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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贵会于 2017 年 8 月 24 日召开初审会，对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东北证券”、“保荐机构”）推荐的山东阳谷华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阳谷华泰”、“发行人”、“申请人”、“上市公司”或“公司”）2017 年度

创业板配股申请文件进行了讨论和提出了补充问题，并下发了《关于请做好相关

项目发审委会议准备工作的函》。东北证券、阳谷华泰和相关中介机构对相关问

题进行了核查，现就有关问题回复如下： 

（注：本次补充问题回复中，除非另有特别说明，所引用“简称”与《山东

阳谷华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度配股申请文件之<配股说明书>》一致。） 

 



山东阳谷华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度创业板配股之初审会补充问题的回复 

2 

 

目    录 

目    录 .......................................................................................................................................... 2 

问题（一） ...................................................................................................................................... 3 

问题（二） ...................................................................................................................................... 4 

问题（三） ...................................................................................................................................... 6 

 

 



山东阳谷华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度创业板配股之初审会补充问题的回复 

3 

问题（一） 

请申请人披露说明公司报告期内开立无真实交易背景银行承兑汇票的原

因，请保荐机构发表核查意见。 

回复： 

公司 2014 年-2016 年开立无真实交易背景银行承兑汇票主要是因为公司不

断增长的流动资金需求。 

一方面，公司所属细分行业为橡胶助剂行业，原材料在产品成本构成中占

较大比例，日常生产经营中需要投入大量的流动资金。 

另一方面，公司下游客户主要为大中型的轮胎企业，回款周期较长,流动资

金较为紧张。报告期内公司应收账款周转率情况如下表： 

应收账款周转率 2016 年度 2015 年度 2014 年度 

本公司 3.66 3.37 3.52 

行业平均水平 11.19 11.26 13.74 

注：行业平均水平为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上市公司算术平均值，数据来源于 Wind

资讯，已剔除个别异常上市公司财务指标影响。 

由上表可以看出，公司应收账款周转率远低于行业平均水平，导致公司对

流动资金的需求相对较大。 

报告期内公司流动资产情况如下表： 

单位：万元 

项目 2016-12-31 2015-12-31 2014-12-31 

流动资产 86,668.45 69,963.17 66,322.86 

流动资产占比 61.38% 56.36% 54.45% 

同行业流动资产占比 40.19% 38.40% 38.13% 

注：流动资产占比=流动资产/总资产，同行业流动资产占比为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

造业上市公司加权平均值，数据来源于 WIND 数据库，已剔除个别异常上市公司财务指标影

响。 

2014 年末、2015 年末、2016 年末公司流动资产金额分别为 66,322.86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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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963.17 万元、86,668.45 万元，相对上年同期增长率分别为 19.31%、5.49%、

23.88%。公司流动资金占总资产比例与行业平均水平相比，处于较高水平，且

呈逐步上涨趋势。随着报告期经营业绩和对流动资金需求的增长，公司对外部

融资的需求越来越大。 

以上楷体加粗内容已于配股说明书“第七节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之“一、

财务状况分析”之“（二）主要负责分析”之“1、流动负债”之“（2）应付票据”

进行了补充披露。 

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针对无真实交易背景银行承兑汇票开立的原因，本保荐机构对公司财务总监

进行了访谈，经核查，本保荐机构认为：报告期内随着公司收入规模不断增长，

公司的流动资金需求也大幅上升，自有资金已无法满足日常生产经营的需要。为

解决流动资金问题，公司选择开立无真实交易背景票据。公司开立无真实交易背

景银行承兑汇票进行融资的原因与公司的融资环境和实际经营情况相符，不存在

其他特殊的目的或安排。 

问题（二） 

请申请人披露说明，未来是否不再开立无真实交易背景的银行承兑汇票，

以及保障不再开立无真实交易背景银行承兑汇票的具体措施，请保荐机构发表

核查意见。 

回复： 

截至 2017 年 3 月 1 日，公司已将无真实交易背景的银行承兑汇票全部清理

完毕，公司 2017 年 3 月 1 日至本回复出具日未开立且未来也将不再开立无真实

交易背景的银行承兑汇票。 

为保障不再开立无真实交易背景银行承兑汇票，加强对票据的管理，规范

票据行为，公司采取了以下措施： 

1、公司制定了《银行票据管理规定》，并已按照公司规定履行了内部审批

程序，由总经理审批通过并于 2017 年 7 月开始实施。该规定要求公司严格按照



山东阳谷华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度创业板配股之初审会补充问题的回复 

5 

《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以下简称“《票据法》”）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开具和

使用票据，进一步完善票据业务的审批流程。 

2、公司财务部增加一名复核岗位员工，负责复核票据开具是否后附采购合

同，采购发票以及发货随行单，确保公司自身及其子公司不再开具无真实交易

背景的票据。 

3、公司、董事长及财务总监已于 2017 年 7 月 14 日就开具融资性票据业务

事项出具了承诺函，承诺：“公司 2014 年至 2016 年期间办理的银行承兑汇票业

务，按照银行的要求提交资料，相关手续符合银行内部规定，公司历史上均按

时解付到期的银行承兑汇票，不存在逾期及欠息情况和其他违约、纠纷情况，

没有发生过追索权纠纷，也未给公司、交易对手方、对应银行造成损失。公司

及其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未因此与相关金融机构或其他第三方产生民事

纠纷，也未因此受到相关主管部门的行政处罚。自本承诺函出具之日起，公司

及下属子公司将停止新开具非真实交易背景的票据的不规范行为，不再续办相

关业务。” 

4、2017 年 8 月 30 日，公司实际控制人王传华作出承诺：“若山东阳谷华泰

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由于开具无真实交易背景票据的行为受到有关主管部门处

罚，本人将全额承担该处罚款项，保证公司不会因此遭受任何损失。同时承诺

将严格要求公司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等法律法规规定，不再发生开

具无真实交易背景票据的行为。” 

以上楷体加粗内容已于配股说明书“第七节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之“一、

财务状况分析”之“（二）主要负责分析”之“1、流动负债”之“（2）应付票据”

进行了补充披露。 

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保荐机构认为：截至 2017 年 3 月 1 日，公司已经将无真实交易

背景的银行承兑汇票清理完毕，且迄今未再发生新的类似业务。同时，公司制定

了《银行票据管理规定》，增设了专职票据复核人员，完善了票据开立相关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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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程序，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及财务总监亦已承诺公司未来不再开具无

真实交易背景的票据，以保障不再发生开立无真实交易背景银行承兑汇票事项。 

问题（三） 

请保荐机构及申请人律师就申请人开具无真实交易背景票据进行融资的行

为未来是否存在被行政处罚或追究刑事责任的风险发表核查意见。 

回复： 

1、公司开具无真实交易背景的票据进行融资的行为不属于相关法规明确规

定的应受行政处罚或刑事处罚的情形 

根据《票据法》第 10 条的规定：“票据的签发、取得和转让，应当遵循诚

实信用的原则，具有真实的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票据的取得，必须给付

对价，即应当给付票据双方当事人认可的相对应的代价”。 

《票据法》第 102 条规定：“有下列票据欺诈行为之一的，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一）伪造、变造票据的；（二）故意使用伪造、变造的票据的；（三）签发

空头支票或者故意签发与其预留的本名签名式样或者印鉴不符的支票，骗取财

物的；（四）签发无可靠资金来源的汇票、本票，骗取资金的；（五）汇票、本

票的出票人在出票时作虚假记载，骗取财物的；（六）冒用他人的票据，或者故

意使用过期或者作废的票据，骗取财物的；（七）付款人同出票人、持票人恶意

串通，实施前六项所列行为之一的。” 

《票据法》第 103 条规定：“有前条所列行为之一，情节轻微，不构成犯罪

的，依照国家有关规定给予行政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第 194 条规定：“有下列情形

之一，进行金融票据诈骗活动，数额较大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五年以

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

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

十万元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一)明知是伪造、变造的汇票、本票、支票而

使用的；(二)明知是作废的汇票、本票、支票而使用的；(三)冒用他人的汇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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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票、支票的；(四)签发空头支票或者与其预留印鉴不符的支票，骗取财物的；

(五)汇票、本票的出票人签发无资金保证的汇票、本票或者在出票时作虚假记

载，骗取财物的。使用伪造、变造的委托收款凭证、汇款凭证、银行存单等其

他银行结算凭证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公司开具无真实交易背景的票据是基于公司业务发展过程中的融资需要，

全部为公司与公司控股子公司之间的行为，所开具的票据及贴现取得的资金全

部由公司控制及使用，用于公司自身的生产经营，不存在被第三方使用或被他

人占用的情形，并且均已到期解付，不存在逾期付款、欠息的情况，虽不符合

《票据法》第 10 条之规定，但不属于《票据法》第 102 条、《刑法》第 194 条

规定的票据欺诈或诈骗行为，不属于按相关法律法规应当追究刑事责任或应当

给予行政处罚的情形。 

2、公司开具无真实交易背景的票据进行融资的行为不存在逾期和欠息情

况，不存在任何纠纷和潜在纠纷 

《票据法》第 106 条规定：“依照本法规定承担赔偿责任以外的其他违反本

法规定的行为，给他人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截至 2017年 3 月 1 日，公司开具的无真实交易背景的票据均已到期并全部

足额解付，且不存在逾期付款、欠息的情况，亦无新开具无真实交易背景票据

融资的行为。相关商业银行均出具了确认函，确认阳谷华泰办理的银行承兑汇

票业务符合商业银行内部规定，截至书面确认文件出具之日银行承兑汇票业务

已结清,不存在逾期及欠息情况，未给各商业银行造成损失。因此，不属于《票

据法》第 106 条规定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情形。 

2017 年 7 月 7 日，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高新支行出具《中国光

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高新支行确认函》，确认：山东阳谷华泰化工股份有限

公司自 2014 年 1 月 1 日至今，在我行办理的银行承兑汇票业务符合我行内部相

关规定。截至本确认函出具日，银行承兑汇票业务已结清，不存在逾期及欠息

情况，未给我行造成损失。 

2017 年 7月 7 日，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阳谷县支行出具《证明》，证

明：山东阳谷华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为我行优质客户，自 2014 年 1月 1 日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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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行与阳谷华泰在银行承兑汇票业务合作过程中，阳谷华泰提交的资料均符合

我行内部规定，并按照我行的相关规定提供保证金或保证担保，且按时解付到

期的银行承兑汇票。截至本证明出具日，该公司在我行不存在逾期及欠息情况。

我行与阳谷华泰就票据开具、背书转让、贴现融资等事项不存在任何纠纷和潜

在纠纷，对于已履行完毕的银行承兑汇票业务，我行不会追究出票人、收票人

或其他相关方的责任。 

2017 年 7月 10 日，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聊城分行出具《上海浦

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聊城分行确认函》，确认：山东阳谷华泰化工股份有限

公司自 2014 年 1 月 1 日至今，在我行办理的银行承兑汇票业务符合我行内部相

关规定。截至本确认函出具日，银行承兑汇票业务已结清，不存在逾期及欠息

情况，未给我行造成损失。 

2017 年 7月 10 日，天津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行出具《天津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济南分行确认函》，确认：山东阳谷华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为我行优质客

户，自 2014 年 1 月 1 日至今，我行与阳谷华泰在银行承兑汇票业务合作过程中，

阳谷华泰提交的资料均符合我行内部规定，并按照我行的相关规定提供保证金

或保证担保，且按时解付到期的银行承兑汇票。截至本确认函出具日，该公司

在我行不存在逾期及欠息情况，未给我行造成损失。我行与阳谷华泰就票据开

具、背书转让、贴现融资等事项不存在任何纠纷和潜在纠纷，对于已履行完毕

的银行承兑汇票业务，我行不会追究出票人、收票人或其他相关方的责任。 

2017 年 7月 11 日，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聊城阳谷支行出具《齐鲁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聊城阳谷支行确认函》，确认：山东阳谷华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为我

行优质客户，自 2014年 1 月 1 日至今，我行与阳谷华泰在银行承兑汇票业务合

作过程中，阳谷华泰提交的资料均符合我行内部规定，并按照我行的相关规定

提供保证金或保证担保，且按时解付到期的银行承兑汇票。截至本确认函出具

日，该公司在我行不存在逾期及欠息情况，未给我行造成损失。我行与阳谷华

泰就票据开具、背书转让、贴现融资等事项不存在任何纠纷和潜在纠纷，对于

已履行完毕的银行承兑汇票业务，我行不会追究出票人、收票人或其他相关方

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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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7月 11 日，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聊城分行出具《招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聊城分行确认函》，确认：山东阳谷华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自 2014 年 1

月 1 日至今，在我行办理的银行承兑汇票业务符合我行内部相关规定。截至本

确认函出具日，银行承兑汇票业务已结清，不存在逾期及欠息情况，未给我行

造成损失。我行与阳谷华泰就银行承兑汇票业务不存在任何纠纷和潜在纠纷。 

2017 年 7 月 11 日，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聊城分行出具《说明》，说明：

山东阳谷华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自 2014 年 1 月 1 日至今，办理的银行承兑汇票

业务符合我行制度相关规定，截止本说明出具日，该客户在我行银行承兑汇票

业务已结清，不存在垫款等不良情况。 

2017 年 7月 11 日，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聊城分行出具《兴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聊城分行确认函》，确认：山东阳谷华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为我行优质客

户，自 2014 年 1 月 1 日至今，我行与阳谷华泰在银行承兑汇票业务合作过程中，

阳谷华泰提交的资料均符合我行内部规定，并按照我行的相关规定提供保证金

或保证担保，且按时解付到期的银行承兑汇票。截至本确认函出具日，该公司

在我行不存在逾期及欠息情况，未给我行造成损失。我行与阳谷华泰就票据开

具、背书转让、贴现融资等事项不存在任何纠纷，对于已履行完毕的银行承兑

汇票业务，我行不会追究出票人、收票人或其他相关方的责任。 

3、中国人民银行阳谷县支行已出具公司不存在严重违法违规的证明 

中国人民银行阳谷县支行于 2017 年 8 月 30 日出具《关于山东阳谷华泰化

工股份有限公司无行政处罚记录的函》，函件说明：自 2014 年 1 月 1 日至今，

山东阳谷华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相关法律、法规和规

范性文件的规定，不存在严重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情况，亦无受到我行行政处

罚的记录。 

4、实际控制人出具相关承诺 

2017 年 8月 30 日，公司实际控制人王传华作出承诺：若山东阳谷华泰化工

股份有限公司由于开具无真实交易背景票据的行为受到有关主管部门处罚，本

人将全额承担该处罚款项，保证公司不会因此遭受任何损失。同时承诺将严格

要求公司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等法律法规规定，不再发生开具无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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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交易背景票据的行为。 

以上楷体加粗内容已于配股说明书“第七节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之“一、

财务状况分析”之“（二）主要负责分析”之“1、流动负债”之“（2）应付票据”

进行了补充披露。 

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公司通过开具无真实交易背景的票据并融资的行为不符合《票据法》

第 10 条的规定，但该行为不属于相关法规明确规定的应受行政处罚或刑事处罚

的情形。票据融资资金全部用于公司自身的生产经营，不存在被第三方使用或被

他人占用的情形，并且均已到期解付，不存在逾期付款、欠息的情况，与相关商

业银行之间未因该等事项产生任何纠纷或诉讼，未给他人造成损失。且中国人民

银行阳谷县支行已出具公司不存在严重违法违规的证明。 

综上，保荐机构认为：公司开具无真实交易背景的票据的行为不构成重大违

法或犯罪，且申请人已进行了规范和整改，对申请人本次配股发行不构成实质性

障碍。 

律师核查意见： 

律师认为：申请人向其全资子公司开具无真实交易背景票据进行融资的行

为，不属于《票据法》第 102 条、《刑法》第 194 条所规定的票据欺诈或诈骗行

为，不属于应受到人民银行行政处罚的情形，不属于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形；

且截至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申请人未因该等行为受到有关行政机关行政处

罚；若未来有关行政机关就上述行为对申请人作出行政处罚，申请人之实际控制

人已出具对该等事项承担赔偿的承诺，该等处罚亦不会对申请人的生产经营造成

影响。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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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山东阳谷华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及东北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山东阳谷华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度创业板配股之初审会补充问

题的回复》之盖章页） 

 

 

 

 

 

                                山东阳谷华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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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山东阳谷华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及东北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山东阳谷华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度创业板配股之初审会补充问

题的回复》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签名：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张玉彪                刘杰琼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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