款的情形。发行人财务

核算体系主要将经销商签约主体作为核算主体，在经销商签约

主体和回款对象不完全匹配的情况下，产生经销商第三方打款

的情形。 

解决情况： 

辅导机构要求公司加强对客户委托第三方代为付款情形的

控制，具体措施如下： 

（1）由各区域销售人员引导客户开通网上银行服务，方便

客户本人及时向公司转账。 

（2）公司将销售四统一（即销售合同、客户档案、销售回

款、发货单据主体统一）操作要求写入经销商销售合同，规定

销售的回款账号、名称需要与销售合同一致。 

（3）对于 2016 年以后第三方付款情况，公司将款项退回，

要求其以合同规定账号付款。 

（二）规范个人银行卡代收货款事项 

报告期内（2014 年度、2015 年度）存在销售经理吴丹个人

银行卡代收货款问题，代收货款占同期营业收入的比例较低。

解决情况： 

辅导机构开始进场工作前已多次要求公司必须停止个人银

行卡代收货款行为，并在 2015 年 9 月进场工作后展开对个人银

行卡代收货款行为的尽职调查。辅导机构核查其银行流水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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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笔代收货款发生于 2015 年 9 月 26 日，此后未再发生代

收货款行为，并于 2015 年 11 月 17 日注销该卡。 

附件： 

1、上海丰科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对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辅导工作的评价及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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