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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098        证券简称：浔兴股份        公告编号：2018-031 

 

福建浔兴拉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的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福建浔兴拉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上市公司”、“浔兴股

份”）于 2018 年 4 月 18 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福建浔兴拉链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的关注函》（中小板关注函【2018】第 110号），现就问询函所关注的问

题回复如下： 

一、你公司在本次股票停牌期间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具体过程，你公司及

相关方的主要工作，截至目前停牌期间尚未完成相关事项筹划的主要原因及存

在的主要争议（如有），并请结合上述内容，对公司截至目前股票停牌期间的信

息披露及所履行的程序进行全面自查，详细说明相关信息披露是否符合本所《股

票上市规则》、《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14 号：上市公司停复牌业务》

（以下简称“《停复牌备忘录》”）等相关规定，你公司是否及时按照《停复牌备

忘录》的规定履行相应的审批程序，是否存在滥用停牌、无故拖延复牌时间等

情形。 

回复： 

1、重大资产重组项目过程 

鉴于传统拉链业务的发展空间有限，公司一直以来寻求传统产业的升级和转

型机会，并于 2017 年完成了深圳价之链跨境电商有限公司 65%股权的收购。 

本次重组停牌期间，公司与重大资产购买的标的公司股东就本次交易对价支

付方式及进度安排、标的公司估值及业绩承诺等事项进行了多次沟通和协商，但

由于公司与标的公司股东未能就本次交易的交易方式及业绩承诺等相关条款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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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一致，且达成时间难以确定。为维护全体股东及公司利益，经过慎重考虑，公

司终止了与上述标的公司的本次重组合作。 

同时，为更专注于高增长的跨境电商行业，集中优质资源，强化公司核心竞

争力，公司拟出售与拉链业务相关的、或基于拉链业务的运营而产生的所有资产、

负债，即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中新增重大资产出售事项。 

2、公司及相关方的主要工作 

停牌期间，公司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积极与

交易对方进行了多次磋商谈判，并对标的公司进行了广泛的调查了解，组织双方

管理层就交易方案进行了多次沟通协商，同时，结合尽职调查进度就本次重大资

产重组的可行性进行了多次论证，与交易对方就交易方式、标的估值、业绩承诺

等交易的核心条款进行充分沟通，积极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工作。此外，公司

认真做好保密工作，严格控制内幕知情人范围，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3、尚未完成相关事项筹划的主要原因 

由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公司置出拉链业务，一方面交易双方正在积极举

行关于本次交易方案和安排的谈判，相关方案细节等仍需要双方进行进一步磋

商；另一方面，标的资产的审计工作同时涉及上市公司年度审计工作，为保持谨

慎性原则，标的资产的审计工作尚未全部完成。 

4、公司自查情况 

停牌期间，上市公司按照《股票上市规则》、《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

录第 14 号：上市公司停复牌业务》等相关规定及时履行披露义务，每五个交易

日披露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情况，公司分别于 2017 年 11 月 11 日、2017

年 11 月 18 日、2017 年 11 月 25 日、2017 年 12 月 2 日、2017 年 12 月 9 日、2017

年 12 月 13 日、2017 年 12 月 20 日、2017 年 12 月 27 日、2018 年 1 月 4 日、2018

年 1 月 11 日、2018 年 1 月 18 日、2018 年 1 月 25 日、2018 年 2 月 1 日、2018

年 2 月 8 日、2018 年 2 月 10 日、2018 年 2 月 22 日、2018 年 3 月 1 日、2018 年

3 月 8 日、2018 年 3 月 10 日、2018 年 3 月 17 日、2018 年 3 月 24 日、2018 年 3

月 31 日、2018 年 4 月 11 日、2018 年 4 月 18 日发布了《重大事项停牌公告》（公

告编号：2017-075）、《重大事项停牌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7-076）、《关于

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17-078）、《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

组的停牌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7-079）、《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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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公告》（公告编号：2017-080）、《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继续停牌公告》（公告

编号：2017-081）、《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17-083）、《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7-084）、

《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8-001）、《关于筹划

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暨延期复牌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04）、《关于筹划

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8-005）、《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

组的停牌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8-009）、《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进

展公告》（公告编号：2018-012）、《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进展公告》（公

告编号：2018-014）、《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延期复牌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8-016）、《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8-017）、

《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8-019）、《关于筹划

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8-021）、《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

组的停牌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8-022）、《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进

展公告》（公告编号：2018-024）、《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进展公告》（公

告编号：2018-025）、《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18-027）、《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8-029）、

《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8-030）。 

2018 年 1 月 10 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变更重组方案并申请继续停牌的议案》，公司董事会同意变更重组方案，并向

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继续停牌。2018 年 1 月 23 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

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延期复牌的议案》，同意将上述议

案提交公司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2018 年 2 月 9 日，公司召开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延期复牌的议案》，同

意重大资产重组延期复牌。 

经自查，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信息披露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14 号：上市公司停复牌业务》等

规定，按照《停复牌备忘录》的规定履行相应的审批程序，不存在滥用停牌、无

故拖延复牌时间等情形。 

二、请你公司核查并补充披露以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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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次交易尚需履行的审批程序及目前进展情况。 

（2）本次交易的主要背景及目的。 

（3）本次重组标的资产的基本情况（包括企业性质、注册资本、法定代表

人、经营范围等）、标的资产所属行业的基本情况、标的资产的股权结构及控制

关系、标的资产的主要财务指标以及本次交易金额的范围。 

（4）截至目前本次重组的具体进展，包括但不限于各方就交易方案的商议

情况，尽职调查、审计、评估等工作取得阶段性进展，对已签订的重组框架是

否存在重大修订或变更，是否存在可能终止重组的风险等。 

回复： 

（一）本次交易尚需履行的审批程序及目前进展情况 

目前，交易双方仍在对本次交易方案进行深入探讨过程中。 

本次交易尚需履行的审批程序包括： 

1、交易对方的决策程序 

尚需浔兴集团召开股东会，审议通过本次交易方案。 

2、上市公司的批准和授权 

（1）尚需浔兴股份召开董事会审议与本次重组有关的议案； 

（2）尚需浔兴股份召开股东大会审议与本次重组有关的议案； 

3、相关法律法规所要求的其他可能涉及的批准或核准。 

（二）本次交易的主要背景及目的 

1、本次交易的背景 

（1）公司拉链业务发展空间有限，跨境电商行业为上市公司战略发展方向 

上市公司的拉链业务主要为SBS牌系列拉链、精密模具、金属和塑料冲压铸

件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主要产品包括：金属、尼龙、塑钢三大系列的各种码装

和成品拉链，各种规格型号的拉头和拉链配件等。近年来，受国内外宏观经济形

势的影响，国内传统制造业增长乏力，纺织服装行业持续低迷。公司依靠品牌优

势和技术创新，拉链业务虽然在近年来维持稳中有升的态势，但由于国内拉链行

业普遍存在进入门槛低、市场集中度低、市场容量相对有限等不利因素，造成行

业内同质化竞争现象严重，市场发展空间有限，加之近年来国内服装加工厂加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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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东南亚转移，公司拉链业务未来发展面临挑战。为此，公司在关注外部市场发

展动态的基础上，不断寻求恰当的转型契机及业务领域，创造新的盈利增长来源，

并将跨境电商产业作为战略发展方向。2017年9月，公司通过支付现金的方式收

购价之链控股权，上市公司主营业务增加跨境电商业务。价之链是一家以“品牌

电商+电商软件+电商社区”为主营业务的跨境出口电商企业。一方面，价之链通

过Amazon等平台运营自有品牌产品，通过精品化、品牌化的产品运营路线，将

产品销售到美国、欧洲、日本等地区；另一方面，价之链向全球的电商卖家销售

Amztracker、全球交易助手等多款电商营销服务及管理软件，为其他电商卖家提

供选品、数据分析、搜索优化、推广营销、店铺运营管理等全方位、一站式的服

务；同时，价之链利用vipon.com、百佬汇在线(blhpro.com)以及线下社区，将自

身跨境电商运营经验和全流程软件服务推向全球电商卖家，形成一个拥有广泛用

户基础的跨境电商服务平台。价之链由单一的电商企业逐步转变为集品牌电商、

电商软件、电商社区为一体，线上线下互动的跨境出口电商综合服务商。随着我

国跨境电商产业快速发展，价之链品牌电商业务和技术支持服务需求保持快速增

长，未来成长空间广阔。 

收购价之链控股权后，上市公司拥有拉链业务与跨境电商业务并行的双主

业。通过本次交易，上市公司置出拉链业务，契合上市公司优化业务结构、着力

发展跨境电商产业的战略方向，跨境电商业务作为上市公司主营业务的定位将进

一步清晰。 

（2）跨境电商行业未来发展前景广阔 

在传统进出口业务过程中，因信息不对称和封闭性，交易各方沟通成本高，

进而导致订单周期长并压缩了行业利润空间。随着近年来互联网技术及各种电子

商务平台快速发展，市场主体获得了丰富且对称的信息，在简化操作流程的同时

打破了原有的贸易垄断操作，缩短了海外消费者和国内生产商的距离，从而降低

了贸易业务成本，造就海外消费者和国内生产商双赢结果。近年来，国家鼓励电

子商务创新发展，出台了一系列针对跨境电商行业的惠利政策，其中包括： 

① 《关于实施支持跨境电子商务零售出口有关政策意见的通知》 

2013年8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商务部、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部门《关于

实施支持跨境电子商务零售出口有关政策意见的通知》，指出“发展跨境电子商

务对于扩大国际市场份额、拓展外贸营销网络、转变外贸发展方式具有重要而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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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的意义”，在加快跨境电子商务发展和支持跨境电子商务零售出口方面提出了

七项具体支持政策：①确定电子商务出口经营主体；②建立电子商务出口新型海

关监管模式并进行专项统计；③建立电子商务出口检验监管模式；④支持电子商

务出口企业正常收结汇；⑤鼓励银行机构和支付机构为跨境电子商务提供支付服

务；⑥实施适应电子商务出口的税收政策；⑦建立电子商务出口信用体系。 

② 《关于支持外贸稳定增长的若干意见》 

2014年5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支持外贸稳定增长的若干意见》，在支

持各类外贸企业发展方面，提出“支持外贸综合服务企业发展，为小微企业出口

提供专业化服务；支持民营、中小外贸企业发展”。在创新和完善多种贸易平台

方面，提出“加快国际展会、电子商务、内外贸结合商品市场等贸易平台建设；

出台跨境电子商务贸易便利化措施；鼓励企业在海外设立批发展示中心、商品市

场、专卖店、“海外仓”等各类国际营销网络”。 

③ 《关于促进跨境电子商务健康快速发展的指导意见》 

2015年6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促进跨境电子商务健康快速发展的指

导意见》，在支持国内企业更好地利用电子商务开展对外贸易方面，提出“加快

建立适应跨境电子商务特点的政策体系和监管体系，提高贸易各环节便利化水

平；鼓励企业间贸易尽快实现全程在线交易，不断扩大可交易商品范围；支持跨

境电子商务零售出口企业加强与境外企业合作，通过规范的“海外仓”、体验店

和配送网店等模式，融入境外零售体系，逐步实现经营规范化、管理专业化、物

流生产集约化和监管科学化”。 

近年来，我国跨境电子商务快速发展，已经形成了一定的产业集群和交易规

模。跨境电子商务利用“互联网＋外贸”实现优进优出，有利于发挥我国制造业

大国优势，同时有利于加快实施共建“一带一路”等国家战略，推动开放型经济

发展升级。价之链所处的跨境出口零售行业未来市场空间巨大。 

（3）资金不足已成为限制公司跨境电商产业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因素 

现阶段，公司的跨境电商业务是跨境出口零售电子商务，属于资金密集型行

业，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用于网站平台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营。为了获取竞争优势、

抢占市场份额，价之链在搭建平台设施、丰富商品品类、优化信息系统、整合仓

储配送资源、完善海外仓库布局、引入优秀人才等方面都需要投入大量资金，但

由于价之链作为轻资产企业，并无高价值的房产和土地使用权等，未能从银行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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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足够贷款，而公司的拉链业务为劳动密集型传统制造业，资金耗用量较大，无

法为价之链提供充足的流动资金支持。 

一方面，为保持价之链业务的快速增长并进一步提升其市场竞争力，价之链

迫切需要在营运资金、资本性支出、研究费用等方面加大投入；另一方面，根据

公司既定的发展战略，公司围绕跨境电商产业继续实施外延式扩张需要充足的流

动资金支持。因此，资金不足已成为限制公司跨境电商产业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因

素。公司本次出售拉链业务可以迅速募集资金，有助于优化公司资产及业务结构，

提高资产运营效率，为价之链的业务发展及上市公司的业务转型升级提供亟需的

资金支持。 

2、本次交易的目的 

（1）获取推动公司业务转型升级亟需的资金，提高持续盈利能力 

鉴于传统拉链业务的发展空间有限，上市公司一直积极而稳健的寻求传统产

业升级和转型的机会。公司本次置出拉链业务旨在谋求业务转型升级，集中资源

重点发展跨境电商产业，优化上市公司的资产质量和盈利能力，切实提升上市公

司价值，维护中小股东利益。同时，本次重大资产出售使上市公司获得大量资金，

为公司的业务转型提供充足的流动资金支持，有利于公司及时抓住跨境电商产业

发展的历史机遇，在做大做强价之链主营业务的同时，积极向跨境电商业务的上

下游产业链及相关领域延伸。 

（2）本次重组有利于上市公司聚焦跨境电商产业，实现转型升级与长远发

展 

本次交易前，上市公司拥有拉链业务与跨境电商业务并行的双主业。本次交

易后，上市公司将置出拉链业务，进一步聚焦跨境电商业务，实现业务的转型升

级。近年来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助推电子商务产业持续高速增长，国内跨境电

商行业正处于历史发展机遇期，发展前景广阔，上市公司聚焦跨境电商产业有利

于实现公司可持续发展。 

（3）减少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前，公司与关联方晋江市思博箱包配件有限公司等存在经常性的关

联交易。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拉链业务全部出售予浔兴集团，公司与上述关

联方也不再发生关联交易。因此，本次交易将消除上市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关联

交易，有利于促进公司规范经营，增强上市公司的独立性，降低经营风险，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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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大中小股东的权益。 

（三）本次重组标的资产的基本情况（包括企业性质、注册资本、法定代

表人、经营范围等）、标的资产所属行业的基本情况、标的资产的股权结构及控

制关系、标的资产的主要财务指标以及本次交易金额的范围 

本次交易拟出售资产主要为：福建晋江浔兴拉链科技有限公司100%股权、

天津浔兴拉链科技有限公司100%股权、东莞市浔兴拉链科技有限公司100%股

权、成都浔兴拉链科技有限公司100%股权、浔兴国际发展有限公司100%股权和

上海浔兴拉链制造有限公司75%股权。 

 

1、浔兴拉链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福建晋江浔兴拉链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 福建省泉州市晋江市深沪镇华海村滨溪路18号 

法定代表人 施明取 

注册资本 4,900.00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18年02月02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50582MA31GCX465 

经营范围 

对拉链生产技术的研发；生产拉链、模具、拉链配件、纽扣；

货物或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禁止或限制进出口的货物或技

术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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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浔兴国际基本情况 

中文名称 浔兴国际发展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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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名称 SBS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LIMITED 

公司类别 私人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UNIT 2302-3, 23/F., ENTERPRISE SQUARE 3, NO.39 WANG 

CHIU ROAD, KOWLOON BAY, KOWLOON 

董事 王鹏程 

注册资本 77,750,135.00港币 

成立日期 2008年8月4日 

公司编号 1261812 

经营范围（主营业务） 一般贸易、服务和咨询 

（1）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6-12-31 

流动资产合计 593.50  

非流动资产合计  9,105.84  

资产合计  9,699.34  

流动负债合计  465.15  

非流动负债合计  -    

负债合计  465.15  

所有者权益合计  9,234.19  

（2）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6年度 

营业收入  701.57  

营业成本  -    

利润总额  639.98  

净利润  639.98  

3、天津浔兴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天津浔兴拉链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 武清开发区福源道北侧 

法定代表人 施高雄 

注册资本 10,000.00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07年07月10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202226630729457 

经营范围 

开发、制造、销售拉链及配件、模具、拉链设备；制造、销售

金属制品、塑料制品、道路普通货物运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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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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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16-12-31 

流动资产合计 4,296.68 

非流动资产合计 4,795.56 

资产合计 9,092.24 

流动负债合计 388.22 

非流动负债合计  

负债合计 388.22 

所有者权益合计 8,704.02 

（2）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6年度 

营业收入 3726.20 

营业成本 3280.96 

利润总额 -389.57 

净利润 -371.76 

4、成都浔兴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成都浔兴拉链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 四川省成都市大邑县晋原镇浔兴大道（工业集中发展区） 

法定代表人 施清波 

注册资本 3,000.00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08年04月10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01296721985313 

经营范围 

开发、生产、销售：拉链及其配件、模具、拉链设备、金属塑

料冲压铸件、五金注塑饰品及其配件、箱包配件、服装辅料、

体育用品。 

（1）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6-12-31 

流动资产合计  2,388.16  

非流动资产合计  3,746.89  

资产合计  6,135.05  

流动负债合计  594.48  

非流动负债合计  -    

负债合计  594.48  

所有者权益合计  5,540.57  

（2）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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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16年度 

营业收入  3,963.59  

营业成本  2,487.78  

利润总额  1,742.72  

净利润  1,300.32  

5、东莞浔兴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东莞市浔兴拉链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企业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 东莞市大朗镇松木山村象山工业城象和路33号 

法定代表人 施清波 

注册资本 5,000.00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07年08月17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1900665043232J 

经营范围 

开发、产销：拉链及其配件、模具、拉链设备、金属塑料冲压

铸件、五金注塑饰品及其配件、服装辅料；货物进出口、技术

进出口。 

（1）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6-12-31 

流动资产合计 4,338.37 

非流动资产合计 837.82 

资产合计 5,176.19 

流动负债合计 731.94 

非流动负债合计  

负债合计 731.94 

所有者权益合计 4,444.25 

（2）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6年度 

营业收入 5,160.82 

营业成本 4,117.26 

利润总额 -1.33 

净利润 -1.53 

6、上海浔兴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上海浔兴拉链制造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 

注册地址 上海市青浦区工业园区汇金路1111号 

法定代表人 施雄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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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 17,500.00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 1999年02月10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607402428M 

经营范围 
生产各种拉链及系列产品、包装配件，销售公司自产产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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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6-12-31 

流动资产合计  22,379.01  

非流动资产合计  23,564.30  

资产合计  45,943.31  

流动负债合计  13,735.51  

非流动负债合计  -    

负债合计  13,735.51  

所有者权益合计  32,207.80  

（2）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6年度 

营业收入  29,189.10  

营业成本  19,322.74  

利润总额  3,678.10  

净利润  3,013.76  

7、晋江农商行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福建晋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福建省晋江市青阳街道崇德路196号 

法定代表人 林太白 

注册资本 176,897.3076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11年12月29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50500587541382D 

经营范围 

吸收公众存款；发放短期、中期和长期贷款；办理国内结算；

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代理发行、代理兑付、承销政府债券；

买卖政府债券、金融债券；从事同业拆借；从事银行卡业务；

代理收付款项；提供保管箱服务；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

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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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仅持有福建晋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0.92%股权，对其不具有重

大影响，也未参与其实际经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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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目前，交易双方仍在对本次交易方案包括交易金额进行深入讨论中。 

标的资产所属行业的基本情况如下： 

1、我国拉链行业销售增速趋缓 

我国拉链产业始于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九十年代初，由于国内快速增长

的服装、箱包等行业的需求拉动以及拉链行业劳动密集型的特征，国内拉链行业

通过来料加工、代工生产等方式开始逐步承接海外产能，且一直保持高速增长。

目前，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拉链生产国和出口国，全球拉链的60%由中国制

造（《中国拉链》2016.10期）。 

近年来，随着我国服装产量增速放缓，国内拉链行业逐步进入平稳发展阶段。

受服装市场低迷以及服装、箱包出口下降等影响，2015年我国拉链销售出现一定

幅度下滑。根据中国拉链协会的统计，2016年我国拉链全年销售额约400亿元，

全年拉链销售量约440亿米，同比有所回升。 

2012-2016年我国拉链销售量及销售额 

 
数据来源：中国拉链协会 

2、产品质量提升，高端竞争不足 

拉链行业在整体上属于劳动密集型行业，尤其是在中低端市场，进入门槛不

高。一直以来，中国拉链产业的市场主要集中在中低端市场，原因在于中国拉链

产业的整体制造水平不高，尤其是对产品加工过程的把控程度不够，质量稳定性

差，影响了产品的应用环境和使用寿命，降低了产品的档次。近些年来，中国拉

链企业通过设备的引进与更新，拉链制造水平有所提高，产品逐步由中低端向中

高端市场渗透，逐渐树立了产品在高端市场的美誉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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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目前中国拉链制造的核心技术还没有形成，中国拉链企业的生产效率

与发达国家的先进企业还存在相当大的差距，中国企业引领产业的先进生产模式

还没有显现。 

3、品牌意识明显提升，但品牌附加值不高，运作经验不足 

近年来，中国拉链企业涌现出SBS、SAB（伟星股份）等一批拉链品牌，不

仅在国内服装等下游市场具有较高的品牌形象，同时在国际市场上也崭露头角，

行业品牌意识明显增强。中国拉链企业正逐步改变以往仅仅满足初级加工及贴

牌代工的生产模式，更加愿意打造自身的品牌，以品牌传播提升企业的市场影

响力和竞争优势。但总体而言，中国拉链企业的品牌化战略之路才初具雏形，

品牌理念有待重塑，品牌经营需要企业在打造与提升质量水平的基础上逐步提

升。当前，中国拉链企业的品牌附加值依然不高，品牌运营经验不足，与国际

拉链巨头仍然有较大的差距。 

（四）截至目前本次重组的具体进展，包括但不限于各方就交易方案的商

议情况，尽职调查、审计、评估等工作取得阶段性进展，对已签订的重组框架

是否存在重大修订或变更，是否存在可能终止重组的风险等 

截至目前，交易双方仍在对本次交易方案进行讨论。独立财务顾问正在对

交易标的等进行尽职调查，尽调工作尚未全部完成；发行人律师正在进行本次

项目相关法务尽调工作，目前相关工作尚未完成；由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为上

市公司置出拉链业务，审计师在进行上市公司年度审计工作的同时开展标的资

产的审计工作，目前标的资产审计工作尚未完成；评估师现阶段正在进行标的

资产的评估工作，相关工作尚未完成。 

截至目前，交易双方签订的重组框架协议不存在重大修改或变更。目前，交

易双方在标的资产对价方面仍然存在分歧，需要进一步的沟通洽谈，如果交易分

歧未能在交易所规定的停牌截止时间前达成最终一致意见，双方有可能选择放弃

本次交易，因此上市公司存在可能终止重组的风险。 

三、请你公司以列明时间表的方式说明下一步的具体工作计划和预计的具

体复牌时间。本所建议你公司召开投资者说明会，就拟长期停牌的原因、决策

过程以及后续工作计划等内容作出详细说明，并及时披露投资者说明会的相关

情况。 



15 

回复： 

项目下一步工作时间表安排如下： 

日期 具体工作 

4月21日 完成年度审计工作 

4月25日 上市公司公布2017年度报告 

4月下旬 完成标的资产审计工作 

4月下旬 发行人律师完成本次项目法务相关尽职调查工作 

5月上旬 评估师完成标的资产评估工作 

5月上旬 独立财务顾问完成项目尽职调查工作 

5月10日前 上市公司召开审议本次重组项目相关议案的董事会 

5月11日 
上市公司公告本次重组项目相关议案并根据后续深交所

事后审核情况而申请复牌 

上市公司在公布 2017 年度报告后，将根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具体推进情

况和相关法规要求，根据需要考虑是否召开投资者说明会并就本次停牌和重组项

目决策过程等事项进行详细说明。 

特此公告。 

福建浔兴拉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 4月 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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