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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辽宁科隆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在创业板上市之 

上市保荐书 

 

 

深圳证券交易所： 

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4]1057号”文核准，辽宁科隆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发行人”、“公司”或“科隆精化”）1,700万股社会公众股公开发行工作已于2014年

10月16日刊登招股意向书。发行人已承诺在发行完成后将尽快办理工商登记变更手续。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或“华泰联合证券”）认为发行人申请

其股票上市完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及《深圳

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特推荐其股票在贵所上市交易。现将有

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发行人概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辽宁科隆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LIAONING KELONG FINE CHEMICAL CO., LTD. 

法定代表人：姜艳 

注册资本：  5,100 万元 

成立日期：2002 年 3 月 21 日 

整体变更日期：2009 年 10 月 28 日 

注册地址：  辽阳市宏伟区东环路 8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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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批发（无储存）压缩气体和液化气体（环氧乙烷）、易燃液体（1,2 环

氧丙烷）、腐蚀品（1,6 己二胺）；经营本企业及所属企业生产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

机械设备、仪器仪表及相关技术进出口业务；危险货物运输（2 类 1 项、3 类，剧毒化

学品除外）；建材助剂、化工产品、表面活性剂制造及销售；销售建筑材料。（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设立情况 

公司系由辽阳东宝力化学建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宝力公司”）公司整体变更

设立而来。2009 年 10 月 26 日，东宝力公司原有 3 名股东姜艳、季春伟、蒲云军作为发

起人签署了《发起人协议书》，以经大信会计师审计的截至 2009 年 9 月 30 日的账面净

资产 13,655,068.71 元为基数，折合为股本 1,300 万股，每股面值 1 元，其余部分计入资

本公积，东宝力公司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 10 月 28 日，发行人取得了辽阳市工商局核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

号：211000004016821），住所为辽阳市宏伟区东环路 8 号，注册资本为 1,300 万元，法

定代表人为姜艳。 

（三）主营业务情况 

公司主要从事以环氧乙烷为主要原料的精细化工新材料系列产品研发、生产与销

售，是目前国内在从聚醚单体到聚羧酸系高性能减水剂产业链上提供高品质产品、专业

化服务的龙头企业之一。公司以聚醚单体-聚羧酸系高性能减水剂系列产品为主，晶硅

切割液及其它各类环氧乙烷衍生品为辅，广泛应用于混凝土制造、光伏行业、日用化工、

医药、纺织印染、涂料、油墨、石油开采、金属加工、IT 行业等多个领域。 

公司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中国化工学会精细化工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企业、

2010 中国混凝土外加剂综合实力十强企业、2010 中国化工行业最具竞争力 500 强企业。

2011 年 12 月，公司高性能混凝土用聚羧酸减水剂技术获得中国建筑材料联合会颁发的

全国建材行业技术革新奖二等奖。2012 年 12 月，公司聚羧酸系高性能减水剂相关产品

通过中铁铁路产品认证。公司承担并参与了聚羧酸系高性能减水剂用聚醚单体等多项新

材料和新产品的国家及行业标准的起草、制订，为我国环氧乙烷精细化工新材料行业的

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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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细分产品市场上，公司是国内聚羧酸系减水剂垂直产业链最大的生产企业之一。

公司通过研制开发新型高活性催化剂，成功应用于聚醚单体的生产中，并率先研制出甲

基烯基聚醚单体（TPEG），填补了国内市场空白，成为高端聚醚单体生产的龙头企业。

同时，公司在减水剂合成上率先采用窄分布催化聚合技术，使产品的分子量分布更窄，

有效降低使用掺量及提高减水率，使产品达到先进水平。在产业链下游，公司对聚羧酸

系高性能减水剂进行了多年的自主开发及产业化，现已经广泛应用于高速铁路、桥梁、

核电站、码头等国家重点基础建设工程及城市建设领域。在多年的聚羧酸减水剂实践应

用中，公司已建立起完善的聚羧酸高性能减水剂应用技术体系，包括产品应用数据库和

聚羧酸减水剂应用中复合用助剂的专项解决方案等。该应用技术体系较好的满足了因混

凝土不同的技术要求和其不同地域使用材料（如水泥、砂、石等）的多样性带来的聚羧

酸减水剂应用垂直定制化需求。 

在太阳能晶硅切割液领域，公司属于最早从事晶硅切割液生产的企业之一，拥有良

好的市场口碑。公司自主创新的窄分布乙氧基化聚合技术位于国内前沿，产品分子量准

确、分布窄，各主要技术指标均达到或超过国外同类产品标准。公司具有国内领先的研

发技术水平，可以配合太阳能晶硅行业的发展，生产出符合各类需求的晶硅切割液产品。 

（四）发行人近三年一期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根据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大信审字【2014】第4-00323号”

《审计报告》，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1、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 目 2014.6.30 2013.12.31 2012.12.31 2011.12.31 

流动资产 741,859,468.88 681,441,096.54 506,745,210.92 495,695,263.25 

非流动资产 334,961,195.11 269,824,678.58 222,137,841.84 187,813,089.17 

资产合计 1,076,820,663.99 951,265,775.12 728,883,052.76 683,508,352.42 

流动负债 573,767,838.80 551,282,243.11 412,608,417.33 436,003,564.28 

非流动负债 134,807,500.00 64,464,000.00 34,464,000.00 31,440,000.00 

负债合计 708,575,338.80 615,746,243.11 447,072,417.33 467,443,56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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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权益合计 
367,725,398.02 335,242,874.99 281,512,518.59 216,064,788.14 

少数股东权益 519,927.17 276,657.02 298,116.84 - 

所有者权益合计 368,245,325.19 335,519,532.01 281,810,635.43 216,064,788.14 

2、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 目 2014 年 1- 6 月 2013 年度 2012 年度 2011 年度 

营业收入 586,778,565.02 1,003,888,135.22 1,108,613,255.66 1,137,504,255.38 

营业利润 35,730,767.61 57,921,338.24 76,475,782.54 75,118,888.64 

利润总额 37,826,746.33 62,292,336.70 76,944,553.53 76,658,187.64 

净利润 31,852,910.20 52,674,314.52 64,874,890.37 64,301,427.77 

归属于发行人股东

的净利润 
31,859,640.05 52,695,774.34 64,876,773.53 64,301,427.77 

归属于发行人股东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净利润 

30,054,583.13 48,980,425.65 64,478,318.19 62,997,610.47 

3、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目指标 2014 年 1-6 月 2013 年度 2012 年度 2011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35,391,560.24 -112,992,894.74 108,189,283.93 -23,028,910.24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68,598,548.16 -59,055,991.63 -49,074,297.93 -65,341,687.50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71,515,172.99 151,312,877.69 -29,595,817.63 134,263,791.43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净增加额 
38,308,185.07 -20,736,008.68  29,519,168.37 45,893,193.69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

价物余额 
144,914,188.34 106,606,003.27  127,342,011.95 97,822,843.58 

4、主要财务指标 

项目 2014 年 1-6 月 2013 年 2012 年 2011 年 



 - 4 -            华泰联合证券关于辽宁科隆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在创业板上市之上市保荐书 

 4 

项目 2014 年 1-6 月 2013 年 2012 年 2011 年 

期末流动比率 1.29 1.24 1.23 1.14 

期末速动比率 1.09 1.03 1.00 0.90 

母公司期末资产

负债率 
65.81% 64.37% 60.80% 68.07% 

合并报表期末资

产负债率 
65.80% 64.73% 61.34% 68.39% 

应收账款周转率

（次） 
2.18 5.23 8.08 10.62 

存货周转率（次） 4.25 8.02 9.30 11.07 

息税折旧摊销前

利润（万元） 
6,798.99 10,366.48 12,056.52 11,546.55 

归属于发行人股

东的净利润（万

元） 

3,185.96 5,269.58 6,487.68 6,430.14 

归属于发行人股

东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

（万元） 

3,005.46 4,898.04 6,447.83 6,299.76 

利息保障倍数

（倍） 
3.01 3.44 3.63 3.99 

每股经营活动现

金净流量（元/股） 
0.69 -2.22 2.12 -0.45 

每股净现金流量

（元/股） 
0.75 -0.41 0.58 0.90 

基本每股收益 0.62 1.03 1.27 1.26 

基本每股收益（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 

0.59 0.96 1.26 1.24 

归属于发行人股

东的每股净资产

（元/股） 

7.21 6.57 5.52 4.24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9.07% 17.12% 26.11% 35.07%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 

8.56% 15.91% 25.95% 34.36% 

期末无形资产（扣

除土地使用权、水

面养殖权和采矿

权等后）占净资产

比例 

0.14% 0.17% 0.04% 0.01% 



 - 5 -            华泰联合证券关于辽宁科隆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在创业板上市之上市保荐书 

 5 

二、申请上市股票的发行情况 

本次公开发行前，发行人总股本为5,100万股，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

者询价配售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

合的方式，首次公开发行1,70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本次发行均为公司发行新股，

不安排公司股东公开发售股份。发行后总股本为6,800万股。 

（一）本次发行股票的基本情况 

1、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A股）。 

2、每股面值：人民币1.00元。 

3、发行数量：1,700万股，其中：网下向投资者询价配售股票数量为170万股，占本

次发行总量的10%；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股票数量为1,530万股，占本次发行

总量的90%。 

4、发行方式：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和网上向持有深圳

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 

本次发行中通过网下配售向配售对象配售的股票为170万股，有效申购数量为

129,010万股，为回拨后网下发行数量的758.88倍。其中有效申购获得配售的比例如下： 

本次网下发行最终的新股发行数量中公募及社保基金的有效申购总量配售比例为

0.29449978%，企业年金和保险机构的有效申购总量配售比例为0.11350990%。均高于其

他投资者的有效申购总量配售比例0.08362027%。 

本次网上定价发行1,530万股，回拨后中签率为0.4760753469%，超额认购倍数为210

倍；本次网上网下定价发行不存在余股。 

5、发行价格：16.45元/股，对应的市盈率为： 

（1）17.13倍（每股收益按照2013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依据中国会计准则审计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前总股本计算）； 

（2）22.84倍（每股收益按照2013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依据中国会计准则审计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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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发行对象：符合条件的网下投资者和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立创业板股票交易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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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承销方式：余额包销。 

8、股票锁定期：本次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 

9、募集资金总额和净额：募集资金总额为27,965.00万元；扣除发行费用3,005.98万

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24,959.02万元。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于2014年

10月28日对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大信验字

【2014】第4-00020号《验资报告》。 

10、发行后每股净资产：9.08元/股（以2014年6月30日经审计的归属于发行人股东

的净资产与本次发行新股募集资金净额的合计数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11、发行后每股收益：0.72元/股（按照2013年经会计师事务所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前后孰低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二）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和自愿锁定股份的承诺 

发行人控股股东姜艳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本人不转让或者

委托他人管理本人直接或间接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本人持有的该部

分股份。股东蒲云军、郝乐敏（系姜艳配偶的弟弟及其配偶）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

日起三十六个月内，本人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直接或间接所持有的发行人股

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本人持有的该部分股份。 

股东孟庆有、苏州松禾成长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深圳市深港优势创业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周全凯、吴春凤、林艳华、韩旭、杨付梅、苏静华、王笑衡、

胡志、金凤龙、刘克、刘鑫（男）、季春伟、周彦玉、秦立永、杨慧玲、李全力、卢忠

皓、任安毅、李岩、苏雨杰、王应之、沈淑春、黄圣意、佟冰、沈恩尧、巴栋声、杨玉

兰、顾秋菊、聂桂丽、刘鑫（女）分别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本人

/机构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机构在发行前直接或间接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

不由发行人回购本人/机构持有的该部分股份。 

除上述承诺外，姜艳、周全凯、蒲云军、韩旭、金凤龙、吴春凤、刘鑫（男）、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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艳华、苏静华、杨付梅、胡志、王笑衡、季春伟作为发行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分别承诺：在前述锁定期满后，本人在担任公司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

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25%；在离职后六个月内，不

转让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股份；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之日起六个月内申报离职

的，自申报离职之日起十八个月内不转让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股份；在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上市之日起第七个月至第十二个月之间申报离职的，自申报离职之日起十二个月内

不转让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股份。 

股东郝乐敏作为董事蒲云军的配偶，承诺：在前述锁定期满后，在蒲云军担任公司

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本人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

份总数的 25%；在蒲云军离职后六个月内，不转让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股份；蒲云军

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之日起六个月内申报离职的，自申报离职之日起十八个月内不

转让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股份；蒲云军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之日起第七个月至第

十二个月之间申报离职的，自申报离职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

股份。 

股东姜艳、蒲云军、郝乐敏、周全凯、胡志、王笑衡、季春伟、韩旭、金凤龙承诺：

本人所持公司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其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指发行人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如果因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

进行除权、除息的，则按照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作除权除息处理）；公司上市后 6 个

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 6 个月期末收盘

价低于发行价，本人持有公司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 6 个月。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因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放弃本项承诺的履行。 

三、保荐机构对发行人是否符合上市条件的说明 

发行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

规定的上市条件： 

（一）股票发行申请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并已公开发行；  

（二）本次公开发行后公司股本总额为6,800万元，不少于3,0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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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次公开发行的股份数额为1,700万股，占公司发行后股份总数的25.00%； 

（四）本次公开发行后公司股东总人数不少于200人； 

（五）发行人最近三年无重大违法行为，财务会计报告无虚假记载； 

（六）本次发行上市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条件。 

四、保荐机构是否存在可能影响其公正履行保荐职责情形的说明 

华泰联合证券作为发行人本次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不存在可能影响其公正履

行保荐职责的情形： 

（一）保荐机构及其大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持有发行人的股份合计超过

百分之七； 

（二）发行人持有或者控制保荐机构股份超过百分之七； 

（三）保荐机构的保荐代表人或者董事、监事、经理、其他高级管理人员拥有发行

人权益、在发行人任职等可能影响公正履行保荐职责的情形； 

（四）保荐机构及其大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为发行人提供担保或融资。 

五、保荐机构按照有关规定应当承诺的事项 

（一）本机构已在证券发行保荐书中做出如下承诺： 

1、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符合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有关证券发行上市的相关规

定； 

2、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3、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及其董事在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中表达意见的依据

充分合理； 

4、有充分理由确信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与证券服务机构发表的意见不存在实

质性差异； 

5、保证所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及本保荐机构的相关人员已勤勉尽责，对发行人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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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进行了尽职调查、审慎核查； 

6、保证发行保荐书、与履行保荐职责有关的其他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7、保证对发行人提供的专业服务和出具的专业意见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

监会的规定和行业规范； 

8、自愿接受中国证监会依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采取的监管措施。 

（二）本保荐机构承诺，自愿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的规定，自

证券上市之日起持续督导发行人履行规范运作、信守承诺、信息披露等义务。 

（三）本保荐机构承诺，将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对推荐证券上市的规

定，接受证券交易所的自律管理。 

六、本机构关于发行人证券上市后持续督导工作的安排 

事 项 安 排 

（一）持续督导事项 
在本次发行股票上市当年的剩余时间及以后 3 个完整会计年度内对发

行人进行持续督导 

1、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

并完善防止大股东、其

他关联方违规占用发行

人资源的制度 

（1）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进一步完善已有的防止大股东、其他关联

方违规占用发行人资源的制度； 

（2）与发行人建立经常性沟通机制，及时了解发行人的重大事项，持

续关注发行人上述制度的执行情况及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的情况。 

2、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

并完善防止其董事、监

事、高管人员利用职务

之便损害发行人利益的

内控制度 

（1）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进一步完善已有的防止董事、监事、高管

人员利用职务之便损害发行人利益的内控制度； 

（2）与发行人建立经常性沟通机制，持续关注发行人上述制度的执行

情况及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的情况。 

3、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

并完善保障关联交易公

允性和合规性的制度，

并对关联交易发表意见 

（1）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进一步完善关联交易决策权限、表决程序、

回避情形等工作规则； 

（2）督导发行人及时向本保荐机构通报将进行的重大关联交易情况，

本保荐机构将对关联交易的公允性、合规性发表意见。 

（3）督导发行人严格执行有关关联交易的信息披露制度。  

4、督导发行人履行信息

披露的义务，审阅信息

披露文件及向中国证监

会、证券交易所提交的

其他文件 

（1）督导发行人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

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 

（2）督促发行人负责信息披露的人员学习并掌握有关信息披露的要求

和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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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督导发行人在发生须进行信息披露的事件后，立即书面通知本机

构，并将相关资料、信息披露文件及报送证监会、交易所的其他文件送

本机构查阅。 

5、持续关注发行人募集

资金的专户存储、投资

项目的实施等承诺事项 

（1）本保荐机构将定期派人了解发行人的募集资金使用情况、项目进

展情况； 

（2）在项目完成后，本保荐机构将及时核查发行人项目达产情况、是

否达到预期效果，并与招股说明书关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披露信息进

行对照，如发生重大差异，将敦促发行人及时履行披露义务，并向有关

部门报告； 

（3）如发行人欲改变募集资金使用方案，本保荐机构将督导发行人履

行相应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6、持续关注发行人为他

人提供担保等事项，并

发表意见 

（1）本保荐机构持续关注发行人提供对外担保及履行的相应审批程序

情况，督导发行人执行已制定的规范对外担保的制度； 

（2）要求发行人在对外提供担保前，提前告知本保荐机构，本保荐机

构根据情况发表书面意见。 

7、持续关注发行人经营

环境和业务状况、股权

变动和管理状况、市场

营销、核心技术以及财

务状况 

与发行人建立经常性信息沟通机制，及时获取发行人的相关信息。 

8、根据监管规定，在必

要时对发行人进行现场

检查 

定期或者不定期对发行人进行回访，查阅所需的相关材料并进行实地专

项核查。 

（二）保荐协议对保荐

机构的权利、履行持续

督导职责的其他主要约

定 

持续督导发行人履行规范运作、信守承诺、信息披露等义务，对发行人

不履行义务的行为发表公开声明或向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报告；有

权查阅所有与持续督导有关的文档资料和会计记录；列席股东大会会

议、董事会会议；对发行人实际控制人、大股东、重要关联方以及联营、

合营企业进行独立核查或尽职调查，对高管人员的诚信水准和管理上市

公司的能力及经验进行独立核查或尽职调查；持续督导期满，如有尚未

完结的保荐工作，本保荐机构应当继续完成。 

（三）发行人和其他中

介机构配合保荐机构履

行保荐职责的相关约定 

发行人已在保荐协议中承诺保障本机构享有履行持续督导职责相关的

充分的知情权和查阅权；其他中介机构也将对其出具的与发行上市有关

的文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四）其他安排 无 

七、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的联系方式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保荐代表人：金巍锋、冀东晓 

联系地址：北京市西城区丰盛胡同 22 号丰铭国际大厦 A 座 6 层 



 - 11 -            华泰联合证券关于辽宁科隆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在创业板上市之上市保荐书 

 11 

邮编：100032 

电话：010－56839300 

传真：010－56839500 

八、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无其他应当说明的事项。  

九、保荐机构对发行人本次股票上市的保荐结论 

华泰联合证券认为辽宁科隆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其股票上市符合《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

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发行人股票具备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的条件。华泰

联合证券愿意保荐发行人的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交易，并承担相关保荐责

任。 

请予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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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页无正文，为华泰联合证券关于辽宁科隆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在创业板

上市之上市保荐书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签字)：                                 

金巍锋            冀东晓 

                 

 

   

 

    

法定代表人(签字)：                

吴晓东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