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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

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

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吕莉、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蒋瑞翔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

人员)郁光凤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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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3,172,068,731.27 3,087,688,865.82 2.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2,483,460,923.69 2,321,783,069.35 6.96%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536,647,616.14 -9.80% 1,347,143,826.47 9.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125,447,745.52 10.63% 267,068,642.29 45.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125,018,330.86 11.55% 253,914,485.53 43.6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 -- 414,362,488.16 395.6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3 6.45% 0.69 40.8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3 6.45% 0.69 40.8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12% 0.30% 11.05% 0.93%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258,538.24 处置固定资产损益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

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7,516,239.22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11,876,602.07 母、子公司保本浮动理财收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3,685,434.03 适新国际有限公司整合费用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

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

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

得的投资收益 

-398,500.0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443,608.40  

减：所得税影响额 1,936,351.52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33,328.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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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13,154,156.76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

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

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32,682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如有）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吕莉 境内自然人 35.18% 136,780,476 102,966,132   

王春生 境内自然人 25.00% 97,200,000 72,900,000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分红－个人分红

-005L-FH002 深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72% 2,802,926 0   

浙商汇融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0.66% 2,550,230 2,550,230   

江信基金－光大银行－

江信基金浙商润雅 5 号

资产管理计划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60% 2,344,523 2,344,523   

中国工商银行－博时第

三产业成长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51% 2,000,075 0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四组

合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48% 1,872,013 1,872,013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交银施罗德先进

制造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48% 1,856,500 0   

汇添富基金－浦发银行

－中企汇锦投资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47% 1,808,969 1,808,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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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交银施罗德稳健

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43% 1,688,366 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吕莉 33,814,344 人民币普通股 33,814,344 

王春生 24,3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4,300,000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

红－个人分红-005L-FH002 深 
2,802,926 人民币普通股 2,802,926 

浙商汇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550,230 人民币普通股 2,550,230 

江信基金－光大银行－江信基金

浙商润雅 5 号资产管理计划 
2,344,523 人民币普通股 2,344,523 

中国工商银行－博时第三产业成

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000,075 人民币普通股 2,000,075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四组合 1,872,013 人民币普通股 1,872,013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交

银施罗德先进制造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1,856,500 人民币普通股 1,856,500 

汇添富基金－浦发银行－中企汇

锦投资有限公司 
1,808,969 人民币普通股 1,808,969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交

银施罗德稳健配置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1,688,366 人民币普通股 1,688,366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上述前十名股东中，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王春生、吕莉夫妇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

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一致行动人；对于其他股东，公司未知他们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

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无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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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一）资产负债表项目说明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增减变动额 增减变动率 

预付款项 18,950,988.80 4,799,119.93 14,151,868.87 294.88% 

存货 222,214,260.73 292,043,157.53 -69,828,896.80 -23.91% 

其他流动资产 374,833,806.07 275,505,949.13 99,327,856.94 36.05% 

 短期借款 217,840,389.18 308,212,930.33 -90,372,541.15 -29.32% 

 应交税费 32,973,111.75 27,505,579.64 5,467,532.11 19.88% 

  未分配利润 782,367,075.25 631,954,376.76 150,412,698.49 23.80% 

1、报告期末，预付款项较年初金额增加：14,151,868.87元，增长：294.88%，主要为报告期内，公司为扩大产能以满足

客户需求，进行设备投资支付设备预付款所致。 

2、报告期末，存货较年初金额减少：69,828,896.80元，下降：23.91%，主要为报告期内，公司内部加强了存货管理工

作，完善了公司的整体物流链，使材料采购入库更加合理，同时与客户对账结算工作效率提升，开票工作进展加快共同所致。 

3、报告期末，其他流动资产较年初金额增加：99,327,856.94元，增长：36.05%，主要为报告期内，公司销售收入增加，

现金回款增加，为提升公司资金使用效率，公司使用自有流动资金购买保本浮动收益理财产品增加所致。 

4、报告期末，短期借款较年初金额减少：90,372,541.15元，下降：29.32%，主要为报告期内，公司大额应收账款陆续

到期，现金流大幅度增加，为节约利息支出，公司根据自有资金结余情况提前归还了部分银行借款所致。 

5、报告期末，应交税费较年初金额增加：5,467,532.11元，增长：19.88%，主要为报告期内，公司盈利能力提高，公司

营业利润增加，对应公司应缴企业所得税增加所致。 

6、报告期末，未分配利润较年初金额增加：150,412,698.49元，增长：23.80%，主要为报告期内，公司净利润大幅度提

升，净利润的增加高于年度利润分配，利润留存所致。 

（二）利润表项目说明：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6年1-9月 2015年1-9月 增减变动额 增减变动率 

销售费用 24,933,395.97 22,086,546.04 2,846,849.93 12.89% 

管理费用 170,647,719.25 134,142,100.23 36,505,619.02 27.21% 

资产减值损失 -3,474,970.58 7,564,758.64 -11,039,729.22 -145.94% 

所得税费用 59,868,322.33 48,025,250.80 11,843,071.53 24.66% 

1、报告期内，公司销售费用较去年度同期增加：2,846,849.93元，增长：12.89%，主要为报告期内，公司销售规模扩大，

业务人员增加，业务人员薪酬增长，同时随着公司业务规模扩大，快递费用增长共同所致。 

2、报告期内，公司管理费用较去年度同期增加：36,505,619.02元，增长：27.21%，主要为报告期内，公司持续加大研

究开发费用投入，公司收购兼并，溢价收购费用分摊增加，公司规模扩大管理人员增加后的管理性薪资增长共同所致。 

3、报告期内，公司所得税费用较去年度同期增加：11,843,071.53元，增长：24.66%，主要为报告期内，公司盈利能力

增强，营业利润大幅度增长后所需承担的企业所得税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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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现金流量表项目说明：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6年1-9月 2015年1-9月 增减变动额 增减变动率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14,362,488.16 83,603,163.69 330,759,324.47 395.63%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78,443,891.01 -353,299,585.87 174,855,694.86 49.49%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10,799,822.90 510,897,579.53 -721,697,402.43 -141.26% 

1、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去年度同期增加：330,759,324.47元，增长：395.63%，主要为报告

期内，公司加强了应收账款管理，公司主要客户账期缩短，使公司回款金额大幅度增加所致。 

2、报告期内，公司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去年度同期增加：174,855,694.86元，增长：49.49%，主要为报告期

内，公司产能稳定，同时新建厂房及设备的投资支出减少，使报告期内支付固定性投资减少所致。 

3、报告期内，公司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去年度同期减少：721,697,402.43元，下降：141.26%，主要为去年

同期公司收到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而报告期内并未有大幅度的募集资金项目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苏州安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安洁科技”）于2016年5月5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锁期可解锁的议案》，关联董事林磊、贾志江、顾

奇峰、马玉燕回避表决。公司及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均满足《苏州安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

案）》（以下简称“《激励计划》”或“本计划”）规定的相关解锁条件，同意公司根据股东大会授权办理相关解锁事宜。本次

符合解锁条件的激励对象共46人，可申请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59.82万股，占目前公司总股本的0.1538%。（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2016-023号公告） 

2、公司于2016年6月2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2016 年 6 月 20 日召开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了《关于提名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关于提名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关于提名公司第三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候选人的议案》，公司完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监事会换届。（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16-025、2016-027号公告） 

3、公司于2015年10月28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控股子公司台湾安洁增资的议案》，

为满足台湾安洁的经营需要，支持其业务发展，拓展广阔的市场空间，台湾安洁拟将注册资本由267.11万美元增加至375万

美元。公司董事会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100万美元作为实际出资来源，增资台湾安洁，增资后公司累计出资台湾安洁300万美

元，公司持有其80%的股权。2016年6月，台湾安洁完成了完成增资变更登记工作。（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16-029号公告） 

4、公司于2016年6月20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为有效防

范公司经营过程中存在的汇率风险，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拟于2016年6月至2017年6月期间开展累计金额不超过10亿元人民币或

等值外币的外汇套期保值业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16-033号公告） 

5、公司于2016年6月20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下属子公司之间股权转让的议案》，为更好

的整合公司下属子公司的资源，发挥协同效应，提高管理和运营效率，公司全资孙公司适新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适新

投资”）拟将持有的适新国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适新国际”）100%股权和适新科技（泰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适新泰

国”）99.99%股权转让给公司全资子公司安洁科技（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安洁”）。适新投资是香港安洁全资孙

公司，本次股权转让采取平价转让方式，适新国际100%股权转让价款为1.00美元，泰国适新99.99%股权转让价款为

17,768,168.00美元。本次股权转让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和发展产生不利影响，符合公司长远规划，符合全体股东和公司的

利益。（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16-034号公告） 

2016年7月，适新国际股权交割手续办理完毕，适新投资持有的适新国际100%股权过户到香港安洁名下，香港安洁直接

持有适新国际100%股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16-037号公告） 

2016年8月，适新泰国股权交割手续办理完毕，适新投资持有的适新泰国99.99%股权过户到香港安洁名下，香港安洁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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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持有适新泰国99.99%股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16-038号公告） 

6、公司于2016年7月6日披露了《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2015年6月18日，公司收到中

国证监会核发的《关于核准苏州安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1237号），核准公司非公

开发行不超过54,364,058股新股。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由主承销商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采用询价、定价发行的方式，

向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份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27,436,746股。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参与认购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6名发行对象在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中承诺：自本

次发行新增股份上市之日（即2015年7月10日）起，所认购的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在 12 个月内不转让和上市交易；申请

将在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中认购的股份进行锁定处理，锁定期自安洁科技非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之日起满 12 个月，即2015

年7月10日至2016年7月9日，2016年7月10日（如遇非交易日顺延）可上市流通。本次限售股可上市流通日为2016 年 7 月 11 

日（星期一）。（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16-035号公告） 

7、公司于2016年8月24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注销全资孙公司适新投资有限公司的议案》，根

据公司经营战略的需要，为了降低公司管理成本，提高运营效率，公司董事会同意注销全资孙公司适新投资，并授权公司管

理层按照法定程序办理相关注销手续。（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16-043号公告） 

     8、公司于2016年9月26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的限制性股

票第一个解锁期可解锁的议案》，关联董事林磊回避表决。公司及本次预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均满足《苏州安洁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规定的相关解锁条件，公司董事会同意公司根据股东大会授权办理相关解锁

事宜。本次符合解锁条件的激励对象共1人，可申请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11万股，占目前公司总股本的0.0283%。（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2016-047号公告） 

三、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收购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其他关联方在报告期

内履行完毕及截至报告期末尚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类型 承诺内容 
承诺时

间 

承诺

期限 

履行

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

动报告书中所作承诺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

资时所作承诺 

王春生、吕莉、林

磊、贾志江、顾奇

峰、马玉燕、赵鹤

鸣、卞绣花、顾静、

林波、蒋瑞翔 

不存在同业

竞争的承诺 

1、本人（承诺人）目前不存在自营、

与他人共同经营或为他人经营与公司

相同、相似业务的情形；2、在直接或

间接持有公司股权的相关期间内，或

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期

间内，或与公司签署的劳动合同、保

密合同、竞业禁止合同的有效期间内，

本人（承诺人）将不会采取参股、控

股、联营、合营、合作或者其他任何

方式直接或间接从事与公司现在和将

来业务范围相同、相似或构成实质竞

争的业务，也不会协助、促使或代表

任何第三方以任何方式直接或间接从

2011 年

11 月 25

日 

长期

有效 

严格

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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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与公司现在和将来业务范围相同、

相似或构成实质竞争的业务；并将促

使本人（承诺人）控制的其他企业（如

有）比照前述规定履行不竞争的义务；

3、如因国家政策调整等不可抗力原因

导致本人（承诺人）或本人（承诺人）

控制的其他企业（如有）将来从事的

业务与公司之间的同业竞争可能构成

或不可避免时，则本人（承诺人）将

在公司提出异议后及时转让或终止上

述业务或促使本人（承诺人）控制的

其他企业及时转让或终止上述业务；

如公司进一步要求，公司并享有上述

业务在同等条件下的优先受让权；4、

如本人（承诺人）违反上述承诺，公

司及公司其他股东有权根据本承诺函

依法申请强制本人（承诺人）履行上

述承诺，并赔偿公司及公司其他股东

因此遭受的全部损失；同时本人（承

诺人）因违反上述承诺所取得的利益

归公司所有。 

公司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王春生、

吕莉 

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独

立性承诺 

1、按照《公司法》、《证券法》和其他

有关法律法规对上市公司的规定，对

安洁科技实施规范化管理，合法合规

地行使股东权利并履行相应的义务，

采取切实有效措施保证安洁科技在业

务、资产、财务、人员和机构等方面

的独立；2、承诺人及其控制的企业于

安洁科技之间不存在同业竞争和/或

发生显失公平的关联交易。 

2014 年

09 月 16

日 

长期

有效 

严格

履行 

财通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江信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富

国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浙江浙商汇

融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易方达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汇

添富基金管理股

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

对象限售承

诺 

自本次发行新增股份上市之日（即

2015 年 7 月 10 日）起，所认购的本次

非公开发行的股票在 12 个月内不转

让和上市交易；申请将在本次非公开

发行过程中认购的股份进行锁定处

理，锁定期自安洁科技非公开发行股

票上市之日起满 12 个月，即 2015 年

7 月 10 日至 2016 年 7 月 9 日，2016

年 7 月 10 日（如遇非交易日顺延）可

上市流通。 

2015 年

07 月 10

日 

一年 
履行

完毕 

股权激励承诺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

所作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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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诺是否按时履行 是 

如承诺超期未履行完

毕的，应当详细说明未

完成履行的具体原因

及下一步的工作计划 

不适用 

四、对 2016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6 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2016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

度 
5.00% 至 30.00% 

2016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

间（万元） 
32,239.71 至 39,915.84 

2015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30,704.49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及子公司共同努力，加大了对现有重点客户的开发力度，

进一步深化了对现有客户的合作范围及深度，同时公司及子公司持续加大

对研究开发费用的投入，使公司及子公司产品附加值进一步提升，提高了

公司的盈利能力。公司加大的业务开发力度，新客户的开发效果显著，进

一步推升了公司的业务规模及盈利能力。 

五、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资产类别 
初始投资

成本 

本期公允价

值变动损益 

计入权益的累

计公允价值变

动 

报告期内购入

金额 

报告期内售

出金额 

累计投资收

益 
期末金额 资金来源 

其他 398,500.00 -398,500.00 0.00 0.00 0.00 513,300.00 0.00 自有资金 

合计 398,500.00 -398,500.00 0.00 0.00 0.00 513,300.00 0.00 -- 

六、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七、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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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接待时间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2016 年 01 月 21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公司基本情况、业务开拓、进展情况 

2016 年 01 月 25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公司基本情况、业务开拓、进展情况 

2016 年 02 月 03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公司基本情况、业务开拓、进展情况 

2016 年 02 月 25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公司基本情况、业务开拓、进展情况 

2016 年 04 月 27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公司 2015 年年报情况介绍 

2016 年 05 月 09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公司 2015 年年报情况介绍 

2016 年 05 月 11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公司 2015 年年报情况介绍 

2016 年 05 月 19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公司 2015 年年报情况介绍 

2016 年 05 月 26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公司基本情况、业务开拓、进展情况 

2016 年 06 月 07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公司基本情况、业务开拓、进展情况 

2016 年 06 月 14 日 电话沟通 机构 公司基本情况、业务开拓、进展情况 

2016 年 06 月 21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公司基本情况、业务开拓、进展情况 

2016 年 06 月 28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公司基本情况、业务开拓、进展情况 

2016 年 07 月 12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公司基本情况、业务开拓、进展情况 

2016 年 07 月 19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公司基本情况、业务开拓、进展情况 

2016 年 07 月 21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公司基本情况、业务开拓、进展情况 

2016 年 07 月 22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公司基本情况、业务开拓、进展情况 

2016 年 07 月 28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公司基本情况、业务开拓、进展情况 

2016 年 08 月 25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公司 2016 年半年报情况 

2016 年 08 月 29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公司 2016 年半年报情况 

2016 年 08 月 30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公司 2016 年半年报情况 

2016 年 08 月 31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公司 2016 年半年报情况 

2016 年 09 月 13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公司基本情况、业务开拓、进展情况 

2016 年 09 月 20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公司基本情况、业务开拓、进展情况 

2016 年 09 月 21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公司基本情况、业务开拓、进展情况 

2016 年 09 月 28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公司基本情况、业务开拓、进展情况 

2016 年 09 月 30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公司基本情况、业务开拓、进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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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州安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吕莉 

               二〇一六年十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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